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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館公共事務委員會 

 

人文館公共區域（因應 COVID-19 疫情）防疫管制計畫 
 

109 年 7 月 6 日第 42 次公共事務委員會核備通過 (待核備) 

一、 依據: 

「人文館公共區域（因應 COVID-19 疫情）防疫管制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係依據 98 年 7
月 9 日人文館第 15 次公共事務委員通過之「人文館公共區域（B2~4F）H1N1 等重大傳染疾病防

疫管制計畫」修正辦理。 
本計畫仍參照 98 年核定之計畫內容，因應重大傳染疾病疫情發展，分三大管制階段。 

二、 第一階段（環境清潔防疫期）管制計畫：國內出現感染案例，疫情未嚴重。 

(一) 實 施 日：由召集人核示實施日，至疫情結束。 
(二) 重點任務：針對本館公共區域（B2~4F）之設施、環境，進行清潔與消毒預防作業。 

1. 增設南、北棟 4 座客梯內消毒機；2F 大廳入口、南、北棟 B2～3F 之電梯口及貨梯等

共計 17 處，設置消毒酒精液，供入館人員消毒手指用。 
2. 增加公共區域的環境清潔與消毒頻率，由原本 1 日 3 次，調整為 1 日 5 次（詳附件

一）。 
(三) 管制措施：大樓出入口不實施入館人員體溫測量，由各單位自主衛生管理。 

三、 第二階段（疫情擴散管制期）管制計劃：國內出現感染案例，疫情已趨嚴重。 

(一) 實 施 日：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CDC）及本院相關防疫措施，由召集人核示

後實施。 
(二) 重點任務：預防潛在性患者進入本館，持續進行公共區域之清潔與消毒。 
(三) 管制措施：上班時段（7:00AM～7:00PM）於南、北棟 1F 出入口及車道入口共 3 處，

設置體溫測量站進行門禁管制（星期六、日國定假日不設置體溫站）。 
1. 門禁管制：非確實來館洽公之訪客人車，禁止入館。入館人員一律量測體溫及配戴口

罩入館。 
(1). 配戴識別證／臨時證之本館人車： 

 依 CDC 規定修正額溫低於 37.5℃者，直接入館，並貼上貼紙識別，不用填

【入館紀錄表（含院本部健康關懷表應填內容，詳附件二）】。 
 惟經第 2 次測量後仍超過 37.5 度(含)者，須填【入館紀錄表】，並通知用人

單位。 
(2). 訪客（廠商、本院其他單位人員等）／未戴本館單位識別證人車入館： 

 一律入口處填寫【入館紀錄表】，以 google 表單填列為主，輔以紙本登紀。 
 表單以各單位為基礎，單位訪客、未戴本館單位識別證者入館共用。 

註：入館紀錄表之訪客個人資料依 CDC109/5/28 公告「COVID-19(武漢肺炎)」防疫

新生活運動：實聯制措施指引，於登載 28 天後，進行刪除。 
(3). 3、4F 國際會議廳室與會者之體溫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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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 CDC 公眾集會指引及本院回函說明，COVID-19 防疫期間 3、4F 國際會議

廳室不外借使用。 
 惟配合院本部及本館入駐單位開會之需（室內會議人數限制依 CDC 規定辦

理），與會人士一律由「2F 大廳出入口」進出，惟身障人士或行動不便、開

車者可由 1F 或 B1 出入口進出。 
 所有與會人士均須測量體溫及管制登記，為加快人員進出效率，敬請會議主

辦單位依「體溫測量名冊表格」（詳附件三），事先造冊提供本會。 
 主辦單位自備酒精、口罩、額溫槍等防疫用品及設施，並於會議辦理期間派

員至2F大廳出入口及B1車道入口，依名冊進行與會人士入館體溫測量登錄，

不須換證進出本館；測量後，將體溫量測名冊送委員會備查，以俾追蹤。 
（註：請機電營運室林立偉技正於會場借用時，告知主辦單位，請主辦單位能配合辦

理。） 
2. 本館停車場管制措施：非確實來館洽公之訪客車輛禁止入館。 

(1). 開放時間： 
配合現有出入口門禁管制時間，停車場原於上班時間 7:00AM～10:00PM 開放，修

正於 7:00AM～7:00PM 開放。 
(2). 入口車輛體溫測量處： 

考量車輛入館順暢度，體溫站將設在南棟 B1 處，保留南棟 B1 處身障車位 2 格及

一般車位 2 格，供駕駛及訪客依上述門禁管制情形，填列【入館紀錄表】，以免

影響後車入館。 
3. 本館快遞送件： 

(1). 各單位快遞、外食送貨／餐人員不得入館，由保全通知訂餐單位到 1F 領取。 
(2). 外送人員在 1F 處短暫停留而未進入各單位樓層者，得免填列【入館紀錄表】，但仍

需量測額溫。 
(3). 若訂用單位要求需上樓者(原則:外送人員禁止上樓，僅在 1F 由保全代收)，依上述

門禁管制情形，須填列【入館紀錄表】後，使得進入。 
4. 人文館保全勤務調整： 
(1). 全館巡邏暫停：上班時段日常巡邏暫停，但假日恢復。 
(2). 夜間人力減少：調派夜班保全人力 1 名至日班協助體溫測量，故夜班保全人力減為

2 名，白天班為 5 名。 
(3). 前廣場交通指揮暫停：因應本館保全力調派至入口體溫站，已無多餘人力，故本項

勤務暫停。 

四、 第三階段（本館確診案例封館期）管制計畫：本館疫情嚴重，依本院及政府主管機關規定

辦理。 

(一) 依院本部規定，於 109 年 4 月 8 日邀集本館入駐單位召開「人文館封館作業程序及檢

查事項討論會」決議通過「人文館封館作業程序及檢查事項」（詳附件四）。 
(二) 如遇本館確診案例，本館大樓將依本院及主管機關規定指示，依據本館封館作業標

準，進行分棟隔離或封館措施，做好館內外人員管制措施，減少對社區之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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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應變調整措施 

本防疫管制計畫將隨時因應 COVID-19 疫情發展及 CDC 等主管機關規定，由召集人核示彈

性調整修正實施。 
六、 附註 

本防疫管制計畫於 109 年 1 月 30 日（四）實施第一階段管制計畫，3 月 24 日（二）實施第

二階段管制計畫；相關實施進程詳附件大紀事（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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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因應 COVID-19 人文館 B2～4F 公共區域環境清潔說明表 

 
 

地點 清潔項目 清潔次數 備註 

B2~4F 出入口處 
門面、手把、櫃檯、冷

氣面板按鈕、電燈開

關、話筒 

配合單位同仁入館作息，每日 5 次消毒

擦拭： 
1. 7:30~8:00（同仁上班前） 
2. 9:00~9:30（同仁上班打卡後） 
3. 11:30~12:00（同仁中午休息前） 
4. 13:30~14:00（同仁中午休息後） 
5. 16:00~16:30（同仁下班前） 

1. B2~4F 清潔

人員 5 名及

清潔領班 1
名。 

2. 清潔人員配

戴手套。 
3. 消毒劑：稀釋

漂白水或消

毒酒精（註：

電梯內及不

鏽鋼把手等

以消毒酒精

擦拭、地板等

以稀釋漂白

水擦拭）。 

電梯 按鈕、鏡面、話筒 

B2~4F 安全梯間 樓梯扶手 

B2~4F 室內設施 

公共電話話筒、飲料機

按鈕、沙發桌椅、冷氣

面板按鈕、電燈開關、

消防栓面板、機房門把

等 

B2~4F 廁所 
洗手台(含水龍頭)、鏡

面、門把、馬桶、地板 

1~4F 走道 地板 每日早上消毒擦拭 1 次 

3、4F 會議廳 
桌面、麥克風、椅子扶

手、門把、地毯等 
會場於使用後立即擦拭消毒 

B2~B1 停車場、

頂樓 
牆角等 

每週 1 次，四週牆角、柱角進行消毒擦

拭。視需要再請專業廠商進行防疫噴

灑。 

 
 

備註：日常勤洗手、保持良好咳嗽禮儀，切勿過度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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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人文館  入館紀錄表（含院本部健康關懷表） 
109.03.23 製 

COVID-19 健康關懷表(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當事人同意書，並依 CDC 之實聯制措施指

引，28 天後刪除。) (Health Declaration Form For COVID-19 Prevention /Personal Information 
Collection Statement and Authorization Agreement) 
預防 COVID-19, 請您耐心填表及量測額溫，感謝您的配合。For preventing COVID-19, please 
complete this record patiently.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當事人同意書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為維護雙方的權益，及所必要提供之服務，對於所提供個人

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說明如下： 
（一） 填報時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將做為協助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相關訊息

連絡及資料統計分析等使用。本院會妥善履行個人資料保護的義務。 
（二）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所填資料得向本院查詢或請求閱覽、請求製給複製本、請求

補充或更正、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或請求刪除。 
本人已瞭解上述事項，並同意中央研究院於所列蒐集目的範圍內，合理蒐集、處理或利用

本人之個人資料。 
According to the provisions of the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both parties and the necessary services provided, the collect and use of the personal data as follows: 

(1) The personal data provided at the time of filling in the form will be used to assist the communication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severe special infectious disease pneumonia (COVID-19). Academia Sinica will properly 

protect your personal data. 

(2) According to the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 the materials which you provided may be inquired or 

requested to verify from Academia Sinica, you can request copy, supplement correctly, or stop collecting, and 

request to delete. I have understood the above content and agree that Academia Sinica collect, process or use 

my personal data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above-mentioned collection targets. 

*必填 
1. 測量處 (Entrance) 
南棟 1F (South Building 1F) 
北棟 1F (North Building 1F) 
車道入口(Driveway entrance) 
2. 姓名(Name) * 

您的回答 

3. 廠商名稱(Name of your Company) 

您的回答 

4. 聯絡電話／電子信箱(Tel／E-mai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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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回答 

5. 受(邀)訪人員姓名(Name of Respondents/Inviter) * 

您的回答 

6. 請問您是否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居家檢疫或居家隔離或自主健康管理個案。Are you an 
identified case of home quarantine or self-isolation at home or self-management of health by 
the authority of Taiwan? * 
○是/YES ○否/NO 

7. 請問您在過去 14 天內,是否有出國紀錄?Have you ever gone abroad in the past 14 days? * 
○是/YES ○否/NO 

8. 請問您在過去 14 天內,是否與從旅遊疫情第一到三級區域入境的人士面對面接觸過? 
Did you recently encounter any person who visited the areas of International Tourism Epidemic 
areas level 1-3 in the past 14 days? * 
○是/YES ○否/NO 

9. 您是否有在過去 14 天內出現發燒、上呼吸道症狀，如咳嗽、喉嚨痛、呼吸困難、流鼻

水。Have you experienced fever, upper respiratory symptoms, including cough,sore throat, 
shortness of breath, running nose, during the past 14 days. * 
○是/YES ○否/NO 

10. 第 1 次額溫(1st Record ) * 
○37.5 度以下(<37.5°C)      ○大於／等於 37.5 度(≥37.5°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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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人文館實施 COVID-19 防疫措施 3、4F 會議場地借用須知 

 
1. 本須知依據本館 109 年 COVID-19 防疫管制計畫，敬請場地借用單位配合辦理。  

2. 與會人士一律由「2F 大廳出入口」進出，惟身障人士或行動不便者、開車者由 1F 或 B1 進出。 

3. 場地借用單位須將報到處設於 2F 大廳戶外平台，由主辦單位於 2F 報到處及 B1 入口處自行派員測量與會人士體

溫（會議主辦單位須自備相關防疫用品及設備），並進行登錄，檢測通過者，始得入館。 

4. 當日報到時間結束後，與會人士之體溫測量等登錄資料須送委員會備查，以俾追蹤。 

5. 其餘防疫措施遵照本院及 CDC 防疫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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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COVID-19 疫情   會議與會人士   體溫測量名冊 

會議主辦單位：                      會議名稱：                     測量處：□南棟 □北棟 □車道 
 

服務單位 姓  名 測量日 <37.5°C 複測 測量日 <37.5°C 複測 測量日 <37.5°C 複測 測量日 <37.5°C 複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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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人文館封館作業程序及檢查事項 

 
109 年 4 月 8 日定稿，第 42 次公共事務委員會議核備通過 

 
壹、 源起：109 年因應 COVID-19 疫情發展，如遇本館確診病例，依本院及主管機關規定

辦理，封館原則為「確診 1 名，分棟封樓；確診 2 名，全館封館」，說明如下： 
 

確診者(1 名) 
工作單位／區域 封閉樓層別 備註 

北棟單位 

「封閉北棟各樓層及聯圖」。 
（停車場正常開放，但北棟 B2~1F 梯間

出入口、2F 大廳禁止出入。) 
 

1. 因南、北兩棟之各單位人員

日常工作軌跡會跨足至聯合

圖書館；聯圖人員反之亦然，

南、北棟各進駐單位人員確

診者，聯圖工作區域均封閉。 
2. 因 B1~B2 停車場進入南、北

棟梯間為獨立出入口，故分

棟封樓期間，停車場仍維持

開放給未被封樓之南(或北)
棟單位人員停車進出（屆時

車道入口處也會派駐保全查

證入館人員單位別）。 

南棟單位 
「封閉南棟各樓層及聯圖」。 
（停車場正常開放，但南棟 B2~1F 梯間

出入口、2F 大廳禁止出入。) 

特例原則：如上述單位確診個案經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CDC)明白告知活動軌跡橫

跨南、北棟樓層，則全館封館。 

聯合圖書館 

「全館封館」。 

啟動「人文館封館作業程序及檢查

事項」，進行廣播。 

聯圖工作人員為五所進駐單位

派駐，且各進駐單位人員均會

至圖書館借閱書籍，故聯圖人

員確診，則全館封館。 

委員會工作人員 

委員會清潔、保全、機電人員

均為第一線工作人員，須跨所、

跨樓層執行日常工作勤務，故

相關人員一經確診，則全館封

館。 
 
 

貳、 封館作業程序及檢查事項流程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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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館封館作業程序及檢查事項 
 

109 年 4 月 8 日定稿 
檢查事項 確認

完成 
備註 

第 1 階段：全館廣播通知人車撤離時間 

 請預先擬訂廣播文字稿，封館期

間會進行全館消毒，個人物品請

妥善收藏，以避免食物或重要文

件因消毒致污染或損壞。 
 

第 2 階段：委員會所管各機電設備檢查及工作確認   

1. 建立委員會同仁聯絡群組及進駐單位單一窗口群組。 
 原則上由各所及聯圖總務擔任單

一窗口，各進駐單位完成撤離時，

須向機電室回報。 
2. 備份文書電腦資料。   
3. 備妥辦公室緊急照明或手電筒設備。   
4. 遮蔽不可噴灑消毒藥劑的物品與設備。  如有，請機電室預先詳列 
5. 關閉 3~4F 會議區飲水機電源並拔掉插頭。  機電室依附件:「人文館閉館後機

電設備巡檢重點檢查事項」進行

盤查。 
6. 關閉 3~4F 會議廳各視訊設備。  
7. 接妥重要設備緊急備用電源。 
包括：遠端伺服器、雲端工作站、中控室等（用電量及用

水量表）工作站、電信計費主機。 

 

8. 加滿發電機日用油箱。  
9. 確認進駐單位需要特殊開關機程序設備。  
10. 通知進駐單位資訊室及院方資訊服務處。   
11. 通知保全及清潔人員撤離。  保全請待人員疏散後始得撤離 
 
第 3 階段:人文館進駐單位撤離事項確認   
1. 進駐單位已固定並關閉實驗儀器、電腦設備電源。  進駐單位須確認消毒當日各樓層

研究室門鎖開啟方式，以利消

毒。 
2. 進駐單位已關閉各項照明電源與水源。  
3. 進駐單位清潔人員將垃圾清空。  
4. 進駐單位已關閉門窗。  
5. 進駐單位完成撤離，並向委員會機電室回報。  
 
第 4 階段：人文館撤離事項最終執行及確認回報   
1. 交接人文館關閉門鎖，並指定管理人員。   
2. 關閉車道鐵捲門遙控開關電源，停止進出。   
3. 關閉中控室門禁控制器，停止刷卡進出。   
4. 確認是否須指派專人，於指定時間進入中控室檢查建築

物監控。 
 如中控室須指派專人，則以機電

同仁每 1~3 天輪流 1 次為原則。 

5. 確認全館人員清空。 
 包含保全、清潔及機電外包人

員。 
6. 回報委員會召集人及執行秘書完成封館作業。   
 
第 5 階段：人文館封館期間之追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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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封館後第 3 天進行全館殺菌消毒作業。   

2. 封館後第 4 天指派值班人員維持基本安全管理。 
 以 1 名為原則。值班時間：上班

日 7:00AM～7:00PM。 

3. 進駐單位人員因要務進館，須事先通知並紀錄。 

 1. 須由單位單一窗口事先通知本

館值班人員，並填列附表。 
2. 入館之事由及必要性由各單位

自行決定，值班人員僅依照單

一窗口指示放行 
 
備註說明 ： 

1. 進駐單位：社會所、語言所、法律所、台史所、政治所、人文館聯圖。 
2. 封館程序開始：通知進駐單位撤離>確認人車離開（進駐單位人員撤離確認）>依檢查事

項確認>向委員會召集人及執行秘書做最終回報>閉館。 
3. 其他未盡事項依據本院「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確診案發生時建物及人員管理參考作

業程序說明」調整辦理。 
 
附表 

人文館 封館期間  人員進出 紀錄表 

日 期 單 位 
入館人員

姓名 
入館事由 到／離館時間 聯絡電話 

    __:__～__:__  

      

 
 
 
 



12/16 

附件：人文館閉館後機電設備巡檢重點檢查事項 
 
一、電信給排水檢查事項 

項次 檢查事項 正常 異常  備註 

1 電信機房內電信主機供電正常 

   信祥-王俊元

27859733 
0937- x x x x x x 

2 電信機房內語音電腦供電     
3 電信機房內計費電腦供電     
4 中控室內監控電腦水塔水位     
 
二、除濕機、VRV、電梯確認事項 

項次 檢查事項 正常 異常  備註 

1 
北棟 B1 電信機房、南棟 B1 空調機

房，化學式除濕機是否正常運轉。 

   人文館張宏銘 
26525259 

2 
南棟 1 樓空調機房(百年書庫)除濕

機、北棟 1 樓空調機房(GIS 室)除濕

機，配合空調(24H)是否正常運轉 

   大金 VRV 冷氣聯絡

大金林先生 0988- x 
x x x x x。 

3 

封館時南棟客貨梯、北棟客貨梯共 6
部電梯，1 樓電梯面板處有鑰匙孔，

使用電梯鑰匙轉至(OFF)關閉在 1
樓。 

   電梯聯絡崇友客服 
02-2760-2621、保養

人員黃奕呂 0932- x 
x x x x x。 

 
三、冰水主機確認事項      

項次 檢查事項 正常 異常  備註 

1 
CH-1，CH-2 運行正常(每日僅一台

運行，自動切換)中控室電腦確認 

   如無法排除請洽:人
文館許嘉麟或詮宏

藍正彬(0912- x x x x 
x x) 

2 
故障時電腦會有故障訊息，依訊息

排除故障項目 
      

 
四、中控室設備確認事項 

項次 檢查事項 正常 異常  備註 

1 消防系統電腦確認    主機密: x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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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監視系統會有故障訊息，依訊息排

除故障項目 

   廠商:宏士傅先生

0910- x x x x x  
密碼: x x x x 

3 門禁系統 

   廠商:宏士傅先生

0910- x x x x x 主機

帳號: x  
密碼: x x x x。 
保固廠商:知音姜先

生 0933- x x x x x x 
操作說明 
(1). 說明-重新登錄 
(2). 帳號:x 
(3). 密碼: x x x x  
(4). 701Client 系統 9 通行門組編輯 選擇 門組 Group2 將要關閉門組取消�(南棟 1 樓 008 北棟

1 樓 021)後 儲存 
(5). 701Client 系統 8 卡片資料編輯 將機電、保全、中控室、清潔 all 卡片(81、100~120)設定門

組 Group2 儲存下載即可。 
(6). 701Client 系統 選擇 F  (3)門組  (4)卡片  下載完成後離開。 

 
五、電力系統確認事項 

項次 檢查事項 正常 異常  備註 

1 

數位電表系統 
1. 位置：中控室 
2. 檢查電力圖控(Desigo)程式，有

無異常警告。 
2.1. 記錄異常訊息後，改用管理員帳

號登入。 
帳號：x x x x x，密碼：x x x x 
2.2. 點選異常警告，再選擇確認。 
2.3. 若警告不能清除，請執行圖控

(Desigo)系統關機(Shutdown)。 
2.4. 電腦重啟，在 Windows 桌面，執

行[關機]->[重新啟動]。 
2.5. Windows 重新啟動後，登入管理

員帳號。 
帳號：x x x x，密碼：x x x x  

2.6.  在 Windows 桌面，執行網路傳

訊器同步程式，

[ModbusGateway] 
2.7.  在 Windows 桌面，執行電力圖

   聯絡機電室周獻彬

(0984-xxxxxx)協助

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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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程式，[Desigo Insight] 
2.8.  圖控系統以一般帳號登入。 
帳號：x x x x，密碼：x x x x 
 
3. 檢查 26 個網路傳訊器連線狀

況。 
3.1. 在電力圖控(Desigo)主機的

Windos 桌面，執行[NPort 
Administrator-Configuration]程
式。 

3.2. 執行[Search]，觀察傳訊器

(NPort)是否出現 26 個？ 
3.3. 若傳訊器檢查不足 26 個，請點

選[IP Address]欄位，以 IP 排

序，再記錄缺少的 IP 位址。 

2 

緊急發電機 
1. 位置：北棟 B1 發電機室 
2. 檢查有無異味、漏水或漏油狀

況。 
3. 檢查系統中央控制盤、1 號機控

制盤、2 號機控制盤的各項燈號

是否在正常位置。 
4. 檢查發電機電池的工作電壓是否

正常。 
4.1 若充電器的充電燈持續閃爍，表

示電池的工作電壓已降低。 

   請聯絡機電室周獻

彬(0984- x x x x)，
或廠商勇帥公司李

財金(0939-995203)
協助處理。 

3 

高低壓變電系統 
1. 位置：北棟 B1 變電室 
2. 檢查冷氣是否正常。 
3. 檢查有無特別大聲的噪音。 
4. 檢查有無異味、漏水或漏油狀

況。 
5. 檢查 TR1 及 TR2 變壓器溫度，

一般在 45℃以下。 
6. 檢查各組高低壓機櫃，各項燈號

是否在正常位置。 
7. 檢查 MP4 變壓器(在車道上)是否

有異常。 

   請聯絡機電室周獻

彬(0984- x x x x)，
或廠商勇帥公司黃

志成(0932- x x x x )
協助處理。 

4 
不斷電(UPS)系統 
1. 位置：B1 不斷電(UPS)機房 
2. 檢查冷氣是否正常。 

   聯絡機電室周獻彬

(0984- x x x x x 
x )，或廠商羅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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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檢查有無特別大聲的噪音。 
4. 檢查有無異味、漏水或漏油狀

況。 
5. 檢查 UPS-A 及 UPS-B 機櫃，是

否有異常燈號。 

司蕭文仲(0932- x x 
x x x x)協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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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109 年人文館 COVID-19 防疫事紀 
 

日期 內容 備註 

109/01/30 
e-mail通知全館各單位對COVID-19進入第1階段（環境清

潔防疫期）防疫管制計畫作為（公共區域每日消毒3次）。 
公共區域環境清潔說明表 

109/01/30 要求本館清潔、保全人員上班時間一律配戴口罩。  

109/02/04 e-mail全館宣導COVID-19勤洗手。 勤洗手海報 

109/02/10 函致院本部協請支援購置熱像儀。 
人館字第1099350015號 
院本部回覆由人文館自有經費

購置。 

109/02/24 e-mail全館各單位增加公共區域每日消毒5次之防疫作為。 公共區域環境清潔說明表 

109/02/27 函致院本部建議防疫期間暫停租借人文館3~4F會議。 人館字第1099350026號 

109/03/04 
函致全院各單位，配合CDC政策，宣導非確來館洽公人車

減少來館，並殷切建議3/9(一)起來館搭乘電梯務必戴口

罩。 
人館字第1099350031號 

109/03/05 
e-mail全館宣導3/9(一)起搭乘本館電梯時，請避免交談並

佩戴口罩。 
勤洗手、戴口罩海報 

109/03/20 
函致全院各單位，人文館3/27(五)開始量測體溫及人車門

禁管制。 
人館字第1099350037號 

109/03/23 
函致全院各單位，因應本院確診案例，提早於3/24(二)對
COVID-19進入「第2階段（疫情擴散管制期）防疫管制計

畫」作為，實施入館體溫量測及門禁管制。 
人館字第1099350039號 

109/03/27 草擬「人文館關閉作業程序及檢查事項」。  

109/04/04 辦理全館COVID-19預防殺菌消毒作業。  

109/04/07 增加南、北棟4座客梯內手指消毒機。  

109/04/07 張貼進出人文館務必戴口罩海報宣導。 戴口罩海報 

109/04/08 
召開「人文館關閉作業程序及檢查事項」討論會，初步決

議本館COVID-19確診案例發生之封館原則。 
人館字第1099350046號 

109/04/13 e-mail全館宣導進出本館務必戴口罩。  

109/05/01 e-mail全館宣導COVID-19民眾假期生活防疫指引。 生活防疫指引海報 

109/05/12 本院同仁來信詢問 B2 停車場開放事宜。 

回覆：本館入駐單位眾多，為確

保本館同仁健康安全立場，出入

本館仍維持現行人車管制模式，

暫不開放非本館同仁停放。 

109/06/06 

函知全院人文館自 6/8(一)起 B2 停車場及國際會議廳借用

開放。 
本院單位同仁持識別證測量體溫入館停車，不用填入館紀

錄表。 

人館字第1099350059號。 
CDC宣布 6/7防疫管制措施解

封，經召集人核示後配合CDC量
體溫及實名制措施，維持現有體

溫站管制，但有條件開放停車場

及會議廳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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