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防疫作業 Q&A
一、幼兒園防疫問題專區：

109 年 2 月 10 日訂定

序號
問題
業務科回復說明
教育局聯絡窗口
私立幼兒園(含非營 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 109 年 2 月 2 教育局電話
1
利幼兒園)是否延後 日決議，為因應武漢肺炎疫情，原定 109 年 07-7995678
至 2 月 25 日開學?
2 月 11 日開學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延至 2 月 幼兒教育科
25 日開學，原已開學之私立幼兒園(含非營 林小姐/分機 3065
利幼兒園)及已上課的安親班與補習班維持
現況，惟須加強檢測與管理。

2

幼兒園教職員或幼生 一、依教育部 109 年 1 月 30 日及 2 月 1 日通 幼兒教育科
自中港澳地區入境日
知規定，各級學校、幼兒園經由中港澳 林小姐/分機 3065
起 14 日內是否可以
到園上班上課?

3

入境(包含由各國家經中港澳轉機)之學
生及教職員工，請其入境後起 14 日內在
家休息，避免到校(園)上課上班。
二、另依衛生福利部 109 年 2 月 6 日公告，
具中港澳旅遊史者，自入境日應進行 14
日居家檢疫，期間不得外出及出境，依
法不得拒絕、規避或妨礙，違反者得處
罰緩，並得視情節另為集中檢疫。

幼兒園幼生於防疫期 一、 幼生經中港澳地區入境日起 14 日內居 幼兒教育科
間請假如何退費?
家檢疫(2 月 5 日以前為「在家休息」) 洪小姐/分機 3069
請假，按連續請假日數比例退還午餐
費、點心費及交通費，其餘項目不予退
費。(不受連續請假 5 日以上可退費限
制)
二、 非屬前開由中港澳入境(含轉機)14 日
內之幼兒請假，公私立幼兒園幼兒請假
退費依「高雄市教保服務機構收退費辦
法」第 7 條規定辦理；非營利幼兒園幼
兒請假退費依「非營利幼兒園實施辦
法」第 19 條規定辦理。

4

幼兒園領取教育部備

一、私立幼兒園(含非營利幼兒園)備用兒童 幼兒教育科

用兒童口罩使用及管
理?

口罩已於 109 年 2 月 3 日請各園依教育部 林小姐/分機 3065
分配數量領取。
二、此兒童口罩為緊急支援之「防疫備用物
資」，不提供一般之使用，僅提供臨時性
發現幼兒於園內出現發燒、咳嗽、喉嚨
痛、呼吸急促等不適或緊急狀況者配戴，
1

序號

問題

業務科回復說明

教育局聯絡窗口

並應請父母儘速陪同就醫，返家休息。
三、幼兒園應指定管理人員 1 名，遇緊急狀
況需提供備用口罩時，應登記提供 日
期、使用者姓名、提供理由，並留存園內
備查。教育部或教育局於必要時得調查使
用情形，以利瞭解運用情形。

5

教保服務人員於防疫 一、 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於 109 年 2 月 11 幼兒教育科
期間請防疫照顧假，
日至 2 月 24 日申請防疫照顧假，幼兒 黃小姐/分機 3070
所遺班(課)務難覓符
園應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施行細則
合資格代理人員?
(下稱本細則)」第 12 條規定進用代理
人員，倘具教保服務人員資格難覓，依
同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略以，得於報本
局核准後以具大學以上畢業，且於任職
前 2 年內，或任職後 3 個月內，接受基
本救命術 8 小時以上及安全教育相關
課程 3 小時以上者代理之。
二、 考量防疫照顧假具緊急性，於 109 年 2
月 11 日至 2 月 24 日期間，倘有依本細
則第 12 條第 1 項第 3 款進用代理人員
者，得於進用人員後 30 日內補報教育
局核准。

6

幼兒園教職員工於延 一、防疫照顧假為因應延後開學特別措施， 人事室(公教人員)
後開學期間，申請防
疫照顧假之假別及是
否給薪?

教職員工基於照顧 12 歲以下子女需
求，得申請防疫照顧假或依機關(構)學
校既有請假規定辦理請假。防疫照顧假
與既有請假規定(如家庭照顧假、事假、
休假等)併行，並無排他或替代關係。
二、公立幼兒園教師、公務人員、約聘僱人
員及適用勞基法人員：依行政院人事行
政總處及教育部規定，各機關人員得選
擇申請防疫照顧假，防疫照顧假請假期
間不予支薪。
三、私立幼兒園教職員工：依勞動部規定，
防疫照顧假為防疫應變之特別措施，非
公假性質，雇主應予准假，且不得視為
曠工、強迫勞工以事假或其他假別處
理，亦不得扣發全勤獎金、解僱或予不
利之處分。防疫照顧假未強制雇主應給
2

林先生/分機 3147
秘書室(適用勞基
法)
陳先生/3186

序號

問題

業務科回復說明

教育局聯絡窗口

付薪資。

7

適用勞基法教職員工 一、 特別休假：依勞基法第 38 條規定，勞 人事室(公教人員)
因延後開學，其特別
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 林先生/分機 3147
休假及加班補休期限
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但年
為何?
度終結未休之日數，得經勞雇雙方協商 秘書室(適用勞基
遞延至次一年度實施。
法)
二、 加班補休：原則上由勞雇雙方自行協商 陳先生/3186
約定，惟為避免補休期限無所限制，並
利勞雇雙方遵循，已於勞動基準法施行
細則明定以勞雇雙方特別休假約定年
度之末日，作為最終補休期限，勞工如
果未能補休完畢，雇主仍然應依延長工
作時間或休息日工作當日之工資計算
標準發給工資。

8

幼兒園教師健康促進
增能研習

原訂 3 月辦理 4 場「108 學年度推動健康促 體育及衛生保健科
進學校扎根計畫-幼兒園教師健康促進增能
林小姐/分機 3102
研習」
，擬延期至 4/11、4/18、4/25 及 5/2。

3

二、學生權益須知(含入學、考試、競賽、活動等)：
序號

1

問題

業務科回復說明

國小寒假營隊、課後 為配合中央防疫政策，避免有群聚感染的疑
照顧及學習扶助班是 慮，寒假營隊、課後照顧及學習扶助班暫
否退費?
停，以維護本市親師生之健康。
寒假營隊依據「高雄市國民小學辦理寒暑假
學生營隊實施要點」第 7 點第 7 項規定，因
不可抗力或非可歸責學校之因素而未辦理
營隊活動之時數（次數），應按未辦理時數
（次數）減收或退還學生繳交費用。

教育局聯絡窗口
教育局電話
07-7995678
國小教育科
營隊：
王先生/分機 3056
課後照顧：
林先生/分機 3055
陳小姐/分機 3047

課後照顧依據「高雄市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
設立及管理規定」第九條減收及退費原則:
第一項『因不可抗力或非可歸責學生之因素
而未辦理課後照顧班之時數(節數)，應按未
辦理時數(節數)減收或退還學生繳交費
用』。
為配合中央防疫政策，避免有群聚感染的疑 國中教育科
慮，寒假營隊、寒假輔導及學習扶助班暫 賴小姐/分機 3031
停，以維護本市親師生之健康。
姚小姐/分機 3032
寒假營隊依據「高雄市國民中學寒暑假學生
營隊實施要點」第 8 點規定，活動因故取消
2

國中寒輔及營隊退費
問題？

或個人因素未能參加者，由各校依實際狀況
辦理退費。
寒輔依據「高雄市國民中學寒暑假學藝活動
及課後輔導實施要點」第九點規定：「各校
辦理寒暑假學藝活動或課後輔導，學生因故
無法參加，其退費以實際上課節數依比例辦

3

理退費」，辦理退費。
開學前是否可以安排 一、以停辦為原則。
國中教育科
學生返校打掃？
二、如學校有特殊因素考量，需安排學生返 黃先生/分機 3031
校打掃，應經學校防疫小組討論，並做 國小教育科
好防疫規劃措施。

4

寒假期間學校辦理營
隊、課輔等活動申請
經濟弱勢學生午餐補
助案

陳小姐/分機 3059

寒假經濟弱勢學生午餐補助，本局將依學校 體育及衛生保健科
報局之經費申請表辦理撥款，請學校依實際 李小姐/分機 3110
執行數辦理完竣後，填報剩餘款調查表辦理
繳回。
4

序號

問題

業務科回復說明

教育局聯絡窗口

因應寒假延長，加印 已通知學校於 2 月 11 日前聯絡符合資格之 體育及衛生保健科
5

6

安心餐食券發放

學生或家長到校領取(寒假延長期間及 108 李小姐/分機 3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之餐食券)，並提醒學校發
放餐券時須注意防疫措施。

國中教育會考相關期 一、教育部公告國中教育會考期程維持不 高中職教育科
程
變，其命題範圍調整機制以國立臺灣師 李小姐/分機 3024
範大學心理與教育測驗研究發展中心
張小姐/分機 3028
公告為準，詳情請逕至「國中教育會考
（網址：https://cap.nace.edu.tw/）」
瀏覽參閱。
二、高雄考區 109 年國中教育會考由本市中
山高中承辦，其會考簡章請逕至指定網
站（網址：
http://109khcap.cshs.kh.edu.tw/）
瀏覽參閱。
高級中等學校入學相 教育部公告國中應屆畢業生參加入學期程 高中職教育科
關期程
（包括積分採計、志願選填、報名等）維持 李小姐/分機 3024
張小姐/分機 3028
不變，相關資訊可參閱：
一、「109 學年度全國適性入學委員會（網
址：
https://www.yjvs.chc.edu.tw/ischoo
l/publish_page/75/）」。
二、109 學年度高雄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
學由本市高雄高工承辦，其入學簡章請
逕至指定網站（網址：

7

https://kh.entry.edu.tw/signup.php
）瀏覽參閱。
三、109 學年度高雄區實用技能學程輔導分
發由本市中正高工承辦，其入學簡章請
逕至指定網站（網址：
http://sites.ccvs.kh.edu.tw/projec
t/skill）瀏覽參閱。
四、109 學年度高雄區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
選入學、建教合作班招生及進修部免試
入學單獨招生由本市高級中等學校獨自
辦理，其入學簡章請逕至辦理學校網站
瀏覽參閱。
5

序號

問題

業務科回復說明

教育局聯絡窗口

高雄中學科學班甄選 一、教育部公告國中應屆畢業生參加科學班 高中職教育科
入學相關期程
甄選期程維持不變，詳情請逕至「高級 李小姐/分機 3024
中等學校科學班行政事務中心（網址： 張小姐/分機 3028
https://sites.google.com/tcfsh.tc
.edu.tw/science）」瀏覽參閱。
二、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109 學年度科學
班甄選入學相關資訊，請逕至指定網站
（網址：

8

http://affairs.kh.edu.tw/970）瀏覽
參閱。
三、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取消 109 年 2
月 7 日國中承辦人說明會及家長說明
會，惟相關說明會資料請得至指定網站
（網址：
http://affairs.kh.edu.tw/970）瀏覽

9

參閱。
國中技藝教育競賽期 一、配合開學延後及武漢肺炎防疫措施，109 高中職教育科
程
年 2 月 25 日前暫緩辦理國中技藝教育競 王先生/分機 3023
賽集訓事宜。
蔡先生/分機 3025
二、國中技藝教育競賽期程涉及選手集訓與
競賽規劃，為妥適調整辦理期程，將另
邀集相關學校討論後另案公告。

10

109 年度國小 5 年級 施測日期將調整至 6 月 2 日，相關作業流程 國小教育科
基本學習能力檢測是 及說明會另案函知參加國小。
陳小姐/分機 3047
否延期?

11

國中小藝才班鑑定日 因全國賽事時程並未更動，本市國中小藝才 國中教育科
姚小姐/分機 3032
程是否配合順延?
班鑑定作業亦維持原定時程辦理。
國小教育科
林小姐/分機 3057
臺灣南區高級中等學 無延後，教育部目前暫無調整本項報名期程 特殊教育科
校藝術才能班特色招 (109 年 3 月 2 日至 109 年 3 月 6 日)。

12

李小姐/分機 3082

生甄選入學報名作業
是否隨開學日延後而
延長報名作業?

13

各類資優鑑定，例
如：提早入學、國小

一、本局業於 109 年 2 月 3 日，以 B109000546 特殊教育科
號電子公告，通知全市國中小，相關鑑
6

劉先生/分機 3084

序號

問題
一般智能資優、國小

業務科回復說明
定作業期程維持不變。

資賦優異縮短修業年 二、擔任試場學校請依本局訂定「高雄市
限、國小音樂資優、

109 年國小各類資賦優異鑑定試場防疫

國中學術性向資優等

作業參考指引」進行相關作業。

教育局聯絡窗口
李小姐/分機 3082
吳老師/分機 3080
資優教育資源中心

鑑定，作業期程(含報 三、如學生於試場體溫量測有發燒情形：額 07-3118935 分機
名、鑑定測驗等)有改

溫 37 度(含)以上或耳溫 38 度(含)以

變嗎？

上，依主辦單位公告之處理措施辦理。

國中三年級身心障礙 報名期程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函示
14

61~65
特殊教育科

學生適性輔導安置作 調整自 109 年 2 月 25 日(星期二)至 109 年 李小姐/分機 3082
業是否隨開學日延後 3 月 9 日(星期一)。
而延長報名作業?
109 年第 1 次國民教 一、如期召開：
育階段特殊教育學生

15

特殊教育科

(一)初評會議：109 年 2 月 18 日(星期二) 陳小姐/分機 3076

（身心障礙類）鑑定

至 109 年 2 月 27 日(星期四)。

安置會議是否如期召

(二)鑑定安置會議：109 年 3 月 16 日(星

開？

期一)至 109 年 3 月 20 日(星期五)。
二、請出席會議之相關人員，務必配戴口

16

罩。
國中女生子宮頸疫苗 施打時間預計於 3 月後辦理，惟須做好防疫 體育及衛生保健科
施打時間
措施。
賴小姐/分機 3103
109 學年度國中小新 一、國中配合延後開學，相關入學作業延後 國中教育科
生入學工作期程
2 週辦理，並於 109 年 2 月 3 日高市教 鄭小姐/分機 3040
中字第 10930585000 號函知本市國民
中學，同步公告於本局局網/文件表單 國小教育科
王小姐/分機 3053
下載/國中教育科/國中新生入學、學區

17

劃分及總量管制。

18

19

20

二、國小維持原訂期程辦理。
國小全市預編班及統 預編班作業期程預計調整為 109 年 7 月
國小教育科
一電腦編班作業期
22-7 月 24 日，統一編班作業期程辦理預計 蘇小姐/分機 3056
程?
調整 109 年 7 月 27-7 月 30 日。
國中編班

國中教育科
姚小姐/分機 3032

維持原定時程。

109 學年第 1 學期非 本說明會停止辦理，改以書面資料提供學生 國小教育科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申 家長參考，申請單位可至局網/各式表單/ 林先生/分機 3055
請說明會是否辦理？ 國小教育科下載相關資料。
7

序號

21

問題

業務科回復說明

108 學年非學校型態

本案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團體輔導訪視停

教育局聯絡窗口
國小教育科

實驗教育輔導訪視計 止辦理實地訪視，改採書面資料審查辦理。 林先生/分機 3055
畫是否舉行？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個人案分區輔導訪視
原訂於 4 月份舉行，將視疫情防制情形，於
3 月底前決議停辦或如期舉行，並發函請各
設籍學校協助轉知家長。
停止跑班課程，除了 特殊教育資源班係為教學需求安排，爰未包 特殊教育科

22

對普通班限制，也包 含，惟請學校留意進行資源班課程時，如學 劉先生/分機 3084
含特殊教育類型的資 生有相關健康疑慮，請配戴口罩。
源班嗎？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

23

24

25

26

吳老師/分機 3076
因應開學日延至 2 月 25 日，因此於 2 月 25 國小教育科

國小課後照顧班是否 日之前國小課後照顧班均停止辦理，開學日 林先生/分機 3055
辦理？
後原則上可開始辦理國小兒童課後照顧
班，並注意防疫措施，疫情倘有變化，將視
狀況彈性調整。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
國小各校夜光天使專
案點燈計畫是否辦
理？

因應開學日延至 2 月 25 日，開學日後原則 國小教育科
上可開始辦理國小夜光天使專案點燈計
林先生/分機 3055
畫，並注意防疫措施，疫情倘有變化，將視
狀況彈性調整。

游泳教學

體育署刻正研議討論中，將俟體育署相關函 體育及衛生保健科
文轉知各校。
許老師/分機 3106

前瞻人工智能機器人 一、辦理方式：延期
資訊及國際教育科
推廣研習(2 月 4 日開 二、說明：因應疫情發生，研習延後暫停辦 許先生/分機 3114
始)，是否辦理?
理，調整後時間將再另行函文通知各校。
慶祝童軍節活動及專科考驗營原訂 3/7 舉 校園安全事務室
辦，基於防疫考量延後辦理，俟高雄市童軍 馬先生、陳小姐
會研議後另行公布日期。
分機 3125

27

3/7 童軍節大會

28

與癌症基金會合作辦 原學校申請 2 月份辦理的講座已先取消，
理飲食教育之小樂活 3~6 月份視疫情情況調整。
講座時間調整

29

30

葉小姐/分機 3078

體育及衛生保健科
謝老師/分機 3103

資訊奧林匹亞學生培 一、辦理方式：原定於 2/16，延期至 2/22 資訊及國際教育科
訓營，是否辦理?
以遠距教學方式辦理。
郭老師/分機 3116
二、說明：因應疫情發生，培訓調整為遠距
教學另函通知各校。
全國貓咪盃選手培訓 一、辦理方式：原定於 3/7、3/8、3/15， 資訊及國際教育科
營，是否辦理?
延期至 3/21、3/22、3/28 辦理。
郭老師/分機 3116
二、說明：因應疫情發生，延期辦理，另函
8

序號

問題

業務科回復說明

教育局聯絡窗口

通知各校延辦時間。

31

108 學年度全國學生 一、教育部為不影響全國學生參賽權益，且 社會教育科
表演藝術類競賽(音
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佈，國內 音樂、鄉土歌謠、創
樂、舞蹈、創意戲劇
為第二級防疫，因此，自 109 年 2 月 19 意戲劇比賽：
及鄉土歌謠)是否延
日起至 109 年 4 月 30 日止，全國學生表 吳小姐/分機 3088
期?
演藝術類競賽如期辦理，但競賽過程中 舞蹈比賽：
取消現場觀摩，不開放場地，並取消現 王小姐/分機 3089
場頒獎，以避免人數密集、互動密切，
易於發生相互感染情形。
二、惟因教育部將再召開再評估及因應策略
會議，討論如期辦理、延期辦理或停止
辦理等方案，倘有相關決議，本局將儘
速轉知。

32

108 學年度新住民語
文競賽

依原定計畫期程辦理。另如疫情狀況嚴峻， 社會教育科
將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規範，隨時調整 吳小姐/分機 3087
應試防疫措施及競賽日期。

33

109 年度語文競賽
(區賽)

依原定計畫期程辦理。另如疫情狀況嚴峻， 社會教育科
將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規範，隨時調整 吳小姐/分機 3086
應試防疫措施及競賽日期。
一、科學展覽會重要工作日程皆不變，照常 國中教育科
蘇小姐/分機 3037
辦理。

34

國中科主政之各項競
賽是否照常辦理?

二、自然學科、數學競賽因涉及學生就學權
益(超額比序)，爰維持既定時程辦理，
惟應做好防疫工作。
三、手擲機、太陽能車、創意美術能力競賽

35

及魔法少年競賽將另行公告競賽時間。
各級學校生命教育校 一、取消 109 年 2 月 14 日各級學校生命教 高中職教育科
育校園 3Q 達人甄選活動說明會。
鄭先生/分機 3026
園 3Q 達人甄選活動
二、其餘活動資訊請詳閱本局 109 年 1 月 張小姐/分機 3028
20 日高市教高字第 10930265900 號函
及 109 年 2 月 4 日高市教高字第
10930555100 號函。

36

108 學年度各級學校 因應開學日延至 2 月 25 日，參賽作品繳交 國小教育科
母語拍拍走微電影創 期限延期至 109 年 3 月 12 日(星期四)
朱小姐/分機 3059
作競賽作品收件時
間?

37

108 學年度「允文允

為配合中央防疫政策，避免有群聚感染的疑 國小教育科
9

序號

問題

業務科回復說明

教育局聯絡窗口

武」閱讀暨運動達人 慮，決議停辦 108 學年度「允文允武」閱讀 吳先生/分機 3057
競賽是否延期或停
辦？

38

暨運動達人競賽。

國中機器人競賽，是 一、辦理方式：
資訊及國際教育科
否辦理?
(一)學生賽前培訓：原定於寒假期間 2/4 郭老師/分機 3116
至 2/5，延期至 4/11 至 4/12 辦理。
(二)指導教師研習：原定於寒假期間
2/6，延期至 4/8 辦理。
(三)國中機器人競賽：原定於 3/14，延期
至 4/25 辦理。
二、說明：因應疫情發生，相關研習、競賽
延期辦理，另函通知各校延辦時間。

39

青少年創意機器人競 一、辦理方式：原定於暑假期間 7/4，延期 資訊及國際教育科
賽
至 7/25 辦理。
郭老師/分機 3116
二、說明：因應暑假延後，競賽延期辦理，
另函文通知各校競賽延辦相關訊息。

40

反毒電競比賽報名及 一、報名時間延後至 3/16 截止。
競賽日期是否如期舉 二、線上賽延後至 3/23～3/31 舉行。
行？
三、複賽日期維持不變。
（南區於 5/2 假樹德家商舉行）

校園安全事務室
吳先生/分機 3125

高雄市國民小學獨立 一、活動相關期程（含報名、競賽）不變(初 特殊教育科
研究競賽時間及辦理
審：109 年 5 月 14 日、複審：109 年 5 吳老師/分機 3080
41

方式是否有改變?

月 30 日)
二、取消開幕與頒獎典禮，只進行分組競
賽，避免人數密集、互動密切，易於發
生相互感染情形。

42

109 年 3 月 30 日「臺 因應疫情取消辦理
日友好兒童畫展」頒
獎典禮

資訊及國際教育科
黃老師/分機 3119

43

英語村第 2 學期遊村 原則順延 2 月、3 月遊村活動，4 月視疫情 資訊及國際教育科
活動是否辦理?
狀況辦理
徐小姐/分機 3117
開學後國小戶外教育 3 月底前活動以停辦為原則，如因契約或其 國小教育科

44

及畢業旅行等活動是 他特殊考量仍需辦理，請回歸契約精神並由 陳小姐/分機 3059
否都需停辦？
學校評估風險後自行決定。

45

108 學年國民小學英
語歌唱比賽是否延
期?

依原定計畫期程維持 5 月辦理，俟行事曆調 國小教育科
整後，將函知各校確認辦理時間。
陳小姐/分機 3047

46

單車畢業典禮

原訂 6 月 6 日，因延後開學適逢期末考，將 體育及衛生保健科
10

序號

問題

業務科回復說明

教育局聯絡窗口

延後辦理，辦理日期依主辦單位（民族國小） 宋老師/分機 3104
公告。

108 學年度市長合影 合影時間預訂於畢業成績繳交後兩週開始

國小教育科
採分區辦理，後續俟行事曆調整、學校成績 王先生/分機 3056
彙整及獎狀製作實際情形評估。

47

的時間?

48

2020 高雄瘋藝夏原
本案辦理時間因應休業式時間調整辦理，俟 國小教育科
定 7/4-7/26 辦理，因 行事曆調整後，將函知各校確認辦理時間。 林小姐/分機 3057
教育部時程順延 2
週，7/15 開始放暑
假，請問是否順延辦
理？

49

109 年 7 月 6 日至 10 因應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休業式為 7 月 14 資訊及國際教育科
日國際雙語夏令營
日，夏令營期程順延至 7 月 20 日至 24 日辦 黃老師/分機 3119
理。
國際教育旅行是否如 一、請各校依我國及出訪國家之疫情相關警 資訊及國際教育科
期辦理?
示資訊，以學生健康維護為考量，審慎 徐小姐/分機 3117
評估決定是否續辦國際教育旅行。
二、處理原則如下：
(一)如評估決定續辦者，應依中央疫情
指揮中心所定「各級學校、幼兒園、
實驗教育機構及團體、補習班、兒
童課後照顧中心及托育機構因應中

50

國大陸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開學
前後之防護建議及健康管理措
施」，加強出訪前、中、後之學生健
康檢測及管理。
(二)如評估決定不續辦或延期者：
1.尚未完成旅行社招標、簽約程序之
學校，如屬國教署補助計畫得函報
國教署或本局申請延期或取消辦
理。
2.已完成旅行社招標、簽約程序之學
校，請依契約規範妥為處理。

51

2020 年港都模擬聯
辦理情況視防疫狀況調整，說明如下：
資訊及國際教育科
合國原預計於 109 年 一、如中央及地方防疫措施持續進行，擬配 林小姐/分機 3118
7 月 8 日至 10 日辦
合實施防疫，取消 2020 年港都模擬聯
理，因配合教育部防
合國暨前導工作坊。
疫措施，暑假延後至 二、如疫情狀況穩定，且開放辦理逾 100
11

序號

問題
7 月 15 日，是否持續

教育局聯絡窗口

人之大型活動，則援例辦理，辦理時間

辦理?

預計於 109 年 7 月 20 日-24 日間，擇 3
日辦理活動。
三、如疫情狀況穩定，但仍需控管相關活動
辦理，則取消 2020 年港都模擬聯合
國，僅於週末辦理為期 2 日之前導工作
坊，以利培養隔年本活動之參加南區學
子，評估後另函通知辦理時間。

各項運動賽事

一、國小運動會田徑賽：
體育及衛生保健科
暫訂延至 5 月 13 日-5 月 15 日，俟協調會 林老師/分機 3105
後公告週知
二、國小運動會游泳賽：
暫訂延至 5 月 27 日-5 月 29 日，俟協調
會後公告週知
三、國小運動會籃球賽：
配合全國小學籃球聯賽高雄市選拔賽，
暫訂延至 3 月 16 日-3 月 20 日，俟協調
會決定後公告週知
四、高中及國中籃球聯賽：
配合教育部體育署公告辦理
五、小運、小促其他賽事：
暫定五月後開賽，俟協調會後公告週知

52

棒球聯賽

53

業務科回復說明

一、全國賽日期目前不變。
二、縣市賽國小硬式組：
2 月 21 日-2 月 23 日
三、縣市賽國小軟式組：
2 月 14 日-2 月 17 日
四、縣市賽國中硬式組：
3 月 2 日-3 月 5 日
五、高雄區高中軟式組：
3 月 22 日-3 月 22 日
六、上開日期依疫情及體育署公告可能做
必要調整，請依本局公告辦理。

12

體育及衛生保健科
周先生/分機 3098

三、教職員工師權益須知(含出勤、甄試、介聘、研習活動等)：
序號
1

問題

業務科回復說明

教育局聯絡窗口

教職員工生之出國
史調查通報規定

依據教育部通報配合調查

教育局電話
07-7995678
體育及衛生保健科
賴小姐/分機 3103

配合武漢肺炎延後

一、 自 2 月 10 日 00 時 00 分起經中國大

開學期間，教職員

陸、香港及澳門「轉機」得入境臺灣

人事室
林先生/分機 3147

工請假因應措施

者，一 律居家檢疫 14 天；至於中國

(109 年 2 月 9 日)

大陸廣 東省自 2 月 2 日起、溫州巿 自
2 月 3 日起，及全中國大陸自 2 月 6
日起皆 已列為二級流行地區，經前述
流行地 區轉機或入境旅客，於列為流
行地區當日起，入境均需居家檢疫
14 天。上開人員依規 定核給公假。
（但

2

疫情指揮中心宣布不宜前往地區仍
前往者，屬可歸責於當事人情 形，不
核給公假 。）
二、 公務人員差勤管理則依據行政院人事行
政總處規定辦理。

※請隨時注意中央流行疾病指揮中心更
新訊息。

3

4

5

請「防疫照顧假」
之人員，是否扣薪
問題？

公務人員、約聘僱人員及教師，依行政院人
事行政總處及教育部函規定，申請「防疫照
顧假」不予支薪。

人事室
林先生/分機 3147

2 月 11 日至 2
月 24 日期間是否
管制教職員工前往
中港澳？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2 月 6 日起將全中國 人事室
(不含港澳)列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二級以上 林先生/分機 3147
流行地區，並於即日起提升香港澳門旅遊疫
情建議至第二級警示；大陸委員會調升中國
大陸旅遊警示燈號為「紅色」(不宜前往)、
香港澳門旅遊警示燈號為「黃色」(特別注意
旅遊安全並檢討應否前往) ，請依上開規定
及建議配合辦理

教師如已先預付旅
行社保證金於 7 月

高雄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職員出勤差假 人事室
管理要點第 8 點規定，為維護學生受教權及 林先生/分機 3147
13

序號

問題

業務科回復說明

教育局聯絡窗口

初出國旅遊，可由

校務推展，教職員出國以寒暑假實施為原

教師請事假或補休
課務自理方式出
國?

則，教職員在非寒暑假期間如遇有特殊情
事，需申請出國者，校長應確實審酌無影響
教學及校務推展後，始得核准出國。本案因
應武漢肺炎延後開學係配合疫情蔓延所為之
權宜措施，是類人員仍請各校依上開規定本
權責辦理。

寒暑假彈性上班也
要配合修改？

經電洽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人事室復
人事室
以：
林先生/分機 3147
一、109 年 2 月 3 日(一)至 2 月 14 日(五)及
2 月 17 日(一)得實施寒假彈性上下班(以
平日延長服務時間，減少寒暑假到班工
時)。
二、109 年 2 月 15 日(六)係補行 1 月 23 日(四)
班，依規定應全日上班。
三、109 年 2 月 18 日(二)至 2 月 24 日(一)
適逢開學前一週，依規定應全日上班。

6

108 學年第 2 學期長 調整本市長期代理教師聘期如下(本局 109 人事室
期代理教師聘期
年 2 月 4 日高市教人字第 10930593200 號 吳小姐/分機 3140
函)：
(一) 108 學年度整學年聘任之長期代理教
師，其聘期調整為 108 年 8 月 23 日至
109 年 7 月 21 日止。
(二)第 2 學期聘任之代理教師，如已辦理長
期代理教師公開甄選（簡章載明起聘日
為 109 年 2 月 4 日）
，其聘期調整為 109
年 2 月 4 日至 109 年 7 月 21 日止；倘
未辦理長期代理教師公開甄選，其聘期
調整為 109 年 2 月 18 日至 109 年 7 月
21 日止。

7

8

9

新住民語文課程授
課時間是否調整?

新住民語文課程請配合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
行事曆調整授課日期，上課總週數不變。

教學支援人員之聘
期若改變，是否得
重新簽約？

教學支援人員聘約之聘期請配合實際授課日
期，重新修改聘約。

廚工契約

一、依據人事行政總處：「公務員家庭照顧
假：准假，不給薪。」規定，學校延後
兩週上課，校內相關人員產生假期比照
14

社會教育科
吳小姐/分機 3087

體育及衛生保健科
周小姐/分機 3102

序號

問題

業務科回復說明

教育局聯絡窗口

辦理。
二、函請學校檢視廚工契約，依實際勞動需
求情形修正契約期間。
經 109 年 2 月 10 日第 1 次臨時會議決議時程 國中教育科
鄭小姐/分機 3038
調整如下：
一、筆試日期自 109 年 3 月 7 日（星期六）
10

109 年國中小主任
甄選期程

調整至 5 月 3 日（星期日）。
二、口試日期自 109 年 3 月 14 日（星期六）

國小教育科
黃小姐/分機 3049

調整至 5 月 9 日（星期六）。
三、木章訓練順延至 7 月 2 日至 7 月 5 日辦
理、主任儲訓延至 7 月 6 日至 7 月 31 日

11

國中、小市內、臺
閩介聘

辦理。
維持原訂日期，倘臺閩介聘中央決議改期，
市內介聘將一併調整日期

國小教育科
吳先生/分機 3052
國中教育科
王小姐/分機 3041

國小教師甄選

俟本市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國小行事曆確定
後，將重新規劃甄選期程。

國小教育科
張小姐/分機 3051

依原定計畫期程辦理，並請做好防疫工作

13

109 年國小重大面
向共備基地研習
(3-4 月)

國小教育科
許小姐/分機 3055

14

108 學年度「本土語 延期辦理，另函通知
畢業歌曲創作」研
習

12

午餐相關人員研習

原訂於 109 年 2 月 7 日辦理「108 學年度學 體育及衛生保健科
校午餐相關人員教育訓練研習」
，暫緩辦理， 楊小姐/分機 3109
並視疫情狀況另函通知此研習復辦訊息。

109 年第一梯次網
管人員研習（2 月
21 日開始）是否辦
理？

一、辦理方式：改以其它形式辦理(線上研
資訊及國際教育科
習)。
許先生/分機 3114
二、說明：2 月份研習場次採錄製課程，以
線上方式進行，3 月份研習場次(3/13 開

15

16

國小教育科
朱小姐/分機 3059

始)則視疫情情形再行調整。

17

原訂於 2/5~2/7 辦
理 6 梯次 Apple
ipad 教師研習，是
否辦理?

一、辦理方式：延期
二、處理說明：已用電子郵件通知所有報名
之教師有關研習延期訊息，後續視疫情
發展，另函通知學校研習時間。

15

資訊及國際教育科
鄭老師/分機 3115

序號

問題
營養師研習

18

業務科回復說明

教育局聯絡窗口

原訂於 109 年 7 月 2 日及 7 月 3 日辦理高雄

體育及衛生保健科

市 109 年度「學校營養師專業繼續教育訓練
研習」，因暑假延後，研習延期至 8 月底辦
理，俟日期確定另函通知承辦學校。

楊小姐/分機 3109

16

四、學校行政及管理(含防疫措施、競賽、訪視、評鑑、研習活動等)：
序號

問題

業務科回復說明

教育局聯絡窗口

教育局所轄公私

一、各級學校應成立防疫小組，建立統一發言

立各級學校、幼

人機制，擬定防疫計畫，將相關規定張貼

兒園、實驗教育

於學校門口及網站，並確實檢查防疫物

機構及團體、補

資。疫情流行期間，小組每週至少開會一

教育局電話
07-7995678
體育及衛生保健科
賴小姐/分機 3103

習班、兒童課後

次，確保防疫措施依規定辦理。

照顧服務中心及

二、開學前各級學校暫停營（校）隊、補考與

托育機構、社區

重補修、寒假輔導課（含課後照顧、課後

大學、及樂齡學

留園、學習扶助）

習中心等辦理相
關防治措施

三、利用多元管道，持續加強宣導防疫六大要
訣：
(一)咳嗽戴口罩，注意咳嗽禮節。
(二)肥皂勤洗手，勿以手碰觸眼口鼻。
(三)天天量體溫，注意自身健康狀況。
(四)不接觸野生動物及禽鳥。
(五)避免前往中國大陸及人潮擁擠的場所
(六)生病不上課、不上班。

1

四、廠商、家長、志工等不特定對象進入校園
需量體溫並配戴口罩；幼兒盡量勸導戴口
罩上課。
五、補習班、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場所若
屬集中密閉空間、有群聚高風險狀況，考
量通風及學生來源多方之因素，建議參考
中央指引考量戴口罩上課，以避免跨校
(班)感染。
六、學校班導師或授課教師應主動關心學生健
康狀況，注意學生是否有發燒、咳嗽或非
過敏性流鼻水等呼吸道症狀。學生或教職
員工如在校期間出現發燒及呼吸道症狀，
須戴上口罩，並應予安置於單獨空間，直
到離校。
七、校護應熟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通報定
義，如發現符合定義之教職員工生，應協
助暫置通風處、戴上口罩，並循序通報專
線，由衛生局派遣救護車進行後送事宜。
17

序號

問題

業務科回復說明

教育局聯絡窗口

八、如發現疑似感染新型冠狀病毒學生，可通
報當地衛生局或撥打 1922 協助轉診；另如
有其他突發群聚疫情，學校應依規定通知
當地教育主管機關及會同當地衛生機關處
理，並應至「教育部校園安全通報網」進
行校安通報。
九、環境衛生防疫措施：
(一)請預先備妥適量的耳（額）溫槍、洗手
液或肥皂及口罩，以備不時之需。
(二)加強勤洗手、呼吸道衛生與咳嗽禮節，
保持個人衛生習慣（如：打噴嚏、咳嗽
需掩住口、鼻，擤鼻涕後要洗手）及妥
善處理口鼻分泌物等，儘量避免出入人
潮擁擠、空氣不流通的公共場所等衛生
教育宣導，並落實執行。
(三)應定期針對學生經常接觸之物品表面
(如門把、桌面、電燈開關或其他公共區
域)使用 1：100 （500ppm）漂白水稀釋
液進行擦拭、清潔消毒。
(四)維持室內通風，打開教室窗戶、氣窗，
使空氣流通，維持通風設備的良好性
能，並經常清洗隔塵網。若環境為密閉
空間，應打開窗戶和使用抽氣扇；沒有

2

3

4

如有學校被通知
或於校內發現武
漢肺炎病例，如
何實施校安通
報？
疫情流行期間，
課程活動是否依

必要，盡可能不使用冷氣空調。
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通報定義，疑似或確 校園安全事務室
診個案除依法通報衛生機關，並同步於 24 小時 李先生/分機 3127
內校安通報(疾病事件-法定傳染病-中國武漢
肺炎)。
07-7406610
高雄探索學校課程，網路選填延後至 3/2~6 開 校園安全事務室
放、3/16 起活動正式開始。
馬先生/分機 3125

時程或是延後辦
理？
午餐運輸費因供
餐配合學期行事
曆調整，契約處

請學校與廠商修訂契約，服務時間延後 2 週。

18

體育及衛生保健科
謝老師/分機 3103

序號

問題

業務科回復說明

教育局聯絡窗口

5

校園食材登錄平
臺在寒假延長期
間不供餐設定

不供餐日期已由系統端統一設定，學校無須另
外設定不供餐日期。

體育及衛生保健科
李小姐/分機 3110

6

登革熱防治宣導
-不因防範武漢
肺炎中斷

定期巡檢及清除積水容器為為學校例行防治工
作；本局將隨時轉知最新疫情，請學校配合防
疫。

體育及衛生保健科
秦先生/分機 3108

7

開學後反毒宣導
是否正常辨理集
會式宣導？

反毒宣導仍正常實施，如原訂規劃大型集會方 校園安全事務室
式，則更改以入班宣導為主(如反毒影片收視、 陳先生/分機 3126
繪本導讀……等)。

每學期開學各校

防災演練於開學後一個月內辦理，各校可自行調

校園安全事務室

自主辦理防災演

整演練腳本(小規模或置重點辦理)，避免大型集

侯先生/分機 3128

理方式

8

練，是否於開學後 合。
一個月內完成?

市高級中等學校

取消 109 年 2 月 10 日教育部教學卓越獎「本市 高中職教育科
楊先生/分機 3022
高級中等學校初選說明會」，惟相關資料請自
張小姐/分機 3028
109 年 2 月 10 日起至福誠高中網站（網址：

評選期程

http://www.ftm.ks.edu.tw）瀏覽參閱。

教學正常化訪視

刻正函請國教署同意 108 學年度能調整視導模 國中教育科
姚小姐/分機 3032
式。

109 學年度教育
9

10

11

部教學卓越獎本

有關 108 學年度 班級家長會、會員代表大會及委員會暫停辦 高中職教育科
第 2 學期三級學 理，如各校家長會仍有討論溝通事項時，建議 王先生/分機 3023
校家長會運作方 採多元方式行之(如：書面、傳真、電話會議、 國中教育科
式
視訊會議、網路直播或運用即時通訊、線上群 鄭小姐/分機 3040
國小教育科
組溝通等工具)或於疫情結束後於學期末前再
陳先生/分機 3049
擇期召開。
108 學年度國民 一、 108 學年度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學習 國中教育科
小學及國民中學
扶助第三期於 109 年 2 月 25 日前皆停止 陳小姐/分機 3035
學生學習扶助第

上課。

三期（寒假）系 二、 倘學校已於「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習扶
12

統填報及第四期

助實施方案 108 學年度網路填報系統」填

（下學期）開班

報開班資料，但尚未上課者，請勾選「本

期程更動

期不開班」；已上課者，請貴校承辦人員
依實際狀況修正為「實際上課節數」，另
開班執行成果填報期限仍至 109 年 4 月 8
日(星期三)止。
19

國小教育科
陳老師/分機 3058

序號

問題

業務科回復說明

教育局聯絡窗口

三、 另配合開學日延後 2 週，108 學年度國民
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學習扶助第四期（第
二學期）開班期程原定為 109 年 1 月 13
日至 109 年 3 月 2 日止，將一併調整為 109

13

14

健康促進學校線
上訪視期程

健康促進成果提
報期限

年 1 月 13 日至 109 年 3 月 9 日止。
原訂 109 年 2 月 25 日召開「高雄市 108 學年度 體育及衛生保健科
健康促進學校輔導訪視實施計畫(草案)會議」 林小姐/分機 3102
擬延至 3 月 9 日召開，線上訪視時程是否調整
俟會議討論後確定。
原訂 109 年 5 月 29 日請議題學校繳交健康促進 體育及衛生保健科
成果報告，原則上不更改，若學校有困難，可 林小姐/分機 3102
寬限兩週提交。

108 學年度第二
學期國中、小教
務主任會議

國小教務主任會議：
原訂 2 月 21 日第 1 次教務主任會議停止辦理，
4 月 24 日第 2 次第 2 次教務主任會議依原訂計
畫期程辦理。
國中教務主任工作坊：
原訂 3 月 4 日教務主任工作坊維持原訂日期辦
理，惟辦理方式調整為同天兩梯次舉行。原訂 4
月 8 日及 5 月 15 日之教務主任工作坊取消辦理。

國小教育科
許小姐/分機 3055

國中、小輔導主

國小輔導主任工作坊：

國小教育科

任工作坊

原訂 3 月 13 日假大華國小舉辦之輔導主任工作 吳小姐/分機 3058
坊停止辦理，3 月 27 日假桂林國小舉辦輔導主
任工作坊預計延至 5 月份辦理，後續將函文確 國中教育科
認日期。
邱小姐/分機 3031
國中輔導主任工作坊：
一、原計 3 月 20 日辦理之「109 年度友善校園
推動國中適性輔導工作-國民中學輔導主
任工作坊（第一場次）」，維持原訂時間辦
理。
二、原計 5 月 22 日上午辦理之「109 年度友善
校園推動國中適性輔導工作-國民中學輔

15

16

國中教育科
黃小姐/分機 3036

導主任工作坊（第二場次）」，維持原訂時
間辦理。
17

國小校長行政專
業支持團隊各項
會議或研習是否

有關國小校長行政專業支持團隊各項會議或研
習停止辦理，改以書面資料提供各國小校長參
考。
20

國小教育科
林先生/分機 3055

序號

問題

業務科回復說明

教育局聯絡窗口

可辦理？
109 年國中、小
課程計畫撰寫

18

國小課程計畫撰寫：
依原定計畫期程辦理，109 年國小課程計畫撰寫
(5-6 月)及 109 年國小課程計畫檢核備查(7
月)。
國中課程計畫撰寫：
一、原訂 3 月 25 日辦理之全市課程計畫說明會
延至 4 月份，採合併校長策略聯盟方式分
區辦理，以分流降低每場次參與人數。
二、原訂 6 月 10 日課程計畫歷程陪伴延至 6 月
24 日。

國小教育科
許小姐/分機 3055
國中教育科
黃小姐/分機 3036

三、原訂 7 月 10 日各校課程計畫上傳網路延至
7 月 20 日。
四、7 月 27 日委員完成各校課程計畫初審。
五、7 月 31 日各校依委員意見修正課程計畫完
畢。
19

20

21

109 年國小校訂
課程諮詢輔導服
務(3 月)

依原定計畫期程辦理，並請做好防疫工作

國小教育科
許小姐/分機 3055

國中、小 3 月份
各分區輔導教師
團體督導會議是

依原定計畫期程辦理，承辦學校所舉行之團督
會議，應注意場所通風性，且人與人之間應保
持 2 公尺以上動距，倘無法維持 1 公尺以上動

國小教育科
吳小姐/分機 3058

否如期舉行?

距，所有人員應配戴口罩，並落實防疫措施。

108 學年度畢業
生模範生獎品時
程？

獎品名單調查及發放時程將俟行事曆調整、學
校成績彙整實際情形評估調整。

21

社會教育科
洪小姐/分機 3097

五、補習班、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社區大學及樂齡學習中心等：
序號

1

問題

補習班、兒童課 已開學的私立幼兒園及原已上課的兒童課後照
後照顧服務中
顧服務中心與補習班則維持原狀開課，本局配合
心是否配合 2 月 中央政策辦理並持續落實防疫措施。
25 日延後開學
停課？

學生或家人有

2

3

4

業務科回復說明

教育局聯絡窗口
教育局電話
07-7995678
社會教育科
補習班:
李小姐/分機 3092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
中心:
葉先生/分機 3092

一、如為學生經由中港澳入境（包括各國家經中 社會教育科

從中港澳回
港澳轉機），請主動告知補習班、兒童課後 補習班:
台，是否可到補
照顧服務中心將名單造冊，並自行在家隔離 李小姐/分機 3092
習班及兒童課
14 日，期間不得外出。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
後照顧服務中
二、如為家人經由中港澳入境（包括各國家經中 中心:
心？
港澳轉機），學生可到班，但請落實自主健 葉先生/分機 3092
康管理、戴口罩；勤洗手，並請補習班、兒
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留意及觀察學生身體
狀況，如體溫異常或有呼吸道症狀，立即通
知家長帶回。
補習班及兒童
課後照顧服務

短期補習班及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配合防疫
辦理停課，其退費機制如下：

社會教育科
補習班:

中心因配合防
疫之後續退費
問題？

短期補習班依「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準則」第
25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依比例辦理退費。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依「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
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 16、18
條退費方式，依比例退費。

李小姐/分機 3092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
中心:
葉先生/分機 3092

社區大學及樂
齡學習中心是
否需延後開
課？

本市社區大學、樂齡學習中心配合學校延後至 2 社會教育科
月 25 日開學，課程擬於 3 月之後開課。
社區大學：
賴小姐/分機 3094
樂齡學習中心：
梁小姐/分機 3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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