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遠東科技大學因應疫情停課不停學之處理原則 

V1.1 2020.02.25 

V1.2 2020.03.11 

根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 外部會 QA 之 Q4 教育部公布停課標準後可能面臨問題及因應 (https://reurl.cc/726QbD)辦理 

身份 狀態 關係人事 因應策略 

教師 

A 被

醫院

確診 

A1.所授課之課程 

A1-1 教師停止實體授課，直至醫院確認康復後恢復授課。待教師康復與學生協調後，至教務處填寫調課單

辦理調課，並得於週間或夜間進行補課。 

A1-2.停課期間由系上評估是否聘任代課教師協助授課。如系上安排代課教師時，代課教師透過 EverCam 錄

製課程內容並上傳教學平台，提供非同步式學習；也可以透過 Adobe Connect 開設虛擬教室進行同步

教學。 

A2.所授課之學生 

B2-1 教師停止實體授課，受影響之課程由導師或系上通知學生補課時間與方式。 

B2-2 如系上安排代課教師時，學生依通知使用 elearning.feu.edu.tw 教學平台觀看老師自行錄製之課程內

容，進行非同步式學習；或於原上課時間透過 Adobe Connect 進行同步教學。 

B 收

到居

家隔

離通

知書 

B1.所授課之課程 

B1-1 教師停止實體授課，直至居家隔離通知書上解除隔離之日期為止。 

B1-2 教師透過 EverCam 錄製課程內容並上傳教學平台，提供非同步式學習；也可以透過 Adobe Connect

開設虛擬教室進行同步教學。實作課程或無法進行透過上述方式上課之課程，應在恢復上課後，與學生

協調並填寫調課單辦理調課，且得於週間或夜間進行補課。 

B2.所授課之學生 

B2-1 教師停止實體授課，受影響之課程由導師或系上通知學生補課時間與方式。 

B2-2 學生依通知使用 elearning.feu.edu.tw 教學平台觀看老師自行錄製之課程內容，進行非同步式學習；

或於原上課時間透過 Adobe Connect 進行同步教學。實作課程或無法進行透過上述方式上課之課程，

則依導師或系上通知為準。 

C 授

課學

生收

C1.所授課之課程 

(受疫情影響停課時) 

C1-1 教師所授之課程如全班學生受疫情影響停課時，教師依原則 B1-2 辦理，學生依原則 B2-2 辦理。 

C1-2 教師受疫情影響停課時，受影響之課程由教師或開課單位通知學生補課時間與方式。 

C2.所授課之課程 C2-1 教師所授之課程，如部分學生居家隔離但其他學生正常上課時，則由教務處安排更改授課地點至隨錄

https://reurl.cc/726QbD


身份 狀態 關係人事 因應策略 

到居

家隔

離通

知書 

(未受疫情影響正常

上課時) 

教室，且教師應於上課時開啟隨錄系統進行上課內容之錄製，並於課後透過隨錄系統上傳至隨錄平台供

居家隔離學生自學。教師應錄製之週數需待所有居家隔離之學生返校上課為止。 

C2-2 收到居家隔離通知書之學生，由教師或開課單位通知學生使用 vod.feu.edu.tw 課程隨錄系統進行課程

學習，直至居家隔離通知書上解除隔離之日期為止。 

D 全

校停

課 

D1.被醫院確診 D1-1 如全校停課且教師被醫院確診時，依原則 A 辦理。 

D2.收到居家隔離通

知書 

D2-1 全校停課且教師進行居家隔離，教師依原則 B1-2 辦理。 

D2-2 全校停課終止時，如教師居家隔離尚未結束時則依原則 B 辦理。 

D3.無上述狀況 D3-1 教師於停課期間依原則 B1-2 辦理。 

Z 有

發

燒、

喉嚨

痛、

全身

肌肉

酸痛

等類

流感

症狀 

Z1.所授課之課程 

Z1-1 教師應立即就醫，並依照醫療機構之醫囑進行休養。 

Z1-2 教師可休養至確認康復後恢復授課，並與學生協調後填寫調課單辦理調課，且得於週間或夜間進行補

課。休養期間如教師與評估身體狀況尚可，也可選擇透過遠距方式進行授課。遠距授課可透過 EverCam

錄製課程內容並上傳教學平台，提供學生非同步式學習；也可以透過 Adobe Connect 開設虛擬教室進

行同步教學。 

Z1-3 實作課程或無法進行透過上述方式上課之課程，應在恢復上課後，與學生協調並填寫調課單辦理調課，

且得於週間或夜間進行補課。 

Z2.所授課之學生 

Z2-1 教師停止實體授課，受影響之課程由導師或系上通知學生補課時間與方式。 

Z2-2 如安排遠距課程時，學生依通知使用 elearning.feu.edu.tw 教學平台觀看老師自行錄製之課程內容，

進行非同步式學習；或於約定時間透過 Adobe Connect 進行同步教學。 

Z2-3 實作課程或無法進行透過上述方式上課之課程，則依導師或系上通知為準。 

在校

學生 

E 被

醫院

確診 

E1.應上課之課程(受

疫情影響停課時) 

E1-1.學生停止上課，直至醫院確認康復後始恢復上課，受影響之課程由導師或系上通知學生補課時間與方

式。 

E1-2.學生康復後依通知使用 elearning.feu.edu.tw 教學平台觀看老師自行錄製之課程內容，進行非同步式



身份 狀態 關係人事 因應策略 

學習。實作課程或無法進行透過上述方式上課之課程，則依導師或系上通知為準。 

E2.應上課之課程(未

受疫情影響正常上課

時) 

E2-1.學生停止上課，直至醫院確認康復後始恢復上課。應上課之課程未受疫情影響仍正常上課時，由教務處

安排其他未受疫情影響之師生至隨錄教室上課；課程教師應於上課時開啟隨錄系統進行上課內容之錄

製，應錄製之週數需待所有居家隔離之學生返校上課時，方得回歸原教室。 

E2-2.確診之學生，在醫院確認康復後，由導師或系上通知學生補課時間與方式，並使用 vod.feu.edu.tw 課

程隨錄系統進行課程學習。 

F 收

到居

家隔

離通

知書 

F1.應上課之課程(受

疫情影響停課時) 

F1-1.學生居家隔離期間，應上課之課程也因疫情影響停課時，受影響之課程由導師或系上通知學生補課時

間與方式。 

F1-2.學生依通知使用 elearning.feu.edu.tw 教學平台觀看老師自行錄製之課程內容，進行非同步式學習；

或於原上課時間透過 Adobe Connect 進行同步教學。實作課程或無法進行透過上述方式上課之課程，

則依導師或系上通知為準。 

F2.應上課之課程(未

受疫情影響正常上課

時) 

F2-1.學生居家隔離期間，應上課之課程未受疫情影響仍正常上課時，由教務處安排其他未受疫情影響之師

生至隨錄教室上課；課程教師應於上課時開啟隨錄系統進行上課內容之錄製，應錄製之週數需待所有居

家隔離之學生返校上課時，方得回歸原教室。 

F2-2.居家隔離之學生，由導師或系上通知學生補課時間與方式，並使用 vod.feu.edu.tw 課程隨錄系統進行

課程學習，直至居家隔離通知書上解除隔離之日期為止。 

G 授

課教

師收

到居

家隔

離通

知書 

G1. 應上課之課程

(受疫情影響停課時) 

G1-1.教師居家隔離期間，導致學生應上課之課程停課時，受影響之課程由導師或系上通知學生補課時間與

方式。 

G1-2.學生依通知使用 elearning.feu.edu.tw 教學平台觀看老師自行錄製之課程內容，進行非同步式學習；

或於原上課時間透過 Adobe Connect 進行同步教學。實作課程或無法進行透過上述方式上課之課程，

則依導師或系上通知為準。 



身份 狀態 關係人事 因應策略 

H 全

校停

課 

H1.被醫院確診 H1-1.如全校停課且學生被醫院確診時，依原則 E1 辦理。 

H2.收到居家隔離通

知書 

H2-1.全校停課且學生進行居家隔離，教師依原則 F1 辦理。 

H2-2.全校停課終止時，如學生居家隔離尚未結束時則依原則 F 辦理。 

H3.無上述狀況 H3-1.學生於停課期間依原則 F1-2 辦理。 

國內

實習

學生 

I 被

醫院

確診 

I1.實習廠商受疫情影

響暫停營運時 

I1-1.學生停止校外實習，直至醫院確認康復後。 

I1-2.學生康復後由系上聯繫學生並考慮學生之意願，轉介至其他實習單位或回校以校內實習方式補足校外實

習時數。 

I2.實習廠商未受疫情

影響正常營運時 

I2-1.學生停止校外實習，直至醫院確認康復。 

I2-2.學生康復後由系上聯繫原實習單位並考慮學生之意願，安排學生回原單位繼續實習、轉介至其他實習單

位或回校改以校內實習方式補足校外實習時數。 

J 收

到居

家隔

離通

知書 

J1.實習廠商受疫情

影響暫停營運時 

J1-1.學生居家隔離期間，由教務處安排上網進行職場倫理課程數位學習課程自主學習並進行線上測驗。 

J1-2.學生隔離結束後由系上安排學生轉介至其他實習單位或回校改以校內實習方式補足校外實習時數。 

J2.實習廠商未受疫

情影響正常營運時 

J2-1.學生居家隔離期間，可由實習廠商協助提供自主學習教材，供學生於隔離期間自主學習；或由教務處安

排上網進行職場倫理課程數位學習課程自主學習並進行線上測驗。 

J2-2.學生隔離結束後由系上聯繫原實習單位並考慮學生之意願，安排學生回原單位繼續實習、轉介至其他實

習單位或回校改以校內實習方式補足校外實習時數。 

K 

其他 

K1.實習廠商因疫情

暫停營業或調整人力 

K1-1.協助學生轉介至國內其他校外實習廠商進行實習。 

K1-2.回校改以校內實習方式補足校外實習時數。 

海外

實習

學生 

L 被

醫院

確診 

L1.實習廠商受疫情

影響暫停營運時 

L1-1.學生停止海外實習，直至醫院確認康復後。 

L1-2.學生康復後由系上聯繫學生並考慮學生之意願，轉介至其他海外實習單位或回校以校內實習方式補足

海外實習時數。 

L2.實習廠商未受疫

情影響正常營運時 

L1-1.學生停止海外實習，直至醫院確認康復。 

L2-2.學生康復後由系上聯繫原實習單位並考慮學生之意願，安排學生回原單位繼續實習、轉介至其他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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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單位或回校改以校內實習方式補足海外實習時數。 

M

實習

所在

地被

疾管

署列

入疫

情建

議時 

M1.學生實習所在地

被列為第三級(警告) 

M1-1.強制學生停止海外實習。 

M1-2.根據學生意願，依原則 K 處理。 

M1-3.若學生仍堅持繼續海外實習，則學生及家長均應簽立繼續海外實習同意切結書。 

M2.學生實習所在地

被列為第二級(警示) 

M2-1.建議學生停止海外實習。 

M2-2.根據學生意願，依原則 K 處理。 

M2-3.若學生仍堅持繼續海外實習，學生應簽立繼續海外實習同意切結書。 

M3.學生實習所在地

被列為第一級(注意) 

M3-1.建議學生評估是否停止海外實習。 

M3-2.根據學生意願，依原則 K 處理。 

N 

其他 

N1.實習廠商因疫情

暫停營業或調整人力 

N1-1.協助學生轉介至國內其他校外實習廠商進行實習。 

N1-2.回校改以校內實習方式補足校外實習時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