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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考區 109年國中教育會考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應變措施 
109年 4月 27日訂定 

一、依據 

(一)109年國中教育會考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應變措施。 

(二)新北考區 109年國中教育會考試務會設置要點第六點。 

(三)新北考區 109年國中教育會考申訴及緊急事件處理小組設置要點。 

 

二、組織 

依據 109 年國中教育會考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應變措施，各考區試務會應分別

成立應變小組。 

(一)本考區以「新北考區 109年國中教育會考申訴及緊急事件處理小組設置要點」所成立的小

組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應變小組。 

(二)緊急應變小組織分工及職掌，悉依照 109年國中會考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作

業注意事項所列分工及職掌辦理。 

 

三、應變措施 

本考區針對下列事項訂定應變措施 

(一)各考場試務作業指引。 

(二)各考場防疫措施。 

(三)各考場備用試場事宜。 

(四)各考場防疫物資之發放。 

(五)其他應變措施。 

 

四、各考場試務作業應變事宜 

(一)各考場辦理試務講習時，應將肺炎疫情因應事宜納入講習內容，並妥適說明。 

(二)各考場須召開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應變小組會議，邀請國中學校參與，共同

規劃相關報到時間、考生服務等事宜。 

(三)考場須擺設防疫標語，如:維持手部清潔、注意呼吸道衛生與咳嗽禮節。 

(四)考場須事先進行考前防疫物資準備、考場及動線規劃、試務當日秩序維護安排及考後考場

消毒與復原。 

 

五、考前準備 

(一)防疫物資準備 

1. 口罩 

（1）考生每天 1 片口罩應試，集體報名考生應試口罩配送所就讀國中學校，請各國中學校

於 109 年 5 月 11 日(星期一)至 109 年 5 月 15 日(星期五)確實發放給每位考生 2 片口

罩，並提醒考生口罩相關規則及注意事項。 

（2）個別報名考生應試口罩部分，由主委學校寄送考生，並提醒考生口罩相關規則及注意

事項。 

（3）各考場配發之口罩，於本考區總幹事、總務及卷務會議時，連同考場試務各項用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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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發給。 

2. 考場學校防疫酒精及洗手清潔 

（1）本考區試務會將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國教署)配送酒精數量，函請考

場學校依指定時間領取。 

（2）各考場學校須於適當地點放置酒精噴霧器，每一洗手台應掛置肥皂或洗手乳，並須落

實補充酒精消毒液及洗手用品。 

3. 紅外線感溫儀 

（1）國教署購置部分，由廠商配送至考場學校。 

（2）另有臺積電贈送 100臺部分，國教署待統測考後，將另案請會考考場學校協助載運。 

（3）請考場學校於 109年 5月 8日(星期五)前完成測試作業及人員訓練。 

4. 額溫槍 

（1）每 4間試場配 1支額溫槍。全國試務會配送至各考區試務會，再由考區試務會依清冊

發放給考場。 

（2）請考場學校於 109年 5月 8日(星期五)前完成測試作業及人員訓練。 

5. 立扇 

（1）每間試場配 2支立扇，由廠商配送至各考場。 

（2）請考場學校於 109年 5月 8日(星期五)前完成測試作業及人員訓練。 

6. 防護衣 

供各考場第二類備用試場之監試委員使用，由全國試務會購置、配送至各考區試務會再依清

冊發放給考場。 

7. 前述物資應妥善保管，並依規定使用。至物品財產歸屬部分，由國教署另案通知辦理。 

(二)考場規劃 

1. 考試前一日仍開放考場，惟考生及家長均不得進入試場；進入考場均須佩戴口罩，且經量

測發燒者不得進入考場。 

2. 備用考場事宜 

（1）若本考區一般考場學校於 109年 5月 1日前(含當日)因疫情影響達教育部停課標準，仍

依原定作業辦理。 

（2）若本考區一般考場學校於 109年 5月 2日後(含當日)因疫情影響達教育部停課標準，則

原考場不得作為考試之用，應以備用考場安置考生，並進行人員配置與試務作業應變。 

（3）若本考區一般考場學校於 109年 5月 9日後(含當日)因疫情影響達教育部停課標準，則

應立即報請本考區應變小組緊急召開會議處理後續應變事宜，並報請全國應變小組為後

續處置。 

（4）依據本考區之幅員、地理分區特性，準備一般備用考場學校：樟樹國際實中、金陵女中、

樹人家商、能仁家商、南山高中、豫章工商、八斗高中、泰山高中。請備用考場學校依

國中教育會考考前準備作業時程，進行考場學校考前準備工作。 

（5）如本考區特殊考場學校於考前因疫情影響達教育部停課標準，考量特殊應考服務相關軟

硬體設備及環境建置因素，仍以原訂特殊考場學校進行試務工作，惟考試前及考試當日

加強考場整體環境消毒頻率及強度，以維護應試考生及陪考人員之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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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若考區試務會判斷考場遭特殊狀況，無法以前述方式應變者，則應立即報請本考區應變

小組緊急召開會議處理後續應變事宜，並報請全國應變小組為後續處置。 

3. 考場學校應設置體溫量測站 

（1）各考場學校於考試前完成體溫量測站規劃，並將體溫量測站繪入考場平面圖(含人流動

線指示及說明)，於 109年 5月 13日（星期三）在考場學校網站公告考場平面圖。 

（2）體溫量測站應設置於考場入口處，每個考場除設置紅外線感溫儀外，另外再安排人員，

為進入人員重測體溫及提供酒精手部消毒，考場學校應詳細規動線與人力分配，並預先

安排雨天備案（如架設棚架等措施）。試務當日實務作業詳如「六、試務當日(二)進入

考場體溫量测」內容辦理。 

（3）請各考場學校於 109年 5月 8日(星期五)前完成體溫量測模擬演練作業。 

4. 防疫標語、動線規劃與秩序維護 

（1）考場須於 109 年 5 月 15 日(星期五)開放考場前，適當擺設防疫標語，如：維持手部清

潔、注意呼吸道衛生與咳嗽禮節等。 

（2）考場須事先規劃進出動線、考場内部移動、出場動線，動線應明確區隔、保持適當距離，

避免考生進出時產生壅塞或緊密接觸情況。 

（3）試務中心之進出動線、作業規劃，須留意動線安排之妥適性、保持人員適當距離。 

（4）考場須於 109 年 5 月 15 日(星期五)開放考場，考生可至考場認識環境並熟悉上列體溫

量測站作業、動線規劃與秩序維護事宜，惟考生不得進入試場，經量測發燒者亦不得進

入考場。 

5. 考場須將應考區(試場)、其他區域分別設置，並繪入考場平面圖，於 109年 5月 13日（星

期三）在考場學校網站公告考場平面圖。 

（1）應考區: 包含一般試場(每間 42人)、第一類備用試場、第二類備用試場。 

A. 各考場原本備有之第一類備用試場(每間 42人)外，應另行準備 4間「第二類備用試

場」，安置現場因發燒、呼吸道疾病等具有感染可能之考生應試，兩種預備試場設置

目的不同。 

B. 第二類備用試場之處理事宜如下: 

（A） 第二類備用試場之動線應獨立規劃。 

（B） 負責引導、接觸考生人員應有基礎防護之準備。 

（C） 第二類備用試場仍依試場開放冷氣及通風措施辦理。 

（D） 第二類備用試場之監試委員須全程佩戴口罩，其領卷、繳回之作業應與一般

試務作業獨立分開。 

（E） 「第二類備用試場」考生座位每間以 5人為限，分坐試場四角與試場中央，

以保持考生最大距離。 

（F） 考生須遵從考場指示，不得因此措施要求任何補償。 

（2）其他區域之設置：考生於考試節次中間可供休息之區域(試場、考生休息區等)、考場

或考生服務隊區域、家長便當放置區及家長等候區等，各考場規畫須依據『COVID-19(新

冠肺炎) 』因應指引：公眾集會」及「各級學校集會活動辦理及校園防疫措施」内容

辦理，留意空間寬敞及通風，並注意考生與考生間要保持適當距離，且所有區域内人

員必須全程佩戴口罩，並遵循「社交距離注意事項」(室外 1 公尺、室內 1.5 公尺)，

降低飛沫傳染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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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前述各區域間，移動路線須明確分隔並設置指引，避免人員過度聚集，並請考場學校

於 109年 5月 15日(星期五)考場開放前完成布置工作。 

6. 考場考前須落實場地消毒 

考試前須完成各類試務工作場地消毒作業，包括試務中心、應考區(試場)、廁所、電梯、

樓梯等，消毒作業得採外包處理。 

(三)考場服務隊（高中端） 

1.人數以每 2個試場增設 1人為原則，主要協助執行各項考場試務工作，各考場得依區域狀況

安排。 

2.考場服務隊人員均需填寫健康關懷問卷(附件 1)，進入考場時亦須配合考場相關防疫規劃與

措施。 

3.考場服務隊人員由考場學校造冊提供名冊電子檔(附件 2)予本考區試務會列管，考場學校製

作通行證作為進入考場之憑證。 

4.為防疫需要，本名冊成員不得變更與替代。 

5.如考場學校服務人員未攜帶指定證件(請佩掛於衣著明顯處，俾利查驗)、未戴口罩或有發燒、

健康關懷問卷内容有接觸史及症狀疑慮者，一律不得進入考場學校。 

(四)考生服務隊（國中端） 

1.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為減少群聚人數與避免可能問題，不開放考生親友進入考場

陪考，惟為服務考生，各國中學校可派教師、行政人員、家長志工或學生，擔任國中考生

服務人員，其人數以各國中於該考場考生班級數 2倍加 5人為原則。 

2. 國中考生服務隊人員申請:由考區試務會發函各國中，請國中學校備妥健康關懷問卷、申請

名冊及電子檔(附件 3)，109年 5月 8日(星期五)前向考場學校提出申請，由考場學校製作

通行證作為進入考場之憑證，並將名冊電子檔提供本考區試務會列管。 

3. 由考區試務會編列各國中安全維護人員 1 人，經費由考場學校轉發。國中安全維護人員為

國中學校與考場學校聯絡人，其主要工作為(1)協助考試當日，國中考生服務隊人員及國中

考生進入考場之引導；(2)處理國中端學生事務及緊急事件。 

4. 基於人員管制，各國中學校申請後不得變更名單。 

5. 各國中學校考生服務隊人員應配合考場學校各項防疫措施(如佩戴口罩、量測體溫等)後，

始得進入考場學校。 

6. 如各國中學校考生服務人員未攜帶指定證件(請佩掛於衣著明顯處，俾利查驗)、未戴口罩

或有發燒、健康關懷問卷内容有接觸史及症狀疑慮者，一律不得進入考場學校。 

7. 考場學校所有考生如有需求，請各校互相支援協助。 

(五)身心障礙或重大傷病或突發傷病考生家長陪考申請 

1.身心障礙或重大傷病或突發傷病考生可申請親友陪考，以 1名家長陪同為原則，請各國中學

校協助宣導，申請方式如下： 

（1）身心障礙或重大傷病考生：集體報名考生部分，由國中學校主動聯繫考生或家長協助申

請陪考事宜後，彙整陪考申請表(附件 4)及健康關懷問卷，於 109 年 5 月 8 日(星期五)

下午 5 時前親送或發函予考區試務會，經審核通過後，製發陪考證，交由國中學校轉發

予考生；個別報名考生部分，由考區試務會主動聯繫考生或家長，填妥陪考申請表及健

康關懷問卷，於 109年 5月 8日(星期五)下午 5時前親送至考區試務會，經審核通過後，

製發陪考證，交予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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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突發傷病考生：依新北考區 109年國中教育會考簡章規範，於申請應考服務時檢附陪考

申請表及健康關懷問卷，併同突發傷病應考服務一同申請。 

2. 陪考注意事項： 

（1）109 年國中教育會考，家長進出考場須出示陪考證(陪考證限本人使用) ，並請考場學校

就近安排家長等候區。 

（2）陪考期間，請務必隨身佩戴陪考證，以利考場試務人員查驗。 

(六)用餐規劃 

1. 由國中學校事先調查考生訂餐事宜，再由國中考生服務隊協助午餐發放作業。 

2. 考場學校應規劃符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引及「社交距離注意事項」(室外不得超過 500

人，人與人距離 1公尺、室內不得超過 100人，人與人距離 1.5公尺)之用餐地點。 

(七)召開考場應變小組會議 

考前請各考場學校召開「OO 考場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應變小組會議」時，邀請

國中校長及教務主任參與，並預先規劃國中分流報到時間，舒緩考生進入考場學校人潮，避免

因入場及量測作業影響考試時間。 

 

六、試務當日 

(一)開放考場時間：為配合防疫工作，請各考場於上午 6時 40分開放考生進場。 

(二)進入考場體溫量測: 

1. 所有人員進入考場應出示考場製發之通行證或考區試務會認可之證件始得入場。 

2. 考生進入考場時，須出示准考證入場，未出示者不得入場。 

3. 各考場除紅外線感溫儀外，應安排人員，負責量測進入考場之人員體溫，並提供酒精手部

消毒。 

4. 進出人員接受體溫量測若無發燒情事，可進入考場。 

5. 若考場工作人員額溫高於攝氏 37.5度或耳溫高於攝氏 38度，請於附近稍事休息後再次量

測。確認發燒時，應請其離開考場，並請考場總幹事協調其他同仁協助。 

6. 若各國中考生服務隊額溫高於攝氏 37.5度或耳溫高於攝氏 38度，請於附近稍事休息後再

次量測。確認發燒時，應請其離開考場，並請協調其他人員協助。 

7. 若考生額溫高於攝氏 37.5度或耳溫高於攝氏 38度，請於附近稍事休息後再次量測。確認

發燒時，請考場護理人員協助評估考生狀況，如：詢問有無呼吸道及其他等症狀，並由試

務人員通報考場總幹事後，由考場服務隊引導考生移至「第二類備用試場」應試，考後引

導考生儘速就醫治療。 

(三)全面強制佩戴口罩 

1. 所有人員一律佩戴口罩，未佩戴口罩者一律不得進入考場。 

2. 考量部分考生有過敏或使用後有汙損須更換之情況，可由考生自行準備具有防護性的口

罩。 

3. 考生若因病(故)無法佩戴口罩，需依各考區 109年國中教育會考簡章規定，填寫突發傷病

應考服務申請表並檢附證明向考區試務會申請，經考區試務會同意後，移置第一類備用試

場應試，並請考場留意安排座位時須與同試場考生保持 2公尺以上距離。 

4. 考生進入考場時，須佩戴口罩並配合體溫量測，如有故意不配合者，除禁止進入考場外，

亦請考場詳實記錄情況，循緊急事件方式回報予考區試務會。前經查證屬實，比照「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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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國中教育會考違規處理要點」第三點，取消考試資格且不予補救。 

5. 考生進入試場時須佩戴口罩，未佩戴口罩不得進入試場。監試委員得請考場試務中心派員

協助，經勸導或處理仍不佩戴口罩者，依「109年國中教育會考違規處理要點」第十二點，

該科考試不予計列等級或級分。 

6. 考生於試場內考試期間應全程配戴口罩，監試委員核對考生資料時，請考生暫時拉下或脫

下口罩至可辨識程度，經查驗身分後戴回。經勸導仍不配合者，依「109 年國中教育會考

違規處理要點」第十二點，該科考試不予計列等級或級分。 

7. 考生於考場內之非考試時段，仍應全程佩戴口罩。因用餐或其他必要脫下口罩時，應依據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引，保持人與人社交距離(室外 1公尺、室內 1.5公尺)。 

(四)試場開放冷氣及通風措施 

在維持良好通風條件下提供冷氣服務(附件 5) (附件 6) 

1. 各考場應依試場開放冷氣及通風措施，落實進行全面電力與冷氣檢測，並針對問題進行修

繕。 

2. 冷氣開放時，開啟前後門、所有窗戶每扇各開 10公分(約 1個拳頭)，以加強試場換氣與對

流通風。 

3. 冷氣送風須調整方向，不得直吹考生，避免增加飛沫傳染距離。 

4. 禁止使用吊扇或壁掛扇，並不得以風扇向考生吹送，避免增加飛沫傳染距離。 

5. 各考場試場均備有立扇做為緊急應變之用，立扇分別置於前後門，當啟用時風口朝外吹。 

(五)考場考試當日落實場地消毒 

1. 廁所需提高消毒頻率。 

2. 考試當日可視實際情況於午休時加強試場消毒。 

3. 考試當日結束時,應再次予以消毒。 

4. 前述消毒作業得採外包處理。 

(六)用餐 

請各國中考生服務隊協助發放餐盒，務請向考生宣導遵循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引及「社交

距離注意事項」(室外 1公尺、室內 1.5公尺)，並提醒考生用餐時應避免交談。 

(七)緊急狀況 

考生若有緊急特殊狀況，例如身體不適、當日發燒或出現嚴重呼吸道疾病者，應立即通報國中

考生服務隊或考場試務工作人員，由試務中心纪錄後提供協助簡易醫療服務，若有緊急就醫或

返家需求，聯繫家長到場協助。 

 

七、試務結束 

(一)消毒：考試當日結束時，應再次予以消毒。 

(二)復原：考試當日結束後進行復原。 

 

八、其他注意事項 

(一)居家隔離、居家檢疫及自主健康管理者經醫院安排採檢而未取得結果者，一律不得於國中教育

會考當日(109 年 5 月 16 日、109 年 5 月 17 日)參加考試及有關作業，考生另依教育部規劃之

補償(考)方式辦理有關作業。 

1. 為確保全體考生健康權益，全國試務會將與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交換資料，並於考前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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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開始，逐日提供本考區試務會前開人員之名單，請各考場學校、國民中學與考區試務會

保持密切聯繁。 

2. 本項所述之考生倘有私自參加考試之情事發生，經查證屬實後，除應由負責單位依法處置

以外，比照「109年國中教育會考違規處理要點」第三點，取消考試資格且不予補救。 

3. 非本項所述之考生，均不得主張或要求以補償(考)方式辦理。 

(二)倘考生發生本因應措施未盡事宜，得依「109年國中教育會考違規處理要點」第二十一點，提

請考區試務會議決。 

(三)考生若於試場內遭遇任何狀況，請隨時向考場之考場服務隊及國民中學之考生服務隊尋求協

助。 

(四)為落實防疫工作，敬請家長體諒疫情嚴峻，除身心障礙、重大傷病或突發傷病經考區試務會同

意者外，一律禁止家長陪考。 

(五)各考場應配合前述各類應變措施，並將執行情況納入通報系統。有關第二類備用試場考生狀況，

應主動記錄並隨時通報考區試務會;本考區試務會應儘速彙整情況後，通報全國試務會(印卷

分卷閨場開外辦公室)。 

(六)各考生應配合前述各類應變措施，並依 109年國中教育會考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

考生注意事項與試場規則說明(附件 7)辦理。 

 

九、本應變措施依據全國試務會之「109年國中教育會考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應變事

宜」及教育部發布之防疫措施指引及疫情發展影響隨時進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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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109年國中教育會考健康關懷問卷 

您好，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及確保 109年國中教育會考有關試務工作得以順利進行，

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109年 4月 3日頒布「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因應指引：公眾集會」，

請協助詳實填寫下列資料，並詳細閱讀注意事項。 

 

一、基本資料 

1.姓  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身分證統一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現居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聯絡電話/手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出入境旅遊史與「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有關接觸史與症狀 

（一）最近 14天，有無出國？ 

□否：選取此答案請跳至（四） 

□是：請續答 

（二）出國紀錄一 

1. 入境日期 

109年＿＿＿＿月＿＿＿＿日 

2. 最近入境臺灣之來源地區：＿＿＿＿＿＿＿＿＿ 

3. 搭乘班機： 

＿＿＿＿＿＿＿航空公司 班機編號＿＿＿＿＿＿＿ 

（三）出國紀錄二 

1. 入境日期 

109年＿＿＿＿月＿＿＿＿日 

2. 最近入境臺灣之來源地區：＿＿＿＿＿＿＿＿＿ 

3. 搭乘班機： 

＿＿＿＿＿＿＿航空公司 班機編號＿＿＿＿＿＿＿ 

（四）最近 14天內是否出現以下症狀（複選） 

□發燒（額溫 ≧37.5℃、耳溫 ≧38℃） 

□咳嗽 

□喉嚨痛 

□呼吸道窘迫症狀（呼吸急促﹑呼吸困難） 

□流鼻水 

□肌肉或關節酸痛 

□四肢無力 

□其他 

□無 

（五）您身邊是否有其他 2人以上出現上述類流感症狀 

□否  □是 

 

（六）您或您家屬是否曾與感染「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病患有接觸？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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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您是否為衛生主管機關列管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居家隔離個案？ 

□否  □是 

（八）近日是否去過國家級警報的 11處旅遊風景區 

 

□無（選取此答案請跳至「三、注意事項」） 

□是，我去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您是否於特定時間去過敦睦艦隊確診個案所經過足跡處？ 

 

□無 

□是，我去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注意事項（請詳細閱讀） 

（一）維持手部清潔，保持經常洗手習慣，儘量不要用手直接碰觸眼睛、鼻子和嘴巴。 

（二）自主健康管理的期間內，每日早/晚應各量體溫一次，並詳實記錄體溫及症狀，若有需

要就醫時，請主動提供給醫師參考。 

（三）倘若 14天內有發燒（額溫≧37.5℃、耳溫≧38℃）、咳嗽、喉嚨痛、呼吸道窘迫症狀、

流鼻水、肌肉酸痛或關節酸痛等不適症狀，請立即配戴口罩並盡速就醫。 

 

 

 

 此問卷調查之個人相關資料，僅提供政府衛生相關單位、教育部及 109年國中教

育會考試務工作需求使用。 

 

本人已閱讀過以上之說明並且願意配合主辦單位各項防疫措施 

 

 

 

簽名：＿＿＿＿＿＿＿＿＿＿＿＿＿＿＿＿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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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109年新北考區國中教育會考ＯＯ考場服務隊名冊(範例) 

班級 姓名 手機 備註 

ＯＯＯ 陳ＯＯ 0928-123456  

ＯＯＯ 林ＯＯ 0953-456789  

ＯＯＯ 張ＯＯ 0978-789012  

    

    

    

    

    

    

    

    

    

    

    

    

    

    

    

 

承辦人:     教務主任:     校長: 

 

說明： 

一、本表為國中教育會考考場學校申請考場服務隊通行證用，請考場學校填寫後將紙本核章備

查，於 109年 5月 8日(星期五)前將電子檔提供考區試務會列管，由考場學校製發通行證。 

二、考試當日考場服務隊憑證入場，未攜帶者不得進入考場。 

三、考場服務隊人數以每試場設 1人，主要協助執行各項考場試務工作，各考場得依區域狀況

安排。 

四、考場服務隊人員均需填寫健康關懷問卷（附件１），進入考場時亦須配合考場相關防疫規

劃與措施。 

五、為防疫需要本名冊成員不得變更與替代。 

六、本表欄位請自行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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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109年新北考區國中教育會考ＯＯ考場ＯＯ國中考生服務隊名冊(範例) 

職稱/班級 姓名 手機 備註 

教務主任 陳ＯＯ 0928-123456  

導師/903班 林ＯＯ 0953-456789  

ＯＯ組長 張ＯＯ 0978-789012 國國中安全維護人員 

    

    

    

    

    

    

    

    

    

    

    

    

    

    

    

 

承辦人:     校務主任:     校長: 

 

說明： 

一、本表為國中會考考場國中學校申請考生服務隊通行證。請國中學校填寫後將紙本核章後，

於 109年 5月 8日(星期五)前連同電子檔一併交給考場學校，由考場學校製發通行證。 

二、考試當日國中考生服務隊憑證入場，未攜帶者不得進入考場。 

三、各國中服務隊人數以各國中於該考場考生班級數 2倍加 5人為上限。 

四、國中考生服務隊成員得為國中學校導師、行政人員、家長志工或學生。 

五、為防疫需要本名冊成員不得變更與替代。 

六、國中學校設置國中安全維護人員 1名（須為名冊所列成員）。由考區試務會編列工作費(2

日)，請考場學校協助轉發。 

七、前述國中安全維護人員為考場與國中學校的聯絡人。其主要任務為(1)協助考試當日，國

中考生服務隊人員及國中考生進入考場之引導；(2)處理國中端學生事務及緊急事件。請

在名冊備註欄註明國中安全維護人員。 

八、國中考生服務隊成員須配合考場學校各項防疫規定。 

九、本表欄位請自行增減。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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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區 109年國中教育會考陪考申請表 
申請條件： 

僅限身心障礙、重大傷病或突發傷病考生之家長得申請陪考服務，以 1人為限。 

申請辦法： 

一、符合申請陪考證之集體報名考生，應於 109 年 5 月 5 日（二）17：00 前填妥本申請表及 109

年國中教育會考健康關懷問卷，由就讀國民中學於 109 年 5 月 8 日（五）17：00 前繳交予考

區試務會。 

二、符合申請陪考證之個別報名考生，應於 109 年 5 月 5 日（二）17：00 前填妥本申請表及 109

年國中教育會考健康關懷問卷，由家長親自至考區試務會提出申請。 

三、突發傷病考生之家長，請依各考區 109國中教育會考簡章規範，於申請應考服務時檢附本申請

表及 109年國中教育會考健康關懷問卷，併同突發傷病應考服務一同申請。 

發證說明： 

一、陪考申請經考區試務會審核通過後，由考區試務會製發陪考證，該證須經考區試務會核章後始

生效力。 

二、符合申請陪考證之集體報名考生，陪考申請經考區試務會審核通過後，將製發陪考證，核章後

交由集體報名單位轉發予考生。 

三、符合申請陪考證之個別報名考生，陪考申請經考區試務會審核通過後，將製發陪考證，核章後

交予個別報名考生之家長。 

備註： 

一、若不及於 109年 5月 8日（五）提出申請，或陪考證遺失者，請陪考家長於考試當日經考場校

門駐守人員同意後，親持考生准考證影本前往試務中心辦理陪考申請；經考場主任指派人員審

核通過後，始得製發陪考證，該證須經考場試務中心核章後始生效力。 

二、進出考場，請務必出示陪考證；無陪考證者，不得進入考場。 

三、陪考期間，請務必隨身配戴陪考證，以利考場試務人員查驗。 

申請日期：109年 5月         日                              （粗框內申請者免填） 

申請資格   身心障礙   重大傷病  突發傷病 

考生准考證號碼  

陪考家長 

姓名  

緊急連絡電話  

與考生關係   父   母   其他                       

備註：考生准考證影本請黏貼於次頁。 

                               家長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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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准考證影本黏貼處 

 

陪考 

注意 

事項 

一、 陪考人員若於陪考當日依法執行居家隔離、居家檢疫或自主健康管理（採

檢後未取得結果）者，應依法辦理有關作業，不得前往考場。 

二、 獲核發之陪考證限本人使用，不得轉讓。 

三、 進入考場時，陪考人員須配合量測體溫並配戴口罩。未戴口罩或發燒者，

不得進入考場。 

四、 陪考當日須全程配戴口罩，並請維持手部清潔，保持經常洗手習慣，儘量

不要用手直接碰觸眼睛、鼻子和嘴巴。 

五、 有關考場內相關事項，請務必配合考場規劃與引導。 

 

考區審核結果 
同意發放陪考證，陪考證編號：                              

不同意發放陪考證，原因：                                  

考區承辦人員 

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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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冷氣及通風措施 

           設備 

 狀況 
冷氣 立扇 前後門 窗戶 

晴天(一般情形) ○ ╳ ○ 
每扇窗開啟約 10 公分

(約一個拳頭寬) 

雨天(冷氣正常運轉) ○ ╳ ○ 
每扇窗開啟約 10 公分

(約一個拳頭寬) (備註) 

冷氣停止運轉 ╳ 
前後門各一 

向門外吹出 
○ 所有窗戶全開(備註) 

雨天且冷氣停止運轉 ╳ 
前後門各一 

向門外吹出 
○ 所有窗戶全開(備註) 

備註：如受雨勢、風勢過大影響，試務人員可視情況調整窗戶開啟之情形(如有需要，可視

情況開啟立扇)，並通報試務中心，填寫試場異常記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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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109年國中教育會考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 

試場開放冷氣及通風措施說明 
 

  109年國中教育會考全國試務會調查近五年會考考試辦理時間溫度，有關調查顯

示，氣溫平均落在為攝氏 30.3～33.1度。因應防疫措施執行，為同時確保試場通風

以及降低室內溫度，並減低全面配戴口罩的不舒適。經多次會議、實際測試並與中

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教育部、其他大型考試辦理單位討論，另經亞洲大學吳副校

長聰能、成功大學李主任秘書俊璋指導，送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備查完成。 

  有關試場開放冷氣及通風措施如下：「試場冷氣全面開放，並全程開啟試場前門、

後門與該試場所有窗戶每扇各開 10公分，在可以降低溫度、確保試場通風及防疫必

要取得平衡，並簡化試務人員與監試委員的作業程序不致困擾。」，細部說明如下： 

 

一、有關試場空調開啟標準程序： 

1. 試務人員於每天第一節考試開始前 30分鐘，開啟所有試場冷氣，直到當天考

試結束（休息期間冷氣持續開啟）。 

2. 開啟冷氣後，試務人員開啟所有試場內窗戶，每扇各開 10公分，關閉試場前

後門，將備用立扇放置於試場前後門方便取用處。 

3. 監試委員進入試場，發放答案卡卷與試題本。 

4. 考試說明期間，監試委員開啟試場前、後門讓考生進入。 

5. 考試正式開始後，試場前門、後門與所有窗戶保持開啟，直到考試結束。 

6. 考試結束，試務資料清點完畢後，考生離場。 

二、若考試中遭逢下雨且窗戶受雨勢、風勢過大或其他問題影響，必須關閉時，應

變步驟如下： 

1. 監試委員維持試場秩序，請考生繼續作答。 

2. 監試委員關閉試場內受影響窗戶，不受影響窗戶全開。 

3. 監試委員將備用立扇架設於試場前、後門，扇面正對門外並開啟風扇，直到

考試結束。 

4. 考試結束，試務資料清點完畢後，考生離場。 

5. 通報試務中心，填寫「109國中教育會考重大事件處理方式考場紀錄表」，循

通報程序回報。 

 

 

三、若考試中遭遇冷氣停止運作，應變步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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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監試委員維持試場秩序，請考生繼續作答。 

2. 監試委員試場內窗戶全開（倘若同時遭遇窗戶受雨勢或其他問題影響時，關

閉試場內受影響窗戶，不受影響窗戶全開）。 

3. 監試委員將備用立扇架設於試場前、後門，扇面正對門外並開啟風扇，直到

考試結束。 

4. 考試結束，試務資料清點完畢後，考生離場。 

5. 通報試務中心，填寫「109國中教育會考重大事件處理方式考場紀錄表」，循

通報程序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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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109年國中教育會考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 

考生注意事項與試場規則說明 
一、注意事項： 

（一）為落實防疫工作，敬請考生與家長配合各考區試務會、考場有關作業進行。 

（二）為配合防疫工作，請考生務必提早半小時以上到場，避免因入場及量測作業影響考試時

間。 

（三）為落實防疫工作，敬請家長體諒疫情嚴峻，除身心障礙、重大傷病或突發傷病經考區試

務會同意者外，一律禁止家長陪考。 

（四）居家隔離、居家檢疫及自主健康管理者經醫院安排採檢而未取得結果者，一律不得於國

中教育會考當日（109年 5月 16日、109年 5月 17日）參加考試及有關作業，考生另

依教育部規劃之補償（考）方式辦理。 

（五）考生進入考場時，須出示准考證入場，未出示者，考場得拒絕考生入場。 

（六）考生進入考場時，須佩戴口罩，考量部分考生有過敏或使用後有汙損須更換之情況，可

由考生自行準備具有防護性的口罩。 

（七）考生若因病（故）無法佩戴口罩，需依各考區 109年國中教育會考簡章規定，填寫突發

傷病應考服務申請表並檢附證明向考區試務會申請。 

（八）考生若於現場量測發燒（額溫高於攝氏 37.5度或耳溫高於攝氏 38度）、或有嚴重呼吸

道疾病等具感染可能之考生，須遵從考場指示移至第二類備用試場應試，不得因此措施

要求任何補償。 

（九）考生於考場內之非考試時段，仍應全程佩戴口罩。因用餐或其他必要脫下口罩時，應依

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引，保持人與人社交距離（室外 1公尺、室內 1.5公尺）。 

（十）考生若於試場內遭遇任何狀況，請隨時向考場之考場服務隊及國民中學之考生服務隊尋

求協助。 

 

二、試場規則 

（一）居家隔離、居家檢疫及自主健康管理者經醫院安排採檢而未取得結果者，一律不得於國

中教育會考當日（109年 5月 16日、109年 5月 17日）參加考試倘有私自參加考試之

情事發生，經查證屬實後，除應由主管機關依法處置以外，比照「109年國中教育會考

違規處理要點」第三點，取消考試資格且不予補救。 

（二）考生進入考場時，須佩戴口罩並配合體溫量測，如有故意不配合者，除禁止進入考場外，

亦請考場詳實記錄情況，循緊急事件方式回報予考區試務會。前經查證屬實，比照「109

年國中教育會考違規處理要點」第三點，取消考試資格且不予補救。 

（三）考生進入試場時須佩戴口罩，未佩戴口罩者不得進入試場。監試委員得請考場試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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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員協助勸導，經勸導或處理仍不佩戴口罩者，依「109年國中教育會考違規處理要點」

第十二點，該科考試不予計列等級或級分。 

（四）考生於試場內考試期間應全程配戴口罩，監試委員核對考生資料時，須配合監試委員指

示，暫時拉下或脫下口罩至可辨識程度，經查驗身分後戴回。經勸導仍不配合者，依「109

年國中教育會考違規處理要點」第十二點，該科考試不予計列等級或級分。 

（五）倘考生發生本說明未盡事宜，得依「109年國中教育會考違規處理要點」第二十一點，

提請考區試務會議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