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110年全國運動會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計畫 

壹、 前言： 

新北市政府承辦「中華民國 110 年全國運動會」(以下簡稱 110 全運會)，為全臺規模

與等級最大的綜合型運動會；賽會兩年舉辦一次，以亞奧運競賽種類為主軸，以各縣市為

參為單位，將於 10 月 16 日至 21 日期間舉辦，競賽種類共計 35 項，495 項競賽，分別於

新北市、臺北市、桃園市、臺中市、高雄市及宜蘭縣等 42 個室內、外競賽場地(館)進行，

部分競賽項目提前於 110 年 9 月 3 日起至 10 月 15 日止辦理。為使賽會順利進行，防範

賽會期間，因人員聚集接觸造成高度傳播風險而使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擴散，依據中

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訂定之「COVID-19(武漢肺炎)」因應指引：公眾集會」防疫規範特訂

定本計畫。 

貳、 依據： 

一、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COVID-1(武漢肺炎)因應指引：公眾集會」。 

二、 教育部體育署「辦理大型體育運動賽會及活動防疫注意事項」。 

參、 目的：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具高傳播力，鑒於 110 全運會參加人數眾多，賽事型態多

為長時間且近距離接觸，具有高傳播風險，為避免賽會期間疫情蔓延，爰擬定防疫應變計

畫，採取適當防制措施，包括風險評估、應變機制、防疫宣導規劃、防疫設施及防護用品

準備、住宿規劃及工作人員健康管理計畫等，以預防傳染病爆發，達到傳染病防治目標。 

肆、 防疫對象：參加 110 年全運會活動所有人員，包括各代表隊隊職員、大會人員（裁判、志

工、工作人員）及觀賽民眾等。 

伍、 防疫規劃： 

一、 整備期 

(一) 疫情監控、跨部支援及風險評估 

1. 追蹤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相關訊息掌握疫情狀況。 

2. 建立場館鄰近醫療資源系統(附件 1)及通報標準作業流程(附件 2)。 

3. 與衛生局及相關單位建立聯繫窗口，根據疫情發展，進行風險評估(附件 3) 

4. 及建立防疫因應措施(附件 4)。 

聯絡事項 聯絡窗口 連絡電話 

賽會期間有關事項 110 年全國運動會籌備處 (02)2962-0462 

傳染病通報 新北市防疫專線 (02)2258-6923 

洽詢防疫有關事項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疾病管制科 (02)2257-7155 分機 1931 

洽詢緊急醫療有關事項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醫事管理科 (02)2257-7155 分機 2065 

5. 因應賽會進行跨局處整合及動員，召開應變小組會議(附件 5)。 

(二) 防疫宣導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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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構多元宣傳管道(大會網頁、社群媒體、告示、手冊)。 

2. 大會官網建置防疫專區。 

3. 建置宣導窗口(110 全國運籌備處、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4. 依據疾病管制署公告宣導素材即時更新宣導內容。 

(三) 活動空間與器材消毒規劃 

1. 場館、器材消毒時間及範圍： 

項目 消毒方式 消毒時間 

經常接觸的物體表面 

(桌椅、扶手、門把、

開關等) 

1000ppm 次氯酸鈉(金屬表

面不適用)、75%酒精 

比賽會場開放前、場

次間、結束後各 1 次 

廁所、洗手台 1000ppm 次氯酸鈉(金屬表

面不適用)、75%酒精 

每隔 2 小時 1 次 

比賽器材 1000ppm 次氯酸鈉(金屬表

面不適用)、75%酒精 

賽前 30 分鐘、場次

間、完賽後各 1 次 

2. 調查及改善各場館空間通風狀況。 

3. 於會場外規劃適當防疫隔離安置空間。 

4. 清潔消毒用品配置： 

項目 位置 

洗手液 廁所、洗手台、盥洗區 

75%酒精 

會場出入口、服務台、頒獎區、獎品

區、裁判休息區、選手休息區、選手

預備區、檢錄區、醫護組、防護組、

貴賓席、媒體區、暫時隔離區 

5. 檢視各縣市住宿場域人員住宿配置及環境衛生，應符合規定及避免多人集

中於同一房。 

(四) 備妥足量防疫物資 

1. 規劃各項防疫物資：酒精、洗手液、消毒水、口罩、手套、額溫槍、紅外線

熱顯像儀、隔離板、暫時隔離區帳篷。 

2. 編擬各項防疫物資經費。 

3. 規劃防疫物資配送。 

(五) 參加活動人員健康管理 

1. 建置自主健康監測檢核表(14 天內，如附件 6)，填表對象：各代表隊隊職員、

大會人員（裁判、志工、工作人員）。 

2. 完成以下其中之一項並由各縣市政府於總領隊會議提出切結書。 

(1) 賽前三天內取得 PCR 核酸檢測陰性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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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賽前三天內快篩陰性證明(可自行到各縣市快篩站進行快篩)。 

(3) 各縣市所開立代表隊職隊員快篩陰性證明 

(3)賽前 14 天完成新冠疫苗接種正本證明。 

3. 建置現場發燒及呼吸道患者處置流程(附件 2)。 

(六) 辦理防疫工作知能研習 

1. 邀請專家學者進行籌備處各相關人員防疫研習。 

2. 防疫工作演練。 

3. 所有工作人員皆須知悉現場發燒及呼吸道患者處置流程(附件 2)。 

(七) 建置各縣市政府橫向聯繫管道 

1. 完善官網防疫專區資訊平台，提供最新防疫資訊及賽務動態。 

2. 建立各縣市代表隊主要窗口，掌握各縣市疫情及人員動態。 

二、 賽會及應變期 

(一) 啟動疫情監控、跨部支援及風險評估 

1. 成立應變小組專責分工(附件 5)。 

2. 持續追蹤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最新訊息，隨時掌握疫情狀況並以資訊化

處理為原則。 

3. 賽會期間請各縣市代表隊進行自主健康監測管理並回報，遇有疑似病例應

立即通報大會、所屬縣市及本府衛生局。 

4. 各場館單一出入口處設置檢疫站及暫時隔離區，以紅外線熱像儀量測體溫

及進行手部消毒，採 QR code 實聯制，管制民眾、隊職員及工作人員進出，

無法掃描 QR code 者填寫登記單。 

※ 暫時隔離區設置於場館外入口旁，設置不透明之四面帳帳篷，隔離區內

座位間隔 1.5 公尺。 

5. 建立巡邏監督機制，維持會場秩序宣導全程戴口罩(比賽除外)及限制飲食。 

※ 若有飲水需求，在確保室內 1.5 公尺、室外 1 公尺範圍無其他人情況下同

意飲水。各場館另於通風良好處設置用餐區，均採梅花座（間隔室內 1.5

公尺、室外 1 公尺），加置隔離板，輪流用餐，並安排工作人員控管。 

6. 有疑似呼吸道症狀者協助安排場館鄰近醫療院所就醫(附件 1)，有疑似感染

者依通報標準作業流程處置(附件 2)。 

7. 根據疫情發展判斷其嚴重性，進行整體風險評估提供防制作為(附件 4)，如

疫情升高或發生群聚現象，評估延期或停辦賽會。 

(二) 加強防疫宣導 

1. 於全運會官網提供防疫相關訊息，於團本部及總領隊、技術、裁判會議宣

導防疫規範。 

2. 加強宣導各縣市隊職員發燒及呼吸道症狀者，依照作業流程(附件 2)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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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工作或競賽並安排就醫。 

(三) 擴大活動空間與器材消毒 

1. 各場館、器材及大會各車輛賽前、場次間及賽後消毒，必要時定時消毒。 

2. 各場館空間通風狀況，暫時安置區保持適當隔離距離，室外並搭設帳篷。 

3. 開閉幕典禮及市民之夜，梅花座排列，保持 1.5 公尺間距，維持場館空間

通風狀況。 

(四) 防疫物資配送及設備完善 

1. 各項防疫物資配送(各場館備存口罩、酒精、洗手液、消毒水、拋棄式手套)。 

2. 各項防疫器材測試及裝置。 

(五) 強化相關人員健康管理 

1. 每日自主健康監測，記錄體溫及有無呼吸道症狀，全程佩戴口罩，定時洗

手消毒(14 天內，如附件 6)。 

2. 掌握各代表隊隊職員及大會人員（裁判、志工、工作人員）相關旅遊史、

接觸史及群聚史，填寫個人健康聲明書(附件 7)。 

3. 大會所有工作人員（裁判、志工、工作人員）及各參賽單位提出所有參與

人員賽前 3 天內 PCR 或快篩檢測陰性證明，快篩結果呈陽性者不得進入

會場。 

(六) 強化防疫工作 

1. 維持活動環境衛生及供應足量清潔防護用品。 

2. 落實實聯制及防疫監測工作。 

3. 針對活動現場人員經常活動接觸之區域(如地面、桌面、電梯、水龍頭、門

把等等)有專責人員定時清潔並消毒，清潔人員穿戴防護裝備。 

4. 加強巡邏保持室內空氣流通及環境整潔。 

5. 加強競賽場館鄰近餐飲業衛生稽查。 

(七) 確保各縣市政府橫向聯繫暢通 

1. 每日通報各參賽單位隊職員身體狀況交叉比對。 

2. 疑似個案配合衛生單位進行疫調與相關防治措施。 

陸、各競賽場館防疫實務作為： 

一、行政部： 

(一) 團本部加強消毒作業及防疫公告。 

(二) 管控各縣市團本部留守人數，進出皆經防疫監測及實聯制。 

二、競賽部： 

(一) 依疫情進行各競賽種類辦理風險評估，提出因應對策。 

(二) 依特殊競賽種類落實相關人員進出場館防疫因應措施。 

(三) 各項物資採分流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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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務部： 

(一)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應變小組」分組分工掌握賽會情況。 

(二) 依據防疫級別控管出入場館人員。 

(三) 各場館設置暫時隔離區，會場出入口管制，於單一出入口處，設置紅外線熱像儀

量測體溫及進行手部消毒，入場採 QR code 實聯制，一般民眾填寫登記單(附件

8)，場內落實全程佩戴口罩及限制飲食原則。 

(四) 針對活動現場人員經常活動接觸之區域(如地面、桌面、電梯、水龍頭、門把等

等)有專責人員定時清潔並消毒，清潔人員穿戴防護裝備。 

(五) 場內派員持續宣導訪疫措施，包含全程佩戴口罩、保持社交安全距離、維持個人

衛生習慣等。 

(六) 每日彙整各競賽場館防疫情形，統計人員體溫異常狀況。 

(七) 發現符合通報定義者，立即依訂定之應變機制處理及通報。 

四、宣傳部： 

於大會官網加強宣導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與維持個人衛生習慣。 

五、典禮部： 

二級警戒下，開幕典禮不開放觀眾入場，閉幕典禮移至戶外辦理，並保持典禮會場通

風良好。 

柒、活動出現確診者應變措施 

獲悉進入各場館之代表隊隊職員或大會人員（裁判、志工、工作人員）確診，或場館為

確診者足跡所涉地點時，配合衛生局之疫情調查，該會場並落實以下措施： 

一、 該場館當日全面加強環境清潔消毒。 

二、 該場館實聯制紀錄、入場代表隊隊職員及大會人員健康聲明書(附件 7)提供衛生局，

以利疫調及匡列。 

三、 就現有已知之資訊（如確診者之工作、活動範圍或時間等），立即通知與確診者可能

有接觸人員（連繫時應注意確診者隱私）暫停進入場館，在家暫勿外出，等待衛生

單位之疫調或聯繫。 

四、 增加該場館之環境清潔消毒作業頻率，至最後一名確診者離開該場館後次日起 14 日

止。 

五、 該場館暫停開放觀賽（若原有開放觀賽）。 

六、 加強各代表隊隊職員及大會人員健康監測（確認有無相關疑似症狀、量體溫次數），

至最後一名確診者離開該場館後次日起 14 日止。監測期間出現相關疑似症狀，應主

動向衛生局進行通報。 

七、 確實配合各級衛生主管機關指示事項。 

捌、本計畫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修正亦同；另修正內容若屬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最新

律定調整，得授權籌備處邀集在地衛生單位研商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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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種   類 比賽地點 醫院 

1 

水  

上 

運  

動 

游泳 
臺北市立大學 

天母校區詩欣館游泳池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https://tpech.gov.taipei/mp109181/ 

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 https://www.chgh.org.tw/ 

臺北榮民總醫院 https://www.vghtpe.gov.tw/Index.action 

公開 

水域 
大都會公園微風運河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三重院區

https://www.ntch.ntpc.gov.tw/ 

淡水馬偕醫院     

https://www.mmh.org.tw/home.php?area=ts 

水球 新莊國民運動中心 

輔大醫院        

https://www.hospital.fju.edu.tw/ 

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https://www.tph.mohw.gov.tw/ 

2 射箭 
新北市立明德高級中學

操場 

恩主公醫院 

https://www.eck.org.tw/  

3 田徑 

田徑 板橋第一運動場 

亞東紀念醫院 https://www.femh.org.tw/webregs/start.aspx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板橋院區

https://www.ntch.ntpc.gov.tw/ 

板橋中興醫院 http://www.pcchh.com.tw/ 

競走 板橋區河川高灘地 

亞東紀念醫院 https://www.femh.org.tw/webregs/start.aspx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板橋院區

https://www.ntch.ntpc.gov.tw/ 

板橋中興醫院 http://www.pcchh.com.tw/ 

馬拉松 板橋區河川高灘地 

亞東紀念醫院 https://www.femh.org.tw/webregs/start.aspx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板橋院區

https://www.ntch.ntpc.gov.tw/ 

板橋中興醫院 http://www.pcchh.com.tw/ 

4 羽球 新莊體育館 

輔大醫院       

https://www.hospital.fju.edu.tw/   

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https://www.tph.mohw.gov.tw/ 

110年全國運動會鄰近醫療院所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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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種   類 比賽地點 醫院 

5 

棒   

壘   

球 

棒      

球 

新莊棒球場/ 

三重棒球場 

輔大醫院       

https://www.hospital.fju.edu.tw/   

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https://www.tph.mohw.gov.tw/ 

壘      

球 
疏洪重新壘球場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三重院區

https://www.ntch.ntpc.gov.tw/ 

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https://www.tph.mohw.gov.tw/ 

6 籃球 板橋體育館 

亞東紀念醫院 https://www.femh.org.tw/webregs/start.aspx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板橋院區 ttps://www.ntch.ntpc.gov.tw/ 

板橋中興醫院 http://www.pcchh.com.tw/ 

7 拳擊 
新北市立鶯歌高級工業

職業學校 

恩主公醫院 

https://www.eck.org.tw/ 

8 輕艇 

輕艇 

競速 
大都會公園微風運河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三重院區

https://www.ntch.ntpc.gov.tw/ 

淡水馬偕    https://www.mmh.org.tw/home.php?area=ts 

傳統 

舟艇 
大都會公園微風運河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三重院區

https://www.ntch.ntpc.gov.tw/ 

淡水馬偕    https://www.mmh.org.tw/home.php?area=ts 

靜水 

障礙 
大都會公園微風運河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三重院區

https://www.ntch.ntpc.gov.tw/ 

淡水馬偕    https://www.mmh.org.tw/home.php?area=ts 

9 

自 

由 

車 

登山 

車賽 
老外林道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http://www.ccgh.com.tw/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大甲院區

http://www.ktgh.com.tw/Reg_VSDPT_List.asp?CatID=29

&ModuleType=Y 

場地賽 臺中市立自由車場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大甲院區

http://www.ktgh.com.tw/Reg_VSDPT_List.asp?CatID=29

&ModuleType=Y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https://www.sltung.com.tw/ 

公路賽 
新北市境內，北海岸台

2 線 

馬偕紀念醫院淡水院區

https://www.mmh.org.tw/home.php?area=ts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金山分院

https://www.js.ntuh.gov.tw/ 

10 馬術 綠野馬術文創園區 

馬偕紀念醫院淡水院區

https://www.mmh.org.tw/home.php?area=ts 

臺北榮民總醫院 https://www.vghtpe.gov.tw/Index.action 

https://www.ntch.ntpc.gov.tw/
https://www.ntch.ntp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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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種   類 比賽地點 醫院 

11 擊劍 
新北市立新北高級工業

職業學校志清堂 

新北市立土城醫院

https://www.cgmh.org.tw/tw/Services/DeptList/ 

亞東紀念醫院   

https://www.femh.org.tw/webregs/start.aspx  

12 足球 

男子 

足球 
新莊田徑場(男)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https://www.tph.mohw.gov.tw/ 

輔大醫院        

https://www.hospital.fju.edu.tw/ 

女子 

足球 
輔仁大學田徑場(女) 

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https://www.hospital.fju.edu.tw/ 

13 高爾夫 
台灣高爾夫俱樂部 

淡水球場 

馬偕紀念醫院淡水院區

https://www.mmh.org.tw/home.php?area=ts 

臺北榮民總醫院 https://www.vghtpe.gov.tw/Index.action 

14 體操 

韻律 

體操 

新北市三重區修德 

國民小學體育館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三重院區

https://www.ntch.ntpc.gov.tw/ 

競技 

體操 

新北市三重區厚德 

國民小學體操館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三重院區

https://www.ntch.ntpc.gov.tw/ 

15 手球 板橋體育館 

亞東紀念醫院 https://www.femh.org.tw/webregs/start.aspx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板橋院區

https://www.ntch.ntpc.gov.tw/ 

板橋中興醫院 http://www.pcchh.com.tw/ 

16 曲棍球 龍潭體育園區曲棍球場 國軍桃園總醫院 https://www.aftygh.gov.tw/ 

17 柔道 
新北市立三民高級中學

逸仙堂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三重院區

https://www.ntch.ntpc.gov.tw/ 

馬偕紀念醫院淡水院區

https://www.mmh.org.tw/home.php?area=ts 

18 空手道 
新北市立光榮國民中學

活動中心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三重院區

https://www.ntch.ntpc.gov.tw/ 

馬偕紀念醫院淡水院區

https://www.mmh.org.tw/home.php?area=ts 

19 現代五項 楠梓運動園區 
健仁醫院 http://www.jiannren.org.tw/jiannren/index.php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https://www.edah.org.tw/ 

https://www.tph.mohw.gov.tw/


9 

序 種   類 比賽地點 醫院 

20 划船 冬山河親水公園水域 

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

https://www.pohai.org.tw/ 

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新民分院

https://www.ymuh.ym.edu.tw/tw/information/outpatient-

schedule.html 

21 橄欖球 
新北市立淡水高級 

商工職業學校操場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三重院區

https://www.ntch.ntpc.gov.tw/ 

馬偕紀念醫院淡水院區

https://www.mmh.org.tw/home.php?area=ts 

22 帆船 八里水上運動中心 
馬偕紀念醫院淡水院區

https://www.mmh.org.tw/home.php?area=ts 

23 射擊 
國家射擊訓練基地 

公西靶場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https://www1.cgmh.org.tw/branch/lnk/2016/ 

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https://www.hospital.fju.edu.tw/ 

24 桌球 板樹體育館 

仁愛醫院 http://www.rah.com.tw/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https://shh.tmu.edu.tw/ 

亞東紀念醫院 https://www.femh.org.tw/webregs/start.aspx 

新北市立土城醫院

https://www.cgmh.org.tw/tw/Services/DeptList/V 

25 跆拳道 新莊體育館 

輔大醫院 https://www.hospital.fju.edu.tw/   

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https://www.tph.mohw.gov.tw/ 

26 

網球 新莊網球場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https://www.tph.mohw.gov.tw/ 

輔大醫院       

https://www.hospital.fju.edu.tw/ 

網球 國立體育大學(雨備)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https://www1.cgmh.org.tw/branch/lnk/2016/ 

輔大醫院       

https://www.hospital.fju.edu.tw/ 

https://www.tph.mohw.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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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種   類 比賽地點 醫院 

27 鐵人三項 大都會公園微風運河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三重院區

https://www.ntch.ntpc.gov.tw/ 

淡水馬偕    https://www.mmh.org.tw/home.php?area=ts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https://www.skh.org.tw/skh/index.html 

28 排球 

女子 

排球 

新北市板橋區重慶 

國民小學綜合館 

亞東紀念醫院 https://www.femh.org.tw/webregs/start.aspx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板橋院區

https://www.ntch.ntpc.gov.tw/ 

板橋中興醫院 http://www.pcchh.com.tw/ 

男子 

排球 

新北市立板橋國民 

中學體育館 

亞東紀念醫院 https://www.femh.org.tw/webregs/start.aspx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板橋院區

https://www.ntch.ntpc.gov.tw/ 

板橋中興醫院 http://www.pcchh.com.tw/ 

沙灘 

排球 

新北市立板橋國中 

沙灘排球場 

亞東紀念醫院 https://www.femh.org.tw/webregs/start.aspx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板橋院區

https://www.ntch.ntpc.gov.tw/ 

板橋中興醫院 http://www.pcchh.com.tw/ 

29 舉重 
新北市立中和高級 

中學活動中心 

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https://shh.tmu.edu.tw/ 

財團法人天主教財團法人天主教永和耕莘醫院

http://www.cthyh.org.tw/ 

30 角力 
新北市新店國民 

運動中心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http://www.cth.org.tw/ 

佛教慈濟財團醫療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http://taipei.tzuchi.com.tw/ 

31 保齡球 新喬福保齡球館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https://shh.tmu.edu.tw/ 

財團法人天主教永和耕莘醫院 http://www.cthyh.org.tw/ 

32 滑輪溜冰 
新北市新莊區西盛 

環保公園溜冰場 

新泰綜合醫院    

http://www.sthosp.com.tw/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https://www.tph.mohw.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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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種   類 比賽地點 醫院 

33 

軟式網球 樹林網球場 

仁愛醫院 http://www.rah.com.tw/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https://shh.tmu.edu.tw/ 

亞東紀念醫院 https://www.femh.org.tw/webregs/start.aspx 

新北市立土城醫院

https://www.cgmh.org.tw/tw/Services/DeptList/V 

軟式網球 

臺北市立大學 

天母校區詩欣館 

(雨備)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https://tpech.gov.taipei/mp109181/ 

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 https://www.chgh.org.tw/ 

臺北榮民總醫院 https://www.vghtpe.gov.tw/Index.action 

34 武術 泰山體育館 
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https://www.hospital.fju.edu.tw/ 

35 電子競技 
宏匯廣場 

Zepp New Taipei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https://www.tph.mohw.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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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110年全國運動會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作業流程圖 

 

 

 

 

 

 

 

 

 

 

 

 

 

 

 

 

 

 

 

 

 

 

 

 

 

 

 

 

 

 

 

 

 

 

備註: 

1. 各隊入場前提供隊職員、家屬(觀眾)個人健康聲明書。 

2. 本表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 因應指引：公眾集會」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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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全國運動會舉辦前風險評估表 

 

依據疾管署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武漢肺炎)」因應指引：公眾集會及辦理大型

體育運動賽會及活動防疫注意事項三級防疫規畫辦理 

  

編

號 
評估指標 評估內容 相關措施 

評估結果 

(低.中.高) 

1 
能否事先掌握

參加者資訊 

掌握參加者旅遊

史及接觸史 

入場前填寫個人健康聲明書，進入

各場館場前皆能進行防疫監測，所

有入場人員採實聯制。 

低 

2 
活動空間之通

風換氣情形 

場地通風換氣情

形是否良好 

室內場館：游泳、水球、拳擊、擊

劍、體操、柔道、空手道、室內排

球、舉重、羽球、跆拳道、籃球、手

球、射擊、桌球、角力、保齡球、電

子競技、武術，19 個場館，空調通

風設計良好 

室外場館：橄欖球、沙排、棒球、

壘球、輕艇、鐵人三項、田徑、競

走、馬拉松、自由車、足球、高爾

夫、曲棍球、現代五項、划船、帆

船、網球、軟式網球、滑輪溜冰，

通風無虞。 

低 

3 
活動參加者之

間的距離 

活動期間是否保

持社交距離 

除跆拳道、角力、拳擊、空手道、

柔道、籃球、水球、橄欖球為近距

離接觸競賽種類，其餘項目每人相

距 1.5 公尺距離。 

中偏低 

4 

活動期間參加

者為固定位置

或不固定位置 

參加者位置是否

固定 

室內外場館均採梅花座（間隔室內

1.5 公尺、室外 1 公尺）固定並區分

選手休息區與觀眾區，並安排工作

人員控管。 

低 

5 活動持續時間 活動持續時間 

每日活動期間 2 小時以上，進入活

動會場皆須全程佩戴口罩；選手、

教練、裁判比賽時可不佩戴口罩，

完賽後仍須全程佩戴。 

中 

6 

活動期間可否

落實手部衛生

及佩帶口罩 

可否落實手部衛

生及佩帶口罩 

可落實手部衛生，觀眾全程皆佩戴

口罩。 
低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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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110年全國運動會防疫級別因應措施表 

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2021 年 5 月 11 日之公告進行，並採滾動式修正： 

 

 

 

 

 

 

 

 

 

 

 

 

 

 

 

 

 

 

疫情等級 防疫級別 因應措施 備註 

低-中 第 1 級 

1. 大會官網及各場館加強防疫宣導(全程

佩戴口罩)。 

2. 各縣市清潔消毒。 

3. 單一出入固定動線，進行量體溫手部消

毒。 

4. 採取實聯制，上呼吸道感染及發燒者，

依據標準作業流程暫時安置或建議就

醫，不得參與活動。 

5. 禁止飲食。 

依據 

1.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COVID-19)大型體育

運動賽會及活動之防護

措施 處理原則。 

2.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社區防疫公

共環境消毒指引。 

3.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因應指引：

公眾集會。 

4.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武漢肺炎)」

因應指引：大眾運輸。 

5.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武漢肺炎)」

防疫新生活運動：實聯

制措施指引。 

6. 衛 福 部 疾 病 管 制 署

109.8.26(八大類場所務

必佩戴口罩) 

中-高 第 2 級 

1. 大會官網及各場館加強防疫宣導(全程

佩戴口罩)。 

2. 各縣市加強清潔消毒。 

3. 單一出入固定動線，進行量體溫手部消

毒。 

4. 採取實聯制，上呼吸道感染及發燒者，

依據標準作業流程暫時安置或建議就

醫，不得參與活動。 

5. 禁止飲食。 

6. 採取閉門舉辦，觀眾不得入場。 

7. 人流管制，限制單一會場同時段人數：

室內 100 人、室外 500 人。 

高 
第 3 級 

(含以上) 

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延期或

停辦) 
大規模社區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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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職稱 姓名 工作職掌 備註 

1 召集人 侯友宜 
1. 統籌各項資源指揮應變計畫 

2. 本組組織成員工作分配 

新北市政府

市長 

2 副召集人 張明文 
1. 協助通報召集人及完成有關緊急事件處理 

2. 於召集人無法指揮時，替代指揮救災工作 

新北市政府

教育局長 

3 副召集人 陳潤秋 

1. 建立醫療支援系統 

2. 建立相關單位聯繫窗口 

3. 建立緊急事件處理聯繫窗口 

新北市政府

衛生局長 

4 執行秘書 洪玉玲 

1. 協助執行召集人及副召集人交辦之通知聯繫協調

等工作 

2. 對外發言人 

新北市政府

體育處長 

5 副執行秘書 楊時豪 
統整醫療支援及防疫工作(協助醫療專業人員進駐，

掌握鄰近醫療資源) 

新北市政府

衛生局醫事

管理科長 

6 副執行秘書 謝秀瑜 
1. 協助執行秘書完成有關緊急事件處理及交辦事項 

2. 於執行秘書無法指揮時，替代指揮救災工作 

新北市政府

體育處競技

運動科長 

7 副執行秘書 蔡安繕 

1. 督導賽會期間各場館防疫工作 

2. 監控每日體溫異常情形與通報 

3. 妥善規劃分配及管理防疫相關物資 

4. 規劃各競賽場館防疫人力 

重慶國中 

校長 

8 組員 吳鴻銘 

1. 協助副執行秘書執行賽會期間各場館防疫工作 

2. 執行每日體溫異常通報 

3. 防疫物資配送及管理 

4. 管理各場館防疫人力 

重慶國中 

主任 

9 組員 
楊易儒 

許雅琳 

1. 統整相關醫療支援單位聯繫窗口 

2. 建置疑似通報作業流程 

3. 有呼吸道症狀協助鄰近就醫事宜 

新北市政府

衛生局 

10 組員 

馮唯寧 

張亨同 

陳庭淯 

陳銘峰 

吳竹貴 

吳珮緹 

林玉明 

1. 研擬各部組防疫計畫，建立應變機制 

2. 訂定人力備援規劃 

3. 落實各場館防疫監測工作 

4. 落實督導各場館環境消毒與衛生 

5. 協助宣導相關防疫訊息 

6. 協調落實各部組防疫物資配送及健康管理 

7. 協助副執行秘書有關緊急事件處理及交辦事項 

110 全運會

籌備處 

11 組員 陳怜潔 
1. 協助辦理事件中有關新聞發布等事宜 

2. 其他新聞事件蒐集通報及臨時交辦事項 

110 年全運

會宣傳部 

附件 5 
110年全國運動會應變小組人員組織與職責分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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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種類/科目:             縣市:                  領隊:                教練:               

連絡電話:              住宿地址:  

自主健康管理表為每日評估自我的健康狀態，若有符合下述情況請打勾。 

發燒:耳溫≥38℃，額溫≥37.5℃ 

若出現 2 種症狀以上，請勿進入場館，由現場醫護人員評估是否應就醫 

日期 

身分 

姓名 
體溫 

(℃) 

有無下列症狀 

1.領隊 

2.教練 

3.管理 

4.運動員 

5.其他 

發 

燒 

≧ 

38 

℃ 

頭 

痛 

呼 

吸 

急 

促 

鼻 

塞 

、 

流 

鼻 

水 

咳 

嗽 

疲 

勞 

、 

全 

身 

無 

力 

肌 

肉 

痠 

痛 

腹 

痛 

、 

腹 

瀉 

噁 

心 

嗅 

覺 

、 

味 

覺 

異 

常 

/              

              

              

              

              

              

              

              

              

              

              

              

              

              

              

              

              

              

              

※避免群聚，戴口罩勤洗手，保護自己保護別人。「有呼吸道症狀時，請盡速就醫」。 

 

  

110全國運動會自主健康監測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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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身分別：□觀眾 

        □大會人員(裁判、工作人員、志工)，職稱：            

        □代表隊隊職員，種類/科目：           縣市：           職稱：            

姓名： 性別：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連絡電話：  

1.您最近14天內是否有以下症狀： 

□發燒（≧38℃） 【必須符合】 

□咳嗽□流鼻水□鼻塞□喉嚨痛□肌肉痠痛□頭痛□極度疲倦感□嗅味覺失常 

□其他            □無 

2.您於活動前14天內之國內、國外旅遊史（Travel）： 

□有;日期：             地點(國家/地區)：          【必填】 □無 

3.本人參與本賽會前已確認未符合下列任一情況: 

(1) 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疑似感染或確診者。 

(2) 本人或本人之家庭成員(或密切接觸者)，過去兩星期內曾接觸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之

疑似感染或確診個案者。 

(3) 配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居家隔離、居家檢疫、加強自主健康管理或自主健康管理

中。 

(4) 已出現與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相關的症狀。 

※配合防疫人人有責，本人對上述問題均據實填寫。   

填寫人簽名：              未成年法定代理人簽名:               

填寫日期:110年    月    日 

  

110年全國運動會 個人健康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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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時間 姓名 連絡電話 同行總人數 備註 

     

     

     

     

     

     

     

     

     

     

     

     

     

     

     

     

     

110年    月    日 
110年全國運動會實聯制民眾登記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