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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2020 年年初新冠肺炎盛行，因應政府提倡防疫新生活運動，各大餐廳或用

餐場所開始設立防疫隔板。直觀上是因為大家在用餐時無法保持 1.5 公尺的社

交距離，又不可能戴著口罩吃飯，所以用防疫隔板減少直接的口沫傳染風險。 

 

    清華大學的學餐小吃部、風雲樓及水木生活中心同樣因應時勢陸續設立了

隔板，其中，小吃部及水木同時採用「梅花座」方式。這些方法看似加強了防

疫效果，我們卻發現了其中很大的一個問題：拆除隔板。學生為了各種理由，

會有拆除學餐隔板的行為出現。然而，當隔板消失後，相對的防疫效果及安全

性將會大大降低，因此我們這組將探討隔板本身、設立隔板的背後意圖與政治

性，以及學生拆除隔板的原因和想法。以下為清華大學的防疫措施時間軸，我

們以此時間軸為基礎，訪問相關單位與工作人員並思考其中的意圖，進行問卷

調查與現象觀察。 

 

 

以下將對日期以條列方式對防疫政策進行更詳細的政策補充： 

 

l 1/27 防疫工作：14 天隔離、陸生暫緩來台 

教室及大型活動應進行環境漂白水消毒，並採限制單一入口，進入一律應

進行體溫測量。 

清華大學防疫小組防疫政策時間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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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2/1 防疫專案小組另有損害估計團隊，主要職責為估計學生搬遷宿舍所承

受之時間、金錢與精神上之成本，規劃具體補償草案，於後續住宿生損害

賠償會議中提出。 

l 2/5 小吃部座位區 20:30 後不開放、麥當勞正前方三排座位 24 小時開放 

l 2/11 起港澳學生暫緩來台 

l 延至 3/2 開學 

l 3/2 全面實施體溫量測 

l 梅竹賽取消 

l 3/19 起，兩校量溫貼紙統一樣式並互通 

l 3/31 前  100 人以上活動不得辦理 

l 4/1 後  200 人以上活動不得辦理 100 人～200 人者，活動符合「密閉空

間」、「使用中央空調」、「空氣不流通無對外無窗」、「人與人距離小

於 1公尺」4項條件任一項者，一律停辦 

l 3/25 清大校園確診案例 

l 4/22 全校體溫量測站皆已架設自動量溫設備 

l 4/29  暫停夜讀區、討論室與團體聆賞室借用 

l 5/4 起，餐廳將回復 1/3 的座位，每桌設有「請勿交談」之標示警語，用

餐完畢請盡速離開 

l 5/18 起，因疫情趨緩，學生餐廳將陸續開放內用區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二座

位 

l 5/25 暫停量溫服務（連續 39 天無本土案例） 

l 6/2 圖書館恢復校外人士換證入館、不強制戴口罩入館 

l 8/10 起圖書館入館需帶口罩、夜讀區採間隔座位開放 100 席 

 

貳、  分析方法 

由於防疫隔板為一具有政治意義的技術物，因此本文將對防疫隔板這個技

術物做物性分析。先提出及剖析其在防疫政策中可能造成影響的特性，並針對

其背後政治權力分配及防疫目的後，將討論的群體分作三部分，設計者（經營

管理組）、使用者（以使用清大學餐學生為主要分析群眾）、維護者（清大學餐

清潔阿姨）去分別進行實際的調查。總體的分析方法是先從我們本身的觀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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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性分析做出群眾行為預測，之後進行訪問設計者理解其設計理念，加上實際

訪談維護者得知日常使用情況，並對使用者做問卷調查來進行實際上及認知上

的對比。 

 

參、  物性分析 

針對學校防疫隔板，我們將對於它的尺寸、顏色、是否固定在桌面、擺放

方式等因素，進行綜合判斷其是否具有防疫效果。 

 

一、 尺寸 

我們並沒有找到有關防疫隔板高度的科學報告，不過有一個簡單合理

的推論，隔板設置的目的是為了預防飛沬傳染，所以隔板高度應該要高於

嘴巴的高度，才能預防說話的飛沫。從圖片上判斷隔板只到眼睛的高度，

並不能完全阻擋飛沫，我們認為學校的防疫隔板，防疫效果並沒有到百分

之百。 

 

（圖為小吃部防疫隔板實拍圖，可看到人們將拆除完的防疫隔板放置於其他隔板上方。） 

 

二、 顏色 

顯然的，顏色並不會直接影響防疫效果，但我們認為透明度會是一個

重要因素。我們認為用餐者在面對不透明的隔板時會有壓迫感，進而增加

用餐者拆除隔板的機會。此外，不透明的隔板會阻礙視線，讓用餐者無法

跟其他用餐者聊天，因此用餐者為了聊天會去拆除隔板。隔板被拆除後就

完全沒有防疫效果，所以我們認為透明度會間接影響防疫效果，而且愈透

明愈好。實際上，依照這個思路，會發現一個矛盾之處。設計者的目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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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阻止用餐者講話，防止飛沫傳染，隔板達到了設計者的意圖，卻也因此

會被使用者拆除，讓防疫失效。 

 

三、 是否固定在桌面 

學校一開始，是使用泡棉膠將隔板固定在桌面，後來就沒有固定了。

我們認為用泡棉膠固定隔板有許多缺點，首先這並不能防止用餐者將隔板

移除，其次桌子上會有泡棉膠的痕跡，有礙觀瞻。還有一點，隔板固定在

桌子上，但桌子卻沒有固定在地上。隔板彼此相連，所以當一排桌子中有

一個歪掉，隔板就會分開。復原也要先排好桌子才能復原，十分麻煩。 

不固定的優點是清潔方便，復原也方便。缺點則是用餐者能輕易拆

除，而拆除後就完全沒有防疫效果。因此從防疫效果來說，完全固定在桌

面上較好。 

 

四、 擺放方式 

學校餐廳擺放防疫隔板有兩種樣式，一種是ㄇ字型，一種是 W字型。

其中，小吃部跟水木餐廳一開始採用ㄇ字型，後來改成 W字型；風雲二樓

則一直是用 W字型。從我們的觀察跟後來的調查中，發現ㄇ字型的破壞情

況比 W字型嚴重，我們認為這可能與梅花座有關。ㄇ字型擺法會搭配梅花

座一起使用，當然這提升了防疫的安全性，缺點卻是座位數量變少了。相

反的，W字型的優點是維持座位數量，但是跟左右用餐者之間的防護變

少。因此，從被拆除就完全沒有防疫效果的觀點來看，我們認為 W字型的

防疫效果比較好。 

 

五、 標語 

學校有在防疫隔板上設置中英文的標語，「禁止聊天，請勿移動」。然

而，我們知道資料型的推力是無法持久的。第一個星期都維持的不錯，不

過一旦有人破壞，就會有人模仿跟著拆，情況一發不可收拾，典型的破窗

效應。 

 

肆、 問卷預測 

我們針對學生拆除防疫隔板的動機與想法去做了問卷調查，以及是否會因

為隔板擺放方式影響到繼續拆除的想法，並在回收問卷前預測結果，再與實際

問卷結果對照。 

以下皆為我們組員的預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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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去學餐的原因：用餐、聊天、開會 

l 本人是否有拆除行為：應至少達 7成 

l 拆過哪間學餐：小吃部與水木較多人拆除 

l 拆除目的：聊天不方便與純粹不舒服應為主要目的 

l 拆完後放置於：應該大部分都放在旁邊的桌子 

l 有無被提醒裝回去：應該 7-8 成有被提醒過 

l 離開前有沒有裝回去：應各佔 5成 

l 看到他人拆除行為：將近 6成 

l 看過他人拆除的學餐：小吃部與水木頻率較高 

l 他人拆除後置於何處：旁邊的桌子 

l 他人離開前有無放回：推測都沒有 

l 有防疫效果嗎：至少半數人應該覺得效果不大 

l 設置必要：心理因素影響，推測還是會有近 4-5 成的人認為需要設置 

l 怎麼擺比較好：大家應該比較喜歡風雲樓那種「斜向擺放不固定」的擺法 

l 改變擺法會不會降低拆除慾望：5-6 成應該會降低 

 

伍、 實際訪問設計者與維護人員 

 本次訪談，我們分別訪問了設計者（經營管理組）以及第一線維護人員

（三處學生餐廳之清潔人員）。以下為訪談結果： 

 

一、經營管理組 

（一） 請問設置防疫隔板（以及其他防疫措施）是依據中央指揮中心之

指示或是學校（衛保組或是經營管理組）自行評估決定的？在考慮

這些政策時除了防疫之外是否還有其他想要達成的目的？（例如：

提升眾人防疫意識） 

答： 

1. 總務處參考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之疫情訊息，於 109 年

3 月 25 日撤除學生餐廳內用桌椅、109 年 6 月 22 日起陸續於小

吃部、水木、風雲樓餐廳設置防疫隔板。 

2. 設置隔板除直接提升餐廳防疫等級，保持用餐安全距離外，亦

能提高師生防疫意識。 

（二） 在決定防疫隔板的樣式時是如何於上下級單位（秘書處、學生餐

廳清潔人員）進行溝通，影響決定是哪種防疫隔板的主要考量有哪

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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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由總務處配合各餐廳桌子規格找尋適合之隔板，選擇好清潔、

拆裝方便也達隔離效果，並對餐廳清潔人員進行清潔訓練。 

（三） 請問目前的隔板是特別訂製抑或購買現成產品加以改裝？選擇現

在這樣的樣式及材質有什麼特殊考量嗎？ 

答： 

1. 分訂製品，係採購市面已有之尺寸及零件，由經營管理組同仁

現場進行組裝。 

2. 規格品較經濟實惠並容易拆裝組合。 

（四） 請問決定三個學生餐廳（小吃部、水木、風雲樓）的隔板擺放方

式是經營管理組嗎？又為何三個餐廳之實施時間、擺放方式及材質

樣式的選擇都不盡相同？針對不同的場所及群眾有什麼特別的考量

嗎？ 

答： 

1. 經營管理組依現場座位規劃組裝擺放，後續依各餐廳實際使用

狀況做調整。 

2. 由於廠商端庫存不足，分批發貨，考量小吃部人潮較多，優先

設置小吃部，等到貨時即全面裝設。 

（五） 請問防疫隔板實際成果與預期（設計者當初預想）是否有落差？

若有，請問當初預期為何？ 

答：有部分落差，因用餐者會去移動隔板，必須時常檢視再裝設；

藉由隔板能避免用餐時交談也達到保持餐桌上之安全距離。 

（六） 請問是否有注意到群眾（師生及學生餐廳使用者）拆除防疫隔板

之行為？對此舉動有何想法？未來是否評估改良防疫政策或是拆除

隔板？ 

答：雖於隔板上已張貼警語，還是有用餐者拆除防疫隔板之行為，

現場清潔人員除隨時進行復原隔板外也勸導用餐者要保護自己。 

 

二、小吃部清潔阿姨 

（一） 疫情開始之後工作量有增加嗎？還是有做一些修改？ 

答：上級單位要求加強清潔，隔離板要每天定期擦拭。 

（二） 平常工作除了整理餐具之外，還有其他工作嗎？ 

答：工作是固定的，但是加了隔離板之後，有些人會拆除，拆除後

還會放在地上，甚至用腳去踩。我就必須趕快去把隔板抽出來放到

旁邊，再擦一次，大家都希望隔板能乾淨。 

（三） 一天之內大概會看到多少人拆除防疫隔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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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有時候一大群學生進來，想要一起吃飯但中間有防疫隔板隔著

就會拆。拆掉沒關係，但離開前要記得裝回去。清潔人員人手不

夠，沒有多餘的人力去幫忙時時刻刻裝回隔板。如果沒有裝回去就

會顯得現場很亂，環境不整潔，上面的人就會責怪。 

（四） 學校方面沒有給這個拆除問題一個解決辦法嗎？ 

答：沒有，這應該是清潔人員的工作範疇。 

（五） 覺得未來是否還需要設置防疫隔板？ 

答：需要，疫情會愈來愈嚴重，防疫隔板存在還是有它的道理，大

家安全最重要。國內防疫做得很好，不要怕麻煩，要真的確實做到

防疫才能減少確診。 

（六） 之前擺放方式是ㄇ字型，為什麼最近變成斜角線擺放方式？ 

答：是清潔公司的副理改的，他說這樣比較好，空間比較大，你們

怎麼想？ 

 

三、水木生活中心清潔阿姨 

（一） 請問平常工作內容是什麼？ 

答：一天進行兩次消毒，都是在餐期後。 

（二） 疫情期間工作量是否增加？工作內容有改變嗎？ 

答：跟政府與學校聯合商家進行場所以及餐廳座位的消毒。 

（三） 需要維護防疫隔版嗎？ 

答：同（一）。 

（四） 實際看到學生的使用狀況的想法 

答：原本是ㄇ字型，但因為太常被拆所以改成斜角線擺放。 

（五） 一天之內大概會看到多少人拆除隔板？ 

答：之前的話大部分都會被拆，尤其是沙發區，一排桌子的部分情

況有比較少。現在除了沙發區還是會被拆，其他有減少。 

（六） 復原與清潔有無遇到困擾？ 

答：主要問題就是一直被拆，有貼貼紙，粉專宣傳，校方標語及宣

導，但效果不彰，跟宣導比較沒有關係。一開始沒人拆，直到有人

拆就一窩蜂開始，羊群效應。 

（七） 學校有無針對隔板被拆除的問題給予解決辦法？ 

答：學校負責標語貼紙以及提供防疫隔板，維護的部分則是交由各

餐廳自己負責。 

（八） 到目前為止對防疫隔板的想法與評價？ 



 10 

答：還是有用，會讓大家覺得更安全。因為不只是學校的人，也有

校外的人來使用餐廳，安裝隔板還是有安心的作用。工作量的部分

除了消毒外沒有增加多少。 

（九） 覺得未來還需不需要繼續用防疫隔板，還是有更好的方法？ 

答：因為主要是針對顧客的使用情況做因應，目前改了擺放方式之

後拆除問題有比較改善。 

 

四、風雲樓清潔阿姨 

（一） 疫情期間工作量是否增加？工作內容有改變嗎？ 

答：還好，沒有改變。 

（二） 一天之內大概會看到多少人拆除隔板？ 

答：沒有看到。 

（三） 到目前為止對防疫隔板的想法與評價？ 

答：沒有想法。 

 

陸、 使用者問卷調查結果 

 本問卷中，我們對使用者個人資訊（年級、院系）、學餐使用目的、本人及

他人之隔板拆除行為，以及隔板防疫效果進行了調查。我們一共收到了 100 則

回復，其中有 98 份為有效樣本（在疫情期間內有使用過清大學生餐廳座位

區），包含 92 位清大在校生與 6位非在校生。92 位清大在校生中，以大二生居

多，院系則以科技管理學院及工學院佔較大比例。以下為調查結果： 

 

一、 學餐使用 

 

（一） 使用學生餐廳座位區的目的是？ 

大部分人皆以用餐為主，還有部分會為了單純和朋友聊天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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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人拆除行為 

 

（一） 本人是否有過拆除防疫隔板之行為？ 

Ø 是：50 人（51％） 

Ø 否：48 人（49％） 

可看出實際上會拆除與不會拆除的人數相

差並不多，是非常微小的差距。 

 

（二） 拆過哪間學餐的防疫隔板？ 

以小吃部拆除人數佔大多數，其次為水木，風雲樓最少。 

 

 

（三） 拆除的目的為何？ 

表中可看出大部分人拆除原因是隔板阻擋視線，導致與他人聊天不

方便等問題。也有少部分人只是單純認為隔板很礙事，或是產生壓

迫感而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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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拆除之後會將隔板置放於何處？ 

大部分人會將隔板置放於旁邊的空桌上，也有少部分人會斜靠在地

上。 

 

 

（五） 有沒有被清潔人員提醒過隔板要裝回？ 

絕大多數人（72 人，74.2％）都沒有被提醒過要將隔板裝回去，甚

至只有 14.4％（14 人）有被提醒裝回去的經驗。這與我們訪問小吃

部阿姨得知阿姨會提醒大家裝回去的結果不符。 

 

(六)離開前是否有將隔板歸位？ 

佔所有會拆除隔板的 51 人（有一位皆未選「沒拆過」，故歸類為有拆

除的人）中，會將隔板歸位的有 44 人，大約佔 86.27％。可知大部分

人都會將隔板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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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他人拆除行為 

 

（一） 是否有看過他人拆除防疫隔板之行為？ 

Ø 是：71 人（72.4％） 

Ø 否：18 人（18.4％） 

Ø 忘了：9人（9.2％） 

相比本人拆除的比例，拆除人數大幅增

加，或許可推估實際上拆除的人數可能為

頻繁使用用餐區之人，且為固定人群。 

 

（二） 看過他人拆除哪間學餐的防疫隔板？ 

與本人拆除情況相同，小吃部最多人拆，其次為水木、風雲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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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拆除之後對方將隔板置放於何處？ 

此分佈比例與本人拆除後放置位置情況一致。 

 

 

（四） 對方離開前是否有將隔板歸位？ 

大多數人沒注意他人歸位情形。 

 

四、 防疫隔板存續 

 

（一） 你認為目前的隔板有達到防疫的效果嗎？ 

1. 有，雖然我和我朋友會拆，但可以間接提升大家的防疫意識：

31 人（31.6％） 

2. 沒有，不知道隔板乾不乾淨，上面有沒有很多細菌： 

29 人（29.6％） 

3. 有，我完全沒想過要拆：19 人（19.4％） 

4. 沒有，很多人拆：15 人（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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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回答： 

Ø 有，至少聊天變得困難，飛沫傳染應該就比較少吧 

Ø 沒有，在沒隔板的走道上也有可能感染，效果不大 

Ø 如果有定期清潔隔板或許有用 

 

其中，53.1％（52 人）認為有防疫效果，46.9％（46 人）認為沒有防

疫效果，意見十分兩極。 

 

（二） 你認為未來防疫隔板是否有設置的必要？ 

1. 是，目前這樣很好，繼續保持：1人（1％） 

2. 是，目前疫情依然嚴重，防疫措施需要延續，繼續保持： 

16 人（16.3％） 

3. 是，但是現在這樣擺不好：15 人（15.3％） 

4. 是，雖然會阻擋交流很麻煩，但因為疫情還是需要： 

29 人（29.6％） 

5. 否，有沒有其實沒差，個人防疫意識較重要： 

26 人（26.5％） 

6. 否，很冗，完全不需要：1人（1％） 

7. 沒什麼想法，但還是需要：2人（2％） 

8. 沒什麼想法，但偏向不需要：5人（5.1％） 

9. 其他回答： 

Ø 感覺需要其他防疫手段 

Ø 需要設置，但是也必須定時清理，不然有裝等於沒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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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66.33％（65 人）認為需要繼續設置，而 33.67％（33 人）

認為不需要繼續設置。可看出還是有三分之二的人認為需要設置。 

 

（三） 你覺得隔板如何擺放比較好？ 

1. ㄇ字型（原小吃部擺放方式）並固定，保障防疫效果但較無彈

性調整空間：18 人（18.4％） 

2. ㄇ字型（原小吃部擺放方式）但不固定，較有彈性調整空間但

防疫效果可能因此受到折扣：21 人（21.4％） 

3. 斜線擺放（目前小吃部擺放方式）並固定，保障防疫效果但較

無彈性調整空間：16 人（16.3％） 

4. 斜線擺放（目前小吃部擺放方式）但不固定，較有彈性調整空

間但防疫效果可能因此受到折扣：40 人（39.8％） 

5. 其他回答： 

Ø 可能要隔板以外的方式 

Ø 感覺沒差 

Ø 網格狀，維持原本座位數 

 

多數人喜歡斜線型擺放法，佔 57.14％（56 人），而 39.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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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則較喜歡ㄇ字型擺放法，也有人選擇網格擺放。隔板固定與否

的部分，62.24％（61 人）偏向不固定隔板，而 34.7％（34 人）則

認為應固定。 

 

（四） 如果全部改成你選擇的擺放方式，這會減少你拆除隔板的慾望

嗎？ 

Ø 會：14 人（14.3％） 

Ø 不會：16 人（16.3％） 

Ø 不確定：26 人（26.5％） 

Ø 我不會拆的：13 人（13.3％） 

Ø 我沒拆過：28 人（28.6％） 

Ø 我不知道：1人（1％） 

 

雖然還是有少數人不會因此而減少拆除的行為，但的確會拆除的人數

相比一開始統計出的 51 人（51％）有大幅度的減少，可知隔板擺放

方式也是影響拆除與否的一項原因。 

 

五、 其他意見與想法 

 

（一） 對防疫隔板的其他想法？ 

1. 隔板措施做得很好！ 

2. 多加強取締擅自拆除隔板的人 

3. 應該直接拆除隔板，不開放用餐區，更能有效阻止人群聚集 

4. 隔板會阻擋路線，也使用餐空間變小，因此形狀、樣式及擺放

方式都應該調整，找到最適合桌子的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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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增添一些美感可能可以減少拆除的慾望（如：彩色隔板、更有

質感的材質） 

6. 設置一部分沒有隔板的座位區，另一區則是固定的隔板，讓想

跟朋友聊天或是只是想用餐的人可以自行選擇 

7. 必須定期清潔 

（二） 對學校未來防疫措施的建議？ 

1. 繼續體溫量測檢查，餐廳設置出入口管制及實名制登記 

2. 定時補充酒精及洗手乳，多消毒清潔 

3. 所有人都應戴上口罩，而不是一進教室就脫下口罩 

4. 減少校外人士入校 

 

 

柒、訪談與問卷結果統整及群眾行為分析 

一、 實際拆除人數未達預期 

這次問卷調查中，我們有了非常驚奇的發現——實際會拆除與不會拆

除的人數其實沒有相差多少，甚至差不多各佔一半的人數。最初我們開始

調查這項行為的目的，便是因為在日常生活中時常看到或是我們自己本身

也有過拆除防疫隔板之行為，想進一步了解隔板存在之目的。我們起先推

估有拆除行為的人應該佔大多數，卻沒想到得到如此結果。或許我們可以

推測，有拆除行為的是固定某一群體的人，他們時常使用用餐區域，因此

眾人看見的「拆除行為」也較為頻繁。與此相反，也有可能是問卷回複數

尚無法代表全體用餐區使用者，有效樣本數不夠多，才導致目前相差無幾

的調查結果產生。 

 

二、 眾人對隔板的防疫效果想法兩極，多數人仍認為需要設置 

從數據中可以得知，53.1％（52 人）認為有防疫效果，但另外 46.9％

（46 人）卻認為沒有防疫效果，意見十分兩極。然而，與此同時卻有

66.33％（65 人），也就是超過三分之二的人認為需要繼續設置防疫隔板，

而只有 33.67％（33 人）認為不需要繼續設置。我們可以看到數據中，許

多人即使認為隔板沒有防疫效果，但設置卻是必要的。我們推估，防疫隔

板代表著一種安全感，也是一種心理暗示。就如經營管理組的初衷，隔板

的設置能間接提升眾人的防疫意識，提醒眾人「現在是防疫時期喔！」。當

眾人看到有隔板的存在，雖然他們可能會覺得隔板阻擋人交流、非常礙

事，但卻也多了一份安心保障，至少吃飯時可以不用太過擔心飛沫傳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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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試想如今正值防疫時期，你進入人潮滿滿的學生餐廳，卻發現用餐

區完全沒有隔板的存在，難道不會感到有些慌張，擔心疫情的擴散加劇

嗎？所以說，這種矛盾的心理，其實只是人們心中缺乏安全感的體現。 

 

三、 改變擺放方式能些微降低拆除率 

調查顯示，當擺放方式更改成眾人選擇的結果，雖然還是有少數人依

舊會拆除，但的確會拆除的人數相比一開始統計出的 51 人（51％）有大

幅度的減少，可知隔板擺放方式也是影響拆除與否的一項原因。其次，隔

板的設計也一定程度上成為使用者拆除的誘因。例如，百貨公司商場內的

防疫隔板，透明且高級，即使沒有固定但也不會有人去拆除。這個結果我

們推測有兩種原因，其一為社會觀感，在大眾區域拆除總會受到輿論壓

力，人們自然而然會選擇約束自己的行為；其二便是隔板透明，既不會阻

擋到與人交談的視線，也不會造成壓迫感，又可以達到防疫的效果。幾項

可能被拆除的原因都規避掉了，眾人還有什麼理由去拆除他呢？在問卷最

後的回饋中，我們收到許多人提出「隔板太醜」的問題。或許因為經費有

限，校方沒辦法像商場中購置較高質感的防疫隔板，但不得不說，如今校

內學生餐廳用餐區使用的「霧面」防疫隔板，不僅阻礙視線，更讓人擔心

其衛生清潔問題，無法放心。 

 

四、 隔板衛生整潔影響重大 

最後，我認為隔板的衛生問題佔據了人們拆除隔板的一大主因。雖說

清潔阿姨們有說他們都會定期清潔防疫隔板，但是他們清潔的時候，經常

是人潮較少，甚至已經沒什麼人的深夜階段。換句話說，沒有什麼人看見

他們「清潔」的行為。由此可知，人們心中對於隔板的衛生問題可說是畫

上了一個大大個問號。這麼多人用餐過，口沫都沾到上面，卻沒有及時清

潔，這真的有防疫效果嗎？如果能讓大家知道隔板是有確實被清潔消毒並

擦拭的，或許大家能夠比較安心，拆除的人數應該也會相對減少吧。 

 

捌、結論及改善方式 

由問卷結果能看出，主要會拆除防疫隔板的原因為在聊天時隔板會阻擋視

線，導致與他人聊天不方便以及隔板在空間上很礙事，容易產生壓迫感。而矛

盾的是防疫隔板本身的目的就是阻隔交流，以此達到防疫目的。而這點正是設

計者希望透過防疫隔板在政治性上希望達到的成果，但對於學生這個使用群體

來說卻是無法接受的主因。我們認為會造成拆除的根本原因在於清大學餐有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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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如百貨公司等其他的用餐區，可以用便宜的成本甚至不需要消費就可以擁有

一個良好的聊天場所。可以說清大學餐定位上就是個以「用餐及交流」並存的

場所，尤其是小吃部，而這也是小吃部被拆除情形最嚴重的原因。 

 

改善此情況的方式，我們認為可以提升學生「學餐是一個用餐場所」的意

識，可以使用資料型的標語去提醒大家在用餐區請保持安靜，提供給大家一個

可以放鬆身心的地方。再加上最近疫情又有加劇的情況，適當的放一些「避免

在用餐期間交談以保護別人與自己」的標語也可以幫助提醒眾人。當然，我們

也知道光是靠資料型的方式效果有限。因此，我們想到一個有趣的方式來加強

使用者對「學餐是用餐區」的認知，就是在每次結帳的時候請店員對所有用餐

者說「祝您用餐愉快」，再加上在學餐內播放關於在用餐區要保持安靜的背景音

樂。這看似荒唐的方法其實也不是無稽之談，在許多催眠治療中，每天使大腦

接收同樣的話語其實對於人是有很淺層的催眠效果的，而這方式能夠使用餐者

在潛意識中植入一個這地方是拿來用餐而非交流的地方的想法。以歷史上的角

度來說，當統治者新佔領一個殖民地時，最常使用的也是播放統治者國家的廣

播，就好比皇民化運動時那樣播放來增加台灣人對於日本政府的認同感。而當

使用者意識到這地方是用餐的地點時，自然就不會想到要去拆除隔板了。 

 

談完能使人減少拆除行為的方式後，還是要回到如何使防疫隔板能夠維持

應有防疫效果。我們希望改善的方向是在不影響使用者交流的情況下，也能加

強防疫之效果。而改善的方式就是使用透明防疫隔板，並將其高度增高至高於

頭、寬度延長至貼平桌子之邊緣，維持目前之 W型。然而有一點與使用者之期

望不同，那便是要將防疫隔板固定在桌面上。維持 W型是顧及到那些覺得隔板

限縮到自己用餐空間者，因為遠離用餐者的部分較少會使用到，而 W型能夠提

供更多的用餐時會需要的使用空間。這樣在確保防疫效果的同時，也能減少防

疫隔板遭破壞。 

 

玖、 附錄 

一、小吃部阿姨訪問逐字稿 

Q：疫情開始之後工作量有增加嗎？還是有做一些修改？ 

A：當然就是上面會叫我們要加強…隔離板要擦拭，這樣子啊 

  

Q：那平常工作除了整理餐具之外，還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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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還好啦，工作就是固定那樣的工作啊。對啊，阿現在就是隔離板後來就是…

怎麼講…有些學生啊，就有時候是拆一拆就放在地下啊。放在地下，我們擦完

又放在地下阿就弄髒了啊，對不對。阿學生如果說要拆下來沒關係，你吃好歸

回原位，不要放在地下啊。看到學生把隔離板放在地下還用腳踩，噢這看真的

是…（笑）我趕快把它拿起來。你可以放在旁邊這樣靠著嘛，你不要放在腳底

下然後腳又去踩，讓我們！（訪問者：還要再擦…）對啊嘿啊！你就放在旁邊

把它豎起來嘛，不要放在你腳底下。上次看到有一個學生還放在腳底下踩，阿

我趕快去把它拖過來、抽出來這樣子。其實大家都希望隔離板乾乾淨淨的啊，

對不對？ 

  

Q：那一天之內大概會看到多少人拆啊？ 

A：我們怎麼講，就是…有些就一群學生來，他們就是想要說大家一起吃飯啊啊

隔著。拆下來沒關係啦，但你拆下來要裝回去啊。你如果沒裝的話，每一個人

這樣來，如果一次來個三五群的話，全部拆掉沒裝，現場感覺就很亂啊，對不

對？上面的人就會責怪我們啊，所以我們有時候要清潔，除非有多的人手才可

以幫忙，一個擦桌一個裝隔離板。 

  

Q：所以學校沒有特別給這個問題一個解決方法嗎？ 

A：這….好像就是，應該是我們清潔工作做的、清潔人員做的就是這樣子啊。

我們是心裡這樣想啦，對不對？ 

  

Q：那覺得未來還需不需要繼續用（隔離板）？ 

A：現在還是要用隔離板啦，疫情會愈來愈那個（嚴重），因為有的從國外那個

（回來）齁。他也不會跟你說，喔我是那個什麼（隔離對象），有些人即使是

（隔離對象）也亂竄亂竄、亂跑亂跑的。所以學校用這個隔離板還是有它的道

理啦。大家都希望安安全全的，安全最重要。你看國外就是不注重，美國總統

那個叫什麼名字？（訪問者：川普）對，你看他都被人家批評他自己是領導

者，阿在演講的時候都不戴口罩，難怪美國這麼多確診對不對？就你本身不以

身作則的話，下面的人怎麼服你呢？你本身要以身作則，下面的人才會服你，

才會「喔這個總統防疫啊，出入公共場所、演講都要戴口罩」。你看他有一陣

子也有感染，他就是不注重啊。所以我們國內防疫做得很好啊，不要說怕麻煩

或什麼的，其實真的要確實做到才會減少確診的。 

  

Q：之前隔板是擺ㄇ字型的方式，為什麼改成現在（斜的）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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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對對，這是我們（清潔公司的）副理（改的），你覺得這樣子會比較會比較

好嗎？我覺得這樣子空間會變小，但他說怕學生就是因為（ㄇ字型）這樣才會

拆。跟你們做個調查，你們覺得ㄇ字型還是這樣（斜的三角形）好？ 

（訪問者：應該是因為這樣兩邊都可以坐人，所以大家比較不會去拆。） 

對，我們副理就是覺得這樣子，不過還是有的會去拆。有的一群人這麼坐在

這，這樣子就不能互相聊天或幹嘛。啊拆沒關係，要幫我歸位啊。有的答應我

說「好我會放回去」，然後也是放在地上不管就跑掉。 

 

二、水木生活中心清潔人員訪問逐字稿 

Q：請問平常工作內容是什麼 

A：一天進行兩次消毒，都是在餐期後。 

 

Q：疫情期間工作量是否增加，工作內容有改變嗎？ 

A：跟政府與學校聯合商家進行場所以及餐廳座位的消毒 

 

Q：有要維護防疫隔版嗎？ 

A：如一。 

 

Q：實際看到學生的使用狀況的想法 

A：原本是ㄇ字型，但因為太常被拆所以改成現在這個樣貌。 

 

Q：一天之內大概會看到多少人拆除隔板 

A：之前的話大部分都會被拆，尤其是沙發區，一排桌子的部分情況有比較少。

現在沙發區還是會被拆，其他就有減少。 

 

Q：復原與清潔有無遇到困擾 

A：主要問題就是一直被拆，有貼貼紙，粉專宣傳，校方標語及宣導，但效果不

彰，跟宣導比較沒有關係。一開始沒人拆，直到有人拆就一窩蜂開始，羊群效

應。 

 

Q：學校有無針對隔板被拆除的問題給予解決辦法 

A：學校負責標語貼紙以及提供防疫隔板，維護的部分則是交由各餐廳自己負

責。 

 

Q：到目前為止的想法與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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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還是有用，還是有讓大家覺得更安全。因為不只是學校的人，也有校外的人

來使用餐廳，安裝隔板還是有安心的作用。工作量的部分除了消毒外沒有增加

多少。 

 

Q：覺得未來還需不需要繼續用防疫隔板，還是有更好的方法？ 

A：因為主要是針對顧客的使用情況做因應，目前改了情況之後有比較改善。小

吃跟風雲是學校經管組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