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榮大學「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防疫小組會議
第 3 次會議 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09 年 02 月 12 日（三）上午 09 時 30 分
會議地點：行政大樓 4 樓第 3 會議室
主

席：李○龍校長

紀

錄：王○芳

出席人員：（名單如下）
防疫小組： 孫○民副校長

管○燕秘書長

杜○玲學務長

顏○文總務長

吳○芝研發長

林○宏人資長

陳○名入學長

李○瑜國際長

張○振平主任

黃○靜組長

蔡○崴組長

郭○萱組長

簡○賢主任

覃○貞主任

吳○勝組長

專家委員： 李○記醫師(新樓醫院) 符○斌醫師(安南醫院)

戴○彤執行長

王○英老師

學生代表： 張○瑄同學(校務會議健康科學學院學生代表)
列席人員： 林○賢組長

黃○芳組長

江○萱老師

壹、 主席報告
本次會議最重要的議案為本校居家檢疫場域之確認，也感謝多位校內外專家出席參與本
次會議。疫情尚在變化，本校亦已盡心盡力完成各項準備工作，感謝同仁們不眠不休的
努力，尤其是在港澳生入境封關前一刻，同日有 8 位學生於不同時間入境並均需安排接
機進行居家檢疫，總務處、學務處、校安中心等單位同仁一直忙到清晨才完成這批入境
同學的安置作業，真的非常感謝大家！
防疫工作不能有一絲疏漏，期望開學後我們所有工作均能做到滿分。
◎補充報告：
已責成人資處為參與防疫勤務之同仁投保醫療險，並依執勤人員之調度持續增列納保人
員。若未來因公罹患疾病而有請領保險需求之同仁，其住院日額除由保險支付 1,000 元
外，另由學校補貼 500 元/天。

貳、討論提案
【議案一】
提案單位：總務處、安全衛生科學學院、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案

由：擬請討論長榮大學第一宿舍居家檢疫管理區相關事宜。

說

明：
一、有關第一宿舍居家檢疫管理區位置配置圖、設置及定時消毒及房間退宿後消毒作業，
詳細說明請參閱附件一（pp.5-9）。
二、第一宿舍居家檢疫管理區各空間的通風情形如簡報說明（現場簡報）。

決

三、第一宿舍居家檢疫管理區進出管制情形，請參閱附件二（pp.10-14）。
議：
一、照案通過。
本校第一宿舍二、三樓居家檢疫區，其規劃是參考醫療級負壓隔離病房的概念進
行，並已於上週完成檢測。其原則為（一）居家檢疫區為單獨樓層，動線獨立，
與其他區域沒有交錯。
（二）居家檢疫樓層為微負壓環境，讓空氣由走廊往房間流
動，且房間與房間之間的空氣不會交錯。其微負壓設計之安全性優於衛福部居家
檢疫模式。
二、建議以校內防疫公告，就本校規劃之居家檢疫區域安全性進行簡單說明。
另建議針對同一棟宿舍其他樓層之利害關係人進行說明確認，若其尚有疑慮，再
由校方進行其他安置措施。
三、提醒居家檢疫區同學須讓風扇保持吹送，以維持負壓環境。
四、居家檢疫退宿後之清潔消毒須包含窗簾。
五、提醒清潔公司於每日進行居家檢疫區消毒作業時，可以殺菌盤方式（於門口置一
塊浸了漂白水的布，出入擦拭鞋底）進行鞋底消毒。
六、由環安室提供 100 件防護衣支援防疫工作。

【議案二】
提案單位：國際交流與兩岸事務處
案

由：為防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擬請討論本校 108-2 學期交換生以及短期來訪團體

說

蒞校，其健康管理處理方式。
明：
一、本校 108-2 學期交換生共 23 人，分別為韓國 2 人、印尼 7 人、越南 11 人以及日本
3 人。交換生將來校研修一學期。
二、截至 3 月 31 日止之短期交流團(含華語團)有 6 團，皆來自日本共 59 人。來校進行 3
日~12 日之短期交流活動。
三、由於目前國家的政策係針對是否有中港澳旅遊史的民眾，進行不同等級的管理；而
本校也要求有中港澳旅遊史的學生進行健康管理。至於其他境外生，則要求早晚量
測體溫一次，但沒有強制要領防疫包或按時回報。
四、為全面防疫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也為保障學生來台研修能更安心、放心、健康，是
否針對沒有中港澳旅遊史的交換生以及短期來訪團體，要求他們也須戴口罩、做 14
天或停留期間的自主健康管理，並依相關程序回報？

決

五、待討論事項：
（一）是否交換生和短期來訪團體須進行 14 天或停留期間的自主健康管理，且每日前
往衛保組量測體溫並回報？
議：照案通過。
交換生（前 14 天）及短期來訪團（停留期間）配戴口罩自主健康管理，並由接待
單位（國際處或華語文中心）每日量測體溫紀錄。

【議案三】
提案單位：美術學院
案

由：擬請討論「第三屆長榮藝術獎全國高中學生書法比賽」防疫工作案。

說

明：
一、本案之比賽場域由「長榮藝廊」更改至空間寬敞、空氣流暢之「體育館」。
二、為確保當天比賽場域的換氣量以及防止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敬請「安全衛生科學學
院」協助空氣品質及體溫監控。
三、決賽當日請參賽者自備口罩，並務必配戴口罩入場，同時須配合主辦單位測量體溫
及酒精消毒等相關必要措施。
四、與會人員（含評審委員、工作人員、家長）亦需全程配戴口罩，並勤洗手。
五、配合防疫工作，敬請校方支援防疫物資，以確保防疫措施無漏洞。實施計畫請參閱
附件三（pp.15-16），需求表如下：
項目
數量
說明
口罩
100 個 當天參與人數約 150 人（參賽者 50 位＋家長 50×1.5
＝75 位＋工作人員 10 位＋老師 8 位＋評審 3 位＋記
者 2 位＋師長 3 位－缺考 2 位＋家長 2×1.5＝5 位）
※其中 30 個提供現場工作人員、老師、評審、記者、
師長，70 個備而不用。
體溫計
2支
入場體溫測量
消毒酒精
3罐
50ml，環境消毒及手部擦拭用
環境消毒
安全衛生科學學院支援
紅外線熱顯像儀
安全衛生科學學院支援
長桌
65 張 比賽用及服務台、家長休息
椅子
150 張 比賽用及服務台、師長、家長休息
學校宣傳品
100 份 入學服務處
海報架
2座
書畫系負責
投影機
2台
書畫系支援
筆記型電腦
2台
書畫系支援
布幕
2座
書畫系負責

決

議：
一、調整防疫支援物資數量，口罩調整為 30 個。
二、請主辦單位務必於活動結束後將未使用完畢之防疫物資悉數繳回衛保組統管。
三、務必確實要求參賽者自備並配戴口罩方能入場。

【議案四】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課務組
案
說

由：擬請審議「長榮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彈性修業機制」修正案。
明：
一、配合遠距教學之課程安排，調整學生選課期限，故修正本辦法。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修正後全文請參閱附件四（pp.17-18）。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1. 配 合 遠 距 教 學
四、 選課
四、 選課
之課程安排，調
（一）學生選課不受每學期最低應修科 （一）學生選課不受每
整學生選課期
目及學分限制，惟至少應選修一
學期最低應修
限。
門課程。
科目及學分限
2. 新增跨校選課。
（二）因防疫無法返校之學生，請填寫
制，惟至少應選
安心就學措施申請單，以人工加
修一門課程。
退選方式選課，通訊方式(含郵 （二）選課期限不受初
寄、電子郵件及傳真)，傳送至各
選及加退選時
系所，送註冊課務組辦理。
間限制，惟應在
（二）
（三）選課期限不受初選及至加退
解除防疫措施
選截止日時間限制，惟應在解除
後兩週內辦理
防疫措施後兩週內辦理完成。
完成。
（四）跨校選課：
1. 學生如有就近修課之特殊需求，
請填寫本校「校際選課申請表」，
並取得選課學校核章後，以郵寄
或傳真方式送註冊課務組辦理，
審核通過後，由本校教務處向修
讀境外學校協調有關成績事宜。
2. 因疫情無法返校就學之學生，跨
校選課不受重補修課程或本校未
開 課 課 程 及 修讀 科 目學 分 數 限
制。
擬

辦：通過後，陳核公告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並藉此機會由孫副校長帶領教學資源中心研議建立線上教學新典範。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

會（10:20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