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榮大學「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防疫小組 

第 11 次會議 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09年 04月 08日（三）下午 03時 30 分 

會議方式：線上視訊會議 

主    席：李○龍校長 

出席人員： 孫○民副校長 管○燕秘書長 丁○慧副教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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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主任 黃○瑩圖資長 王○玲主任 

秦○瑋主任 林○毓院長(請假) 柯○耀院長 温○華院長 

王○嘉院長 陳○蓉院長 王○東院長 劉○初院長 

洪○宜署理院長(黃○新代) 黃○靜組長 蔡○崴組長 郭○萱組長(李○柱代) 

簡○賢主任 覃○貞主任 吳○勝組長(陳○鴻代) 黃○通組長 

翁○茹組長 郭○真組長 王○茵組長(請假) 邱○琪組長(請假) 

黃○芳組長 林○賢組長 吳○偉組長 俞○中組長 

林○智主任 戴○彤執行長(請假) 許○娟主任(請假) 王○英老師(請假) 

張○瑄同學(校務會議健康科學學院學生代表) 池○喆同學(校務會議美術學院學生代表) 

何○善同學(校務會議境外學生代表) 許○瑄同學(校務會議學生議會學生代表) 

列席人員： 許○強主任 楊○芳主任 王○雯老師 黃○君專任助理 

李○儒專任助理    

紀  錄：王○芳 

壹、 主席報告（略） 

貳、 各單位報告 

一、 教務處： 

教務處已向教育部通報本校目前線上課程執行情形如下： 

（一）04/06-04/10 博雅學部課程試行線上教學，系所課程均照常上課，僅博雅學部

課程採同步線上教學。因其他時段學生均需至校上課，鼓勵學生留校內進行

線上課程。 

（二）04/13-04/26 除博雅學部課程外，其他課程採線上與實體並行方式進行。老師

於該時間內任選一天，再由該天課程中任擇一節執行線上課程，其他節次則

依舊於教室內實體授課。 

（三）本校 100 人以上課程，共 24門，已全面先採線上教學，再視後續疫情狀況機

動調整。 

二、 博雅教育學部： 

（一）20門百人以上課程已全面實施線上教學。 

（二）於 04/06 起試行每門課各 1 次的線上教學演練，目前 04/06 及 04/07 二日 332

班已 172 班（51.8%）完成試行，試行班級問卷調查滿意度約 7成，將請各授

課教師於課後繳交心得報告並彙整回報教務處。 



 

三、 學務處報告： 

（一）為督導學生於學生餐廳保持安全用餐距離，學務處規劃自明天開始將以大聲

公在學生餐廳輪播「用餐不共食、不共餐、保持用餐距離、勤洗手」衛教宣

導。也將於用餐尖峰時段由衛保組同仁於學餐現場針對群聚用餐同學進行衛

教宣導。 

（二）請教務處協助向教師宣導下列事項： 

1. 本校師生上課一律配戴口罩。學生若未攜帶口罩，週一至週五(8:00-17:00)可

向學務處衛生保健組提供證件辦理借用，若為夜間 (17:00-21:00)或週六

(10:00-18:00)則於永續學院辦公室借用，並在一週內歸還全新口罩。 

2. 若學生未量測體溫，請提醒學生至最近之體溫量測站量測。 

四、 總務處報告： 

（一）已於學生餐廳地板標示排隊動線，並加強宣導進入餐廳一律配戴口罩。 

（二）為避免學生於餐廳群聚，將再針對學生餐廳之桌椅進行減量調整，並再加大

間距。 

（三）04/02-04/03 已委請清潔公司針對本校各教室及公共區域進行全面清潔。 

參、 討論提案 

【議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擬請討論 04/17-04/18 兩天採全部線上教學之可行性。 

說  明：為確保防疫工作之落實，擬於 04/17-04/18 本校辦理申請入學面試期間，全校課程採

線上教學方式，以避免群聚風險。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但不包含實驗/實習/專題/體育/實作類、EMBA 及進修學士班課程。 

 

 

【議案二】 

提案單位：國際交流與兩岸事務處 

案  由：因應國際疫情升溫，擬請討論長榮大學第七屆國際文化交流夏令營是否如期舉辦? 

說  明： 

一、今年度國際文化交流夏令營預計於 109 年 8 月 16 日至 21 日舉辦，招生目標人數為

本校學生 40 人，姊妹校學生 60 人；參考去年度學員總人數為 78 位(含本校及分別

來自九國的姊妹校學生)，另還有本校教職員 11位及志工 17位，共計參與人數為 106

人。 

二、本活動為 100 人規模且同時於室內及室外進行，包括校內課程活動、校外機構參訪

和台南一日遊等；學員及志工將入住本校宿舍。 

三、因應國際疫情延燒，目前政府規定為限制非本國籍人士入境，而所有入境者須進行

居家檢疫 14天，未來政策將如何轉變，難以預測；衛福部表示，考量集會活動具高

度傳播風險，室內逾百人、室外逾 500人的公眾集會活動建議停辦。 



 

四、此活動以百人為規模，故需較充分的籌備時間，相關準備時程如下: 

時間 籌備內容 

2-8月 

每月召開籌備會議 

規劃營期間校內外活動及課程 

安排餐飲及住宿 

各類文宣設計及印製 

4-5月 

國外報名，至 5月底截止 

校內報名，至 6 月底截止(預計於 5 月將相關報名資料放入新生入學指

南資料袋寄送) 

招募校內學生擔任營隊志工 

5-6月 
與國外報名學生收集班機資訊並寄送錄取通知 

召開志工說明會 

7-8月 
召開協調會及志工訓練 

製作成果報告 

五、待討論事項:是否如期舉辦長榮大學第七屆國際文化交流夏令營?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暫緩辦理。 

 

 

【議案三】 

提案單位：永續教育學院 

案  由：擬請審議 108學年度樂齡大學之課程活動防疫措施與風險評估。 

說  明： 

一、108 學年度樂齡大學實施計畫教育部核定計畫，主辦單位為永續教育學院，參與學

員多為 55 歲以上之人員，其課程分為上下二學期，下學期課程自 109.03.03 起至

109.06.10止。 

二、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訂定之公眾集會因應指引撰寫「活動辦理風險評估表」及 

「活動辦理防疫措施」請參閱附件一（pp.10-14）。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議案四】  

提案單位：環境教育國際實驗學院／國際珍古德根與芽生態教育中心 

案  由：擬請審議「世界地球日 50周年系列活動：藝塑．藝塑，根與芽成果發表暨大潭走讀」

之風險評估與防疫措施。。 

說  明：本案之防疫因應計畫及風險評估表請參閱附件二（pp.15-18）。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議案五】  

提案單位：環境教育國際實驗學院／永續發展國際學士學位學程 

案  由：擬請審議「跟著專家到世界角落援助他國」(全英演講)之風險評估與防疫措施。 

說  明：本案之防疫因應計畫及風險評估表請參閱附件三（pp.19-21）。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議案六】  

提案單位：環境教育國際實驗學院／USR 綠色大武崙社區推動辦公室 

案  由：擬請審議「USR 綠色社區根與芽行動計畫」課程活動之風險評估與防疫措施。 

說  明： 

一、USR 計畫鼓勵師生實踐社會責任，學生進入社區參訪踏查，實際接觸社區以認識社

區，鼓勵學生主動學習以發覺社區問題並提出解決方式，對生活與學習的場域投入

更多的關懷，以所學實際回應社區需求。 

二、4月份之課程及活動，相關內容如下表：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校外活動內容 

食農社會學 莊惠惇助理教授 

4 月 16 日下午於沙崙地區鳳梨田進行採

收及於社區推動辦公室進行食品加工課

程 

文化及自然遺產保護 莊惠惇助理教授 4月 25日上午於港墘農場進行生態調查 

巴克禮定向越野種子

講師培訓課程 
外部講師 

 4 月 29 日上午於社區推動辦公室(大霖

老宅門口埕)進行培訓課 

 5 月 13 日下午實際於巴克禮紀念公園

實作 

三、以上活動之防疫因應計畫及風險評估表請參閱附件四（pp.22-30）。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議案七】  

提案單位：無人機中心 

案  由：擬請審議「無人機基礎訓練班」之風險評估與防疫措施。 

說  明：本案之防疫因應計畫及風險評估表請參閱附件五（pp.31-33）。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因疫情原故本案暫緩辦理。 

 

 



 

【議案八】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創新育成中心 

案  由：擬請審議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相約檨仔腳--走向整全的社區經濟與照顧之路」

之風險評估與防疫措施。 

說  明：本案之防疫因應計畫及風險評估表請參閱附件六（pp.34-37）。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議案九】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產學合作總中心 

案  由：擬請審議 USR 計畫「USR-Hub 阿蓮區蜜蜂生態與在地特色踏查」之風險評估與防

疫措施。 

說  明：本案之防疫因應計畫及風險評估表請參閱附件七（pp.38-42）。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議案十】  

提案單位：博雅教育學部／語文教育中心  

案  由：擬請審議博雅教育學部語文教育中心多益校園考試如期辦理案。 

說  明：語文教育中心預定於 109年 4 月 25日（星期六）上午舉辦多益測驗校園考，報名人

數共 86人，相關活動內容暨防疫因應規劃說明請參閱附件八（pp.43-47）。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議案十一】  

提案單位：博雅教育學部／語文教育中心 

案  由：擬請審議 108學年度第二學期適用 107學年度配當之大二學生 CSEPT 測驗如期辦理

案。 

說  明： 

一、本學期預定舉辦之 CSEPT 測驗施測對象為適用 107學年度配當之大二學生。該年度

配當之學生入學後於 107 年 10 月 27 日已進行第一次測驗(前測)，本次為後測，在

學生入學時已規劃並向學生宣達將會進行兩次測驗，施測目的為針對該學年度配當

學生四學期之英語學習成效追蹤。本次測驗之參與亦在外語初級 II之課程評分項目

中，占總成績 10%。 



 

二、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大二學生 CSEPT 測驗原訂 109 年 5 月 16 日星期六舉辦，後因

本校配合新冠肺炎疫情防疫工作延後開學，故調整成 109年 5月 23 日星期六舉辦。 

三、本次 CSEPT 測驗，約 1903名學生報名施測。 

場次分配 人數 備註 

上午場 992人 皆報考為第一級，包含 1名特殊考生 

下午場 911人 
第一級 827人，包含 6名特殊考生 

第二級 84人 

配合防疫工作，參與測驗之學生可採取梅花座。經與註冊課務組確認，可使用之教

室為 33間(含 4 間地下室教室)，列表如附件九（pp.48-49）。 

根據可使用之教室規劃，可容納學生人數如下表： 

教室大小 間數 
可容納學生 

(採梅花座) 
小計 備註 

50人 1間 25 25  

60人 17 間 30 510  

70人 1間 35 35  

74人 3間 37 111 其中一間為地下室教室 

76人 1間 38 38  

77人 1間 38 38 地下室教室 

78人 1間 39 39  

79人 2間 39 78  

80人 5間 40 200 其中一間為地下室教室 

110人 1間 40 
(單人監試，人數上限 40人) 

40 地下室教室 

合計 33 間  1114  

四、因應防疫工作準備，本校與測驗中心(LTTC)擬定相關防疫流程，包含參與測驗期間，

學生須全程配戴口罩。測驗場地集中於第二、三教學大樓，測驗期間兩棟大樓僅保

留單一出入口，並安排工讀生於管制點進行體溫量測。測驗單位提供相關防疫措施

如附件十（p.50）。 

五、聽力測驗約 25分鐘，進行聽力測驗期間，鄰近教室播音容易相互干擾，故無法全面

保持門窗開啟狀態，直至閱讀測驗進行期間，將由監試人員開啟門窗。 

六、測驗中心表示，若因疫情考量要延期或取消本次測驗，最晚須於 5月初前提出。 

七、相關費用估算如下： 

測驗日期 
參與測驗

學生數 

單間教室

學生數 

預估使用

教室數 

工作人員 
(含醫護、水

電、試務、監試

人員) 

工讀生 
(含增加之

體溫量測點

工讀生) 

費用預估 

109/05/23 1903 人 

依教室

大小不

同，採梅

花座 

33間 
預估 

38人 

預估 

28人 

1. 報名費：

761,200元 

2. 工作人員費：

121,050元 

3. 工讀費：

36,064元 

八、防疫風險評估表如附件十一（pp.51-52）。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暫緩辦理。 



 

 

 

【議案十二】  

提案單位：資訊暨設計學院 

案  由：擬請審議資訊暨設計學院「無橘限畢業展」之風險評估與防疫措施。 

說  明：本案之防疫因應計畫及風險評估表請參閱附件十二（pp.53-58）。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議案十三】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會計資訊學系 

案  由：擬請審議 109年度就業服務補助計畫 9-28「會資系-雲嘉南分署永康就業中心及財政

部南區國稅局安南稽徵所參訪」之風險評估與防疫措施。 

說  明：本案之防疫因應計畫及風險評估表請參閱附件十三（pp.59-62）。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議案十四】  

提案單位：推廣教育中心 

案  由：擬請審議推廣教育中心開授推廣教育課程之風險評估與防疫措施。 

說  明：本案之防疫因應計畫及風險評估表請參閱附件十四（pp.63-67）。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肆、 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一】  

提案單位：安全衛生科學學院／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 

案  由：擬請討論東指部碩士在職專班採用視訊同步及非同步教學並用上課方式之可行性。 

說  明：因應疫情發展日益嚴峻，東指部碩士在職專班擬採用視訊同步及非同步教學並用的

上課方式，避免教師因進入營區及為授課長途搭乘大眾運輸工具而增加感染風險。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請教務處協助依教育部遠距教學相關規定辦理。 

 



 

開課系所 航管系 生科系 財金系 食安學程 消防學程 通識中心 醫管系 心理系 國企系 翻譯系 應日系 觀餐系 大傳系 護理系 職安系 社工系
資設學院

學士班
總計

開課數 3 1 2 1 1 2 1 2 5 2 3 4 3 1 7 3 1 42

開課系所 大傳系 社工系 航管系 財金系 通識中心
資設學院

學士班
應日系 營養系 職安系 護理系 觀餐系 總計

科目數 3 1 2 1 6 1 1 1 5 1 2 24

 

【臨時動議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課務組 

案 由：為加強防疫，擬請討論自即日起本校師生上課一律須配戴口罩案。 

說 明： 

一、為防範新冠肺炎在校園造成群聚感染，自即日起全體教師及學生進入教室或實驗室

一律須配戴口罩，以防堵病毒傳入校園。 

二、學生若未攜帶口罩，週一至週五(8:00-17:00)可向學務處衛生保健組提供證件辦理借

用，若為夜間(17:00-21:00)或週六(10:00-18:00)則於永續學院辦公室借用，並在一週

內歸還全新口罩。 

擬 辦：通過後，公告實施。 

決 議：自 04/09 起本校師生上課一律配戴口罩。 

 

 

【臨時動議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及教學資源中心 

案 由：因應 COVID-19 疫情發展，擬請討論 80-99人以上課程之遠距教學規劃案。 

說 明： 

一、目前修課學生數達 100人以上課程共 24 門課，目前皆已提出遠距教學之申請，將盡

速完備遠距教學審查。 

二、因應教育部函 109 年 4月 6日發文臺教高通字第 1090050843號，檢視修課人學生數

達 80至 99人之課程，共計 42門課程、17個教學單位(如下表)。 

三、承上，課程中必修 32 門(修課人數 2882 人次)、選修 10 門(修課人數 859 人次)，合

計 3741人次。 

四、相關科目：民法概要Ⅱ、航空站經營管理、航空保險、有機化學、音樂欣賞、體驗

學習、風險評估、台灣民間宗教的敬天精神、職場安全衛生、心理與教育統計學 II、

生物心理學、會計學 II、經濟學 II、中小企業概論、消費者行為、翻譯產業專題、

日本現勢Ⅱ、國文、領隊導遊實務、觀光餐飲人力資源管理、觀光餐飲成本控制與

分析、餐廳經營管理、傳播製作與展演、大數據與傳播、重症護理概論、工業安全

概論、自然科學概論Ⅱ、勞動生理學、機械安全、火災學、化學工程、作業環境測

定Ⅱ、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社會工作概論Ⅱ、長榮精神。 

五、為輔助教師進行遠距教學，授課教師得提出課程助理申請(每門課僅提供一名)，預

估若全數課程接提出申請，將於 4月~7月間採日投保進行加保，其所需支出成本為



 

$215,520（成本試算請參閱附件十五（p.68）），其經費來源為高教深耕自籌款等可

能經費。 

六、因應社交距離及避免同時間多位學生聚集於同一空間，建請 80-99 人授課教師進行

線上遠距演練至第 8週(實施 2週)，並根據疫情進行滾動修正，請鈞長裁示。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 

一、同意 80人以上課程採二週滾動式修正之線上教學授課。 

二、相關預算同意以高教深耕計畫自籌款支應。 

 

伍、 散  會（下午 04時 33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