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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大學「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防疫小組 

第 12 次會議 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09年 04月 16日（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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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 

顏○文總務長 吳○芝研發長(請假) 林○宏人資長 陳○名入學長 

李○瑜國際長 張○平主任(江○琴代) 黃○瑩圖資長(請假) 王○玲主任 

秦○瑋主任 林○毓院長(請假) 柯○耀院長 温○華院長(請假) 

王○嘉院長 陳○蓉院長 王○東院長(請假) 劉○初院長(請假) 

洪○宜署理院長 黃○靜組長 蔡○崴組長 郭○萱組長 

簡○賢主任 覃○貞主任 吳○勝組長 黃○通組長(請假) 

翁○茹組長 郭○真組長 王○茵組長(請假) 邱○琪組長 

黃○芳組長 林○賢組長 吳○偉組長 俞○中組長 

林○智主任(請假) 戴○彤執行長 許○娟主任 王○英老師 

池○喆同學(校務會議美術學院學生代表) 羅○翔同學(校務會議學生議會學生代表) 

許○瑄同學(校務會議學生議會學生代表)  

列席人員： 楊○芳主任 黃○新主任 鄭○瑄老師 藍○梅老師 

黃○華老師 潘○純老師 蘇○甄助理管理師  

紀  錄：王○芳 

壹、 主席報告 

明日起連續三天有高達 5,000人次的家長及學生將進入校園，本校之防疫知覺應再提高， 

公共區域之清潔工作除由總務處負責之外，各面詴場域之環境清潔，由各學院自主指導

所屬系所學程完成防疫準備。 

貳、 各單位報告 

一、人力資源發展處： 

本校職員工「居家辦公」詴辦計畫將於 4/15(三)啟動演練，詴辦區間為期 2週至4/28(二)

止。本次演練以行政單位為主，且轄下有分組為優先詴辦對象，故以人資處、國際

處、教務處此三大單位為詴辦對象，共計 30 位職員工同仁參與本次演練計畫，俾利

未來實際操作之範本。演練期間，居家辦公者應視同到班人員，仍應如實辦理業務

並保持電話及 Line 群組等通訊軟體暢通保持連繫，以維持行政運作不中斷，並應業

務需要緊急連絡之需，充分落實代理人制度。 

二、總務處： 

明日起連續三天之校園清潔工作，除委由清潔公司針對公共區域強化清潔之外，並

加派工讀生協助就電梯等觸碰頻繁區域加強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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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討論提案 

【議案一】 

提案單位：秘書處 

案  由：擬請討論師生就醫後經採檢為陰性者之後續健康管理方式。 

說  明： 

一、本校師生若就醫後經採檢為陰性者，建議仍需在家自主健康管理 14 天，不進學校

上課；若為住宿生，則應暫時移到隔離宿舍或安居宿舍，由學系接手輔導後勤，比

照上次泰生回國後之處理方式辦理。 

二、若為自主採檢者，則不適用上述健康管理方式。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由學務處視情況權宜處理，並定期回報防疫小組。 

 

 

【議案二】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會計資訊學系 

案  由：擬請審議本系 109 年度納稅服務隊之風險評估與防疫措施。 

說  明： 

一、本系大四~大三生預計在 5月份前往國稅局台南區共三處所進行納稅服務，以取得本

系「學生專業實作能力」畢業門檻。 

二、本案之防疫因應計畫及風險評估表請參閱附件一（pp.8-13）。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議案三】 

提案單位：社會力研究發展中心 

案  由：擬請審議『USR 相約檨仔腳-走向整全社區照顧與經濟之路計畫』團隊成員見學活動

之風險評估與防疫措施。 

說  明： 

一、依本計畫內容執行辦理。 

二、為提升團隊與在地組織的跨校交流學習與共識擬辦理『計畫團隊成長見學共識營』

活動。活動地點於計畫執行之場域。相關活動內容如下表： 

日期 時  間 內  容 

5/2 

(星期六) 

08:30-10:00 車程-於學校出發(參與老師共 7人;二台轎車) 

10:00-12:00 十八羅漢山生態導覽-六號隧道+雷公溪 U型谷 

12:00-15:30 
六龜尹家有機農場用餐+交流 

認識六龜 Return 青年社團 

15:30-17:30 看見山茶-交流品茶 

18:00-21:00 檨仔腳人文空間用餐及共識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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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  間 內  容 

21:00 宿在地民宿 

5/3 

(星期日) 

08:00-09:00 活力早餐 

09:00-12:00 
六龜關懷協會用餐及交流- 

屏科大陳○惠老師分享 USR計畫（10:00--12:00） 

13:00- 賦歸 

三、以上活動之防疫因應計畫及風險評估表請參閱附件二（pp.14-17）。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議案四】 

提案單位：國際交流與兩岸事務處 

案  由：擬請核備國際處項下 11個活動之風險評估結果。 

說  明： 

一、根據本校 109.03.12 防疫小組決議：「執行 USR、就業學程、高教深耕及私校獎補助

款…等外部計畫之校外教學課程者，必須進行安全性風險評估及提出防疫因應計

畫，其課程執行須具備高度安全準備，並經防疫小組確認後方可實施。」 

二、國際處評估原則如下： 

（一）制定風險評估表，若使用該表評估有 3 個(含)以上的「否」和「尚未確認」擇

建議停辦該活動。 

（二）室內活動地點可容納人數需為參加人數的兩倍以上，以保持社交安全距離與通

風。 

（三）風險評估後，將提出提醒事項予承辦單位： 

1. 建議增加活動前後的環境消毒。 

2. 請主辦單位留存活動參加者位置照片，以利備查。 

3. 大合照請仍需保持社交距離。 

4. 建議在入口處準備酒精供參加者使用。 

三、截至 2020.04.08共收到 11個活動風險評估表，詳如附件三（pp.18-33）。 

四、國際處於 2020.04.10 招開審查小組會議，會議成員由國際處各組各派一人代表，會

議記錄如附件四（pp.34-39），評估結果如下： 

編
號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國際處依 109.03.25

防疫小組第 9次會議
通過之風險評估原
則初評結果 

（是否可如期舉辦） 

備註 

1 

(D1-2-1)108-2ISBU

社聚(交換生照護)/

國際處交流組 

109.4.23(四) 照案通過 

1. 建議增加活動前後的環境消毒。 

2. 建議活動場地開門/窗以保持通風。 

3. 活動內容建議減少肢體接觸。 

4. 請留存活動參加者位置照片，以利備查。 

5. 大合照請仍需保持社交距離。 

6. 建議在入口處準備酒精供參加者使用。 

7. 請依據以上建議辦理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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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國際處依 109.03.25

防疫小組第 9次會議
通過之風險評估原
則初評結果 

（是否可如期舉辦） 

備註 

2 

(D2-3-7)【講座】日
本文化好吃驚 /國
際處實習組 

109.4.24(五) 照案通過 

1. 借用 80人的場地，預計容納 40人。 

2. 會事先宣導同學全程配戴口罩。 

3. 建議增加活動前後的環境消毒。 

4. 因無法確保社交距離，務必請同學全程
配戴口罩。 

5. 請留存活動參加者位置照片，以利備查。 

6. 大合照請仍需保持社交距離。 

7. 建議在入口處準備酒精供參加者使用。 

8. 請依據以上建議辦理活動。 

3 

(D2-3-7)【講座】日
商職場不簡單 /國
際處實習組 

109.5.4(一) 照案通過 

1. 借用 80人的場地，預計容納 40人。 

2. 會事先宣導同學全程配戴口罩。 

3. 建議增加活動前後的環境消毒 

4. 因無法確保社交距離，務必請同學全程
配戴口罩。 

5. 請留存活動參加者位置照片，以利備查。 

6. 大合照請仍需保持社交距離。 

7. 建議在入口處準備酒精供參加者使用。 

8. 請依據以上建議辦理活動。 

4 

(D2-3-7)【講座】日
式旅館學問大 /國
際處實習組 

109.5.14(四) 照案通過 

1. 借用 80人的場地，預計容納 40人。 

2. 會事先宣導同學全程配戴口罩。 

3. 建議增加活動前後的環境消毒。 

4. 因無法確保社交距離，務必請同學全程
配戴口罩。 

5. 請留存活動參加者位置照片，以利備查。 

6. 大合照請仍需保持社交距離。 

7. 建議在入口處準備酒精供參加者使用。 

8. 請依據以上建議辦理活動。 

5 
(D1-2-6)漢字競賽/

華語中心 
109.5.12(二) 

目前借用 T10402

教室，可容納 90

人，活動參與總人
數為 57 人，建議
減少參與人數或
更換更大的活動
地點。 

 4/13 與華語中
心確認後，將把活
動人數降低至 45人
以下，故此活動通
過可辦理。 

1. 目前借用 T10402 教室，可容納 90 人，
活動參與總人數為 57 人，建議減少參與
人數或更換更大的活動地點。 

2. 建議增加活動前後的環境消毒。 

3. 請留存活動參加者位置照片，以利備查。 

4. 大合照請仍需保持社交距離。 

5. 建議在入口處準備酒精供參加者使用。 

6. 請依據以上建議辦理活動。 

6 

(D1-2-7)C Talk：端
午節講座 /華語中
心 

109.6.10(三) 照案通過 

1. 目前借用 T10409 教室，可容納 66 人，
活動參與總人數為 25 人。 

2. 建議增加活動前後的環境消毒。 

3. 請留存活動參加者位置照片，以利備查。 

4. 大合照請仍需保持社交距離。 

5. 建議在入口處準備酒精供參加者使用。 

6. 請依據以上建議辦理活動。 

7 

(D1-2-7) 文 話 參
訪：東源濕地與原
住民故事 /華語中
心 

109.4.18(六) 
評估後自行延後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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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國際處依 109.03.25

防疫小組第 9次會議
通過之風險評估原
則初評結果 

（是否可如期舉辦） 

備註 

8 

(D1-2-8)華語志工
培訓課程 -台日文
化大不同 /華語中
心 

109.5.25(一) 

建議更換活動地
點後可舉辦。 

 4/13 與華語中
心確認後，將把活
動 地 點 改 至
T20306，場地可容
納 60人，故此活動
通過可辦理。 

1. 原活動預計舉辦於行政大樓職輔教室，
可容納人數與參加人數皆為 20 人左右，
建議更換活動地點。 

2. 建議增加活動前後的環境消毒。 

3. 請留存活動參加者位置照片，以利備查。 

4. 大合照請仍需保持社交距離。 

5. 建議在入口處準備酒精供參加者使用。 

6. 請依據以上建議辦理活動。 

9 

(D1-2-8)華語輔導
員培訓工作坊(III)

─華語教學課堂話
語運用/華語中心 

109.5.13(三) 照案通過。 

1. 活動地點可容納 60人，參加活動人數為
20人。 

2. 建議增加活動前後的環境消毒。 

3. 請留存活動參加者位置照片，以利備查。 

4. 大合照請仍需保持社交距離。 

5. 建議在入口處準備酒精供參加者使用。 

6. 請依據以上建議辦理活動。 

10 

(D1-2-8)華語輔導
員培訓工作坊 (II)

─華語教學活動設
計與教具運用 /華
語中心 

109.4.15(三) 照案通過。 

1. 活動地點可容納 60人，參加活動人數為
20人。建議增加活動前後的環境消毒。 

2. 請留存活動參加者位置照片，以利備查。 

3. 大合照請仍需保持社交距離。 

4. 建議在入口處準備酒精供參加者使用。 

5. 請依據以上建議辦理活動。 

11 

(D1-2-8) 華語志工
培訓課程 -孔尼基
哇!歡迎來台南/華
語中心 

109.4.6(一) 此案核備通過。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議案五】  

提案單位：人文社會學院／社會工作學系 

案  由：擬請審議社會責任實踐計畫「老年社會工作/預防衰弱及健腦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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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55）。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議案六】  

提案單位：人文社會學院／社會工作學系 

案  由：擬請審議社會責任實踐計畫「紀錄片製作 I / 印象紀錄片拍攝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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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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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議案七】  

提案單位：人文社會學院／社會工作學系 

案  由：擬請審議社會責任實踐計畫「老年社會工作/跨專業團隊到宅關懷訪視初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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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pp.59-68）。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議案八】  

提案單位：健康科學學院／健康心理學系 

案  由：擬請審議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健康心理學/心理及體適能健康促進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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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pp.69-83）。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議案九】  

提案單位：秘書處／公共關係組 

案  由：擬請審議公關天使團相關系列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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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pp.84-93）。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議案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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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請審議高教深耕計畫「公民科學系列活動講座：墾丁鳥事三十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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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94-96）。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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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十一】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 

案  由：擬請審議 109 年度大專院校健康促進學校「翻轉健康，魅力人生」計畫之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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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pp.97-111）。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議案十二】  

提案單位：資訊暨設計學院／媒體設計科技學系 

案  由：擬請審議資訊暨設計學院媒體設計科技學系 109 級畢業製作成果展之風險評估與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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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17）。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其中展櫃搬運事項由總務處及圖資處於會後協調處理。 

 

肆、 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一】 

提案單位：入學服務處 

案  由：擬請討論「109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第二階段面詴」考生發燒因應措施調整。 

說  明： 

一、個人申請第二階面詴於 4/17-19於校內舉行，因應嚴重特殊傳染型肺炎防疫措施，考

生報到當天於體溫量測站如有發燒(額溫≧37.5℃、耳溫≧38℃)，原規劃由詴務人員

引導至發燒隔離區等候，以視訊方式與報名系組委員進行面詴。 

二、經洽環安室與衛保組，兩單位建議為避免人員交叉感染的風險，在維護考生權益與

善盡保護本校教職同仁健康安全之前提，調整發燒考生面詴之流程。 

三、發燒考生面詴流程調整後如下： 

報到當天於體溫量測站如有發燒(額溫≧37.5℃、耳溫≧38℃)，經測量兩次之後仍有

發燒症狀，將請考生先行離開校園，採用視訊方式面詴。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另再送招生委員會追認。 

伍、 散  會（下午 04時 18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