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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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次會議 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09年 04月 22日（三）上午 10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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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 杜○玲學務長 

顏○文總務長 吳○芝研發長 林○宏人資長(請假) 陳○名入學長(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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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 劉○初院長(請假) 

洪○宜署理院長 黃○靜組長 蔡○崴組長(請假) 郭○萱組長 

簡○賢主任(請假) 覃○貞主任 吳○勝組長 黃○通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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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 許○娟主任 王○英老師 

張○瑄同學(校務會議健康科學學院學生代表) 許○瑄同學(校務會議學生議會學生代表) 

列席人員： 劉○華專案助理 李○儒專案助理 劉○吟辦事員 巫○芬辦事員 

紀  錄：王○芳 

壹、 主席報告（略） 

貳、 各單位報告 

一、學務處報告：請參閱附件七（pp.25-27） 

二、教務處報告：請參閱附件八（pp.28-29）及附件九（p.30） 

三、秘書處報告：請參閱附件十（pp.31-40） 

◎報告摘要： 

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踨管理機制」匡列者有以下三類：(1)

居家隔離（確診者之接觸者）、(2)居家檢疫（具國外旅遊史者）、(3)自主健康管理

（符合疫情指揮中心之判別標準並接獲地方政府衛生局或衛生所電話通知告知其

為被匡列者）。符合上述條件之一者才會是本校不計假的對象。 

若是收到疫情指揮中心的疫情警示簡訊者（簡訊內容請參閱附件十一（p.41））則

請勿驚慌，只要依簡訊指示注意自身健康狀況、保持社交距離、出外戴口罩並勤

洗手即可。 

四、總務處報告： 

（一）因應近期疫情緊繃，已請餐廳及清潔公司加強環境清潔消毒頻率。 

（二）先前訂購的兩台熱像儀預訂於今天下午 3 點左右送達，目前規劃將放置在圖

書館及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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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近日接獲學生來電檢舉二教東北測管制點曾有學生違規攀爬進出，將再與生

輔組協商進行巡邏取締或是以校規進行懲處。 

◎主席裁示： 

針對學生於疫情期間之違規破壞行為建議以校規處理，請學務長及生活輔導組組長

討論後規範。 

參、 討論提案 

【議案一】 

提案單位：無人機中心 

案  由：擬請審議無人機中心「UTM計畫成果展示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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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pp.5-8）。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修正後通過。修正風險評估表第 1 項「是否事先掌握參加者資訊及聯絡資料?」評估

情形並確實執行。 

 

 

【議案二】 

提案單位：無人機中心 

案  由：擬請審議無人機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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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pp.9-12）。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修正後通過。修正事項為：收到敦睦艦疫情警示簡訊者將請其延後二週上課。 

 

 

【議案三】 

提案單位：環境教育國際實驗學院/USR 綠色大武崙社區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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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色社區根與芽行動計畫」5月之課程及活動內容如下表： 

課程／活動名稱 授課教師 校外活動內容 

太陽能行動餐車實作

工作坊 
外部講師 

 5/3 行動餐車設計發想及木工實作 

 5/10 木作餐車實作 

協力營造實作 
劉○株 

助理教授 

5/6 下午以自行車參訪大武崙社區鐵道文

化，做為日後改造石轆環境之前導認識 

助人團體概論 
藍○梅 

助理教授 

5/4、5/5、5/11、5/12、6/8 學生至關懷據點

帶領長者及民眾健康促進 

方案設計與評估 
曾○雲 

助理教授 

5/8、5/15、5/22、5/29、6/5、6/12、6/19 學生

至中洲社區帶領長者活動 

二、以上活動之防疫因應計畫及風險評估表請參閱附件三～附件六（pp.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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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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修正後通過。建議收到敦睦艦疫情警示簡訊者暫緩參與活動。 

 

肆、 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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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練滾動修正規劃

案。 

說  明：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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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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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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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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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其經費來源為高教深耕自籌款等可能經費。 

四、因應目前疫情確診案例足跡廣闊而中央指揮中心也發布與確診案例曾在同一時段、

地點之民眾發出提高自主健康管理警示簡訊，且為保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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滾動修正至第 10

週，並根據疫情時事持續滾動修正。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修正後通過。第 9~10 週全採遠距上課，若需採實體考試者請教師延後辦理（至演練

結束）。 

 

 

【臨時動議二】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擬請討論行政大樓於上班日下午 4:00 起將進行門禁管制，採依識別證(學生證等)刷

卡進入，以利識別進入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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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因應疫情持續，目前行政大樓於下午 4:00 後並未再持續量測體溫，為防有破口，將

採識別證件刷卡進入，以利進入人員的有效管控，並先行以行政大樓優先進行實施。 

擬 辦： 

一、目前正檢視門禁管制機件，俟確認後，將公告實施。 

二、因應疫情變化，行政大樓每日量測體溫結束時間擬再延後。 

決 議：修正後通過。無識別證之行政大樓進駐廠商將由總務處核發臨時通行證管控。 

 

 

【臨時動議三】 

提案單位：教學資源中心學生學習組 

案  由：擬請討論因應敦睦鑑隊疫情，學聚館禁止 2 週飲食相關事宜。 

說  明：因應武漢肺炎敦睦鑑隊疫情變化，未免在密閉空間飲食，需將口罩拿下，易成為防疫

破口，建請於即日起至第 10週禁止於學聚館內飲食，並視疫情狀況滾動調整。 

以下為學聚館空間現況說明： 

（一）每張椅子間大致間隔 1.5公尺以上。 

（二）學聚館空調為中央空調，並定期開全熱式空氣交換器，讓新鮮空氣流通。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學聚館內禁止飲食 2週，並視疫情狀況滾動調整。 

 

 

【臨時動議四】 

提案單位：秘書處 

案  由：因應敦睦艦疫情發展，擬請討論本校教職員工生接獲疫情警示簡訊處理方式通知函

內容。 

說  明：通知函草稿請參閱附件。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調整並經校長檢視後發送。（修正後之定稿版通知函內容詳如附件十二（pp.42-43））。 

 

 

伍、 散  會（上午 11時 27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