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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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次會議 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09年 05月 07 日（四）下午 03時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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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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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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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初院長 

洪○宜署理院長(黃肇新代) 黃○靜組長 蔡○崴組長(請假) 郭○萱組長 

簡○賢主任 覃○貞主任 吳○勝組長 黃○通組長 

翁○茹組長(請假) 郭○真組長 王○茵組長 邱○琪組長 

黃○芳組長(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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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翔同學(校務會議學生議會學生代表)  

列席人員： 盧○文助理教授 吳○寬助理教授   

紀  錄：王○芳 

壹、 主席報告（略） 

貳、 各單位報告 

一、總務處報告： 

（一）由於武漢肺炎影響，本校攤商生意亦受波及，業績下降 2040%不等。總務處

於 109年 4月 29日（星期三）召開攤商會議，由校長親自主持，秘書長出席

指導，會中作出幾點決議，協助攤商紓困。 

1. 協助分攤生活廣場清潔費用。 

2. 減租：原則上，攤商每月每坪租金減少 200元，為期 4 個月（3-6月）。 

3. 檢視學校能否給予攤商-世捷通資訊適當業務上的協助。 

4. 學校聘請業界具管理長才之專家學者或經營績效頗佳之業者，蒞校分享經

營理念或心得，以期共同成長。 

（二）本週六起試辦行政大樓門禁管制，公告內容請參閱附件一（p.7）。 

二、秘書處報告： 

（一）校園知悉確診個案處理 SOP（請參閱附件二（pp.8-10））。 

（二）有關近日報導出現的陸港澳生返台就學議題，秘書處於昨天致電教育部及防

疫專線 1922，其中教育部表示部裡確實針對此議題研商中，但是教育部尚在

蒐集各項數據，以評估各校是否有承接陸港澳生返台的能力，且尚需配合中

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政策及視國外疫情變化而定，因此近 2-3 週內不致於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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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但仍要提醒入學處、學務處、總務處及人資處等單位，就學生數及返台

後居家檢疫宿舍、清潔、是否需排班等問題提前思考及預備。 

（三）有關學生實習發表會舉辦方式，因教育部曾來函指示各校因應疫情狀況可調

整學生實習課程之學習方式及評分方式，故若學生因疫情考量無法出席實習

發表會，建請提供線上報告方式因應之。 

◎主席裁示： 

（一）行政大樓門禁管制自本週六起試行。 

（二）逐步建立相關 SOP 文書化作業以作為未來執行參考。 

（三）陸港澳議題待教育部政策形成後另召開會議討論，目前先請各單位留意及預想

未來之可能性。 

參、 討論提案 

【議案一】 

提案單位：健康科學學院／健康心理學系 

案  由：擬請審議 109年高教深耕計畫「青少年心理學」之防疫措施與風險評估。 

說  明：本案之防疫因應計畫及風險評估表請參閱附件三（pp.11-18）。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議案二】 

提案單位：健康科學學院／健康心理學系 

案  由：擬請審議勞動部 109年度就業服務補助計畫企業參訪活動之防疫措施與風險評估。 

說  明：本案之防疫因應計畫及風險評估表請參閱附件四（pp.19-24）。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議案三】 

提案單位：健康科學學院／健康心理學系 

案  由：擬請審議 109年產業實務融入課程補助計畫「兒童發展與輔導」活動之防疫措施與風

險評估。 

說  明：本案之防疫因應計畫及風險評估表請參閱附件五（pp.25-32）。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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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四】 

提案單位：國際交流與兩岸事務處 

案  由：擬請核備以國際處項下私校獎補助款舉辦之活動風險評估結果。 

說  明： 

一、國際處評估原則如下： 

（一）制定風險評估表，並提案至 2020.03.25 防疫小組，審核通過可用該表評估活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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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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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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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兩個活動的詳細資訊及國際處風險評估審查小組決議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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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簡報比
賽/語文中心 

109.5.25(一) 照案通過 

提醒事項:  

1. 比賽同學上台簡報時，若決定拿下
口罩，請與其他參賽組員、評審老
師等，確實保持室內 1.5 公尺社交
安全距離。 

2. 大合照時請仍需保持室內 1.5 公
尺社交安全距離。 

3. 請務必避免同學在走廊群聚。 

2 

日本文化講
座暨不凋花
玫瑰花罩設
計實作/醫藥
系 

109.5.18(一) 照案通過 

提醒事項:  

1. 活動時間至下午 1點，可提供便
當，但請不要讓同學聚集在原活動
空間用餐，可發便當請學生離開時
帶走，自行享用。 

2. 大合照時請仍需保持室內 1．5公
尺社交安全距離。 

三、國際處於 2020.04.27 召開審查小組會議，會議成員由國際處各組各派一人代表，會

議紀錄及風險評估表如附件六（pp.33-42）。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議案五】 

提案單位：教學資源中心／學生學習組 

案  由：擬請討論因應新冠肺炎（武漢肺炎）疫情，本學期體驗學習課程第三期實習課執行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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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體驗學習課程含講授課及實習課（實作六周），成績計算方式為講授課與實習課各佔

50%，本學期共有 12班，共計 898位修課學生，將分布三期於校園進行環境維護(教

室、走廊、樓梯)。 

二、第一期實習課已於 3/2 至 4/10 實施，共編排 291 位修課學生分布於晨間、午間及課

間之三類進行實習課程。但隨疫情升溫於第 9 次防疫小組會議已決議第二期暫停實

施，並決議第三期課程隨疫情修正調整。 

三、本校自 3/2 起全面實施體溫監測，實習課晨間組時間為早上 7:20~7:45，校內體溫站

尚未開始進行體溫量測，修課期間將無法判斷學生是否有發燒的症狀，故在此針對

第三期實習課提出兩項防疫應變措施。 

四、建議方案如下： 

（一）方案一：自 5/25 起開始進行體驗學習實習課操作（包含原先分配至第二期跟第

三期的修課學生），由防疫小組提供額溫槍（15支），供小組長點名時

可立即測量體溫，若遇發燒者停止修課，並通報衛保組。 

（二）方案二：實習課第三期持續停止操作，評分方式改採講授課成績佔 100%。另早

上 7:20 將由小組長負責開教室門，並於早上 7:45 前將教室內的人為垃

圾清除。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採方案一，並由總務處提供新購置之紅外線顯像儀支援體溫量測工作。 

 

 

【議案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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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地景與協力營造」課程校外參訪活動之防疫措施與風險評估。 

說  明：本案之防疫因應計畫及風險評估表請參閱附件七（pp.43-45）。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議案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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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科學實作：ebird APP 教學與林仔邊鳥類調查」活動之防疫措施與風

險評估。 

說  明：本案之防疫因應計畫及風險評估表請參閱附件八（pp.46-48）。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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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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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課程活動防疫措施與風險評估。 

說  明： 

一、5月「USR 綠色社區根與芽行動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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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運動與社會倡導 卓春英副教授 
5/14 參訪阿蓮社區綠屋頂，倡議綠色生活 

附件九（pp.49-51） 

食農社會學 莊惠惇助理教授 
5/20 大潭農地種植黃豆，推動一、二級產業 

附件十（pp.52-54） 

運動指導法 陳安妮副教授 
5/22 & 5/29 運技系學生進入德南國小教學 

附件十一（pp.55-57） 

體育原理 陳安妮副教授 
5/27 以自行車認識大武崙社區 

附件十二（pp.58-60） 

健身運動指導 陳安妮副教授 
5/29 以自行車認識大武崙社區 

附件十三（pp.61-63） 

二、本案之防疫因應計畫及風險評估表請參閱附件九～附件十三（pp.49-63）。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議案九】 

提案單位：環境教育國際實驗學院 

案  由：擬請審議根與芽社團辦理「週三友善咖啡帶著走/公平貿易產品介紹」活動之防疫措

施與風險評估。 

說  明： 

一、本活動為永續發展國際學程國際生所組成的根與芽社團，為介紹公平貿易咖啡與推

廣自備環保杯的重要性而舉辦的活動。 

二、本案之防疫因應計畫及風險評估表請參閱附件十四（pp.64-66）。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議案十】 

提案單位：健康科學學院／蘭花產業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案  由：擬請審議「花現幸福 綻放校園」活動之防疫措施與風險評估。 

說  明：本案之活動計畫、防疫因應措施及風險評估表請參閱附件十五（pp.67-72）。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6 

 

 

【議案十一】 

提案單位：安全衛生科學學院 

案  由：擬請審議安全衛生科學學院東指部碩專班因應疫情第十一週授課方式調整。 

說  明： 

一、因應日前海軍敦睦艦隊導致國軍各營區強化安全與防疫風險管控，國軍各營區至今

仍維持其管控強度。東指部碩專班第十一週授課方式，比照本校 80 人以上班級方式

採線上授課。 

二、未來第十二週以後授課方式，則配合未來國防部營區疫情管控狀況，持續進行滾動

調整。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議案十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課務組 

案  由：擬請審議本校「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彈性修業機制」修正案。 

說  明： 

一、適用安心就學方案未訂定繳費時間，故修訂條文。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請參閱附件十六（pp.73-75）。 

三、108-2適用安心就學共計 32人，截至 109.5.6 止，共計 26人繳費，尚有 6人未繳費(蒙

古生 3人，陸生 2人，港澳生 1人)。 

擬 辦：案經防疫小組會議通過，報教育部備查後公告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肆、 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一】 

提案單位：美術學院／書畫藝術學系 

案  由：擬請審議專業書畫創作與藝術職能雙軌精進計畫之移動教學活動之防疫措施與風險

評估。 

說  明：本案之活動計畫、防疫因應措施及風險評估表請參閱附件十七（pp.76-79）。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伍、 散  會（下午 4時 21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