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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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次會議 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09 年 05 月 13 日（三）上午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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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 管○燕秘書長 丁○慧副教務長(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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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 張○平主任 黃○瑩圖資長 王○玲主任 

秦○瑋主任 林○毓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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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覃○貞主任(洪○貞代) 吳○勝組長 黃○通組長(請假) 

翁○茹組長(請假) 郭○真組長 王○茵組長 邱○琪組長 

黃○芳組長 林○賢組長(請假) 吳○偉組長(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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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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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席人員： 洪○勵助理教授 吳○燕助理管理師   

紀  錄：王○芳 

壹、 主席報告（略） 

貳、 各單位報告 

一、總務處報告： 

原訂上週六（5/9）欲實施之行政大樓門禁管制作業，因技術性問題未能如期進行。

該問題目前已排除，將於今日完成公告作業並自明（5/14）日起實施行政大樓門禁

管制。 

二、學務處報告： 

因教育部目前補助學校之防疫口罩存量充裕，本校將調整原訂之口罩發放原則，將

教育部指定之一線工作人員每週口罩發放數量由 3 片調整為 5 片。 

參、 討論提案 

【議案一】 

提案單位：國際交流與兩岸事務處 

案  由：擬請核備國際處 2020 GlobEEs 跨國教育體驗說明會風險評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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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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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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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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辦理

單位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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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GlobEEs 跨
國教育體驗
說明會 

國際處 
交流組 

2020.06.05
(五) 

行政大樓四樓 
第一、二會議室 

照案通過。 

提醒事項:  
1. 參與學生人

數請限 50人
以內。 

2. 建議可架直
播。 

三、國際處於 2020.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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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pp.6-11）。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議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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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山頭水庫建庫 100 周年-愛鄉護水鐵馬溯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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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pp.12-14）。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議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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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科學概論-南瀛天文館校外參訪」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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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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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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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課程及活動內容如下表：  

課程／活動名稱 授課教師 活動日期/內容 

布循環經濟工作坊 外部講師 
5/16 透過裁縫將布旗等製作物回收再製成

袋子等文創品 （附件四（pp.18-20）） 

協力營造課程 劉○株助理教授 
5/27 建造社區菜園籬笆 

（附件五（pp.21-23）） 

巴克禮公園定向越野

活動 

黃○芳講師+種

子教師(志工) 

5/29由定向越野活動種子教師(實習)帶領學

生體驗巴克禮定向活動 

（附件六（pp.24-26）） 

根與芽青年營 

珍古德協會執行

長郭○貞+外部

講師 

本活動於 5/30 & 5/31 在校內辦理，為 7 月

份舉辦亞太根與芽青年高峰會(線上會議)

之前置培訓課程。 （附件七（pp.27-30）） 

環境教育 洪○能助理教授 
5/22 於大潭資源回收站舉辦「蚯蚓養殖堆肥

工作坊」 （附件八（pp.31-33）） 

二、本案之防疫因應計畫及風險評估表請參閱附件四～附件八（pp.18-33）。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議案五】 

提案單位：秘書處／公共關係組 

案  由：擬請審議公關天使團參與成功創新中心--旺宏館新建工程動土典禮之防疫措施與風險

評估。 

說  明：本案之防疫因應計畫及風險評估表請參閱附件九（pp.3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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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工作學系系所小型畢業典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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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pp.38-41）。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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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七】 

提案單位：人文社會學系／應用哲學系 

案  由：擬請審議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應哲系論述與表達課程_認識社區經濟：以檨仔腳

文化共享共間為例」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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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pp.42-48）。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議案八】 

提案單位：教學資源中心／學生學習組 

案  由：請討論因應新冠肺炎(武漢肺炎)疫情減緩，學聚館開放飲食相關事宜。 

說  明： 

因應武漢肺炎疫情減緩，視疫情狀況進行滾動調整。以下為學聚館空間現況說明： 

一、於 109.04.23 開始實施全面禁止飲食，並請同學在館內期間全程戴上口罩。 

二、每張椅子間大致間隔 1.5 公尺以上。長方桌/Facebox 維持 4 位同學，白色/黑色圓

桌維持 2 位同學，請同學配合並勿擅自移動桌椅。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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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辦理，但仍須遵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之要求原則保持社交距離。 

 

 

【議案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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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週授課方式調整。 

說  明： 

一、因應日前國軍各營區尚未降低防疫風險管控強度，入營授課仍受到管制，需進行申

請始得以放行入營授課。東指部碩專班第十二週授課方式，採線上授課。 

二、未來第十三週以後授課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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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單位：學務處／諮商中心 

案  由：擬請審議學務處諮商中心「遠距心理輔導」案。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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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遠距心理輔導實施期間擬自本案經防疫小組通過之日起至疾病管制署解除新冠肺炎

疫情通知為止，適用於全校進行居家辦公或全校進行遠距課程之情境，以照顧本校

學生身心健康。 

二、具心理輔導需求之學生可至諮商中心首頁填寫「遠距心理輔導線上預約表」，透過

Google Hangouts Meet 進行初步晤談及遠距心理輔導。 

三、「遠距心理輔導申請流程」、「遠距心理輔導線上預約表」、「遠距心理輔導預約表」、「遠

距心理輔導教學說明單」、「遠距心理輔導知情同意書」，請參閱附件十二（pp.49-59）。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  會（上午 9 時 58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