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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大學「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小組 

第 45 次會議 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0年 08月 12 日（四）下午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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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教務長 許○強學務長(吳○仁代) 

黃○芳總務長 吳○芝研發長(林○銘代) 林○宏人資長 李○瑜國際長 

歐○蘋入學長 黃○瑩圖資長 張○平主任 王○玲主任 

秦○瑋主任 林○毓院長 柯○耀院長 莊○棠院長 

蕭○院長 劉○初院長(請假) 陳○蓉院長 王○東院長 

洪○宜署理院長 邱○雅部主任 黃○源主任(林○佑代) 劉○亭組長 

郭○萱組長 陳○帆主任(請假) 蔡○崴組長 周○芬主任(請假) 

洪○婷組長 王○茵組長 黃○通組長 邱○琪組長 

翁○茹組長(請假) 郭○真組長 林○賢組長(請假) 吳○偉組長 

俞○中組長(請假) 戴○彤執行長(請假) 許○娟主任 毛○翔同學 

陳○怡同學 張○宇同學   

列席人員： 羅○水主任 林○蓉組長 林○琪助理教授 彭○揚助理教授 

 廖○瑄輔導員 李○鈴專案助理 郭○涵辦事員  

紀  錄：王○芳 

壹、 主席報告（略） 

貳、 討論提案 

【議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職涯發展與校友中心 

案  由：擬請審議觀餐系學生參與校外實習核備案。 

說  明： 

一、依本校「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小組第 36次會議決議，中央疫情

等級為第二級，由教學單位審慎評估，完備相關文件，提送防疫小組審議。 

二、辦理實習課程之必要性說明： 

（一）實習屬於該系學生之模組學分，為觀餐系課程特色之一。 

（二）過去許多該系學生在大四實習結束後，均能順利轉為正職人員，即畢業即就業。 

（三）在觀光、餐飲或旅館行業中，十分重視學生實習經歷，若學生具有實習經歷，對

於畢業後的就業面試具有很大加分效果。 

三、實習概述：預計於 110.08.16-111.02.15 共 38名學生至 22家機構進行實習。 

四、因應疫情嚴峻，為維護學生健康及學習權益，各系已依以下原則辦理實習課程： 

（一）評估實習機構之安全性： 

確實掌握實習學生之實習單位、實習目標、防範措施、防疫物資配備及實習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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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情形，作好後續追蹤輔，並填寫「長榮大學系所因應新冠肺炎(COVID-19)實

習機構防疫檢核表」（如附件一（pp.6-13））。 

（二）加強實習前之輔導： 

加強宣導防疫措施（戴口罩、勤洗手、非必要之移動等），並請學生簽立實習同意

書。 

（三）確實掌握實習學生資訊： 

建立學生實習名冊，並主動關心學生健康狀況，以 Line、電話、E-mail、網頁公

告等通訊方式，關懷與提醒實習學生密切注意疫情資訊，遵守實習紀律、自主健

康管理及身體情況通報等規定（如附件二（p.14））。 

（四）依各級機構來函說明，提醒實習同學應依實習場域規定辦理相關文件，例如，施

打新冠肺炎疫苗、抑或提出新冠肺炎快篩陰性證明。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議案二】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產學合作總中心 

案  由：擬請審議「促進國軍退除役官兵就業合作備忘錄簽約典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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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pp.15-17）。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議案三】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產學合作總中心 

案  由：擬請審議「臺南億載會產學交流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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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0）。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議案四】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  由：擬請審議「110年 8月份擴大校園安全委員會議」之防疫措施與風險評估。 

說  明： 

一、外校委員名單：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歸仁分局、臺南

市政府警察局歸仁分局大潭派出所、臺南市政府消防局第五大隊歸仁分隊、臺南市

政府警察局歸仁分局交通組、大潭里里長、武東里里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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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時間：110年 8月 23日上午 10時至 11 時。地點：行政大樓四樓第一、二會議室。 

三、本案之防疫因應計畫及風險評估表請參閱附件五（pp.21-23）。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議案五】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  由：擬請審議「110 年學務知能研習-校園安全事件處置與經驗分享」活動之防疫措施與風

險評估。 

說  明： 

一、外校委員：國立成功大學軍訓室呂○祥主任。 

二、時間：110年 8月 17日上午 10時。地點：行政大樓四樓第一、二會議室。 

三、本案之防疫因應計畫及風險評估表請參閱附件六（pp.24-26）。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議案六】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諮商中心 

案  由：擬請審議「身心障礙新生轉銜座談會」之防疫措施與風險評估。 

說  明： 

一、外校委員：身心障礙新生家長。 

二、時間：110年 9月 25日及 26日上午 11 時。地點：行政大樓四樓第一、二會議室。 

三、本案之防疫因應計畫及風險評估表請參閱附件七（pp.27-29）。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議案七】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 

案  由：擬請審議各社團／系學會辦理活動之防疫措施與風險評估。 

說  明：欲辦理活動借用場地之社團／系學會名單及活動內容如下： 

活動名稱 社團/系學會 活動時間 借用場地 人數 
防疫因應計畫

及風險評估表 

四系聯合迎

新宿營練習 

會資/土開/職

安/食安系學

會 

08/18~09/21 

每周一~五 

10:00~16:00 

三教中庭、

學生活動中

心北側1F及

校內約

36人 

附件八 

（pp.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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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社團/系學會 活動時間 借用場地 人數 
防疫因應計畫

及風險評估表 

2F 

境外生聯誼

會宿營舞蹈

練習 

境外生聯誼

會 

一、19:00~21:00 

08/23、08/25、

08/30、09/01、

09/06、09/08、

09/13、09/15  

二、13:00~15:00 

08/28、09/04、

09/11、09/18 

三教中庭、

一教中庭和

學生活動中

心北側 1F 

校內約

45人 

附件九 

（pp.33-35）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撤案。 

因目前疫情仍處於二級高度警戒，請學務處疏理現階段疫情總體管制政策，周嚴評

估並於疫情下突破慣例呈現新創意與發想，針對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全校迎新方案

擬訂一核定政策原則以供各學系遵循，並於下次會議提案討論。 

 

【議案八】 

提案單位：校務研究中心／校務研究組 

案  由：擬請審議「110年度國際安全學校第一次社區會議」之防疫措施與風險評估。 

說  明： 

一、為推動國際安全學校認證，建構跨部會聯防機制，並提供外部意見，敬邀外部顧問

於 110 年 8 月 23 日上午 11 時至 12 時 30 分，行政大樓四樓第一、二會議室，共同

與會「110年度國際安全學校第一次社區會議」。 

二、外部委員名單：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歸仁分局、臺南

市政府警察局歸仁分局大潭派出所、臺南市政府消防局第五大隊歸仁分隊、臺南市

政府警察局歸仁分局交通組、大潭里里長、武東里里長、校友總會理事長及校友總

會理事。 

三、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已將全國疫情警戒自 7月 27日開始降為第二級，室內集會活

動人數上限將放寬至室內 50人。 

四、本案之防疫因應計畫及風險評估表請參閱附件十（pp.36-39）。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議案九】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財務金融學系 

案  由：擬請審議「Python 研習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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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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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參、 臨時動議（略） 

肆、 散  會（下午 3時 52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