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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大學「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小組 

第 49 次會議 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0年 09月 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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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芳總務長 吳○芝研發長(請假) 林○宏人資長 李○瑜國際長 

歐○蘋入學長(請假) 黃○瑩圖資長(蔡○容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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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蓉院長 王○東院長 

洪○宜署理院長(徐○雅代) 邱○雅部主任(劉○麟代) 黃○源主任(楊○冠代) 劉○亭組長 

穆○豪組長 陳○帆主任 蔡○崴組長 周○芬主任 

洪○婷組長(請假) 王○茵組長 黃○通組長 邱○琪組長 

翁○茹組長 郭○真組長 林○賢組長 吳○偉組長(請假) 

俞○中組長(請假) 戴○彤執行長 許○娟主任 張○宇同學 

陳○伊同學 楊○語同學 陳○萍同學  

列席人員： 陳○霈組長 陳○任老師 陳○羽老師 江○琴辦事員 

 陳○男專案經理 黃○君專任助理 毛○翔專案助理  

紀  錄：王○芳 

壹、 主席報告 

開學在即，教育部亦於近日公布 110 學年度開學防疫指引，請各單位務必妥善因應並確

實做好準備，也再次感謝大家於防疫工作上的各項努力。 

貳、 各單位報告 

一、 秘書處報告（請參閱附件一（p.8）） 

二、 學務處報告（請參閱附件二（p.9）） 

參、 討論提案 

【議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職涯發展中心 

案  由：擬請審議財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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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是最真實的職場體驗方式，也是最具指標性的實

務課程，可以讓學生在畢業前預先累積職場經驗提升未來就業的競爭力。完成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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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的學生，回到學校後，實習成果也可以融入學生的實務課程學習，增加實作力。 

三、實習概述：預計於 110.09.13-111.01.20 共 1名學生至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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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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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附件三（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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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附件四（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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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案  由：擬請審議 110學年度新生輔導幹部研習活動之防疫措施與風險評估。 

說  明： 

一、110 學年度新生輔導幹部研習活動，日期為 9月 11日（三)10時至 19時。行程，分

上下午二場舉行，一場約 65人參與。 

二、目前疫情警戒標準為第二級，集會活動人數上限：室內 80人，室外 300人，參加人

員一場 65人。符合室內 80人規定。 

三、本活動中午及晚用餐時間，均回自己寢室用餐。 

四、幹部於活動場地量測體溫，研習全程配戴口罩。 

五、本活動於量測站放置 QR code，請每位參與人員採實聯制登記。 

六、本案之活動流程、防疫因應計畫及風險評估表請參閱附件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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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案  由：擬請審議 110學年度學校宿舍新生輔導活動之防疫措施與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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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原訂 110 學年度新生定向輔導系列活動改為線上課程後，本活動因 90%新生為住宿

生，故舉辦方向改為結合學校宿舍新生輔導活動，日期為 110 年 09 月 27日至 10月

29 日晚上 6 時 30 分至 7 時 30 分。（由各棟管理員及宿舍幹部規劃活動日期，採分

層分流方式舉辦） 

二、活動目的：本活動利用住宿生課餘時間舉辦學校宿舍新生輔導活動，藉由宿舍管理

員及宿舍幹部召開宿舍樓層會議活動及海報佈置，宣導住宿生注意事項，學習尊重

他人，養成良好生活習慣，特別是讓新生可以儘快適應團體生活，融入宿舍生活，

期住宿新生留下美好的宿舍生活回憶。 

三、目前疫情警戒標準為第二級，集會活動人數上限：室內 80人，室外 300人，活動時

各宿舍分層實施，室外集合點不超過 300 人，並每人間隔 1 公尺以上，全程配戴口

罩。 

四、活動期間提供每位住宿生茶點 1份，讓住宿生感受到宿舍的溫馨及營造歡樂的氛圍，

本活動結束後，茶點請住宿生回自己寢室用食。 

五、本案之活動流程、防疫因應計畫及風險評估表請參閱附件六（pp.15-16）。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議案四】 

提案單位：總務處／保管事務組 

案  由：擬請討論開學前後期間本校機車閘道管制相關事宜。 

說  明： 

一、本校機車匝道採刷卡進出管制，往年鑒於新生尚未核發學生證及繳費入帳等因素，

均訂於 9/1~9/30 受理申請開卡作業，該段期間，閘道除 12:00PM05:00AM 外，一

律暫時開放，自 10/1 起恢復正常刷卡管制。 

二、因目前匝道採刷卡進出管制，但本校新生尚未取得學生證，無法使用學生證刷卡進

出；且大多數舊生亦均於開學後才會到校辦理機車開卡作業，實有必要設定一段開

放期間。 

三、建議於閘道開放期間，為顧全疫情期間之實聯管制，建請校安中心警衛同仁加強巡

機車閘道口，以避免可疑人士出入，另請課堂加強檢視同學是否確實量測體溫。 

四、本學期因應二週之線上教學，開卡申請期間及閘道開放期間一律調整為

110/09/20~110/10/15。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機車閘道維持實體管制，其他操作細節請相關單位做好各項宣傳與準備，以及確認

異常處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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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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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本學期服務學習課程行動方案服務時數（24小時）執

行案。 

說  明： 

一、服務學習課程含講授課及實習課（服務時數 24 小時），修課學生將分組設計行動方

案至校內外協力單位執行服務時數，本學期共開設 8班，共計 357 位修課學生。 

二、學生學習組將於加退選結束（110.10.05）後，統整修課學生名單進行保險之投保，

以利修課學生執行行動方案之服務時數。 

三、將加強提醒修課學生務必遵循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疫情警戒第二級下之防疫規

定，請准予服務學習課程修課學生至校內外協力單位執行服務時數。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議案六】 

提案單位：環境保護安全衛生室 

案  由：擬請審議「職安署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校園安全衛生專案輔導」之防疫措施與風

險評估。 

說  明： 

一、職安署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至本校進行校園安全衛生複查日期為 9 月 16 日上午

09:00-12:00，會議地點於行政大樓四樓第三會議室。現場訪查地點為第二教學大樓 

T20105、T20106 實驗室及精釀試驗所。 

二、參與活動人數共約 16人（職安署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預計 8人，本校預估為 8人）。 

三、本案之防疫因應計畫及風險評估表請參閱附件七（pp.17-19）。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議案七】 

提案單位：安全衛生科學學院／ 職業暨環境與食品安全研究中心 

案  由：擬請審議「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實地查核」之防疫措施與風險評估。 

說  明： 

一、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至本校進行計畫案執行進度查核日期為 9月 15日

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會議地點於行政大樓四樓第三討論室。現場訪查地點為行政

大樓 T10618及會計室。 

二、參與活動人數共約 18 人（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預計 10 人，本校預估為

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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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案之防疫因應計畫及風險評估表請參閱附件八（pp.20-22）。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議案八】 

提案單位：人文社會學院／社會工作學系 

案  由：擬請審議「USR 計畫--110 年度龍崎區衛生所資源整合樞紐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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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pp.23-26）。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議案九】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創新育成中心 

案  由：擬請審議「『原力 maker』原民智慧創客科學工作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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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27-29）。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緩議，請依教育部最新指引重新規劃後再遞案審議。 

 

【議案十】 

提案單位：健康科學學院／醫學社會暨健康照護學士學位學程 

案  由：擬請審議「初級救護技術員證照訓練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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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pp.30-32）。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議案十一】 

提案單位：永續教育學院／職安消防進修學士學位學程 

案  由：擬請審議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知義營區專營專班開學第 1~2 週擬採實體課程授課之

防疫措施與風險評估。 

說  明： 

一、營區通訊受軍事管制，僅開放部分內網使用，若採遠距教學僅能以非同步進行。 

二、考量營區專班為本學程第一次開班，為強化新生認同感與後續入學相關事務，經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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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知義營區指揮官已獲同意，建議仍維持實體授課。 

三、本案之防疫因應計畫及風險評估表請參閱附件十二（pp.33-35）。 

四、其他必要之防疫措施將遵守疫情指揮中心及知義營區相關規定。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議案十二】 

提案單位：安全衛生科學學院／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 

案  由：擬請審議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知義營區碩專班開學第 1~2 週擬採實體課程授課之防

疫措施與風險評估。 

說  明： 

一、營區通訊受軍事管制，僅開放部分內網使用，若採遠距教學僅能以非同步進行。 

二、考量營區碩專班一、二年級為本學期第一次開班，為強化學生認同感與後續入學與

課程選修相關事務，經徵詢知義營區指揮官已獲同意，建議仍維持實體授課。 

三、本案之防疫因應計畫及風險評估表請參閱附件十三（pp.36-40）。 

四、其他必要之防疫措施將遵守疫情指揮中心及知義營區相關規定。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議案十三】 

提案單位：體育室 

案  由：擬請審議「臺南市 110 年度專任運動教練暨全運培訓教練增能研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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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pp.41-48）。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議案十四】 

提案單位：體育室 

案  由：擬請審議「中華民國舉重協會 110年度 A級裁判暨增能講習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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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pp.49-51）。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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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十五】 

提案單位：永續教育學院／推廣教育中心 

案  由：擬請審議「教職員工暑期 TQC 電腦技能檢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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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pp.52-54）。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肆、 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擬請討論 110學年度第 1學期教學防疫相關事宜。 

說  明：相關資料請參閱附件十七（p.55）。 

決 議：有關 110學年度第 1學期開學第三週後教學防疫措施原則如下： 

一、若疫情管制解除則回復全員實體上課，實體上課後既有之遠距課程則依教育部

既定規定嚴格執行。 

二、現階段因應疫情無法全數實施實體課程，故依教育部指引 80 人以上全面實施線

上教學直至疫情解除管制為止。 

三、因應本校現有課程及教室容量，現階段 40~79 人亦全面實施線上教學，每二週

滾動調整，直至疫情趨緩且教育部頒布新指引後再做調動。若 40人以下課程之

授課教師欲實施線上教學則亦給予支持及同意。 

伍、 散  會（下午 4時 37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