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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大學「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小組 

第 54 次會議 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0年 10月 20日（三）下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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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 

歐○蘋入學長 黃○瑩圖資長 張○平主任(江○琴代) 王○玲主任 

秦○瑋主任 林○毓院長(請假) 柯○耀院長(請假) 莊○棠院長(請假) 

蕭○院長(請假) 劉○初院長(請假) 陳○蓉院長(鄭○方代) 王○東院長(請假) 

洪○宜署理院長(請假) 邱○雅部主任(潘○齡代) 黃○源主任(林○佑代) 劉○亭組長(洪○濠代) 

穆○豪組長 王○瑢組長 陳○帆主任(張○臻代) 周○芬主任 

洪○婷組長(請假) 王○茵組長 黃○通組長(請假) 邱○琪組長 

翁○茹組長 郭○真組長 林○賢組長(林○環代) 吳○偉組長 

俞○中組長(請假) 詹○毅主任(請假) 戴○彤執行長(請假) 許○娟主任(請假) 

張○宇同學    

列席人員： 游○真助理教授 潘○齡辦事員 李○柱教官 虎○霓助理管理師 

陳○秭助理管理師 陳○宇助理管理師 吳○潔助理管理師 林○萱專案助理 

紀  錄：王○芳 

壹、 主席報告（略） 

貳、 各單位報告 

一、 圖書資訊處報告（請參閱附件一（p.7）） 

二、 學生事務處報告－討論增購 3部無人化自動體溫量測裝置 

◎主席裁示：（一）同意增購 3部無人化自動體溫量測裝置。 

（二）請學務處及人資處二管理單位務必強化管理強度，分別針對宿舍住宿

生及教職員工就落實每日自主體溫量測乙事進行有效管理，並由後台

管理單位圖資處提供資訊供其落實管理。 

參、 討論提案 

【議案一】 

提案單位：秘書處／綜合業務組 

案  由：擬請審議秘書處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規劃辦理活動之防疫措施與風險評估。 

說  明： 

一、活動資訊如下： 

時間 活動名稱 地點 參與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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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活動名稱 地點 參與人數 

110/10/25 13:30~16:30 
瑜珈講座暨工作坊─療癒就

在生活的觀察裡 
T10105A 15 

110/10/26 10:10~12:00 
性別意識培力講座─要當醫

師還要當女人 

行政大樓四樓

第一二會議室 
65 

110/10/26 13:30~16:30 
動態療癒講座暨工作坊─有

故事的身體 

體育館 

韻律教室 
15 

110/10/28 13:20~15:10 
女性影展暨映後座談─《香茅

女孩》《小喇嘛偷羊記》 

圖書館五樓視

聽室 
40 

110/10/28 15:20~17:10 
性暴力防治講座─在這個巨

大的宇宙裡，你不是孤單一人 

學聚館 L1B107

翻轉教室 
50 

110/11/02 18:30~20:30 
女性影展暨映後座談─《舞

賽》 
Global Plaza 40 

110/11/03 13:20~16:10 
女性影展暨映後座談─《非法

母親》《海星女孩》 
T30103 65 

110/11/04 10:10~12:00 
性別意識培力講座─後同婚

時代，同志家庭過的好嗎？ 

行政大樓四樓

第一二會議室 
65 

110/11/04 13:20~16:20 

性別意識培力工作坊─說出

男兒累─每個男孩都需要一

個情感教練 

Global Plaza 40 

二、本案之防疫因應計畫及風險評估表請參閱附件二（pp.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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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宿舍住宿生座談會」活動之防疫措施與風險評估。 

說  明： 

一、110學年度宿舍住宿生座談會活動，日期為 11月 08日（一）10時 00 分至 12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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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定為 60員，符合室內 80員規定。 

三、參加人員於活動場地量測體溫，研習全程配戴口罩。 

四、本案之防疫因應計畫及風險評估表請參閱附件三（pp.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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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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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擬請審議課外活動組規劃辦理活動之防疫措施與風險評估。 

說  明： 

一、活動資訊如下： 

時間 活動名稱 校外人員 地點 

110年10月20日至12月2日

(每週三、四)18:00~21:00 
Puyuma˙卑南樂舞培訓班 講師 原資中心 

110年11月3日18:00~21:00 
『一件商品，一個神話』花生

騷主理人返校分享創業之路 
講師 百合廳 

二、本案之防疫因應計畫及風險評估表請參閱附件四（pp.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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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組 

案  由：擬請審議「長榮力行，團隊經營」學習營活動之防疫措施與風險評估。 

說  明： 

一、透過學習營所設計的各項課程，提升社團幹部專業社團知識，藉由分組活動進而培

養學生團隊合作、團隊溝通的能力，並在活動過程中學習自我審思。 

二、本案之防疫因應計畫及風險評估表請參閱附件五（pp.37-39）。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議案五】 

提案單位：國際交流與兩岸事務處／海外企業實習組 

案  由：擬請審議海外企業實習組規劃辦理講座活動之防疫措施與風險評估。 

說  明： 

一、活動資訊如下： 

日期 活動名稱 地點 

110.10.27 日商熱門職種與面試技巧 GLOBAL PLAZA 

110.11.02 日文導覽員培訓-日本景點 GLOBAL PLAZA 

110.11.11 日商職場文化禮儀 GLOBAL PLAZA 

二、本案之防疫因應計畫及風險評估表請參閱附件六（pp.40-45）。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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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六】 

提案單位：體育室 

案  由：擬請審議體育室規劃辦理活動之防疫措施與風險評估。 

說  明： 

一、活動資訊如下： 

日期 活動名稱 地點 

10/30-10/31 110年舉重區域聯賽 長榮大學體育館 

11/01-11/05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10學年度保齡球錦標賽 黃金保齡球館 

11/26-11/28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10年度教職員工保齡球錦標賽 黃金保齡球館 

二、本案之防疫因應計畫及風險評估表請參閱附件七（pp.46-54）。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議案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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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在老齡教學跨域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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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7）。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議案八】 

提案單位：博雅教育學部／通識教育中心 

案  由：擬請審議「環境毒物與健康」課程校外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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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pp.58-60）。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議案九】 

提案單位：博雅教育學部／語文教育中心 

案  由：擬請審議語文教育中心規劃辦理活動之防疫措施與風險評估。 

說  明： 

一、活動資訊如下： 

日期 活動名稱 地點 

110/10/29 10:10-13:00 異文化體驗工作坊：波蘭 T20115 

110/11/03 08:10-10:00 異文化講座：馬來西亞 T2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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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動名稱 地點 

110/11/06 09:00-12:00 多益英檢測驗校園考 二教 3樓教室 

二、本案之防疫因應計畫及風險評估表請參閱附件十（pp.6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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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處／校安中心 

案  由：擬請審議 110 年校園安全日演練活動之防疫措施與風險評估。 

說  明： 

一、110 年年度校園安全日演練活動實施日期預定為 10 月 26-28 日（二-四)，活動場地

為本校校園及宿舍、工作坊等場域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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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活

動參加人員為參與及配合演練人數，學生及教職員工採觀摩方式配合實施，因疫情

關係不實施火警疏散演練，僅於工作坊設置受困學生 1 人實施救護演練，餘演練活

動均為室外，符合室內 80人規定。 

三、本活動於現場放置簽到表，請每位參與人員採實聯制登記。 

四、參與人員均於各大樓活動場地量測體溫，均全程配戴口罩。 

五、本案之防疫因應計畫及風險評估表請參閱附件十一（pp.70-72）。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臨時動議二】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校安中心 

案  由：配合圖書館開放校外人士入館，擬請討論本校校門口管制相關措施。 

決 議：維持防疫二級警戒並持續落實入校實聯制，但暫停身分查核程序。 

 

【臨時動議三】 

提案單位：總務處／保管事務組 

案  由：擬請審議是否開放第二教學大樓地下停車場及其相關配套措施。。 

說  明： 

一、由於疫情緣故，學校暫時關閉兩處地下停車場（行政大樓(29 個停車格)及第二教學

大樓(86個停車格)），以利執行防疫相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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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管制措施影響超過 110個停車格，致平面停車格供不應求，常有違規停車情事。 

三、目前疫情較為緩和，學校亦採自主健康管理量測體溫，有部分同仁建議是否可開放

第二教學大樓地下停車場供具資格之教職同仁停車。 

擬 辦： 

方案一：建議開放第二教學大樓地下停車場，但須要求同仁確實自主健康管理量測體溫。 

方案二：彈性開放二、三教及生態中心面前道路單邊停車及圖書館面前道路雙邊停車，

約可多停放 60 部車。 

決 議：先試行方案二，並逐週進行滾動式修正。方案一則請總務處比照醫院院區之動線管

理方式另行規劃並謹慎因應。 

 

伍、 散  會（下午 2時 5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