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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大學「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小組 

第 59 次會議 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0 年 11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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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 管○燕秘書長(請假) 丁○慧教務長(游○真代) 許○強學務長 

黃○芳總務長(黃○玲代) 吳○芝研發長(請假) 林○宏人資長(請假) 李○瑜國際長(請假) 

歐○蘋入學長(請假) 黃○瑩圖資長(蘇○梅代) 張○平主任(請假) 王○玲主任 

秦○瑋主任 林○毓院長(郭○達代) 柯○耀院長 莊○棠院長 

蕭○院長(林○薰代) 劉○初院長(陳○宇代) 陳○蓉院長 王○東院長 

洪○宜署理院長(徐○雅代) 邱○雅部主任(潘○齡代) 黃○源主任(請假) 劉○亭組長(黃○靜代) 

穆○豪組長(請假) 王○瑢組長 陳○帆主任(王○盛代) 周○芬主任(請假) 

洪○婷組長(請假) 王○茵組長 黃○通組長(請假) 邱○琪組長(吳○儀代) 

翁○茹組長(請假) 郭○真組長 林○賢組長(請假) 吳○偉組長 

俞○中組長 詹○毅主任(請假) 戴○彤執行長 許○娟主任(請假) 

張○宇同學    

列席人員： 羅○水主任 劉○謀助理教授 葉○岑助理教授 吳○隆助理教授 

今○巧專案助理 吳○寧專案助理 鄭○哲專案助理 林○慧專案助理 

許○嘉專案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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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請審議各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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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系：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營養師考試資格。 

（二）翻譯系：此為同學畢業專題必修課程。 

三、實習概述：本梯次共有 2 個系申請至 13 家實習機構，共計 22 名學生。 

（一）營養系：預計於 110.12.01-111.04.18 共 7 名學生至 6 家機構進行實習。 

（二）翻譯系：預計於 110.11.19-111.06.30 共 15 名學生至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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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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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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附件一（pp.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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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附件二（pp.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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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  由：擬請審議學生事務處規劃辦理各項活動之防疫措施與風險評估。 

說  明： 

一、活動於現場放置簽到表採實聯制登記，量測體溫並全程配戴口罩。 

二、活動資訊如下，詳細辦理活動總表請參閱附件三（p.13）。 

單位 活動名稱 
校外

人員 
時間 地點 人數 

生輔組 
宿舍聖誕知識

王 

□有 

■無 
110.12.10(五) 

12:00-13:10 
Global Plaza 校內同學50人 

課外組 

東海大學及國

立中興大學參

訪活動 

□有 

■無 

110.12.03(五)  

110.12.10(五)  

東海大學、成美文

化園。中興大學、

霧峰林家園區 

本校職員20位 

學生會 
iLook「電癮派

對」 

■有 

□無 

110.11.30（二） 

9:00至16:00 

長榮大學 體育館

前廣場 

校內10人、校外10

人共約200人 

航管系

系學會 
航管系壘OB賽 

■有 

□無 

110.12.11（六） 

8：00-17：00 
壘球場 

學生10人，校友約20

人 

諮商中心 

嘿!你了解我

嗎?當精神疾

病靠近你-人格

疾患 

□有 

■無 
110.12.01(三) 

14:20-16:10 
T20115 

全校教職員生，約90

人 

生輔組 
110-1全校師生

座談會 

□有 

■無 
110.11.29(一) 

10:00-12:10 
二教3樓演藝廳 

班長及行政人員約

250人 

三、本案之防疫因應計畫及風險評估表請參閱附件四（pp.14-32）。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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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三】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  由：擬請審議各社團辦理活動之防疫措施與風險評估核備案。 

說  明： 

一、依本校「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小組第 47 次會議決議，訂定「長

榮大學因應 COVID-19 學生社團活動注意事項」以供社團遵循辦理 110 學年度第

一學期校內外活動，並依原有社團活動申請流程經課外活動組審查通過後才准辦理。 

二、核備社團活動資訊總表請參閱附件五（pp.33-35）。 

（一）社課類，共 23 個。 

（二）社團活動類，共 10 個。 

三、各社團活動之風險評估表請參閱附錄。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議案四】 

提案單位：國際交流與兩岸事務處 

案  由：擬請審議國際處交流組 12 月份講座活動之防疫措施與風險評估。 

說  明： 

一、12 月交流組預計舉辦兩場講座，詳細資料如下： 

日期 主題 地點 

12/09 (四)13:10-15:10 【Hello World】俄羅斯文化分享 Global Plaza 

12/10 (五)10:00-12:00 【GlobEEs】臺印文化交流 
ZOOM + 

行政大樓第四會議室 

二、活動皆配合防疫措施，將全程配戴口罩；室內場地不超過 50 人並保持適當距離，固

定座位。 

三、將要求校外講師填寫 TOCC 評估表(防疫聲明書)，以掌握聯絡資料、旅遊史、近期

接觸史。 

四、本案業經 110.11.16 國際處處務會議審議通過。 

五、本案之防疫因應計畫及風險評估表請參閱附件六（pp.3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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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  由：擬請討論因應 COVID-19 疫情減緩，學聚館開放飲食相關事宜。 

說  明： 

一、目前學聚館為全面禁止飲食，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減緩，依教育部「大專校院 110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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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管理指引」，第八點校園餐飲規定： 

（一）用餐時可暫時脫下口罩，用餐完畢後應立即佩戴口罩。 

（二）餐飲內用原則應依照衛生福利部「餐飲業防疫管理措施」及「餐飲業防疫指引」

規定，「餐飲業防疫管理措施」於 110 年 10 月 4 日最新公告：餐飲場所用餐，不

限制使用隔板或維持 1.5 公尺間距。 

二、「長榮大學學聚館防疫管理計畫」視疫情狀況進行滾動調整：即日起開放飲食，請教

職員生除飲食時間外，在館內期間請全程佩戴口罩。 

三、本案之防疫因應計畫請參閱附件七（p.42）。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議案六】 

提案單位：教學資源中心 

案  由：擬請審議「USR 教師成長社群 12 月份聚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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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5）。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議案七】 

提案單位：校務研究中心 

案  由：擬請審議「111 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量化資料查核訪視」之

防疫措施與風險評估。 

說  明： 

一、教務部針對 111 年度獎補助款核配之量化校庫資料表冊，委請委員蒞校進行實地查

核訪視，擬於 110 年 11 月 29 日上午 9 時至下午 17 時，在本校行政大樓四樓第三會

議室，執行書面資料查核訪視作業。 

二、委員名單：教育部代表一位、訪視委員三位、訪視助理三位。 

三、本案之防疫因應計畫及風險評估表請參閱附件九（pp.46-49）。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議案八】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案  由：擬請審議管理學院所屬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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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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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活動名稱 時間 地點 參與人數 

管理學院 

把 舊 話 變 新

化·大目降嘉

年華 

12 月 11 日(六) 

12:30-17:30 

新化大目降文

化園區廣場 
80 人 

管理學院 
倫理與社會責

任校外教學 

12 月 6 日(一) 

09:00-17:00 

台南市白河區

關子嶺 

8 人(學生 7 人，帶

隊老師 1 人) 

財金系 
財金系排球

OB 賽 

12 月 11 日(六) 

13:30 起 

長榮大學室外

排球場 
30 

二、本案之防疫因應計畫及風險評估表請參閱附件十（pp.50-59）。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議案九】 

提案單位：健康科學學院 

案  由：擬請審議健康科學學院所屬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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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單位 活動名稱 時間 地點 人數 

健康科學學院 

NCKU x CJCU 

生科學學產共創

交流會 

110.11.26(五) 

10:00~12:00 

第二教學大樓五樓

T20523 會議室 

校內人員：10 人 

校外人員：4 人 

醫藥科學產業

學系 

台灣醫療科技展

參觀防疫措施案 

110.12.04(六) 

10:00~18:00 

台北南港展覽館 1

館 1F & 4F(115 

台北市南港區經貿

二路 1 號) 

校內教師：2 人 

校內同學：14 人 

110.12.05(日) 

10:00~16:00 

校內教師：1 人 

校內同學：5 人 

二、本案之防疫因應計畫及風險評估表請參閱附件十一（pp.60-66）。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議案十】 

提案單位：人文社會學院 

案  由：擬請審議人文社會學院所屬單位規劃辦理校外參訪活動之防疫措施與風險評估。 

說  明： 

一、活動資訊如下： 

主辦 

單位 
活動日期 活動時間 活動名稱 校外活動地點 

活動 

人數 

運技系 110.11.25 09:00-16:10 

運技系「健身運動產
業從業人員就業學
程」計畫移地訓練 

KAT Fitness 竹
北館(新竹縣竹
北市文興路二
段 198 號)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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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 

單位 
活動日期 活動時間 活動名稱 校外活動地點 

活動 

人數 

110.11.28 13:30-15:30 
【B7-3-1】運動科學
與大體解剖跨域學習 

成大醫學院大
體解剖教室 

31 

110.12.06 09:00-16:10 

運技系「健身運動產
業從業人員就業學
程」計畫移地訓練 

Vanguard 

barbell(臺南市
中西區法華里
健康路 1 段 76

號 B1) 

21 

110.12.09 09:00-16:10 

運技系「健身運動產
業從業人員就業學
程」計畫移地訓練 

永華運動中心
(臺南市中西區
中華西路二段
30 號) 

21 

110.12.13 09:00-16:10 

運技系「健身運動產
業從業人員就業學
程」計畫移地訓練 

健身工廠永華
廠(台南市安平
區郡平路 68號) 

21 

二、本案之防疫因應計畫及風險評估表請參閱附件十二（pp.67-81）。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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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屬單位規劃辦理校外參訪活動之防疫措施與風險評估。 

說  明： 

一、活動資訊如下： 

學系/學程/中心 日期 活動類別/活動名稱 參與人數 

消防學程 110.11.30 
校外參訪/個人安全防護跨域整合學習

計畫 
50-55人 

綠能系 110.12.03 校外參訪/2021臺灣氣候行動博覽會 34人 

二、本案之防疫因應計畫及風險評估表請參閱附件十三（pp.82-88）。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議案十二】 

提案單位：博雅教育學部 

案  由：擬請審議語文教育中心規劃辦理「英語字彙競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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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91）。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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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十三】 

提案單位：永續教育學院 

案  由：擬請審議推廣教育中心辦理校內「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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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pp.92-94）。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議案十四】 

提案單位：環境教育國際實驗學院 

案  由：擬請審議 USR 綠色大武崙社區推動辦公室規劃辦理「USR 綠色社區根與芽行動計畫」

課程活動之防疫措施與風險評估。 

說  明： 

一、本計畫 11、12 月之課程及活動內容如下表： 

課程／活動名稱 授課教師 活動資訊 

社區資源開發與

應用 
謝○宜 

日期：12/4，08:30-15:00 

地點：竹溪、巴克禮公園 

內容：由授課老師帶領 27 名社工系學生至竹溪左岸

溯源調查及認識巴克禮公園，進行田野調查實作。 

植栽與地景 劉○株 

日期：12/6、12/13，08:30-12:30 

地點：巴克禮公園 

內容：帶領課程學生共 14 人進行底棲生物與植栽的

生態調查。 

永續發展專題討

論 
劉○株 

日期：12/8，08:30-12:30 

地點：台南市環保局藏金閣 

內容：帶領課程學生共 19 人進行參訪 

校園永續體驗學

習 I 
謝○霆 

日期：11/30，09:00-12:00 

地點：USR 綠色大武崙社區辦公室 

內容：帶領課程學生共 23 人進行太陽能行動裝置實

作 

日期：12/7，09:00-12:00 

地點：黃金海岸方舟 

內容：帶領課程學生共 23 人進行淨灘、海洋水質監

測 

幼兒體能活動指

導 
陳○妮 

日期：12/16、12/23，10:00-12:00 

地點：德南國小幼兒園 

內容：幼兒體能活動帶領 

大潭國小英文綠

繪本教學 

IPSD國際

生 

日期：12/3、12/10、12/17、12/24、1/7，08:00-09:00 

地點：大潭國小 

內容：英文綠繪本教學  

二、本案之防疫因應計畫及風險評估表請參閱附件十六（pp.9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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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參、 臨時動議（無） 

肆、 散  會（下午 2 時 2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