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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大學「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小組 

第 63 次會議 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1年 01 月 13日（四）上午 10時 

會議方式：線上視訊會議 

主    席：孫○民副校長 

出席人員： 李○龍校長(另有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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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萱代) 黃○瑩圖資長 張○平主任(請假) 王○玲主任(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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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 

洪○宜署理院長(徐○雅代) 邱○雅部主任 黃○源主任(林○佑代) 劉○亭組長(陳○珊代) 

穆○豪組長(請假) 王○瑢組長 陳○帆主任(吳○仁代) 周○芬主任 

洪○婷組長(請假) 王○茵組長 黃○通組長(請假) 邱○琪組長(請假) 

翁○茹組長 郭○真組長 林○賢組長(張○宜代) 吳○偉組長 

俞○中組長 詹○毅主任 戴○彤執行長 許○娟主任(陳○秀代) 

張○宇同學 陳○伊同學   

列席人員： 莊○民主任 黃○新主任 鄭○智組長 林○蓉組長 

李○柱教官 邱○婷助理工程師 陳○瑋助理管理師 郭○達助理管理師 

 郭○菁助理管理師 陳○蓁專案助理 黃○玲專案助理  

紀  錄：王○芳 

壹、 主席報告 

1 月份全球因 Omicron 威脅造成疫情感染有升溫趨勢，今早新聞報導亦提及今天又新增

11 起本土案例，若依過去經驗一週內若連續出現 10 起以上本土個案，疫情極有可能再

升至三級警戒。在此提醒各位主管應提高警覺，若正進行中的活動遇到疫情警戒升至三

級時應如何依法辦理及對應，請各位主管事先預想因應做法。 

貳、 各單位報告 

一、秘書處報告（請參閱附件一（pp.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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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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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管系：希望透過實習體驗作為未來進入職場之準備。 

（二）航管系：理論與實務驗證之機會。 

（三）國企系：期望學生透過產業實務情境學習，增加未來職場適應力與實戰力，培養

務實峙用的觀念與未來就業力。 

（四）會資系：透過實地實習獲得實務經驗並運用所學。 

（五）資工系：為讓學生畢業前於職場有實際專案開發經驗，鼓勵學生選修三學分「企

業實習」課程。 

（六）管理學院：為使學生有職場實務體驗並能運用在校所學。 

（七）應日系：1.理論與實務結合：藉由實習的進行，讓同學可以了解職場環境，從職

場實務中將課堂所學相互結合縮短學用落差，達到做中學、學中做的效果。2.增

進就業機會：學生參與校外實習時，企業便能於學生實習期間看出其工作態度，

職業道德與專業知識，若表現良好將有助於畢業後繼續留用單位服務之機會。 

（八）營養系：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營養師考試資格。 

（九）職宊系：加強學生職業宊全衛生管理實務教育，並增加實習後成為事業單位正式

人員的機會。   

（十）醫社學程：為符合課程宊排及報考勞動部照顧服務員證照資格。 

（十一）醫藥系：職場實作以利兼論理論與實務。 

（十二）護理系：此課程為護理系學生畢業資格及國家考試應考資格認定之必修課程。 

（十三）觀餐系：1.實習屬於本系學生之模組學分，也是觀餐系課程特色之一。2.過去許

多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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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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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畢業後就業面試鉅有很大的加分效果。 

（十四）食宊學程：以實地實作「學以致用」模式，讓學生熟悉產業檢驗分析操作流程。 

三、實習概述：本梯次共有 14個系申請至 76家實習機構，共計 317學生。 

（一）企管系：預計於 111.02.14-111.06.24 共 1名學生至 1家機構進行實習。 

（二）航管系：預計於 111.01.24-111.08.31 共 14 名學生至 3家機構進行實習。 

（三）國企系：預計於 111.01.24-111.06.30 共 4名學生至 4家機構進行實習。 

（四）會資系：預計於 111.01.17-111.06.30 共 8名學生至 7家機構進行實習。 

（五）資工系：預計於 111.01.24-111.03.11 共 1名學生至 1家機構進行實習。 

（六）管理學院：預計於 111.01.18-111.06.30 共 10位學生至 6家機構進行實習。 

（七）應日系：預計於 111.02.01-111.06.30 共 2名學生至 1家機構進行實習。 

（八）營養系：預計於 111.01.08-111.04.28 共 1名學生至 1家機構進行實習。 

（九）職宊系：預計於 111.01.17-111.06.30 共 20 名學生至 6家機構進行實習。 

（十）醫社學程：預計於 111.01.17-111.01.18 共 65名學生至 10家機構進行實習。 

（十一）醫藥系：預計於 111.01.17-111.03.30 共 13名學生至 7家機構進行實習。 

（十二）護理系：預計於 111.01.17-111.02.18 共 147名學生至 8家機構進行實習。 

（十三）觀餐系：預計於 111.01.17-111.05.30 共 16名學生至 13家機構進行實習。 

（十四）食宊學程：預計於 111.02.07-111.05.27 共 15名學生至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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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實習機構之宊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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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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附件二（pp.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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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附件三（pp.3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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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p.39）。 

編

號 
單位 活動名稱 

校外

人員 
時間 地點 人數 

1 學務長室 

111年1月份擴大校

園宊全委員會議暨

社區防疫聯席會議 

■有 

□無 

111.01.20 

10：00-12：30 

行政大樓四

樓第一、第二

會議室 

50人 

三、本案之防疫因應計畫及風險評估表請參閱附件五（pp.4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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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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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pp.4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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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課類，共 15個。 

（二）社團活動類，共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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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 

案  由：擬請審議董事會規劃辦理活動之防疫措施與風險評估核備案。 

說  明： 

一、活動資訊如下：  

主辦單位 活動名稱 時間 地點 人數 

董事會 
110 學年度長榮大學校

務發展共識營 
111.01.05-06 

捷絲旅台南十鼓

館 
預估約 40人 

二、本案之防疫因應計畫及風險評估表請參閱附件七（pp.48-50）。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議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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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名稱 時間 地點 人數 

114年全大運工作研習會 111.01.27 
本校行政大樓第 1 會議室及第 3

會議室 
50人 

111年全國飛盤爭奪賽第一

次例行賽 
111.02.12-13 本校田徑場、足球場 250人 

二、本案之防疫因應計畫及風險評估表請參閱附件八（pp.51-56）。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議案六】 

提案單位：校牧室 

案  由：擬請審議校牧室規劃辦理活動之防疫措施與風險評估。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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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動資訊如下：  

主辦單位 活動名稱 時間 地點 人數 

校牧室 學生寒假生活營 111.01.24-26   
林子內教會靈修

會館 
40人 

校牧室 長榮大學 2022新春禮拜 
111.02.07 

10:00-11:00    

行政大樓 

一樓中庭 
100人 

二、本案之防疫因應計畫及風險評估表請參閱附件九（pp.57-64）。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議案七】 

提案單位：國際交流與兩岸事務處 

案  由：擬請審議國際交流與兩岸事務處規劃辦理活動之防疫措施與風險評估。 

說  明： 

一、日本姊妹校線上交流活動名稱及日程分別為： 

（一）共愛學園前橋國際大學文化主題線上交流會：暫定 111.01.19、111.01.26 

（二）長野大學文化主題線上交流會：暫定 111.01.20、111.01.27 

（三）2022菲台冬令營_2022 FILIPINO-TAIWANESE BAYANIHAN SYNERGY 

INCULTIVATING SPIRITUALITY, TEAMWORK, NAVIGATION,AND NATIONS 

TRANSFORMATION A LEARNING LEAGUE TO UPHOLD BAYANIHAN SPIRIT 

OF FILIPINO-TAIWANESE：2022.02.07-2022.02.11 

編

號 
單位 活動名稱 

校外

人員 
時間 地點 人數 

1 

國際處日

本教育中

心 

共愛學園前
橋國際大學
文化主題線
上交流會 

□有 

■無 

暫 定
2022/1/19(三)、
1/26( 三 ) 
17:20~19:20 

行政大樓一樓
Global Plaza 

指導講師1人，教職

員1人，學生約8人；

共約10人。 

2 

國際處日

本教育中

心 

長野大學文

化主題線上

交流會 

□有 

■無 

暫定2022/1/20 

(四)、1/27 (四) 

17:20~19:20 

行政大樓一樓

Global Plaza 

指導講師1人，教職

員 1人，學生約 18

人；共約20人。 

3 

國際處國

際與兩岸

交流組 

2022菲台冬

令營 

■有 

□無 

2022.02.07(一)-

2022.02.11(五) 

南投縣魚池鄉

三育基督書院 

主辦單位預計招收

60位學生(含本國及

與菲律賓籍)，本校

參與學生預計8位。 

二、本案之防疫因應計畫及風險評估表請參閱附件十（pp.65-71）。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議案八】 

提案單位：校務研究中心 

案  由：擬請審議校務研究中心規劃辦理活動之防疫措施與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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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活動資訊如下：  

活動名稱 時間 地點 人數 

111 年度國際宊全學校認證推動第

1次管考會議暨專家座談會 

111 年 1 月 25 日

(二) 14點至 16點 

行政大樓四樓第

一、第二會議室 
預估約 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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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75）。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議案九】 

提案單位：入學服務處 

案  由：擬請審議入學服務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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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名稱 時間 地點 人數 

2022 New Open Campus 校園開放

日-ガチャガチャ長大課程扭起來

(寒假營隊) 

111.1.24~25 各系專業教室 約 70人 

二、本案之防疫因應計畫及風險評估表請參閱附件十二（pp.76-79）。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議案十】 

提案單位：教學資源中心 

案  由：擬請審議教學資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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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單位 活動名稱 時間 地點 人數 

學生學習組 
體驗學習課程助理

期末教育訓練 

111.01.18(二) 

17:30~20:30 

CIPD 

職輔教室 

本校教職員及

學生共計 14人 

學生學習組 
學聚館值班經理期

末教育訓練 

111.01.21(五) 

18:00~21:00 
學聚館 

本校教職員及

學生共計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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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85）。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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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十一】 

提案單位：圖書資訊處 

案  由：擬請審議圖書資訊處與宊南醫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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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名稱 時間 地點 人數 

微軟 Power BI教育訓練 111.02.08 
圖書資訊處 / 

L20202 電腦教室 

宊南醫院及本校教職

員，上限 75人 

二、本案之防疫因應計畫及風險評估表請參閱附件十四（pp.86-88）。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議案十二】 

提案單位：宊全衛生科學學院 

案  由：擬請審議宊全衛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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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資訊研究中

心 

地球科學學科中心種

子教師寒假增能研習 

111.01.23（日）
09:00~18:00 

長榮大學永續生

活實驗室 
25 

二、本案之防疫因應計畫及風險評估表請參閱附件十五（pp.89-92）。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議案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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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名稱 時間 地點 人數 

醫學社會暨健康照

護學士學位學程 

蓮心園庇護農場~社工

與服務對象的日常 

111.01.14(五) 

13:00~16:00 
蓮心園庇護農場 35人 

二、本案之防疫因應計畫及風險評估表請參閱附件十六（pp.93-96）。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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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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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備案。 

說  明： 

一、活動資訊如下： 

主辦單位 活動名稱 時間 地點 參與人數 

國際企業

學系 

國企系中小企業國

際化專題成果展 

111.01.07(五) 

08:30~15:30 

第三教學大樓 

T30308、T30304、

T30306教室 

約 80人 

二、本案之防疫因應計畫及風險評估表請參閱附件十七（pp.97-100）。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議案十五】 

提案單位：環境教育國際實驗學院 

案  由：擬請審議環境教育國際實驗學院所屬單位規劃辦理各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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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時間 地點 校外人士 人數 

永續發展國

際學士學位

學程 

台灣大學國際交

流參訪 
1/18-1/20 台北 

■有 

□無 
29 

國際珍古德

根與芽生態

教育中心 

揮毫巴克禮 迎春

過好年 
1/15(六)15:00~17:00 

巴克禮紀念

公園 

■有 

□無 

100人 

左右 

USR 綠色大

武崙社區推

動辦公室 

文化與傳播課程

校外參訪 

1/12(三)13:10-16:30 

1/13(四)09:10-12:00 

台糖循環住

安 

□有 

■無 
49+47 

歲末食節。非常感

謝─感恩餐會 
1/12(三)18:00-20:00 

大武崙社區

辦公室 

■有 

□無 
70 

巴克禮紀念公園

理監事會議 
1/17(一)10:30-12:00 

本校四樓第

三會議室 

■有 

□無 
15 

二、本案之防疫因應計畫及風險評估表請參閱附件十八（pp.10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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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時 33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