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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大學「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小組 

第 64 次會議 會議議程 

 
會議時間：111年 02 月 08日（二）上午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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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蘋入學長 黃○瑩圖資長 張○帄主任 王○玲主任 

秦○瑋主任 林○毓院長 柯○耀院長 柯○卿院長 

蕭○院長 劉○初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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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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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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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毅主任 戴○彤執行長 許○娟主任 

張○宇同學 陳○伊同學   

列席人員： 許○真主任 洪○勵助理教授 謝○霆助理教授 林○華辦事員 

鄭○毓助理管理師 徐○雅助理管理師 梁○雯專案助理  

紀  錄：王○芳 

壹、 主席報告（略） 

貳、 各單位報告 

一、秘書處報告（請參閱附件一（p.8）） 

◎主席裁示： 

（一）請人資處規劃安排開學第一週由同仁排班協助引導師生進行體溫量測。 

（二）請教務處提醒授課教師於課堂確實點名，並督促學生務必完成體溫量測程序。 

（三）請校安中心督導校門口務必落實實聯制。 

（四）餐廳部分由總務處協調環安室及攤商討論後再提出建議案回報主席進行核示。 

（五）請各單位於本週加強完備校園清潔消毒之防疫作業，以迎接下週開學。 

二、國際交流與兩岸事務處報告（請參閱附件二（pp.9-10）） 

參、 討論提案 

【議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課務組 

案  由：擬請討論本校 110-2學期預防性課程防疫指引。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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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顧及全體教職員工生健康並能迅速發布防疫指引，擬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

布之疫情警戒標準，機動性公告課程防疫指引，以利授課教師及早因應。 

二、倘春假期間若經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提升疫情警戒至第三級，或有社區傳染風險

等因素，擬公告調整第 1~2週(2/14~2/27)所有課程全面實施線上教學演練。 

三、為使全體教師及早因應，擬請授課教師先行預備線上教學措施。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衡量目前疫情狀況，本校決議下週正常開學。 

 

【議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職涯發展中心 

案  由：擬請審議各系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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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開系：學生畢業門檻。 

（二）航管系：整合理論課程，應用於實務實作。 

（三）資工系：系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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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會資系：透過實地實習獲得實務經驗並運用所學。 

（五）國財商：透過實地實習獲得實務經驗並運用所學。 

（六）企管系：希望透過實習體驗做為未來進入職場之準備。 

（七）管理學院：希望透過實習體驗做為未來進入職場之準備。 

（八）永續國際學程：銜接未來工作技能以及返回母國創業之經驗累積。 

三、實習概述：本梯次共有 7個系(8個單位)申請至 24家實習機構，共計 33學生。 

（一）土開系：預計於 111.01.24-111.06.30 共 18 名學生至 15家機構進行實習。 

（二）航管系：預計於 111.02.14-111.06.30 共 1名學生至 1家機構進行實習。 

（三）資工系：預計於 111.02.14-111.03.31 共 1名學生至 1家機構進行實習。 

（四）會資系：預計於 111.02.07-111.05.31 共 5名學生至 2家機構進行實習。 

（五）國財商：預計於 111.03.01-111.06.30 共 2名學生至 1家機構進行實習。 

（六）企管系：預計於 111.02.14-111.06.30 共 1名學生至 1家機構進行實習。 

（七）管院（企管系）：預計於 111.01.25-111.06.30 共 1名學生至 1家機構進行實習。 

備註：管院實習學生於 111.01.17~111.01.21 期間才接獲錄取通知，故無法於上次

的防疫小組進行提案，導致學生未能於實習前完成提案，此為補件程序。 

（八）永續國際學程：預計於 111.02.14-111.05.20 共 4名學生至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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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附件三（pp.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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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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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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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p.28）。 

編

號 
單位 活動名稱 

校外

人員 
時間 地點 人數 

1 衛保組  

「健康向前走 

青春跟著走」
健康闖關活動 

□有 
■無 

111.01.04 

10:00-14:00 

第一教學大
樓中庭日落
大道 

預計約 200 人 

共舉辦 1場  

2 諮商中心 
班級幹部教育
訓練 

□有 
■無 

111.02.21 

10:00~12:00 

行政大樓 6

樓國際會議
廳 

應參加人數為
200 人，預估出
席人數約 160人 

3 課外組 
KIVALA 文化
力探索 

■有 
□無 

111.03.02 

17:00~21:00  
原資中心 15 人 

三、本案之防疫因應計畫及風險評估表請參閱附件六（pp.2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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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請審議各社團辦理活動之防疫措施與風險評估核備案。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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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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p.38）。 

（一）社團活動類，共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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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案五】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 

案  由：擬請審議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長榮大學因應 COVID-19學生社團活動注意事項」

之規範措施案。 

說  明： 

一、目前疫情處於二級高度警戒，為提供社團規劃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之社課、演講或

聚會等活動防疫指引，提高防疫措施，預防社團辦理活動時違反防疫規定，依現階

段疫情修訂「長榮大學因應 COVID-19 學生社團活動注意事項」政策以供各社團遵

循，說明如下： 

（一）因學校辦理集會活動須遵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之防疫措施，依據 111.01.24中

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新聞稿修訂「長榮大學因應 COVID-19 學生社團活動注意事

項」（請參閱附件八（p.39）），以供社團遵循辦理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校內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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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校外人士（校外指導老師及講師除外）參與之相關活動，將遵照學校防疫小

組規範提案審查。 

（三）依防疫小組會議時間定期核備課外活動組審查通過之活動資訊。 

（四）若社團決議停辦校外活動，惟已支付場地、遊覽車等訂金，課外活動組將協助開

立相關證明，以利社團向廠商申請退費等事宜。 

（五）未來將視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防疫政策公告，向防疫小組提案做滾動式修正內

容。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議案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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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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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活動名稱 時間 地點 人數 

招生行政組 
110 學年度寒假轉學考正
取生報到 

111.01.25(二) 

10:00~15:00 

第二教學大樓一樓

T20101 
約 40 人 

入學服務處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高國
中小校長會議 

111.02.17(四) 

8:00~17:00 
演藝廳 約 400 人 

入學服務處 路竹高中體驗課程 
111.02.18(五)  

08:30~13:00 
各學系專業教室 約 220 人 

二、本案之防疫因應計畫及風險評估表請參閱附件九（pp.40-49）。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議案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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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單位 活動名稱 時間 地點 參與人數 

管理學院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
協會培訓中心(ITI) 111

年國企班招生說明會 

111.02.22(二) 14

點 20分-15點 10

分 

T20414階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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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50-52）。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議案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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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安學程 
ISO22000 食品安全管

理系統條文訓練課程 

111/2/12(六)、
111/2/13(日) 

9:00-16:00 

T20203教室 12 

二、本案之防疫因應計畫及風險評估表請參閱附件十一（pp.53-56）。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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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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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名稱 校內活動地點 活動人數 
備註 

(承辦人) 

應哲系 111.02.19 
2022 南區高中人文
經典閱讀競賽活動 

國際會議廳 
校內：10 

校外：70 
洪○勵 

社工系 111.03.25 

111 年南高屏地區社
會工作專業人員表
揚暨交流活動 

行政大樓6樓國
際會議廳內、外
廳 

校內：10 

校外：190 
鄭○毓 

二、本案之防疫因應計畫及風險評估表請參閱附件十二（pp.57-64）。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議案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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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色大武崙社區
推動辦公室 

非洲文化體
驗營-一日小
「非」俠 

02/19(六) 

08:30-16:00 

中洲閱讀小屋 

(台南市仁德區中
洲路 519號) 

■有 

□無 
30 

樂活韌性學

堂 

110 學年度第 2 學
期，每週一、五 

9:00-11:00 

歸仁教會、中洲

社區關懷據點 

■有 

□無 
30(次) 

永續發展國際學
程、綠色大武崙
社區推動辦公
室、尤努斯中心 

第二屆新創

業家計畫工

作坊 

02/19-03/13 

13:20-17:20 

共計 6天 

本校 

T10309教室 

□有 

■無 
25 

二、本案之防疫因應計畫及風險評估表請參閱附件十三（pp.65-73）。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議案十一】 

提案單位：美術學院 

案  由：擬請審議美術學院所屬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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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單位 活動名稱 時間 地點 人數 

書畫藝術學系 
第四屆長榮藝術獎全國

高中學生書法比賽 

111.02.19(六) 

10:00-17:00 
長榮藝廊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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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77）。 

擬 辦：依會議議決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議案十二】 

提案單位：社會力研究發展中心 

案  由：擬請審議「六龜寒假線上教學活動」之防疫措施與風險評估核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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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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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時 4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