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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第二次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防治管理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1 日上午 10:00 

地  點：雲起樓 301 會議室 

主  席：何卓飛副校長 

出席者：劉三錡副校長、藍順德副校長、林文瑛教務長、釋永東學務長、蔡明達總務長、王宏升招 

        生長、詹丕宗研發長(兼任校務研究辦公室召集人)、謝大寧國際長、林裕權圖長、林淑娟 

        人事主任、釋妙暘會計主任、南向辦公室陳尚懋主任、通識教育委員會江淑華執行長、通 

        識教育中心陳建智主任、語文教育中心張懿仁主任、圍棋發展中心林安廸主任、人文學院 

        蕭麗華院長、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簡文志主任、歷史學系趙太順主任、外國語文學系游鎮 

        維主任、宗教學研究所姚玉霜所長、社會科學院林信華院長、公共事務學系郭冠廷主任、 

        心理學系林緯倫主任、社會學暨社會工作學系陳憶芬主任、管理學院羅智耀院長(兼任管理 

        系主任)、應用經濟學系周國偉主任、創意與科技學院謝元富院長、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蔡 

        明志主任、傳播學系徐明珠主任、資訊應用學系羅榮華主任、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張志昇 

        主任、樂活產業學院許興家院長(兼任健康與創意蔬食產業學系主任)、未來與樂活產業學 

        系汪雅婷主任、佛教學院萬金川院長(兼任佛教研究中心主任、雲水書院山長)、佛教學系 

        闞正宗主任、林美書院翁玲玲山長、南向辦公室陳尚懋主任 

列席者：佛光大學董事會釋有真秘書、學生會黃明翔代理會長、教學單位院系秘書 

記  錄：朱毓瑩 

壹、主席報告：  

一、 109 年 12 月 1 日起全國將啟動「秋冬防疫專案」，請配合落實。(附件一) 

貳、報告事項： 

一、 各組業務報告。(略)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有關本校因應新冠肺炎防疫物資儲藏空間事宜，提請討論。 

  說明：(一)因 109 年初全球爆發新冠肺炎，疫情日益擴散，為配合政府防疫政策及做好防範措 

           施，故選定雲起樓 109 教室為儲存空間，以利師生能快速取得防疫物資。 

        (二)防疫物資-酒精屬易燃物品，其儲存環境應在陰涼、乾燥、隔離且通風良好的空間， 

           且須遠離熱及引燃源。 

        (三)綜合以上二點，建議防疫物資儲藏空間宜繼續使用雲起樓 109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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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示：本學期防疫物資仍暫放於 109 教室，請總務處儘快找尋適宜的存放位置，109 教 

          室於下學期恢復上課使用。 

 

 

 

    提案二                                                            提案單位：國際處 

  案由：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2021 年春季）赴海外交換計畫是否照常進行，提請討論？   

  說明：詳如附件二 

  裁示：依照中央疫情指揮中心防疫規範，為三級警示國家及地區，不建議前往；學校考量學生 

        安全，不開放學生赴海外交換；原學生海外交換之名額與資格，予以保留。 

 

 

 

    提案三                                                            提案單位：國際處 

  案由：因應巴拉圭籍外交部臺獎生（先修華語轉讀學位生）計劃抵臺乙案，提請討論。   

  說明：本次抵臺 2 位學生本應於 109 年 9 月 26 日抵臺，但因搭機前核酸檢測呈陽性，暫時取消 

        抵臺，現臺灣駐外館通知，2 位學生目前經隔離後二採陰，並預計 12 月底前，人道包機 

          抵臺，相關配套措施請國際處進行說明(附件三)。 

  裁示：依據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入境要求程序辦理，自主管理程序期滿，則不另提供 N95 口罩，  

        為確保師生健康安全，建議該季課程結束前採視訊方式上課，酌請國際處評估考慮。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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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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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 

案由：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2021 年春季）赴海外交換計畫是否照常進行，請討論？ 

說明： 

1. 秋冬時節，新冠肺炎疫情有再起的趨勢，依據衛福部 2020/11/25 疫情訊息： 

近 1 週日增確診數前五名為美國逾 170,000 例、印度逾 42,000 例、義大利逾 32,000 例、巴西約

30,000 例及俄羅斯逾 23,000 例。馬來西亞爆發手套製造廠群聚，已報告約 2,500 例確診，多為移

工，當局將逐步關閉 28 間工廠，並對工人進行檢疫。日本疫情 11 月起持續上升，娛樂場所、餐

廳/酒吧、職場、外籍人士社區及醫療/福利設施群聚造成感染擴散；北海道將暫停札幌市適用振

興旅遊，以遏止疫情擴大。中國大陸上海市 11/20-11/23 累計 6 例本土確診，4 例浦東機場貨運站

相關員工中，2 例之病毒株與北美流行株高度同源，該 2 例無相關感染者或冷鏈產品暴露史，於

北美運返航空集裝器清理為可能感染源；浦東新區累計 4 個中風險小區。 

2. 近期有一位學生家長不斷來電表示，為何學校要在疫情尚未穩定的狀況下，讓學生到海外交換，

雖然可以不簽家長同意書，但因該生很堅持要去交換，已造成家庭間關係緊張，也因家人非常擔

心受疫情影響的風險，每日都難以入眠! 特請學校考量停止下學期赴海外的交換計畫。 

3. 甄選錄取可到海外交換的學生中，一部份有強烈意願前往交換，一部份是傾向延期。 

4. 合作之姐妹校中，大陸 13 所、韓國 2 所，暫停 2021 年春季交換計畫。 

5. 下列為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2021 年春季）赴海外交換學生人數及姐妹校： 

交換大學 國家 省份 
109-2 

交換生人數 

衛福部 

新冠肺炎 

發佈日：3/21 

外交部/陸委會 

旅遊警示 
備註 

集美大學 中國 福建 1 第三級警告 紅色警示  

煙台大學 中國 山東 2 第三級警告 紅色警示  

上海大學 中國 上海市 1 第三級警告 紅色警示  

南京大學 中國 江蘇 2 第三級警告 紅色警示  

中國人民大學 中國 北京市 2 第三級警告 紅色警示  

北京交通大學 中國 北京市 2 第三級警告 紅色警示  

深圳大學 中國 廣東 3 第三級警告 紅色警示 中國：13 人 

金剛大學 韓國 忠清南道 1 第三級警告 紅色警示  

威德大學 韓國 慶尚北道 2 第三級警告 紅色警示  

東國首爾 韓國 首爾 1 第三級警告 紅色警示 韓國 4 人 

龍谷大學 日本 京都 2 第三級警告 紅色警示 日本 2 人 

※全球皆為第三級警告： 避免至當地所有非必要旅遊。紅色警示：不宜前往，宜盡速離境。 

 

 

 

 

 

 

 

附件二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6%B1%9F%E8%98%87&stick=H4sIAAAAAAAAAOPgE-LUz9U3MCo3zTBRAjMNzcySzbXkspOt9HPykxNLMvPz4AyrgqL8ssy85NRFrGzPNs5_MaN9BysjAPuPa-hEAAAA&sa=X&ved=2ahUKEwi-rPCKgvzsAhUuzIsBHeAYAbUQmxMoATASegQIDB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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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政府單位相關公告 

（1）衛福部： 

 

外交部： 

 

 

 

 

 

 

 

 

陸委會： 

 

衛福部最新疫情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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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案由：因應巴拉圭籍外交部臺獎生（先修華語轉讀學位生）計劃抵臺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本次抵臺 2 位學生本應於 109 年 9 月 26 日抵臺，但因搭機前核酸檢測呈陽性，暫時取消抵

臺，現臺灣駐外館通知，2 位學生目前經隔離後二採陰，並預計 12 月底前，人道包機抵臺，

相關配套措施如下： 

1. 國際處依教育部規定，申辦抵臺程序。 

2. 國際處安排專人前往接機。 

3. 已申請安排入住集中檢疫所，裨益該處隨時提供醫護人員專業協助。 

4. 集中檢疫所後入住蘭苑宿舍個人套房，進行 7 天健康自主管理，因學生屬高風險，建議仍請學

生勿外出，三餐請總務處（警衛）、學務處（舍監）協助處理。 

5. 自主管理後正式上課，請學校提供 N95 口罩，每生每日一個，讓兩名學生使用至抵臺 42 天期

滿。 

6. 自主管理期間，請學校提供同學防疫包。 

建議同學於自主健康管理後，至陽明大學附設醫院再次做核甘酸檢測，薦請學校專案補助本次經費

（陽大報價每人速件 24 小時內價格 NT$7,000，普件 48 小時內 NT$6,000）。                                                                                                                                                                                                                                                                                                                                                                                                                                                                                                                                                                                                                                                                                                                                                                                                                                                                                                                                                                                                                                                                                                                                                                                                                                                                                                                                                                                                                                                                                                                                                                                                                                                                                                                                                                                                                                                                                                                                                                                                                                                                                                                                                                                                                                                                                                                                                                                                                                                                                                                                                                                                                                                                                                                                                                                                                                                                                                                              

附件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