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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 110學年度第 1學期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應變小組第 2次會議 

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0年 09月 06日（星期一）15:10-16:10 

會議地點：視訊會議 

主    席：余校長致力 

出席人員：蔡學務長源成、林教務長群博、歐總務長昱廷、任院長文瑗、王院長冠閔、程院長

榮祥、林研發長秀柑、高主任國平、吳主任嘉生、石館長櫻櫻、賴特助弘程、陳主

任玫玉、傅國際長秀仁、丘處長添富、陳主任小倩、劉主任柏伸、蔣主任博欽、林

副主任金成、陳主任嘉康、葉主任春淵、李主任淑芳、李主任國良、翁主任志宗、

王主任昭雄、屈主任妃容、張主任文賢、吳主任季達、劉主任育良、陳主任建良、

林主任昱呈、沈主任文祥、杜主任信宏、施主任雪切、曾組長漢文、吳組長茂德、

賴組長崇仁、張組長美鳳、薛總教官良斌、紀組長逸倫、稅組長尚雪、邱主任美華、

康組長筆舜、汪匯濱校安輔導員、陳湘婷護理師、余姿賢同學、方濬柏同學 

應到：47位 未到：0位 實到：47位（達開會法定人數） 

記錄：侯伊庭 

壹、 主席致詞 

各位防疫委員及同學大家好，今天召開緊急會議，主要是因為一般大學受指考延後舉行

影響而延後開學，科技大學則皆為 9月 13日開學，但是各校開學後教學方式很分歧，教育部

在 9月 3日通知調查大專校院開學上課時間及方式，讓各大學自主決定。原則上本校開學日

期不會異動，但是需要因應疫情發展狀況討論開學後上課方式。另外，為迎接新的學期到來，

也請各單位報告教學採取遠距或實體方式分別需要做哪些準備。感謝各位參加此次會議，期

望開學後一切都順利。 

貳、各單位工作報告 

一、學生事務處(蔡學務長源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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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生始業輔導活動有納入遠距教學指引，請導師教導新生使用學校遠距教學平台。 

(二)開學後學生配合防疫措施請假規範，請依照生活輔導組公告特別事故假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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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尚雪組長補充說明: 

(一)請各單位配合辦活動前需風險評估，提報防疫計畫書讓業管單位查核。 

(二)依照「因應 COVID-19第二級疫情警戒相關措施及裁罰規定」集會活動總人數倘超過室內

80人及室外 300人以下規定，如果總人數超過規定需要辦理活動，活動前請執行風險評

估，提報防疫計畫報請地方主管機關核准後實施。若違反規定學校會被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37條，裁罰新台幣 6萬元以上 30萬元以下。 

(三)以本學期新生健檢舉例說明，預定辦理日期 9月 14至 16日、檢查總人數約 2500位、由

台安醫院雙十分院至本校辦理，本組已擬訂防疫計畫，需活動前報部教育部及地方主管機

關(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核可辦理。 

余致力校長：近日長榮航空機師爆群聚案例，中央發佈發送疫情警示簡訊，共計發送 110萬筆，

請衛保組及環安衛中心說明需注意事項: 

(一)衛保組稅尚雪組長: 

1.請導師轉知學生有接收到足跡重疊細胞訊者，必須告知您。 

2.請導師將通報學生轉介給衛保組列為自主健康管理對象，列管期間學生身體有狀況，將

請他/她至社區快篩站檢查。 

(二)環安衛中心: 

1.有接收到足跡重疊細胞教職員工請通報環安衛中心。 

2.請有接獲簡訊及有症狀者再至社區快篩站採檢。 

二、教務處(林教務長群博報告) 

(一)110學年度第一學期課程已於 110年 7月 15日(四)匯入網路教學平台，供師生無法到校

上課進行同步或非同步遠距教學使用。 

(二)學校遠距教學採取同步及非同步模式並行，前次評鑑委員曾提出學校補救教學不能只是導

師輔導學生，希望各教師皆能上傳補救教材讓學生學習。 

(三)進修部新生始業輔導體育課興趣選項，將分配各班至空教室執行，避免群聚。 

(四)這週資訊中心協助提出伺服器規格，俾憑採購，準備後續架設。 

(五)教務處會公告給系上及老師，宣導配合教室室內應維持相距至少 1.5米之社交距離。 

余致力校長：學校採實體上課期間，應通知全校師生，如有身體不適或與確診者足跡重疊者，

不應隱匿資訊到校上課。 

三、總務處事務組(歐總務長昱廷報告) 

(一)9月 8日前完成南校門的帳蓬架設及機車停車場動線封閉調整作業。 

(二)9月 10日前完成一般教室清理作業；包含桌面、椅背、門把、講桌等擦拭。 

(三)9月 13日起學生餐廳及萊爾富開始營業，已完成開學前消毒作業。 

(四)預計 9月 11日上午進行教學空間及教學區公共空間消毒作業。 

稅尚雪組長補充說明:開學後學生餐廳室內用餐控管 30人以內，外帶人數控管 50人以內。 

四、圖書館（石館長櫻櫻報告） 

(一)開學後因應 2級警戒，室內人數控管 80人以內。 

(二)麗文書局位於圖書館大門區，開學後會有很多學生採購課本，圖書館會在大門口處執行

人流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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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配合防疫規定，落實館舍每日進行清潔消毒三次。 

五、資訊中心(劉主任柏伸報告) 

(一)圖資大樓 8樓自由上機教室及輸出中心，採梅花座登記借用並定期消毒環境。 

(二)協助維護新冠肺炎防疫專區及公告相關事項。 

(三)暑假期間網路教學系統伺服器已架構好，另因應遠端教學需求，需增設伺服器之規格將

會提出給總務處採購。 

六、環境安全衛生中心(蔣博欽主任報告) 

(一)請教職員工如有發燒或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狀者，應確實落實「生病不上班、不入校（園）」，

並請填報環安中心 google調查表單，以利本中心後續追蹤教職員工健康狀況。 

(二)持續更新本校教職員工 COVID-19疫苗施打狀況，以利統計目前本校教職員工注射疫苗覆

蓋率，供後續防疫政策之應用與參考。 

七、體育室(陳嘉康主任報告) 

體育課程實體上課執行方式，如附件所示。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課務組 

案由：110學年度第 1學期開學上課方式，提請討論。 

說明：為因應防疫並考量大一新生熟悉環境之需求，擬依新、舊生分流處理上課事宜，規劃如下： 

一、新生班（大一）課程於 9月 13日開學時開始實體上課，舊生班（大二~大四）課程第 1

週遠距教學，第 2週開始實體上課。碩士班第 1週課程請各所自行安排，並請先告知學

生和註冊課務組。 

二、配套措施如下： 

（一）第 1週舊生班課程採用遠距教學，學生不必到校，如果老師們不想用遠距上課而要想

用調補課方式，星期一的課必須填寫調補課單，星期二到星期五的課可以採用期中、

期末各補一半的方式或另填調補課單，調查表如附件一，請各系及通識中心於 9月 9

日（星期四）中午前交回註冊課務組，以便公告給學生。 

（二）舊生課程因第 1週採用遠距上課或調補課，學生仍可於第 2週實體上課後，評估是否

加退選課程，因此線上選課延至 9月 28日為止，人工選課延至 9月 27日至 9月 28

日附件二。 

決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16:10)



6 
 

 

 

開課編號 開課單位 課程名稱 時段 
第 1週 上課方式(勾選) 

修別 學分數 課程老師 師資來源碼 

調補課 遠距教學 

218607 日工設機械 109忠 材料力學 星期五-2~4     必修 3 劉康弘 
電腦輔助工業設

計系 

218608 日工設機械 109忠 電腦輔助立體設計 星期三-2~4     必修 3 朱賢儒 
電腦輔助工業設

計系 

218609 日工設機械 109忠 大二英文 星期二-7~8     必修 2 李如芳 通識教育中心 

218612 日工設機械 109忠 基礎電子與電工實務 星期一-3~4     必修 2 吳銘順 
電腦輔助工業設

計系 

218613 日工設機械 109忠 人因工程(一) 星期四-3~4     必修 2 林昱呈 
電腦輔助工業設

計系 

218614 日工設機械 109忠 專利分析與迴避設計 星期二-3~4     選修 2 黃謹華 
電腦輔助工業設

計系 

218615 日工設機械 109忠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星期一-5~7     選修 3 林群博 
電腦輔助工業設

計系 

218616 日工設機械 109忠 設計美學實務 星期四-5~6     選修 2 謝菁樺 
電腦輔助工業設

計系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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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選課流程說明 (110.9.3 修改版) 

1. 新生體育興趣選項【網路選填】選課 

工作內容 日期 時間 開放選課條件 備註 

網路選填 110.9.13(一)~9.15(三) 
AM9：00 ～PM 24：

00 

新生日夜四技選填體育興趣

選項 人數下

限：25 人 選填結果公

告 
110.9.17(五) 下午 17:00 後請同學上網查詢體育撮合結果 

 

2.開學 2 週內網路【線上即時加退】選課： 

部別 選課對象 選課日期時間 備註說明 

日間部 

110 學年度【應屆畢業

生】 
(日四技 107 級、日碩士班 109

級、日四技觀光/餐管/旅展 108

級) 

110.9.13(一)PM 17：30 至
110.9.28(二)PM 24：00 ※選修與通識課程、重補

修不限科系、跨系選修 
體育、服務學習重補修採人工

加退選 
人數下限：25 人；碩士班 4 人 

人數上限—60 人(不包含發展

性通識課程、安排於電腦/

專業教室之課程) 

日間部學生 
(日四技、碩士班) 

110.9.13 (一)PM 18：30 至
110.9.28(二)PM 24：00 

進修部 

110 學年度【應屆畢業

生】 
(進修四技 107 級、碩士專班 109

級) 

110.9.13 (一)PM 14：30 至
110.9.28(二)PM 24：00 

進修部學生 
(進修四技、碩士專班) 

110.9.13 (一)PM 15：30 至
110.9.28(二)PM 24：00 

3.開學【人工選課】：有特殊情況無法線上加選之必修(重補修科目)  

部別 日期 時間 開放選課對象 備註 

日間部 

110.9.14(二) 
AM9：30~AM11：00 

PM13：00~PM16：00 

【服務學習】、【勞作教育】課程

重補修 

請至學務處服務

學習組辦理人工

加選 

110.9.27(一) 

AM9：30~AM11：00 
歷年【轉學生】、【轉系科生】及

【復學生】  

※人工加選限必

修(重補修科目) 

體育重補修採人

工加退選 
人數下限：25 人；碩

士班 4 人 

人數上限—必修依

教室容量人數限

制 

PM13：30~PM15：00 
110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 
(日四技 107 級、日碩士班 109 級、日四技

觀光/餐管/旅展 108 級) 

PM15：00~PM 16：30 【一般生】Ex 學分數不同、停開課…等 

進修部 110.9.27(一) PM 18:30~PM 20:00 
【應屆畢業生】、歷年【轉學生】、

【轉系科生】及【復學生】 

4. 開學【跨部人工選課】： 

工作內

容 
日期 選課時間 開放選課條件 備註 

夜跨日 
110.9.28 

(二) 
AM 9：30~AM 11：

30 
限應屆畢業生、次學年度

全學年校外實習大三學

生、轉學(系)生(跨部選課限

兩門課程) 

人數下限：25人；碩士班4人 

人數上限—必修依教室容量

人數限制、選修 60 人 日跨夜 110.9.28(二) PM 13:30 ~ PM 16:00 

5. 校際選課【人工選課】：本學年度不開放外校學生至本校校際選課。 

 

附件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