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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 108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臨時行政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09年 02月 10日（星期一）下午 2:00 

貳、 開會地點：成均館三樓會議室 

參、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肆、 主席：林聰明校長 

伍、 主席致詞： 

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針對校內防疫宣導以及「南華大學因應

嚴重特殊傳染肺炎疫情學生安心就學措施」，召開本次臨時行政會議。 

陸、「南華大學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應變工作小組」防疫報告及宣導。 

柒、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新訂「南華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肺炎疫情學生安心就學措施」，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 109 年 1 月 27 日「教育部通報」訂定「南華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肺

炎疫情學生安心就學措施」。 

二、本案經 109 年 2 月 5 日 108 學年度第 17 次前瞻會議通過。 

三、「南華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肺炎疫情學生安心就學措施」詳如附件(略)。 

決議：照案通過。 

玖、臨時動議：無 

壹拾、主席結論： 

一、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從 2月 11日凌晨零時起，禁止港澳居民

（含學生）暫緩入境台灣，請學務處與國際及兩岸學院與 3位尚未入

台之港澳生聯繫並掌握情形。 

二、目前疫情狀況隨時再更動，請各系了解、掌握是否有同學人在大陸無

法回台，並與學生保持聯繫。 

三、「南華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肺炎疫情學生安心就學措施」係對本國學

生或境外學生因肺炎疫情而影響就讀權益，提供本措施鬆綁相關法律

規定，保障學生相關權益，請教務處及相關單位協助配合。 

四、希望老師考量學生就學權益，準時上傳成績；針對尚未完成上傳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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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師，除非特殊原因，請各院、系必要時列入相關考評，依學校相

關規定處理。 

五、防疫如作戰，請全校教職員生務必配合相關措施，並據實填寫「南華

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管理措施-旅遊史調查表」，請學務

處參考他校作法，研議調查表填報後續追蹤之作法。 

壹拾壹、散會：(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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