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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十一月份重要訊息(11 月 1 日-11 月 30 日) 
依據教育部教學評鑑指標：本校配合教育部要求，已將英文能力、資訊能力，

以及系科之職能課程，視為學生學習成效方向，並以英文門檻通過率、考取電

腦證照，以及職能專業證照考取張數當作成效指標。

表：「學生學習確保及成效表」           統計至 2019.10

科目  

學系  
資訊電腦證照(張) 英文門檻

通過人數(人) 系專業證照(張) 

資工系 811 66 122 
電機系 303 47 44 
電信系 283 65 131 
食科系 504 84 127 
養殖系 95 51 24 
觀休系 385 131 438 
餐旅系 240 123 126 
海憩系 244 54 200 
航管系 278 144 218 
資管系 183 79 197 
物流系 295 80 216 
應外系 193 82 100 

總  計 3814        1006 1943 
資料來源: 1.英文與電腦證照資料依據基礎能力教學中心提供(統計至 108 年 10 月 31 日) 

2.系專業證照依據各學院提供(統計至 108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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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11 月 3 日）身心健康中心辦理

教育部補助「108 年度自殺防治守門人種子

訓練營」，邀請葉涵文心理師講述自殺防治守

門人的重要概念和知能，實際帶領學員演練，

以認同情緒、猜測同理的語句適切回應、照

顧對方心靈。（學務處） 
 

-----------------------------------------------------------------------------------------------------------------------  
 108 年（11 月 4 日至 14 日）為提高本校學生急救知能，身心健康中心辦理

「新生 CPR+AED 教育」活動，宣導一般民眾版心肺復甦術「叫叫壓電」，並提

供回覆示教（電子安妮）練習機會，共計完成日四技 13 班教育宣導課程。（學

務處） 

----------------------------------------------------------------------------------------------------------------------  

 

急救口訣 

叫叫壓電 

新生  

CPR+AED 

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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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11 月 5 日）本校大悲法藏佛學

社於教學大樓中庭舉辦-「熊愛地球-拾在有

愛」活動， 藉由中午與師生「一銅響應蔬

食」，結緣 10 元便當，蔬食一日，邀請大家

一起來響應今年 11月 19日佛陀天降日系列

活動，讓師生更瞭解蔬食健康、環保、愛護

生命的重要性，並常行對長者關懷，體認生

命可貴，更透過書香傳愛耕耘心中一畝良田，

讓佛法的喜樂，在校園之間傳遞，祈願福慧

增長，招感吉祥平安。（學務處） 
 

 

  

 

------------------------------------------------------------------------------------------------------------------------  
108 年（11 月 6 日）為落實

學校與學生雙向溝通，瞭解住宿

生實際需求，協助解決住宿生活

相關問題，強化對住宿生的學習

與生活輔導，並宣導宿舍組織運

作與相關規定，特辦理學生宿舍

住宿生座談會，以期有效提升宿

舍服務品質，建立優質住宿環境，

進而培養住宿生對學生宿舍之

向心力及歸屬感。（學務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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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11 月 6 日）本校舉辦「108 年度技專校院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之『創

新教學成果發表會』」，共計 14 門課程參與「教學創新課程」，由本校 15 位教師

執行，會中每位教師均用心分享課程是如何在教學方面做創新突破，並引發學

生的學習興趣及參與感。（教務處） 

 
------------------------------------------------------------------------------------------------------------------------  

108 年（11 月 7 日）本校承辦

「108 年衛服部年輕族群場域菸害

防制計畫」榮獲準績優學校，計畫

委員蒞校訪視輔導，提供本校校園

菸害防制工作之建議。（學務處） 

------------------------------------------------------------------------------------------------------------------------  

108 年（11 月 8 日至 10
日）身心健康中心辦理「澎

科大捐血週」活動，澎湖

國際獅子會熱心公益贊助

本校，提供全聯禮卷及學

校餐廳、便利商店兌換卷，

鼓勵本校教職員工生熱血

助人。（學務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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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11 月 11 日）基礎能力教學中心於本校教學大樓舉辦「108 教育部

性別平等計畫」第二場系列講座，講題為「如何談性？怎麼說愛？」，中心邀請

高雄港和國小劉育豪老師擔任講者，近 70 位大一生到場聆聽，講者以輕鬆有趣

的方式探討性別議題，也讓學生們留下難忘的回憶。（基礎能力教學中心） 

------------------------------------------------------------------------------------------------------------------------  

108 年（11 月 11 日）澎防部指揮官呂坤修中將、人培處長夏德宇少將、澎

防部主任吳榮南上校、馬支部指揮官高志雄上校、馬基隊隊長李慶熙上校、後

備指揮官吳俊霖上校等一行人，代表國防部，蒞校拜會本校翁進坪校長。主要

目的是為推廣國軍人才培育，及對學校協助推展

募兵工作表達感謝外，更期盼能持續支持，以供

畢業學生更多就業選擇。（學務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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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11 月 12-14 日）餐旅系

楊錦騰老師帶領餐旅二甲呂權容同

學遠赴上海參加 2019 年第 21 屆

FHC 中國國際烹飪藝術比賽，楊錦

騰老師榮獲中式尖嘴鱸主菜烹飪金

牌、中式豬肉主菜烹飪銀牌；呂權

容同學榮獲中式牛肉主菜烹飪及中

式雞肉主菜烹飪銅牌；獲獎是平常

楊師傅對同學紮實訓練的證明，更

是辛苦集訓後甜美的果實。（餐旅管

理系） 

------------------------------------------------------------------------------------------------------------------------  

圖資館 10 月 14 日

至 11 月 8 日辦理「圖書

館服務品質調查問卷活

動」，業於 11 月 8 日結

束，感謝全校師生參與，

並於 11 月 13 日上午舉

辦公開抽獎活動，活動

圓滿完成。（圖資館） 
 
 
 

 

------------------------------------------------------------------------------------------------------------------------  



第 28 期 

7 

108 年（11 月 15 日）課指組辦理

第九屆親善大使選拔，恭喜以下同學通

過選拔：航管二甲江羚萱、航管一甲邱

筠惠、食科一甲沈尚宥、蔡宗憲、觀休

一甲蔡昀蓁、餐旅一甲莊曜竹、李淑蘋、

海運一甲林益全及應外一甲朱冠瑀。

（學務處） 
 

------------------------------------------------------------------------------------------------------------------------  
108 年（11 月 15 至 16 日）

身心健康中心辦理菸害防制

相關活動–「人生 70 古來稀

不要 20 就在吸」戴口罩跑操

場體驗心肺功能感受活動，讓

學生體驗戴口罩跑步，如同吸

菸肺功能下降之不適感，結合

通識教育中心邱詩涵老師宣

導運動與心肺能力對健康之影響及活

動注意事項，及護理師衛教香菸危害

及影響心肺功能下降，辦理兩場次，

共計 80 人參加，會後提供學習單及相

關菸害問卷填答。（學務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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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11 月 15 日）本校舉辦「大學與地方政府合作推動地方人文發展與

跨域治理計畫」執行學校交流暨成果研討會，在本校翁進坪校長的致詞下揭開

序幕，本次研討會主要是讓參與大地計畫之學校能有相互觀摩交流與學習分享

的機會，本校團隊由人管院王明輝院長主持，各校團隊發表的主題都與地方人

文發展有關，對於在地社區治理關懷亦相當投入，更有諸多建設性的縣政建言。

（人管院） 
 
 
 
 
 

-----------------------------------------------------------------------------------------------------------------------  
108 年（11 月 16 日）本校於

湖西社區活動中心舉辦科技部

「『快樂老人，幸福澎湖』社區

音樂照護計畫」成果發表會，本

計畫由林亮如老師與王崇名老

師共同指導。（人管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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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11 月 16 日至 17 日）2019 國泰藝術節與雲門共舞於本校學生活動

中心舉辦二場演出，吸引本校師生、教職同仁及二千餘名民眾熱情參與。為了

實踐「大樹成長、文化深耕」的理念，1996 年起國泰金控與雲門舞集攜手合作

邁入第 24 年，讓國人能在這片土地就欣賞到雲門舞集的國際級演出，把舞蹈藝

術推廣至全台各鄉鎮，將美學融入到生活周遭，累積了國家文化底蘊。今年雲

門舞集下任藝術總監鄭宗龍特別策劃不同於以往的展演方式，由雲門舞者踏入

公眾場館，打破舞台和觀眾席的界線，讓民眾能夠更貼近舞蹈，以更多元化甚

至和舞者直接互動，感受截然不同的舞蹈饗宴。（學務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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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11 月 17 日）本校翁進坪校長拜會國立屏東大學，參訪屏東大學新

建宿舍、風雨球場與人工草皮運動場。屏東大學現有宿舍床位約 3000 床，目前

又增建七百床宿舍（3 棟），2 棟男生宿舍、1 棟女生宿舍，設計非常新穎美觀，

可供本校未來參考。屏東大學操場的人工草皮，非常的平坦，為國際標準認證

比賽場地，本校因為操場使用 20 年殘破不堪，目前爭取體育署及技職司補助，

希望重新翻修本校操場，體育署已初步同意補助部分款項修補操場；另外體育

署同意本月份補助 1400 萬整修本校室內球場，技職司也補助 380 萬整修球場漏

水，技職楊司長也額外補助本校照明設備費 880 萬，改進本校的夜間照明。（秘

書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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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11 月 25 日）本校翁進坪校長拜會金門大學，並與陳健民校長談兩

校未來的姐妹校合作事宜，金門大學與本校同為離島學校，兩縣觀光事業非常

發達，但發展型態相異，未來兩校更深入合作，加強學術及學生教學交流，參

訪中也發現，金門大學早期學生摩托機進入校園，目前已全面禁止，機車停車

位改裝成為公共腳踏車，給金門大學一個寧靜的校園，頗獲全校師生讚許，值

得本校作參考。（秘書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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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11 月 25 日）基礎能力教學中心於本校

教學大樓舉辦「108 教育部性別平等計畫」第三場系

列講座，主題為「從情感糾葛案例談兩性關係的平和

發展」，從情感案件議題進行探討，中心邀請靜宜大

學施馭昊助理教授擔任講者，施教授以深入淺出的方

式介紹與兩性相關的社會法案，與會學生獲益良多。

（基礎能力教學中心） 

-----------------------------------------------------------------------------------------------------------------------  
圖資館藝文中心於 11 月 25 日至 12 月 31 日展出「時序之流·微物之光」─

迎風藝術群多媒材創作展，並於 11 月 25 日上午 11 點舉行開幕茶會及導覽。（圖

資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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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11 月 26 日）本校海工學院與高雄市汽車保養公會簽署合作備忘錄 
，成立車用電子暨車聯網應用學程，本學程以實作課程為主，並結合公會業師

進行教學，學生在四年級下學期可以透過公會媒合面試到相關保養廠進行實習，

也有就業機會的可能。（海工學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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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項公告～～ 

l 圖資館藝文中心於 108 年 11 月 25 日至 12 月 31 日舉辦「時序之流·微物之光」
─迎風藝術群書畫影多媒材創作展，並於 12 月 3 日 18 點 25 分至 20 點舉辦「藝
術講座」，由展出藝術家與本校學生與藝術愛好者面對面的座談，歡迎全校師
生同仁、有興趣者踴躍參加。（圖資館） 

------------------------------------------------------------------------------------------------------------------------ 
l 圖資館於 108 年 11 月 25 日至 12 月 15 日辦理「一起找找書」活動，歡迎全校
教職員工生踴躍參加。（圖資館） 

------------------------------------------------------------------------------------------------------------------------ 
l 本校 109 學年度離島地區國中應屆畢業生保送五年制專科學校甄選，報名日期
自 108 年 12 月 9 日起至 12 月 13 日止，有意報考者，請至本校網站
（http://www.npu.edu.tw/）「招生訊息」中下載招生簡章，詳情請洽本校教務處
註冊組顏先生，電話：(06)926-4115 轉分機 1153。（教務處） 

------------------------------------------------------------------------------------------------------------------------ 
l 本校 108 學年度流行創作熱舞錦標賽比賽日期為 108 年 12 月 14 日 18 點，於
本校學生活動中心二樓舉行，歡迎全校教職員工生呼朋引伴一同來觀賞。（學
務處） 

------------------------------------------------------------------------------------------------------------------------ 
l 圖資館於 108 年 12 月 17 日至 12 月 25 日辦理「聖誔 e 旅程」活動，歡迎全校
教職員工生踴躍參加。（圖資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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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植樹認養活動捐款芳名錄(歡迎認養) 
 

編號  捐款人(企業) 金額(元) 備註  
1 張文津基金會  1,000,000  

2 
CHEN-YUNG MEMORLAL 
FOUNDATLON INC 

120,000   

3 康倪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4 翁進坪  70,000  MOS 考照獎金  

5 
財團法人新北市私立元家博愛慈善公

益基金會  30,000   

6 善心人士  20,000   
7 善心人士  20,000   
8 健茂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9 信馨(股)公司  20,000   
10 漁夫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12,000   
11 張良漢  5,000   
12 善心人士  5,000   
13 顏豊盛  2,000   
14 陳登貴  2,000   
15 吳和建  2,000   
16 許世寶  2,000   
17 吳金城  2,000   
18 陳萬井  2,000   
19 李月中  2,000   
20 莊重慶  1,000   
21 薛月朕  1,000   
22 高振澄  1,000   
23 胡重光  1,000   
24 宋萬得  1,000   
25 王明賢  1,000   
26 鄭田友  1,000   
27 洪正強  1,000   
28 李耀庭  1,000  
29 呂華苑  1,000  

總     計  1,446,00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