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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十二月份重要訊息(12 月 1 日-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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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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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3 85 122 
電機系 330 63 49 
電信系 345 90 131 
食科系 523 98 127 
養殖系 196 80 24 
觀休系 478 189 438 
餐旅系 273 154 127 
海憩系 250 71 200 
航管系 284 171 219 
資管系 205 102 235 
物流系 331 104 216 
應外系 225 90 100 

總  計 4353        1297 1988 
資料來源：英文、電腦與系專業證照資料依據各學院提供(統計至 108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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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12 月 1 日）健康中心配

合 國 際 愛 滋 日 辦 理 愛 滋 病 防 治

「Communities make the difference」
宣導活動，觀賞電影波西米亞狂想曲

及常見愛滋病 Q&A，並於會後持預防

愛滋、接納多元性別等旗幟、標語快

閃校園，共計 50 人參加。（學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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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12 月 3 日）進修部

於本校教學大樓 E207 普通教室

舉行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推廣教

育非學分班「初級日語班第 2 期」

結訓典禮，本課程由校外師資歐

千慈老師授課，修業期滿，頒發

學員結訓證書，以茲鼓勵。。（進

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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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12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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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場系列講座，講題為「該

死心嗎? 從電影中探討兩性思維差異」，

中心邀請虎井國小林妍伶校長擔任講者，

全校近 40 位學生到場聆聽。透過電影片

段播放，帶出現代兩性相處的有趣課題，

這次講座也讓學生獲益良多。（基礎能力

教學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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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12 月 5 日）度小月

張總經理贛、潘行政主廚盟仁、

阮店長維忠、蔡總經理特助倢羚

等一行人，代表一森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蒞校拜會本校翁進坪校

長，期盼未來公司與學校有產學

合作的可能，以供學生有更多就

業的選擇。（秘書室、餐旅系） 

-----------------------------------------------------------------------------------------------------------------------  
108 年（12 月 5 日）

本校執行「108 年衛福部

年輕族群菸害防制計畫」，

榮獲第二組學校績優殊榮，

於台科大接受頒獎。（學務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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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12 月 6 日）進修部於本

校實驗大樓西餐教室舉行 108 學年度

第一學期推廣教育非學分班「中餐烹

飪丙級實務推廣班」結訓典禮，本課

程由餐旅系陳立真老師教學中餐烹飪

技巧及廚藝傳授，修業期滿，頒發學

員結訓證書，以茲鼓勵。（進修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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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12 月 6 日）課指組辦理

108 年校內社團評鑑辦理本校一年一

度校內社團評鑑，邀請樹德科大課外

組組長陳玟瑜、大仁科大副學務長郭

柏育及台應大課外組組長何守中等三

位老師進行評鑑相關講習及評分，同

時給予社團幹部們相關社團運作的建

議及資料匯整的技巧等，將使社團在

未來的運作領域中更加的精進。社團

評鑑成績如下：特優：澎科大四健會，

優等：慈濟青年社，優等：崇德青年

社，優等：大悲法藏佛學社，佳作：

熱音社，佳作：重型帆船社，佳作：

管樂社。（學務處） 

--------------------------------------------------------------------------------------------------------------------- 
108 年（12 月 8 日）。進修部

於本校活動中心一樓戶外場地辦

理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推廣教育

非學分班「導引養生功保健推廣

班第 17 期」結訓典禮，本課程由

校外師資謝永福老師教學養身氣

功方法，修業期滿，頒發學員結

訓證書，以茲鼓勵。（進修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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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12 月 12 日）旺旺集團捐贈本

校水神電解抗菌液機器四部，分別安裝於

餐旅系西餐廚房、食品加工廠、海科大樓

北棟一樓茶水間及行政大樓校長室前，本

校翁進坪校長親贈感謝狀以表達對旺旺

集團的感謝與敬意。（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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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12 月 13 日）圖資館藝文中心舉辦「2020 迎新春贈桃符」書贈春聯

活動，現場參與學校師生、同仁與社區居民索贈春聯非常熱絡，活動圓滿完成。

（圖資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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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12 月 14 日）體育組辦理本校每年一度的流行創作熱舞錦標賽，學

生無不發揮創意、展現自我，且為加強推廣校園原民文化，課指組在中場時間

特邀請原民歌手黑炫風蒞校表演原民歌舞，與全校學生共同歡樂，比賽圓滿落

幕，得獎名次為：第一名：航管一甲，第二名：電機一甲，第三名：海憩一甲，

第四名：觀休一甲，第五名∶資管一甲，第六名：食科一甲，恭喜以上獲獎科

系。（學務處） 

-----------------------------------------------------------------------------------------------------------------------  
108 年（12 月 15 日）圖資館於 11 月

25 日至 12 月 15 日辦理「一起找找書」

活動，藉以培養讀者如何尋找書籍的能力，

活動圓滿完成。（圖資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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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12 月 16 日）研發處於本校海科大樓國際會議廳舉辦「躍動澎科‧

晶采再現」年終研發成果發表會，並與國內大型通路商東森購物，及國內保養

品公司 CONI 集團簽約。本校翁進坪校長邀集葡萄牙阿威羅大學、荷蘭 Naturalis
生物多樣性中心、萊頓大學與泰國東方大學等，跨國成立「熱帶島嶼永續發展

研究總中心」，該中心以純以純淨天然過濾海水栽種養殖法，兼以獨特複合式超

音波冷萃技術，完整封存海葡萄活膚精萃的美麗配方，研發出海葡萄系列保養

品，讓澎湖養殖業又增添一新產業賣點及收益。本校侯建章老師於 2 年前投入

風箏浪板的水翼板研發，先後歷經 5 款版本，今年才大功告成，並命名「水翼

博士」並獲得國家專利。翁進坪校長表示，將繼續鼓勵全校師生參與產業發展，

推動產學合作及技術移轉事宜，厚實產官學創研能量提升研發成果擴散效益，

以落實校方對偏鄉外島的產業輔導的責任。（研發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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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12 月 17 至 25 日）圖資館辦理「聖誔 e 旅程」活動，配合聖誕節慶

推廣讀者電子資源使用及聖誕節慶相關書籍，提升本校全體教職員工生使用本

館資源及閱讀力，活動圓滿完成 。（圖資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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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12 月 18 日）基礎能力

教學中心於本校教學樓 E210 階梯教

室舉辦「英語讀者劇場比賽」，本次

活動旨在訓練學生英語口語表達能

力，學生參賽踴躍，經由舞台表現，

提高英語學習興趣，經由接觸不同

的英文學習經驗，使學生英語朗讀

能力明顯提昇。（基礎能力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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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12 月 18 日）基礎能力教學

中心於本校教學樓 E210 階梯教室辦理

「多益講座」，本次講座旨在提升學生

對多益閱讀題型之熟悉度，以及對多益

測驗字彙的學習方法，講者詳細解析閱

讀題型、如何提昇閱讀理解，以及常出

現的詞彙，經由講座，學生增進了字彙

學習的方法，有助於他們增加字彙量及

閱讀策略。（基礎能力中心）  
-----------------------------------------------------------------------------------------------------------------------  

108 年（12 月 22 日）身健中心辦理

期末南寮尋寶雞母狗 DIY 團體活動。 
（學務處） 
 
 
 
 
 
 
-----------------------------------------------------------------------------------------------------------------------  

108 年（12 月 24 日） 教育部遴聘國

立臺灣科技大學化學工程系黃炳照講座

教授、國立中興大學副校長周至宏講座教

授等委員蒞校辦理本校「教師資格審查相

關制度之運作情形」訪視，檢閱本校 104
至 107 學年度教師資格審查辦理情形，並

交流相關法規制度規範事項，會後並參訪

本校小丑魚故事館及風車公園。（人事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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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12 月 24 日）圖資館與餐旅系共同辦理「聖誕 e 旅程」系列活動--
『愛心久久薑餅點心義賣』活動，義賣所得捐贈家扶中心等公益團體，現場薑

餅點心義賣銷售一空，活動圓滿完成 。（圖資館、餐旅系） 
 
 
 

------------------------------------------------------------------------------------------------------------------------  
108 年（12 月 25 日）晚間假阿東海

鮮餐廳辦理本校「108 年歲末年終員工暨

退休人員聯誼餐會」，除餐敘聯歡外，邀

請本校歌唱比賽獲獎同學現場演出，並

有校長、校內師長、退休人員與澎湖縣

各機關單位所提供之摸彩品，除對同仁

依年之辛勞聊表慰勞外，並祝大家新年

快樂。（人事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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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12 月 25 日）健康中心辦

理健康促進計畫年度摸彩活動，共抽出

耳機、行動電源、禮卷等多項獎品，鼓

勵今年度參加健促計畫活動之同學。

（學務處） 
 

------------------------------------------------------------------------------------------------------------------------  
108 年（12 月 25 日）進修部於本校活動中心地下室一樓舉行 108 學年度第

一學期推廣教育非學分班「舒活瑜珈 A、B 班」及「全方位有氧 A、B 班」結業

典禮，本課程由校外師資劉淑貞老師帶領學員進行有氧運動及瑜珈，修業期滿，

頒發學員結訓證書，以茲鼓勵。（進修部） 

------------------------------------------------------------------------------------------------------------------------  
108 年（12 月 28 日）為配合餐旅系

系慶生活動，健康中心辦理愛滋病防治

宣導「行車戴帽、辦事戴套，安全又可

靠」，提供愛滋病正確觀念有獎徵答、利

用模型示範正確使用保險套之步驟及方

法，活動共計 200 人參加。（學務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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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12 月 31 日）身健中心辦理

「告別 2019 迎接 2020 歲末同樂會」。（學

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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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校園內水痘疫情仍不可鬆懈，做好個人衛生習慣及衛生防護，水痘潛伏期可達
21 天，於寒假期間仍應注意是否發燒、身上長疹子，就醫須告知校園水痘接觸
史，相關訊息可連結健康中心網頁 http://osa.npu.edu.tw/newslist.aspx?sno=1097 
或衛生福利部網頁。（學務處） 

------------------------------------------------------------------------------------------------------------------------ 
l 中國武漢發生肺炎疫情，冬季除了是流感流行季節外，也是肺炎好發時期，提
醒大家務必做好個人手部衛生及咳嗽禮節，儘量避免出入人潮擁擠、空氣不流
通的公共場所；近期如曾前往中國大陸武漢地區的民眾，返國 10 天內若有發
燒或急性呼吸道症狀，應主動通報 1922 防疫專線並戴口罩儘速就醫，就醫時
請主動告知旅遊活動史，以及時診斷通報及獲得完善的醫療照護。（學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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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