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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索引

01.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官網 https://www.npu.edu.tw/home.aspx

02. 餐旅管理系系網 http://hm.npu.edu.tw/

03. 餐旅系系學會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npuhmsa

04. NPU HM 109級 餐旅一甲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952945461811229/?ref=share

05. 校務行政系統  https://as2.npu.edu.tw/npu/

(此系統作用為選課、查詢課表、個人請假、宿舍維修...等)

06. 郵件招領系統 https://www.npu.edu.tw/lastmail/index.aspx?Parser=99,9,70

(如有寄發物品到校,由收發室統一收取貨物,而您再上此網站查看貨物是否到校)

07. 澎科獎助學金 https://www.npu.edu.tw/sub/latestevent/index.aspx?

Parser=9%2C22%2C501%2C486&fbclid=IwAR2nsAfiZYs4NCWsU20kWwBMslCR

5LYhuu98UT__ZcGS9sSLyvzsgnvFIo0

08. 澎科學雜費 https://www.npu.edu.tw/form/index.aspx?Parser=28,6,48

09.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學生自治會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NPUSATW/

10.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宿舍委員會 https://www.facebook.com/npudorm/

11. 學生校外租賃網 https://blog.xuite.net/x580909/blog

https://blog.xuite.net/x580909/blog
https://www.facebook.com/npudorm/
https://www.facebook.com/NPUSATW/
https://www.npu.edu.tw/form/index.aspx?Parser=28,6,48
https://www.npu.edu.tw/lastmail/index.aspx?Parser=99,9,70
https://as2.npu.edu.tw/npu/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952945461811229/?ref=share
https://www.facebook.com/npuhmsa
http://hm.npu.edu.tw/
https://www.npu.edu.tw/hom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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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易飛網 https://www.ezfly.com/

13. 易遊網 https://www.eztravel.com.tw/

14. 滿天星郵輪 https://www.aaaaa.com.tw/ (馬公往返嘉義布袋之船班)

15. 台華輪 http://www.tnc-kao.com.tw/about.aspx (馬公往返高雄之船班)

16. 澎湖公車站時刻表 https://www.phpto.gov.tw/home.jsp?

id=100&fbclid=IwAR0czj7_NWFz6pBg749Jvbh8iXblIQqaRSHKEJEWxvQ-

VF4hJGVStCpds-8

17. 沿著菊島旅行論壇 http://forum.phsea.com.tw/forum/forum.php

http://forum.phsea.com.tw/forum/forum.php
https://www.phpto.gov.tw/home.jsp?id=100&fbclid=IwAR0czj7_NWFz6pBg749Jvbh8iXblIQqaRSHKEJEWxvQ-VF4hJGVStCpds-8
https://www.phpto.gov.tw/home.jsp?id=100&fbclid=IwAR0czj7_NWFz6pBg749Jvbh8iXblIQqaRSHKEJEWxvQ-VF4hJGVStCpds-8
https://www.phpto.gov.tw/home.jsp?id=100&fbclid=IwAR0czj7_NWFz6pBg749Jvbh8iXblIQqaRSHKEJEWxvQ-VF4hJGVStCpds-8
http://www.tnc-kao.com.tw/about.aspx
https://www.aaaaa.com.tw/
https://www.eztravel.com.tw/
https://www.ezfly.com/


Hospitality Management Department



Hospitality Management Department

Q&A      內容概要

壹、新生入學-宿舍問題篇     　　貳、新生入學-學業課程篇

叁、新生入學-系會活動篇     　　肆、新生入學-衣著儀容篇

伍、新生入學-個人交通篇   　　  陸、新生入學-餐旅升學篇

柒、新生入學-租屋篇         　　捌、新生入學-餐食問題篇

玖、新生入學-助學貸款篇     　　拾、新生入學-遷戶口篇

拾壹、新生入學-技能證照篇   　  拾貳、新生入學-學校問題篇

拾叁、新生入學-大雜問題篇   　　拾肆、新生入學-周遭問題篇

拾伍、新生入學-氣候問題篇   　　拾陸、新生入學-社團問題篇

拾柒、新生入學-銀行問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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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新生入學  -  宿舍問題篇

※請問學校有規定大一新生一定要入住學生宿舍嗎？

本校未規定大一新生一定要入住學生宿舍，請視需求自行決定是否申請學生宿舍或校外

租賃

※請問要住學生宿舍一定要上網申請嗎？

有意願住宿之學生，須於本校規定申請期間內上網申請(申請時間公告於本校首頁與新生

專區、學務處網頁、新生註冊須知等)，未於規定期間內完成申請者，視為自行放棄住宿

申請本學期申請時間為 109 年 8 月 7 日上午 9:00 起至 109 年 8 月 20 日下午 

5:00 止 

109 年 8月 19 日公告已申請名單，109 年 8月 22日上午 10:00 公告床位

(提醒：進入校務系統之帳號為學號密碼為身分證全碼，第一個英文字母大寫，請待教務

處公告學號後再進行申請即可，相關新生註冊須知，請自行至本校或教務處首頁查看)

新生若具備下列資格者

(一)身障生(領有身障手冊)

(二)重大傷病患者(領有中央健保局核發重大傷病證明卡)

(三)低收入戶(經各鄉市公所核發之低收入戶證明者，開學後 1 週內提出減免住宿費申

請)

請於新生說明會時繳交或床位公告前一天預先傳真證明文件登記(傳真號碼:06-

9265622)，將可優先安排床位；並請於開學後 1週內提供相關證明文件交予學生宿舍

輔導員備查

【以上證明文件傳真時,請註明姓名、學號、班級與聯絡電話】

※請問學生宿舍可以自己選擇室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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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申請由電腦系統自行抽籤、分配作業，是否為同科系或友人皆由電腦系統分配，故

無法自行選擇室友。但第一學期住宿期間，第一學期中將公告床位異動申請時間，若有

需更換床位或寢室者可提出申請，第二學期不可再申請床位異動

※請問如果沒有抽中學生宿舍怎麼辦？

本校體恤大一新生初至澎湖就學，故於本校規定時間內完成床位申請者，皆會安排住宿，

請不用擔心

※請問什麼時候可以開始訂機票？

欲搭乘飛機日期之前二個月航空公司即開放訂票，請自行洽詢航空公司、旅行社或使用

訂票網站及便利商店訂票系統；坐船者請自行洽詢船公司

※請問什麼時候可以入住學生宿舍?如果家長一同前來澎湖，學校有提供住宿嗎？

學生宿舍配合新生報到日期開宿，報到日期 9月 1 日先至各系服務窗口報到後,再至學生

宿舍報到。※特殊狀況：如因班機問題需提早入住時，請先向各系會登記。提早入住時間：

109 年 8月 30日中午 12:00 起至 109年 8 月 31 日晚上 10:00 止。 學生宿舍僅提供住宿

生進住，考量學生安全與隱私相關問題，請家長自行處理住宿問題。

※進住學生宿舍需要準備什麼物品？床墊等日常用品需要從台灣本島帶過去嗎？

學生宿舍寢室設備有床、書桌(含桌燈)、衣櫃、公共櫃、360 轉風扇與冷氣設備；公共區域

每層有冰箱 2 台與烹飪器具(有電磁爐、電鍋以及烤箱,但沒有鍋碗瓢盆等)，故建議住宿

生準備個人衣物、生活日常用品、寢具等(提醒：學生宿舍嚴禁使用高耗能電器用品，請

勿攜帶) 

床墊、棉被等寢具或生活日常用品，請考量是否由台灣本島攜帶過來或於澎湖本地購買

新生報到當日，鄰近各系報到處有廠商販售寢具與日常用品,本校另備有購物專車提供服

務(提醒：床墊尺寸請勿超過 85*190 公分)

另外，若有片刀的學弟妹可以放於托運行李帶來， 沒有的學弟妹不用急，我們於開學

後統計人數一同購買

※什麼時候可以將包裹郵寄至學校或宿舍?如何填寫地址等資料？

請大一新生於床位抽籤結果公告後，新生報到日前一週寄送包裹到學生宿舍即可；若非

住宿生若欲寄送包裹至學校，亦建議新生報到日前一週寄送即可或直接寄送到校外租賃

處。

郵寄包裹時,寄到學校收發室或學生宿舍之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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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校收發室部份：地址:澎湖縣馬公市六合路 300 號 澎湖科大 XX 系一年甲/乙班；

收件人:XXX (請填學生本人姓名) 電話:XXXX-XXXXXX

 (二) 學生宿舍部份：地址:澎湖縣馬公市六合路 300 號 澎湖科大 XX 棟 XXX-X(此為

宿舍棟別-房號-床號)；收件人:XXX (請填學生本人姓名) 電話:XXXXXXXXXX (提醒:

欲寄到宿舍之包裹,請務必等宿舍床位公告後再寄送)

※請問住學校宿舍時,一天會點幾次名？

會有固定的集合時間進行開會並點名，還有不固定時間查房，依各樓層的樓長決定

※請問宿舍的開放時間是？

早上 05:30

※請問宿舍的關閉時間是？

晚上 23:00，無晚歸申請(除了正當理由之外)，但必須在 23:30 前回宿舍

※請問中午或白天下課時間是否可以回宿舍？

只要你有門禁卡，隨時可進出！

※請問宿舍是由舍監管理嗎？

基本上舍監都在辦公室處理行政，生活上或是宿舍設備等都是由宿舍長及樓長處理

※請問男生宿舍以及女生宿舍是 4 人住一間房間嗎？

女生 4人一間、男生 4 或 6 人都有

※請問共用的浴室一層樓有幾間？

碧海棟〈男宿〉－　浴室 7 間，廁所-便斗 4 個、馬桶 4 間

采風棟〈二~三樓男宿〉－　浴室 12 間，廁所-便斗 4 個、馬桶 3 間

采風棟〈四~五樓女宿〉－　浴室 12 間，廁所-馬桶 5~8 間

藍天棟〈女宿〉－　浴室 8 間，廁所-馬桶 5~8 間

行政棟五樓〈男宿〉－　浴室 13 間，廁所-便斗 9 個、馬桶 6 間

※請問可外宿的次數是？

不限次數，但每次填寫外宿單時，都需在樓長面前打電話給家長，需家長同意才可外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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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房間內是否有陽台或洗手台？

沒有陽台，但有窗戶，洗手台要到公共區域的浴室或廁所

※請問洗好的衣服要在哪裡晾曬？

曬衣間或是自己的房間裡

※請問住宿費 7300 是包水包電嗎？

基本上是的。至於冷氣需要購買冷氣卡，冷氣卡費用由室友共同分攤

※宿舍是否有禁止攜帶的違禁品？例如？

禁止帶菸酒以及刀械(烹飪用具除外)，此外可以攜帶電磁爐、電鍋...等家電(侷限於生活廳

使用，不可於寢室內烹調)，於寢室內也不得飼養寵物(貓、狗、魚類等)

※宿舍是否有飲水機？

有，每一樓層擺放一台

※宿舍是否脫水機？

有，每樓層洗衣間一至兩台,免費使用

※宿舍是否洗衣機？

有，每樓層洗衣間一至兩台，投幣使用

※宿舍是否有烘乾機？

有，男生宿舍在碧海和采風棟 2-3F 及行政 5F；女生宿舍在采風 4F和藍天 2F 有，所有

的烘乾機均投幣使用；校外的自助洗衣店也有提供烘乾的服務

※是否需要另外攜帶台燈？

不需另帶台燈

※請問有需要攜帶電風扇嗎？

依照個人需求，每間房間都有提供兩台吊掛式風扇，不過睡覺時可能會吹不到，因為床

鋪是在上面，夏天原則上會儲值冷氣卡讓夜晚好入眠

※請問貴校的宿舍有電腦嗎？

沒提供電腦

※需要把每件衣物都寫上自己的名字嗎？

有需要的話可以在衣架做記號

※會有人誤拿別人衣物或順手牽羊嗎？

基本上不會，建議衣服乾了就快收進房間吧，如有誤拿的情況可跟樓長反應

※請問貴校宿舍限水或停水的時間是？

宿舍基本上不會出現限水的狀況，但冬天有時太多人一起洗澡可能會沒熱水，建議冬天

不要在人多的時候洗澡

※請問每日供應熱水的時間是幾點到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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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供應熱水時間：全天候 24 小時供應喔！

※宿舍有冰箱？

每層樓有兩台冰箱，分單數房與雙數房

※東西什麼時候能進放宿舍？如果父母想進去看宿舍，什麼時候才能進去？

在宿舍開放進住，行李也能一同搬進了！此時父母也可一同前往喔！但是不能夠過夜！

※打工時間到晚上 11 點能進宿舍嗎？

23:00 為門禁時間，當然工讀賺生活費在所難免，但學弟妹如果必須要打工的話，建議

還是住外面比較方便！

※請問要如何競選貴校的宿舍幹部？競選的資格條件是？工作性質是？

關於宿舍幹部，採用遴選方式；基本上，必需要有熱心+積極的個性跟犧牲個人時間服

務住宿生

工作內容：

1.點名 2.公佈宿舍大小事 3.幫小迷糊開門 4.帶技師修理各樓層的報修硬體(男女各一)5.

打掃時間必須管理及輔佐住宿生 6.校內大型活動必須擔任義工

※宿舍有辦法從一年級一直住到四年級嗎？

宿舍基本上以一年級學生為優先，除了身障或特殊證明，不然均採抽籤制，另外若是有

意願於大二時成為樓長(管理一個樓層的負責人)將可以免費住宿，可以當到大四，不過

大三時需校外實習，所以原則上會於大二時開始校外住宿

貳、新生入學  -  學業課程篇

※大學四年中,需要做的報告類型有哪些？

報告部分，每學期都會有大大小小、科目不同、比重還比成績重要的報告。依老師而訂定，

最重要的是用心與課程融會貫通最重要

※原文書的使用比例？

以目前來說，使用原文書的科目比較少，系上老師大多會建議購買中文版的課本

※大一有游泳課嘛？

有，新生須帶泳裝泳褲蛙鏡

※是否方便提供餐旅管理系 8 個學期的課程規劃表？(包含選修和必修)

可以直接上系網的【課程介紹】自行點選 109 級的課程規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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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大一必修的游泳課，上課地點是在海邊嗎？還是學校有室內游泳池？

游泳課是去縣立游泳池(全班一起坐公車前往)

※請問日文是選修還是必修？

【餐旅日語(一)】為選修課

※餐旅系的課程？

可自行上系網的【課程介紹】點選 109 級的課程規劃表，校外實習的時間

目前為 3年級為期一年(106 學年度新修訂，學生可依其規畫，進行必修一學期與選修

一學期之校外實習)，實習的場所(國內外)依學生意願再經系與校級實習輔導委員會審核

通過的名單為主。

※中餐課是選修課程，一定要上嗎？

選修課程，看自己要不要修習學分而定，基本上會在大一及大二時盡量修學分，因為於

大三兩學期會校外實習共只有 20 學分，大四很有可能要拚證照，加上一學期最多只能

修 28 學分，因此會集中於大一及大二。

※請問課表上的空堂表示？

沒課,選擇回宿舍休息，或者可以跨系選修，但每學期有只能修 28 學分的限制

※請問什麼是微學分？

目前學校有新增微學分的課程，課程內容包含演講、參訪、遠距教學、實作研習營、工作坊

或相關課外活動，每門課程 0.1 微學分為單位，課程不可重複選擇，時數 18 小時為 1

學分，累積時數達 1 學分(通識類為 2 學分)，可申請採計畢業學分，可參考以下網址

https://www.npu.edu.tw/sub/form/Details.aspx?Parser=28,21,437,,,,1775,184

※實習服是大一進去時就會用到的嗎？大一就會有實習課嗎？

大學四年都會穿到喔，大一到大四都會有實習課。實習服在入學後會統一套量

參、新生入學  -  系會活動篇

※請問餐旅系學會是？

如果你當上系會幹部的話，當然就會有任務讓你使命必達囉！每位幹部負責的工作內容

不一樣，可以參閱系網系會資訊網頁

http://hm.npu.edu.tw/zh_tw/HMSA/HMSArule

http://hm.npu.edu.tw/zh_tw/HMSA/HMSArule
https://www.npu.edu.tw/sub/form/Details.aspx?Parser=28,21,437,,,,1775,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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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 “系排” “系籃”是指？

分別是系上的排球隊以及籃球隊，如有興趣開學時可以詢問各系隊隊長喔！

※請問餐旅系會會辦理什麼樣的活動？

基本上學期的期初期末大會、迎新送舊活動等。目前正努力規劃系上更多不同的活動

如果有興趣請上 NPU HM 的 IG 或 FB 系學會粉絲專業！

肆、新生入學  -  衣著儀容篇

※請問上課整天都是穿便服嗎？

是，整天便服，除了大型集會

※請問什麼課需要穿整套實習服(廚師服)？

實習課(西餐烹調、食物製備、中餐烹調、烘焙課)

※請問什麼時間需要穿系服(黃色)？

系上活動(運動會或是校外參訪)

※請問上體育課需穿著什麼服裝？

舒適為主，依授課老師規定

※請問澎科的餐旅系有什麼要求嗎？例如染燙髮？

我們系上沒規定不能染髮燙髮

伍、新生入學  -  個人交通篇

※澎湖是不是有機車比較方便？還是腳踏車就好了？

建議買二手機車，澎湖海風鹽分高，新車很容易生鏽+快速老化；依個人判斷，腳踏車

與機車各有好處，相對也有壞處，目前澎湖推動低碳島計畫，可以考慮購買電動機車，

政府最高補助 2 萬餘元

※澎湖對外交通？

航運：澎湖機場 https://www.mkport.gov.tw/Main/index.aspx (立榮、華信航空公司

均有設服務櫃台)

https://www.mkport.gov.tw/Main/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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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運：台華輪 http://www.tnc-kao.com.tw/about.aspx (馬公-高雄)

　　　滿天星郵輪 https://www.aaaaa.com.tw/index.aspx (馬公-嘉義)

　　　凱旋三號 http://www.no3-farnlin.com.tw/ (馬公-嘉義)

※當地大眾運輸？

澎湖公車站 https://www.phpto.gov.tw/home.jsp?id=7 (公共汽車相關資訊)

陸、新生入學  -  餐旅升學篇

※請問澎科大(餐旅系)的走向，主要是輔導學生就業還是升學?

依學生的生涯規劃，目前多以就業為主；升學方面，每年考研究所人數約 10位。

※請問歷屆以來，已畢業學長姐們都考上哪裡的研究所?

國立嘉義大學觀光休閒研究所、國立澎湖科技大學觀光休閒所、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餐旅相

關的研究所、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觀光所等、靜宜大學觀光事業學系研究所、輔仁大學

餐旅管理系研究所。

※請問澎科大就業和升學的比例有多少?

就業 85%、升學 15%

柒、新生入學  -  租屋篇

※如果想要租屋,學校有合作的房東或屋主嗎？

可參考"澎湖科技大學生活資訊中心" 裡的租屋資訊，真的抽不到宿舍的話系學會的幹部

一定會協助的(幫你找房子推薦好的房東等等)

https://www.phpto.gov.tw/home.jsp?id=7
http://www.no3-farnlin.com.tw/
https://www.aaaaa.com.tw/index.aspx
http://www.tnc-kao.com.tw/about.aspx


Hospitality Management Department

https://blog.xuite.net/x580909/blog  學生校外租賃網

捌、新生入學  -  餐食問題篇

※學校有沒有學生餐廳?

有，設於教學大樓一樓

玖、新生入學  -  助學貸款篇

※如果是低收入戶，學費會直接先扣?先繳然後再退還?

1.學費：先辦理減免再繳費

2.就貸：先辦理減免、就學貸款再繳費

拾、新生入學  -  遷戶口篇

※想遷戶口，那要到戶政事務所辦理嗎？

基於便民原則，馬公市戶政事務所會在 9月 2 日新生訓練當天派專人至學校收件，也會

統一在學生宿舍發放，請先備妥文件以免耽誤收件時間。發放當天會開放宿舍大門，所

以如果居住在外面的同學也別擔心領不到身分證。

提醒學弟妹，申請資料若沒有在當天備齊或晚交，可能無法在中秋節前領到身分證

※要遷戶口需要甚麼資料呢？

「109 學年度新生入學注意事項(註冊須知)」以及「109 學年度新生入學輔導手冊」上都會

有所需要的資料，再麻煩大家多留意

提醒學弟妹，遷戶籍用的照片務必為白底的，不可以有顏色

※請問戶籍地址是哪裡呢？

戶籍地址即是學校地址：澎湖縣馬公市六合路 300 號

※請問一定要遷戶口嗎？

是否遷戶口依照個人需求(遷戶口後中低收入戶資格者會喪失,縣市獎學金者會喪失資格)

※那大四要畢業的時候戶口該怎麼辦？

https://blog.xuite.net/x580909/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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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網站上會公告統一將四年級戶口遷出，所以不用擔心

※我是澎湖居民有甚麼好處呢？

設籍於澎湖縣的居民，享有離島票價優惠(目前是七折票)

拾壹、新生入學  -  技能證照篇

※請問就讀餐旅系的四年中，必考的證照或檢定有哪些？(如中西餐丙級、英日語檢定？)

系上有畢業門檻，必須考取專業證照三張(含)以上；學校的畢業門檻則是需通過全民英

檢初級或多益測驗 350分以上始得畢業

※請問可以依照自己意願，自由報考的證照或檢定有？

同上題(必須是系上認可的相關證照)

畢業門檻證照相關資訊 

http://hm.npu.edu.tw/zh_tw/news/-%E9%A4%90%E6%97%85%E7%AE

%A1%E7%90%86%E7%B3%BB%E5%B0%88%E6%A5%AD%E8%AD

%89%E7%85%A7%E7%95%A2%E6%A5%AD%E9%96%80%E6%AA%BB-6701129

※想請問學校說要帶檢定證書，像是英檢也含在其中嗎？

有什麼證書都帶著，以備不時之需

拾貳、新生入學  -  學校問題篇

※請問澎科大的校慶暨運動會時間是在每年的何時?

大約辦在每年的五月中。

※請問澎科大的運動會比賽項目主要有哪些呢?

跳遠、鉛球、100M、200M、400M、800M、1500M、400M接力、1600M接力、2000M 系

際大隊接力、系際拔河。

※請問澎科大是否有舉辦園遊會之類的活動?

http://hm.npu.edu.tw/zh_tw/news/-%E9%A4%90%E6%97%85%E7%AE%A1%E7%90%86%E7%B3%BB%E5%B0%88%E6%A5%AD%E8%AD%89%E7%85%A7%E7%95%A2%E6%A5%AD%E9%96%80%E6%AA%BB-6701129
http://hm.npu.edu.tw/zh_tw/news/-%E9%A4%90%E6%97%85%E7%AE%A1%E7%90%86%E7%B3%BB%E5%B0%88%E6%A5%AD%E8%AD%89%E7%85%A7%E7%95%A2%E6%A5%AD%E9%96%80%E6%AA%BB-6701129
http://hm.npu.edu.tw/zh_tw/news/-%E9%A4%90%E6%97%85%E7%AE%A1%E7%90%86%E7%B3%BB%E5%B0%88%E6%A5%AD%E8%AD%89%E7%85%A7%E7%95%A2%E6%A5%AD%E9%96%80%E6%AA%BB-670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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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慶通常是辦兩天，先是校慶開幕儀式加園遊會，隔天就是運動會(於下學期舉辦)。

拾參、新生入學  -  大雜問題篇

※請問第一學期新生，不包伙食費、交通費，要繳的總費用大約為多少元?

學雜費 21015+保險費+電腦及網路使用(實習)費 350+平安保險費(每學期依廠商不同會

做調整) 299 +住宿費 7,300+健康檢查費(一年級新生，依廠商不同會做調整) 425+西裝

式套裝 5400~6400(大約一下時套量，隨著物價調漲可能更高)+系會費 3950

(大學三年，不包含實習一年)+廚服和系服約 2000=42000~45000左右(有可能更高)

※請問貴系系服是量身訂做的嗎？

是依照個人穿著衣服之尺碼；系服是(黃色 logo T桖)

※請問系上西裝式套裝包含哪些？顏色是？(如白制服、黑背心、黑長褲、領結)

西裝內容含有襯衫、西裝褲(男)、裙子(女)、背心、領帶(男)、領花(女)、西裝外套、身份辨識

牌(名牌)

男生費用大約在 6300 元左右，女生費用大約在 5400 元左右，可加買褲子 6400 元

左右(可以自帶西裝褲)

因為是請廠商量身訂作所以價格偏高，因為大二時會於本校的詠風館(實習餐廳)進行校

內實習，所以須統一，學弟妹們一定要購買。但班上可自行決定是否沿用學長姊的廠商

※請問貴系系服一件約多少錢？

價格大約 300-350 左右

※請問系會費是另外繳交嗎？

系會費是另外收，系會費大約 3950 元(包含就學四年內都享有參與系學會辦理之活動)

※第一學期的書籍費為多少錢？

書籍費用不固定，有的書可買可不買、可買二手(我們會有直系認親，學長姐會提供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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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書來減輕負擔)、影印、或者依照老師上課方式購買

※請問要帶電腦過去嗎？申請網路，大約要多少呢？

電腦是必備的喔，報告需要用到，住校外的申請網路是依照中華電信的費用來計算，住

宿生的網路費含在住宿費的單子裡

※請問台灣本島到澎科大就讀的人數比例，和澎湖在地生就讀的人數比例約為？

一個班級大約六十人，台灣本島學生就讀比例約 8 成

※請問是否有原住民就讀？

有，非常歡迎有興趣的原住民同學就讀，並分享其文化風俗

※我未來想進入貴校不知道你們實習課較多或是理論課？幾年級才有實習課？你們的學

費大概多少？

1.基本上大學都偏向理論課，高職比較注重技能

2.以下是學費收費標準，請您過目 https://www.npu.edu.tw/form/index.aspx?

Parser=28,6,48

3.實習課大一就可以選修囉

※如果帶桌上型電腦可以嗎？

可以，依個人而定(建議別帶大頭螢幕，會佔掉桌面很大空間)

※錄取貴系，什麼時候要到貴校報到呢？因為目前在打工，怕會衝突？

報到時間於 9 月 1 日(一)，9 月 2、3 日為新生訓練務必參加(新生訓練為重大集會，算

是正課，無故未到將會扣操性成績)，9 月 7 日正式開學

※寄畢業證書和切結書用一般白色限時信封袋裝就好了嗎？

是的，不過可以買 A4 大小的信封袋比較不用去摺疊資料；另外，登記分發的學弟妹切

記，畢業證書也要帶來

※新生去澎湖要帶什麼日常物品呢？而且要注意些什麼事項？

1.機車盡可能勿牽新車，因為不到半年時間，東北季風摧殘，容易生鏽...

2.基本的生活用品，你想的到的都要帶(從個人清潔用品到日常的基本配備，吹風機、衣

架、臉盆、個人衣物、清潔用抹布、文具用品、可裝書用的包包、拖鞋、棉被、枕頭、小型垃圾

桶也可以帶...好多好多，重點...電腦必備，因為做報告查資料方便)但其實這邊都買的到，

除非個人有偏好某個品牌，建議您可以先買好再帶過來

https://www.npu.edu.tw/form/index.aspx?Parser=28,6,48
https://www.npu.edu.tw/form/index.aspx?Parser=28,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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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澎湖這有全聯福利中心、燦坤、寶雅、屈臣氏、康是美、生活工場、NET、麥當勞、摩斯漢

堡等

4.私人證件、印章、存摺、技術士檢定證照、任何檢定證照等等吧

最後建議過來的時候帶基本盥洗用品衣物其餘用郵寄或者學校便利商店也有販售。不然

登機大包小包託運坐車船很辛苦的

5.準備兩吋及一吋大頭照，考證照、駕照或者遷戶籍時可以使用,數量須自行斟酌，建議

可以帶大頭照光碟，用完可以再洗，學校附近的全家便利商店有立可得有拍大頭照功能，

另外也有店家與澎科大進行特約商店唷！

※請問是否需要自備筆記本?或其他文具？

如果可以買好一起帶來，在環境不熟的情況下，加上沒有交通工具，要去書局並不容易，

筆記本的方面要依課程內容作決定，有些選修課的老師認為盡量不要造成學生的經濟負

擔，因此不買課本

※電腦是買桌上型的好呢還是筆記型電腦好呢?課堂上是否會用到電腦？

看個人需求！如果住宿舍又是筆記型的保管上面就比較需要注意，畢竟他人一拿就走，

桌上型的以宿舍桌子來說，放上去之後空間剩沒多少挺佔位置的，但是桌上型電腦有些

優點是筆記型沒有的；儲存方面，寒暑假可能就需要將電腦主機和螢幕鎖在衣櫃中

※學校寄來的一些注意事項的東西有一段話說別把我們高中制服丟掉 大學會用到，是

哪種制服？ 冬天穿的長袖那個還是夏天短袖那個？

宿舍迎新或者一些活動有可能舉辦制服 party 會用到，長短袖基本上不限制

拾肆、新生入學  -  周遭問題篇

※澎湖有台灣銀行嗎？

有，臺灣銀行澎湖分行-澎湖縣馬公市仁愛路 24 號，TEL: (06)9279935 

(06)9272347

※學校附近有提款機嗎？

有，出學校門口左轉有臺灣銀行自動櫃員機、郵局 ATM、7-11 設有中國信託銀行提款機

※還有學校附近有什麼商店好逛嗎？或小吃店？

商店：

學校正門口直走經過三個 7-11左轉會有燦坤跟全聯可以逛，但有一段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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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印店：

1. 出校門口左轉對面有一家

2. 出校門口直走到一家自助餐點旁也有影印店【DoubleA、彩虹屋、百駿印刷等輸出】

3. 另外學校圖書館也供應影印，需儲值，詳細內容圖書館將會在開學後介紹

小吃店：

校門正對面這條街就有好多間小吃店(便當、簡餐店、小吃店、早餐店、飲料店想換換口味

的話還有 7-11跟全家)

※怕在澎湖迷路？

別擔心會迷路呀！基本上澎湖的路怎樣通都可以所以說不定連你隨便亂走都還是可以回

到學校，若真的怕迷路，可以在手機裡安裝導航

拾伍、新生入學  -  氣候問題篇

※夏天聽說很熱？

夏天挺熱的，因此防曬乳一定要帶來，否則會被炎熱的陽光曬傷

※澎湖冬天？

澎湖冬天有東北季風，所以風會比較強，風沙相較下也會比較大，所以請有過敏的學弟

妹一定要戴口罩，沒過敏的同學也要小心，建議也戴著，因為每人的體質不同，有可能

因為風沙大而造成自身成過敏體質，另外學弟妹們也可以依照個人需求是否攜帶風衣外

套

拾陸、新生入學  -  社團問題篇

※請問學校的社團是一個學期換一次嗎?

沒有限制喔

※請問是否可以簡述這些社團的活動內容呢?

學校的社團是自由參加的，開學後會有社團博覽會，到時候請各位對於社團有興趣的餐

旅人可以去走走看看，每個社團都會有專員為你服務

※請問貴校社團是自由參加的話，社團時間是?

各社團自行訂定



Hospitality Management Department

拾柒、新生入學  -  銀行問題篇
※澎湖有哪些銀行？

臺灣銀行、土地銀行、玉山銀行、合作金庫、郵局...，建議父母親或是家人可以幫您申辦一

張金融卡，出校門口左轉就有郵局及臺銀之 ATM 提款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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