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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五月份重要訊息(5 月 1 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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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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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34 93 
電機系 244 28 41 
電信系 171 39 84 
食科系 454 52 109 
養殖系 60 29 19 
觀休系 286 64 197 
餐旅系 195 74 80 
海憩系 149 30 197 
航管系 231 78 150 
資管系 111 47 84 
物流系 249 31 170 
應外系 141 42 58 

總  計 2595        548 1282 
資料來源: 1.電腦證照資料依據電算中心與基礎能力教學中心提供(統計至 108 年 4 月 30 日) 

2.英文與系專業證照(108 年 5 月 23 日行政會議紀錄)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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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5 月 4 日至 5 日）健康中

心與紅十字會澎湖分會辦理急救員訓

練，共計兩梯次、70 人參加。（學務

處） 
 
 

 
 
 
 
------------------------------------------------------------------------------------------------------------------------  
 108 年（5 月 4 日至 11 日）健康中

心與餐旅系、海憩系、電信系、物流系，

共同辦理反菸聯合系運動週，透過菸害

遊戲宣導反菸多運動。（學務處） 
 
 
 
 
 
------------------------------------------------------------------------------------------------------------------------  

108 年（5 月 6 日至 26 日）

圖書資源組辦理「視聽影片借

閱〝繽紛轉轉樂〞比賽活動」，

推廣視聽資料的使用及提升讀

者借閱率，參加讀者反應熱絡。

（圖資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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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5 月 6 日）本校與海洋國

家公園管理處、國立馬公高級中學、

澎湖社區大學，以及海洋公民基金會

共同辦理「國際視野‧地方智慧-2019
獨木舟文化的復興與地方創生國際論

壇」，邀請世界各國的海洋舟達人共襄

盛舉，並由美籍世界獨木舟運動傳奇

人物，格陵蘭裔的 Maligiaq Padilla 擔

任主講，丹麥、美國、新加坡、中國

及台灣的獨木舟好手共同與談，希望

能藉由此次活動，讓近年來大力主辦

國際運動賽事的澎湖，藉由全球頂尖的獨木舟選手的推廣，以不同的型態再次

於國際舞台發光發熱。（海憩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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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5 月 7 日）

本校大悲法藏佛學社於

教學大樓中庭舉辦「浴

佛感恩幸福季」活動，

每年農曆 4 月 8 日是釋

迦牟尼佛聖誕吉祥日，

為感念佛陀慈悲圓滿的

智慧，以浴佛祈福活動

來慶讚「佛誕日」。當日

由翁進坪校長帶領校內

師生，掬起一勺淨水，灌沐佛身，祈願福慧增長，同時也淨化了心靈。今年佛

誕日適逢母親節，古聖先賢云：百善孝為先，讓我們以佛陀的慈悲，為家人一

起響應蔬食一日，身體力行愛護地球，實踐護生福德廣增。（學務處） 
------------------------------------------------------------------------------------------------------------------------  

108 年（5 月 12 日）生輔組舉辦為期兩個月的「學生宿舍母親節感恩活動」，

培養學生感恩惜福觀念，將感恩之心實踐於行，增進與家人互動，活動圓滿完

成。（學務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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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5 月 15 日）研發處舉辦「2019
年學生專題製作競賽成果展」，共計 47 組

隊伍參與競賽。本年度專題依全國專題競

賽類群區分為「商業與管理群」、「觀光休

閒與餐旅群」、「電資與數位媒體群」、「農

業水產與食品群」及「文創、文語與一般

科目群」五大類群進行評比。於現場

舉行競賽人氣王的競賽活動，總計三

百多名師生校友熱情參與，競賽人氣

王獎項競爭激烈，最後由食品科學系

之『舒肥牡蠣即食包之開發』隊伍脫

穎而出，獲得最佳人氣獎第一名。第

二、第三名則由餐旅管理系之『網路

餐飲平台(Ｏ2Ｏ)消費行為探討』及

資訊工程系之『可移動特性之智慧農業』兩隊伍獲得，同場加映萬豪集團現場

徵才活動。（研發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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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5 月 18 日）健康中心與朝陽社區至桶盤里、虎井里共同辦理反菸淨

灘活動，共計 50 名學生及社區民眾參加。（學務處） 
 
 
 
 
 
 
 
 
 
 
 
------------------------------------------------------------------------------------------------------------------------  

108 年（5 月 20 至 21 日）學務處辦理「108 年度第 1 次南區大專校院全體

學務長會議『建構創新、樂活、永續之健康大學研討會』」。來自南區各大專校

院學務長齊聚一堂，由成功大學學務長洪敬富領軍，本校翁進坪校長及方祥權

學務長熱情接待，進行兩日學務工作研討會，由翁進坪校長進行本校校務發展

介紹，樹德科技大學顏世慧學務長進行學務揚升多元創新有亮點專題講座，透

過研討會分享各校辦學經驗，相互交流、交換意見，期許澎科大未來有更好的

發展。會議也安排食科系胡宏熙老師、養殖系張國亮老師，對本校食品研發及

養殖技術進行學校創新與特色的分享。此外，也安排戶外特色參訪，藉由學務

發展特色與地方文化進行交流，帶動澎湖觀光特色。（學務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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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5 月 24 日）人管院舉辦「澎

科大第 16 屆服務業管理與創新學術研討

會」，開幕式由翁進坪校長主持，除本校

師生外與會貴賓包括澎管處許宗民處長、

馬公市葉竹林市長等人，共同讓服務業管

理與創新議題能有更深化的研討與進行

學術交流。本次研討會共計發表 53 篇學

術論文，主題涵蓋行銷策略、澎湖發展、

知識網絡、觀光休閒、作業品質、行為研究、個案管理及創新資訊，推動學術

論文發表並提升品質。（人管院） 
------------------------------------------------------------------------------------------------------------------------  

108 年（5 月 25 日）事務組舉行「植樹揭牌紀念活動」，本校在澎湖縣林務

公園管理所及林務局屏東林區管理處全力協助下進行校園綠化工作，自翁進坪

校長接任後，學校共植栽 2 萬多棵樹木，促使澎湖科大朝向美麗綠化公園、藝

術化文風校園邁進，希冀成為在地化藝術品公園。（總務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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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5 月 25 日）生輔組辦理「107 學年度校慶音樂會」活動，於本校學

生活動中心 2 樓演出，特邀請國內首屈一指的「龍潭愛樂管弦樂團」蒞校分享

音樂饗宴。本次活動到場聆賞的師長、學生及鄉親無一不讚嘆這場國際級的音

樂盛會，對於古典樂派能提昇至生活化的樂曲，感動不已。（學務處） 

------------------------------------------------------------------------------------------------------------------------  
108 年（5 月 25 日）資管系舉辦 108 年度「資管系（科）友回娘家」活動，

內容包含開幕茶會、校慶運動會開幕典禮進場，以及歡迎晚宴，畢業的學長姐

回來與系上的師生相見歡、互動交流，圓滿完成這場難得的活動。（資管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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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5 月 25 日）澎科大為慶祝 107 學年校慶，規劃一系列慶祝活動，包

含校慶音樂會、無菸校園宣導活動、園遊會、校慶開幕儀式、校慶晚會及校慶

運動會。在各系師生精神抖擻的進場，為校慶揭開序幕，由資工系吳詠育與物

流系林育敏點燃聖火，當聖火燃起，代表澎科大的傳承與生生不息，本校翁進

坪校長及各界貴賓對學校獻上勉勵與祝福，接著頒發傑出校友獎感念校友對學

校的奉獻與協助，再由運動員代表應外系李彥廷宣讀承諾誓詞，承諾以運動精

神在運動場上為系所爭取榮譽，隨後本校通識教育中心邱詩涵老師與健訓社同

學以熱情有朝氣的無菸健康操帶動全校師生。菸害防制宣導及各機關團體政令

宣導園遊會隨即展開，最後為校慶晚會，在本校街舞社、熱音社精湛的表演，

與知名藝人納豆、邱梓謙、黃莉及 911 團體一同參與下，讓整個晚會 HIGH 翻

天，活動吸引了校內師生及校外社區民眾近千人參加，於歡樂聲中圓滿落幕。（學

務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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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5 月 26 日）在熱鬧絕倫的校慶慶祝晚會之後，登場的是校慶運動會，

體育組規劃各項競賽，鉛球、跳遠、100 公尺、200 公尺、400 公尺、800 公尺、

1500 公尺、4×100 接力、4×200 接力及大隊接力，運動會為校慶增光綴彩。校長

翁進坪在致詞中，期勉所有的同學，要鍛練好身體，要有健康的身體才能讀好

書，並於未來研發出更多的技術來回饋社會。運動會過程中充滿歡笑與刺激，

以拔河決賽與大隊接力壓軸登場，拔河比賽由養殖系拿下冠軍，而電機系及觀

休系分別拿下亞軍和季軍。大隊接力雖然過程中難免有失誤或跌倒，但夥伴們

皆互相幫忙及鼓勵完成競賽。活動過程最大獎為總成績冠軍與總錦標，由養殖

系奪下總成績冠軍，總錦標男子組由資工系、女子組由養殖系獲獎。（學務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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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5 月 31 日）本校與蔡衍明愛

心基金會為照護青年學子及關懷社會弱

勢族群，共同合作推動離島偏鄉「公益

青年送愛下鄉趣」2019 年端午節慰問活

動，由本校翁進坪校長及方祥權學務長

陪同基金會執行長胡雪珠及副執行長彭

澤惠等一行人，與澎科大愛心志工與社

團學生，前往湖西鄉東石村、城北村及

馬公市石泉社區等共三戶進行探訪並致贈端午節慰問金及物資，希冀藉由此活

動推動年輕世代直接了解社會的真實面，放送更多「助人」與「盡孝」的正能

量，散播更多的愛，照顧需要幫助的家庭，同時也讓大專學子們有發揮愛心回

饋社會的機會。（學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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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5 月 31 日）食科系、餐旅系

與健康中心聯合辦理「均準飲食、順便

瘦身健康飲食」講座，由臺大兼任講師

洪泰雄老師主講，共有師生 56 人參加。

（食科系、餐旅系、學務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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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5 月 31 日）健康中心於馬公捐血站舉辦為期 3 日的「澎科大捐血週」

活動，澎湖國際獅子會熱情贊助經費支持本活動，除了澎湖國際獅子會贊助捐血

活動費兩萬元外，會長吳建能也自掏腰包拿出一萬元，由本校翁進坪校長接受獅

子會的贊助款，並致贈感謝狀給澎湖國際獅子會及吳建能會長，感謝澎湖國際獅

子會贊助該活動，同時翁進坪校長也呼籲學生能夠熱烈響應此愛心助人活動，關

心與幫助近期國內吃緊的血荒。（學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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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5 月 31 日）大悲法藏佛

學社舉辦「氣候變遷之因應與調適-
談蔬食環境的影響」講座，特別邀請

臺灣薩迦寺八思巴佛學院楊家福講

師，到校與師生分享，畜牧業對地球

七大影響，及素食對於運動訓練的迷

思。（學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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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圖資館藝文中心於 108 年 6 月 12 日至 7 月 31 日止，舉辦由李明儒老師策劃的
「2019 觀光休閒攝影成果展」，屆時歡迎全校師生同仁踴躍蒞臨參觀。（圖資館） 

------------------------------------------------------------------------------------------------------------------------ 
l 近期本縣流感疫情升溫，建議本校師生若有發燒生病應請假在家休息、減少疾
病傳播。平時須作個人衛生防護，如勤洗手、身體不適帶口罩就醫，健康中心
並提供免費口罩供病患及接觸者索取，更多資訊可上疾病管制署網站或至健康
中心查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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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