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epartment of Applied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Studies
教學特色
◆ 網路輔助語言教學：隨著科技日新月異，網際網路普及化，本系努力整合資訊
科技與外語教學。利用本校建置的i-learning網路學習平台，提供學生e化外語學
習資源，也輔助教師累積、管理及製作教學資源。
◆ 第二外語(德、日、法、西)文化課程：第二外語課程結合文化節慶活動，外籍
教師全力輔導，啟發學生跨文化溝通能力並加強語言表達能力，帶給校園更多國
際化的氣息。
◆ 大學部特色課程(翻譯／教學)：本系為因應升學與就業市場需求，特別開設兩
專業領域課程（教學組、翻譯組）供學生修習，期能利用各專業領域之教學資源
、培養學生多元專業能力，藉此在全球化的職場中，提升學生自我就業競爭力。
◆ 跨領域／就業學程：本系規劃「商管專業英語跨領域學程」及「雄獅旅遊就業
學程」，語言中心規劃「LiveABC就業學程」及「科技口筆譯跨領域學程」，提
供學生多元領域課程培養第二專長，與業界合作，搭配核心課程訓練及企業實習
提升就業競爭力。
◆ 應外系畢業專題製作：學生得依個人專長與未來生活或就業需要，選定題目及
指導教授完成專題製作。專題題目依本系教師專長涵蓋英語教學、口譯、筆譯、
文學、語言學、口語傳播、專業英語領域等，以落實本系教學與實作並重之教育
方針。

大學部、碩士班
TEL：03-265 6601-3 / FAX：03-265 6630
E-mail：alls@cycu.edu.tw
http：alls.cycu.edu.tw

「德、日、法、西」四國文化節活動集錦

本系口譯教室設置翻譯
機、翻譯亭、電腦、電
視、錄放影機、影音控
制台及單槍投影機等，
提供學生現場逐步或同
步翻譯練習，並提供現
場影音錄製。

畢業專題成果展 畢業專題成果展-繪本組成果展示本系每年針對在學高中生均舉辦
「中英口筆譯體驗營」，提供口
筆譯的相關技巧及知識體驗

電機資訊學院學士班
Undergraduate Program in College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

應用外國語文學系

系所特色
　　應外系重視知識與生活結合，理論與實務並重，強調以專業服務人群。本系設
有學士班及碩士班，以小班教學及全英語授課方式於外語教學、翻譯、商用英語、
多媒體資訊科技等領域，培養應用外語專業人才。第二外語為必修課程，提供系統
化之德語、日語、法語及西語四套課程，積極培育具有國際觀的外語人才，並設有
完善的外語能力檢定辦法，幫助學生取得外語證照。
　　本系採雙導師制度，注重師生互動，引導學生拓展視野、塑造人格及培養獨立
思考與問題解決能力。因應全球化的挑戰，提供國際跨校選課，開辦交換生計畫並
設置跨國網路與語言交流活動。軟硬體方面，提供多媒體自學教室，建置各種英語
學習網路系統，幫助學生隨時隨地進行英語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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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備
        本系提供新穎及完善的教學設備，提升教學品質：目前建置完成口譯教
室、影視編輯室、多媒體教材製作室、第二外語學習諮詢室、英語發音練習
實驗室、寫作指導室等。

!

!

由教育部教學卓越計劃補助
發行單位：科學與人文發展中心
發行人：張光正校長
總編輯：顧志遠教務長
主任：楊仲準
文稿編輯：許映潔
美術編輯：陳可兒

32023 桃園縣中壢市中北路200號
200, Chung Pei Rd., Chung li, Taiwan32023, R.O.C.
Tel(03)2652093(or ext2091.2092) Eax(03)2652099
E-mail:CEDSH@cycu.edu.tw
訂閱電子報請上：中原大學科學與人文發展教育中心

1大學入門

2科普與人文專欄

3多元學習

4高中園地

電機資訊學院學士班
應用外國語文學系

愛爾蘭之光--威廉・羅文・漢密爾頓（下）
古希臘伊底帕斯王的故事（下）

中原大學科學與人文教育發展中心
與學務處合作辦理的3D列印課程

愛在『啟』飛、育教於『英』
大學校院博覽會

・第十期

本班因應國家發展，培養具廣博知識及高度整合能力之跨領域人才，自98學年度
起正式招生，第一屆及第二屆採分流政策，大一時不分系，大二再選學系，俟對
個學域有深入了解後，再依自身興趣、發展潛力選擇就讀學系。
自100學年度起本班改採「學程制」方式修習，提供多元跨領域學習環境，學生
更可依自身興趣選擇課程，希冀培養出具有高度競爭力及國際觀的電機資訊專業
人才及經理人才。本班特色有：

適才適性，多元選擇                   跨領域修習，全方位人才
學習導航，精英輔導                   拓展國際視野，赴國外學習
學碩雙聯學位，逕修博士學位

電資學院各系—工業系、電子系、資工系、電機系—將課程設計為學程方式，
共規劃11個學程如下，同學可依興趣任選兩個主修學程以及一個副修學程

透過學程制，不僅增加跨領域學習機會，更可強化同學學習的動機與自主性，增
加專業知識與技能。且與各繫相關性高，更具彈性取得輔系、雙主修學位。
電資專業導論、法拉第e學苑：為使同學充分了解各學程之內涵及未來發展潛力
，特安排電資學院學誠資深教授及在業界具領導力之傑出校友，或校外大師級學
者專家蒞校授課或演講，亦提供本班同學「領導統御能力」、「專案管理」及「
邏輯學」等管理能力培訓活動，以培育本班同學成為科技之中堅。
電機資訊學院學士班在豐富多元的學程教育下，學生未來發展無論繼續進修或就
業，皆具有跨足電資或管理領域之背景及能力。

進修：國內外大學之電機、電子、資訊及工業工程相關研究所。

就業：國內外電機、電子、資訊及工業工程相關企業。
本班編制上直屬院部，以學程制方式至各系修習課程，顧全願教師皆為本班專任
教師，本院各系優良師資陣容：講座教授2人，教授30人，副教授19人，助理教
授30人。
除此之外，本班亦想有各系教學研究相關空間及設備，如工業系創意產品自動化
整合實驗室、電子系半導體製程實驗室、資工系iphoneAPP教室、電機系綠能科
技實驗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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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電機資訊學院學士班 李明逵主任】

【文／應用外國語文學系 盧怡君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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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 蘭之光
       ──漢密爾頓(下)
【文／中原大學物理系 高崇文老師】

        漢密爾頓另一項偉大的貢獻是在1843年發表的四元數。漢密爾頓一直想要將高斯平面推廣
到二維以上 (高斯平面的X軸是實數軸 Y軸則是虛數軸 任何一個複數 a+ib 都對應到高斯平面的
一個點 (a,b))。 然而漢密爾頓發現三維空間無法建構類似的數學空間， 當他嘗試四維的情況
時， 他遇到了困難 。漢密爾頓回憶道: 在1843年十月十六日當他沿著都柏林的皇家運河散步時
，一個念頭閃過他的腦海:

i2=j2=k2=ijk=-1

        a,b,c,d 是四個實數。這樣就對應到一個四維
的空間。如果允許係數是複數的話， 就成了”雙
四元數”，對應的空間的維數變成八維。漢密爾頓
一直繼續研究四元數到他易簀之日。在一次暴飲暴
食之後引發痛風導致他在1865年九月二日過世，享
壽只有六十。 1866年他的兒子將他厚達762頁遺著
加以出版， 雖然現在張量分析採用更簡單的符號 
，不再使用漢密爾頓的四元數。 然而在控制理論
與訊號控制以及軌道力學， 四元數仍然廣泛地被
使用， 因為比起一般矩陣四元數還是比較簡潔。

         漢密爾頓是個完美主義者，他對論文要求非
常高， 這使得他生前發表的論文不多的原因。 但
他對來函詢問他問題的人十分客氣， 也花了不少
時間幫助這些人。 所以他留下數量龐大的書信， 
漢密爾頓還留下篇幅驚人的遺稿， 整理之後大家
才知道漢密爾頓還有好多成就沒有在生前公開。他
曾研究過五次方程式的公式解 以及傅利葉分析(漢
密爾頓稱之為擾動函數fluctuating functions )。他還發明一種速端曲線圖hodograph。 速
端曲線圖是一種線圖，可以用來展示出物體或流體的向量運動。假若我們將速度向量的尾部
固定於坐標系統的原點，則速度向量的頂部的軌跡是速端曲線。在曲線上，任何一點的徑向
距離與移動的粒子的速率成正比。將這定義延伸，可以用來展示任意變數向量的運動行為。
於 1846 年，他在皇家愛爾蘭學院院刊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Irish Academy) 發表了
一篇關於克卜勒問題的論文。在此他使用了速端曲線。 此外他還發明了"icosian calculus， 
這項發明是肇因於研究正十二面體的頂角與邊長的關係。他充沛的創造力令人目不暇給，神
童果然不是浪得虛名!

      漢密爾頓生前獲得許多榮譽: 他贏得兩面由愛爾蘭皇家學院頒發的Cunningham 獎章。第
一次是在1834年，獲獎理由是關於錐形折射conical refraction， 隔年他又因此獲得皇家學院
頒發的皇家獎章。 第二次則是在1848年.  1835年他因擔任在都柏林召開的英國學術協會擔任
秘書而受勳成為爵士。1837年他獲選為愛爾蘭皇家學院的主席，1864年他被新成立的美國科
學院選為第一批海外院士， 而且高居海外院士名單中的首位。隨著愛爾蘭共和國脫離英國而獨
立，愛爾蘭民族意識高漲，對漢密爾頓的尊崇也隨之增加。2005年是漢密爾頓誕生兩百周年紀
念。愛爾蘭政府特別宣稱該年是”漢密爾頓年”。而都柏林三一學院還特定啟用了漢密爾頓數
學研究所做為數學研究的中心。稱漢密爾頓為”愛爾蘭之光”毫不為過吧。

[2] 漢密爾頓爵士

        漢密爾頓當下用隨身攜帶的小刀刻在
Broom橋上，這就是四元數。1958年愛爾蘭
總統 埃蒙·德·瓦萊拉 在橋上舉行發現四
元數的紀念碑的揭幕典禮。埃蒙·德·瓦萊
拉 本身也是數學家。 而自1989以來愛爾蘭
國立大學都會舉辦由Dunsink 天文臺走到發
現四元數的紀念碑的紀念活動。
四元數是非對易代數的濫觴。換言之就是不
遵守交換律的代數。簡言之ij≠ji

一個四元數就是這樣一個組合:  

a+bi+cj+dk
[2] Dunsink天文台

古希臘伊底帕斯王的故事(下)
        不知情的伊底帕斯，此時已找來先王被殺害時
的倖存者。哥林斯使者一見到那位倖存者，一眼就
認出他是當年把棄嬰交給他的牧羊人。在伊底帕斯
的威嚇下，這位倖存者供稱，當年他逃回城裡，看
到殺人兇手伊底帕斯成為新王，害怕說出實情會被
殺人滅口，只好謊稱先王是一群盜匪所害，以便自
己能脫身離開皇宮。他也坦承多年前他的確奉先王
之命，將一名嬰兒帶到山裡殺害。但是看到無辜的
新生兒心生不忍，所以把嬰兒轉送給路過的哥林斯
人。事情發展至此，伊底帕斯恍然大悟，原來自己
終究在冥冥之中應驗了神諭。此時，皇宮裡的士兵
呈報了王后的死訊。衝進寢宮見到喬卡斯塔屍身的
伊底帕斯哀痛逾恆。自我了斷對他而言，似乎是太
輕易的處罰了。他無顏到地府見自己的雙親，也愧
對自己跟喬卡斯塔所生的子女，他該叫他們弟妹還
是兒女呢？最後，他選擇刺瞎自己雙眼，放棄王位
，並自我放逐，在漫長的餘生中，忍受良心的譴責
至死。

        雖然伊底帕斯終究敵不過命運主宰的力量，成
了預言的犧牲者，但是這故事本身並不在宣揚悲觀
的宿命論。透過他的故事，作者索福克勒斯想闡釋
的是人的名運並不是百分之百為不知名的力量所操
縱。伊底帕斯雖然一出生就背負著悲慘的預言，但
是他的性格剛烈易怒，處理問題過度自負及固執，
對於旁人忠告又往往無法領略接納，這才是他最終
步向敗亡的原因。雖然如此，以一個領導者而言，
伊底帕斯面對人民的苦難能義不容辭，以拯救蒼生
為己任；在追查真相時，發現到自己原來就是兇手
，不但不推託刑責，還勇於承擔處罰。充分展現出
身為一國之君的氣魄及責任感。雖然他的個性並不
完美，但是他展現了一個人面對命運磨難時難能可
貴的堅韌及勇氣，這也是他的故事能在西方文學及
文化史上流傳許久的原因。

        聽完喬卡斯塔的故事之後，伊底帕斯卻感到震驚不
已，他告訴喬卡斯塔自己可能闖下大禍了。因為當年在他
來到底比斯的半路上，他也曾在一個三岔路口與人發生衝
突，因為氣不過對方的怒罵，所以盛怒之下殺死對方一群
人。雖然是同樣的三叉路口，唯一不同的是殺死先王的是
一群盜匪，他卻是隻身犯下殺人罪行。為了釐清案情，他
決定把當年唯一的倖存者找來問話。

        此時，一位來自哥林斯的使者求見。原來哥林斯的國
王波呂波斯已經病故，除了伊底帕斯他並無其他子嗣，所
以百姓們希望伊底帕斯能返國繼任王位。知道自己的父親
是病故而不是死在自己手上，伊底帕斯鬆了口氣。但是考
量到母親依然健在，他依然擔心跟母親亂倫的預言，不敢
貿然答應返國。喬卡斯塔勸他寬心，很多男人內心深處都
暗自把母親當成傾慕對象，這不足為奇。此時在一旁聆聽
的哥林斯使者突然插嘴，表示伊底帕斯的疑慮是多餘的，
因為他根本不是哥林斯國王及皇后所生。伊底帕斯是哥林
斯使者當年從一個底比斯的牧羊人手上抱來的棄嬰，後為
哥林斯國王所收養，那個牧羊人還聲稱是拉伊俄斯的隨從
。能證明伊底帕斯就是當年的那個棄嬰的證據，就是他小
腳上肌腱至今還留著傷疤，這是因為當時有人以長茅刺穿
他的肌腱，再以繩子穿過綁起腳所造成，是使者幫他解開
繩子，他的名字「伊底帕斯」也是因此傷口而來。聽到使
者這一席話，喬卡斯塔已經猜到真相，她哀求伊底帕斯不
要再追問他的身世。伊底帕斯誤以為她是擔心他的出身低
賤。他說就算最後查出來他的雙親是賤民，他也要追到水
落石出。面對固執己見的伊底帕斯，喬卡斯塔萬念俱灰，
一陣哀號之後她奪門而出，在大門深鎖的寢宮，喬卡斯塔
以上吊的方式結束了她不堪回首的一生。

[1]預言家Tiresias

[2] 伊底帕斯
正在挑戰斯芬克斯

[3] 伊底帕斯
正在挑戰斯芬克斯

【文/中原大學應外系 張金櫻老師】

中原大學知識通訊
《第十期》 中華民國104年4月17日 2

PDF Compressor Free Version 



中原大學知識通訊
《第十期》

3D列印在治平高中

        對於熱門的3D列印技術，除了被美國總統歐巴馬欽點讚賞外，也被知名的《
經濟學人》雜誌認為將會形成第3次工業革命的贊成派，當然也是有如鴻海的郭
台銘董事長一樣認為只是噱頭，技術還不夠成熟，姑且不論雙方的立場究竟如何
？歡迎中原大學科學與人文教育發展中心與學務處合作辦理的3D列印課程。

        很開心能參加這場聽說大部分都只有老師參加的中原大學3D列印研習活動，
首先課程需了解2D製作的動畫、 遊戲、電影等等..。專業老師在講解如何應用3D
列印的課程時，我先看到了3D印表機的製作方式， 一開始還以為是紙張壓縮堆
疊，沒想到是特殊的塑膠線材裝進噴射讀寫針頭，一點一滴地堆疊而成的， 其實
味道不是很好聞，聽說以後噴墨材質改良的玉米粉還會飄出麵包香呢！覺得很神
奇。進階課程時我們用電腦學習了3D的應用軟體，按照老師指導一步一步設計做
出了自己想要的成品畫面，其實心裡真的很想把他印出來，但礙於時間關係無法
達成，所以心裡覺得十分可惜。
        電腦上也看到了很多已完成的作品，還有些3D列印軟體連屋內陽光照射，都
能設計出來，只能說這3D列印技術的發明，帶給人們更大的方便，以後買房子參
考的不是室內設計師一筆一畫麻煩的費時的平面設計圖，而是簡單易懂的3D立體
圖，顏色都能調配好了，所以不只房子、病人的義肢、衣服等都能靠這項3D列印
技術完成，覺得3D列印是領航未來的科技，更是未來創業的一大利器。
【文／治平高中 蔡幸珈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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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104年5月25日～6月5日
（週一至週五，共十天）
時間：9:00～16:40
地點：中原大學
報名網址：
連絡電話：03－2652093
主辦單位：
中原大學 科學與人文教育發展中心
協辦單位：
教育部、桃竹苗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許小姐
https://www.facebook.com/CYCUCEDSH

由中原大學科教中心與治平高中學務處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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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學好，我是啟英高中班聯會主席普通二乙洪浚觀，很高興有這個機會能和各位分享，我最喜歡啟英高中的原因：「啟迪英才，奉獻社會」是我們學校的校訓，希望學生能做
到，你給啟英三年教育的機會，啟英會給你六十年美好的願景。啟英高中是讓我們實現夢想的地方，教導我們會尊重、互諒和平等的溫馨祥和校園，充滿愛的氣息。
吳慶堂董事長和啟英媽咪王美只女士常告訴我們，人生中有三件事不能等，「孝順不能等、教育不能等及健康不能等」，希望我們能銘記心中。尤其是充滿活力的媽咪，把學生當寶貝
，把老師當家人。從我們一年級的新生體驗營、二年級自我學習成長營、三年級畢業旅行，到最後離校前的畢業典禮，不管再忙、再累都會抽空陪伴我們，留下深刻美好的回憶。尤其
是晚會上與我們共舞，溫馨的為壽星慶生，以及親切的噓寒問暖，感受著視如己出的家庭般生活。
    「同學們早安！」這是彭昭勳校長每天早上站在校門口和同學們打招呼的第一句話。他說：「把學校變好、把學生及導師帶好、建立學校特色」是他的職責。他還勉勵我們：「好
的學習觀念和態度是成功立業的關鍵；態度決定高度、高度決定結果。」因此校園內充滿讀書聲、歡樂聲及讚賞聲。
”愛”從媽咪開始，我在啟英看見“愛”。接下來和您分享的是讓愛綿延、發光發亮、與眾不同的「愛」的見證：

一、愛心辦學 扶助弱勢
    吳董事長與啟英媽咪表示，學生家庭經濟狀況不佳，無法專心向學，對此感到十分不捨，自94年到任後立即宣布，免費提供清寒學子愛心便當，只要導師提供名單即通過申

請，且每班無上限人數的考量，因此申請人數逐年上升，本學年度更高達850人次，不僅如此，除日補校同學均能申請外，普通科和職業類科三年級學生，只要留校溫書至晚上的
班級學生亦能申請免費愛心便當，所以部份學生同時享有免費的午晚餐愛心便當，累計金額更高達柒仟多萬元。愛心指數破百，甭說教育界無人能望其項背；縱觀全國企業界亦
無人如此般捨得。
   還有，啟英媽咪於每年歲末年終之際，私人捐款頒與低收入戶學生每戶伍仟元紅包，讓低收家庭好過年。(如圖一)

二、服務學習 樂於關懷

    推動品格教育--學生搭乘交通車排隊、看書、上下車向司機問好之禮貌運動。每學期末均和家長、全校教職員工及同學們實施問卷調查，家長們對於排隊看書及上下車問好
的認同度及繼續支持「好禮運動」者達95%，顯示此運動有繼續推行的支撐依據。其次，透過全校教職員工認養校車督導的努力下，學生能將排隊及問好之禮貌行為應用於日常生
活的運用度達85%，顯示「品格教育」的成效日趨落實。而同學們瞭解排隊候車看書的目的者達93%，顯示本運動有必要持續推行的動力。
(如圖二)

三、習得進退 榮耀啟英 
    普二甲塗安期說同學表示，養兵千日，用在一時，穿著接待組的空姐裝，面帶我們的招牌笑容，穿上高跟鞋，這才發覺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儘管雙腳冒著青筋，卻還是

努力的保持著我們最美麗的笑容、最好的儀態。尤其是看到每個人化好妝，綁好包包頭，一齊站在全校面前，那榮耀感果真是無法形容。這時，一個聲音打破了我的思緒「同學
們要上場了!」我們提起行李箱，開始我們全中運的第一個任務──繞場，聽著全場的尖叫聲，這八個月以來的汗水、疲勞就都值得了，這雀躍感還未結束，我們便緊接著引領貴
賓入座，在這些貴賓之中，我們看到了最熟悉的媽咪及董事長，這時，媽咪緊握著我們的雙手，給予我們鼓勵，媽咪的笑容和話語帶給我們莫大的力量，她的熱情也感染了我們

，我想即使全中運結束了，接待組也不會就此消逝，因為我們會帶著這份力量將接待組的精神繼續延續下去。(如圖三）

四、 藝品製作 義賣助人 
    帶領學生實地參觀桃園縣脊髓損傷潛能發展中心環境打掃及傷友經歷分享，還親手製作手工藝品將作品贈與該單位義賣，讓同學透過親身體驗及學習如何關心他人，提升品
格素養及培養學生關懷弱勢理念。

同學們反應熱烈，一聽到老師說，這次的作品是要拿出去給慈善團體做義賣，同學們原本很期待可以帶回家的表情，馬上瞬間變得很認真，躍躍欲試的感受。在製作的過程中，
老師要我們將四分之三的餐巾紙拿去和同學分享、交換，這讓我們學習到了彼此「分享」的快樂，也因為我們的作品要拿去機構義賣，感覺上有種”越來越快樂的感覺呢!”，也
許就是因為，我們做了一件可以幫助別人的事情，這讓同學們都很開心，也有了跟一般上課不一樣的收穫。(如圖四）

五、 伴讀學習 體認幸福
    透過與大專院校社團共同辦理楊梅四維國小「新住民及弱勢子女伴讀」計畫，以大
學生的品格風範影響高中生，形塑典範學習風氣，而教學相長的正向循環下，將同時強
化高中生的學習動機。
    普二己李若瑜同學表示，幫助別人學習，其實自己才是學習到最多的人。今天的經
驗讓我覺得有會碎念我的家人、關心我的家人，不愁吃、不愁穿，可以上學讀書，還可
以和家人到處遊玩，是多麼的溫暖，多麼的幸福，多麼的令人羨慕。更學習到平常老師
上課不會教的事，凡事都有第一次，今天我第一次認真的輔導小朋友，挫折不少，但我
想，這是個好的開始，這讓我有可以有很大的空間成長，做一個更好的老師。  
    文綺的父親也親自出席了「四」愛讓我們「維」在一起的成果發表會，他說：看見
孩子的懂事、貼心、成長和認真付出，真的好感動好感動，也很驕傲。更要感謝啟英的
師長們犧牲假期，無怨無悔的陪伴孩子們學習服務。(如圖五)
   
六、 志工訓練 惠我良多

    藉由辦理志工基礎教育訓練課程，讓全校師生認識「服務學習」為走出課堂外的經
驗學習，從做中學的模式，對學生專業知識的成長與良好品格的培育極具關鍵。更希望
讓啟英學子認識自己的「知識責任」，除學理知識的灌輸外，尤重服務回饋襟懷之培養
。
    室設一戊 鄭立欣同學表示，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去萬華、龍山寺街上服務街友，
讓我最震驚的是，當我在想要如何幫助他人時，不會這麼貼心的想到不浪費物資又可以
幫助人的辦法。當你幫街友洗手腳、上乳液時，他們接收到的比捐物資多太多了，感動
和滿足生活需求是不一樣的感受。真正體認到「服務」是一種從為「別人」創造價值中
，探索「自我」的過程。從別人的需求中，看見自己的價值，服務是一種學習，在學習
中成長，使我們更茁壯。(如圖六)
　　

七、 勸募發票 傳達愛心

    每月擴大參與真善美基金會募集發票愛心捐活動，讓全校師生體認「服務」的真諦
，增加學生對社會的參與感及使命感。資處三戊陳孋瑢同學表示，印象最深刻的是兩位
伯伯，一個因為沒有發票而特地跑到超商只為了捐發票而買東西，然後把發票投在每一
個箱子裡，活動中依稀記得他捐發票時爽朗的笑容是多麼和藹、燦爛呢？另一位伯伯則
慷慨解囊的捐了3,000元，當下我撐目結舌驚訝的下巴都快掉下來，真的愛心不落人後
！可惜他走的太匆忙來不及跟他說句『謝謝』，不過真正發願善行的人通常都非常低調
。今天在桃園市區來回至少走了3、4次，腳雖然走的很酸，嘴巴雖然很渴，但是心理的
感動卻很滿，下次有機會我一定還要參加志工活動。(如圖七)  

下一場次大學博覽會活動預計於7月中旬登場，聰明的你們，別忘了抽空到中原大學展區看看哦！你千萬不
能錯過，中原大學讓你/妳掌握關鍵抉擇，青春夢想達陣，歡迎同學踴躍參加，期待7月與你們相見！

桃園縣私立復旦高中

復旦中學
國中部招生訊息
（採甄試入學）

本校各班教室

教務處註冊組

謝明佑
03-4932476#210

104年5月3日

國一甄選入學測驗，本校將依甄選成績擇優
錄取至足額540人為止，將於3月30日起在
本校警衛室發售簡章，4月6日至5月1日週
一至週五及週六上午受理現場報名，並於5
月3日上午辦理甄試入學，採國語(含寫作，
計100分)、數學(計120分)、英語(計80分)
之紙筆測驗，歡迎各位小六應屆畢業生踴躍
報名，若需要進一步資訊，可至本校首頁參
閱招生資訊，或於臉書、電話洽詢，歡迎參
加本校於4月11日或25日上午十點舉辦之招
生說明會。

大學校院博覽會 
讓你／妳掌握關鍵抉擇 
青春夢想達陣

     2015全國大學博覽會活動將舉辦二次，地點台北台大體育館、高雄新光三越同步登場。每年高中學測
考試結束後舉行第一次大博會活動，時間約在2月(或3月)；在指考考試結束後，約7月中旬舉辦第二次。一
年二次的全國大學博覽會活動，中原大學從不缺席，作為莘莘學子在做選校選系重要的諮詢窗口，並提供
參考資料。中原大學在今年2015年3月7至8日參展大學暨技職校院多元入學博覽會，會場亮眼溫馨，氣氛熱
鬧非凡，這二天的活動，本校各院院長、各學系系主任與老師都親臨會場，主動了解家長與考生需求，同
時做個人適性分析與詳細解說學系差異，讓高中學生清楚了解個人興趣與大學生活的多面向。值得一提，
中原大學向來重視學生教學品質及畢業生就業輔導，領先國內公私立大學，首創所有學系實施轉系面試審
核制度，不以學業成績或是轉系考試作為門檻，讓學生學習更符合志趣，適才適性發展；同時全新規劃「
就業學程」，透過企業實習的方式，落實「學用合一」的概念，實現「畢業即就業」之理想。

104年度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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