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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兼顧專業與通識課程」、「強

化英語溝通能力」、「促進兩岸學術交

流」、以及「追求學術卓越」等方向。 

2. 國際貿易系 / 國際經濟系 / 國際企

業系：早期台灣的國際貿易發達，故稱

為國際貿易系，且通常是商學院分數最

高的科系。後來，隨著台灣企業的壯大

並往海外及大陸投資，故發展成國際企

業系並將國際貿易視為是國際企業的一

環。此外，國際企業牽涉到的經濟議題

較多，故有時亦稱為國際經濟系。以中

原大學國際經濟系為例，課程以國際企

業經營與國際經貿為主要發展方向，重

視綠色貿易、經濟能源和永續經營之教

學與研究。重視國際化學習環境，提供

國外交換生、交流生之多元機會。課程

科教中心主任的話

校長的話

  知 識 的 擴 散

與分享，是教育

工 作 的 核 心 價

值。除了傳統的

課堂教育外，以

現今網路發達的

程度，擁有「知

識」，不過是在

Google 上打幾個關鍵字的動作。但是要在浩瀚無涯

的搜尋結果中，取得所需要的資訊，則又是另一們

資訊管理的課題。另一方面，網路上也充斥著許多

的偽知識以及二手訊息。因此最佳的知識來源，還

是直接由產出的地方獲得，方能正本清源。因此，

為了讓大學與高中間的資訊交流更加順暢，同時也

希望建立一個溝通的資訊平台，我們創立了這一份

中原大學知識通訊雙月刊。期盼以教育熱誠，開啟

「知」能、增長見「識」、 博「通」古今、與共

享資「訊」。藉由科、教、文知識與校園之新聞通

訊，彼此互惠成長。

  這一份刊物，定位給高中與大學的教職員與同學

觀看。在創刊號中，我們安排了由理學院教授提供

的最新科研的解說。在人文方面，同時也介紹了科研歷史上

被遺忘的女性科學家。為了讓高中同學對大學的學院科系

有更多的瞭解，在將來的每一期，都會分別邀請各院的老師

或是院長，來一一介紹不同學院與科系的學習與就業概況。

另一方面，除了學術活動外，我們也希望分享大學中的社團

活動與服務學習。將學校的活力與真善美的部分，讓未來的

準大學生們，有所認知。此外，我們亦安排了專業的心理

師，提供一些有趣的小測驗。這可以幫助同學們能更加了解

自己的狀況。此外，我們也收集各個高中的最新訊息與榮譽

事蹟，例如行善助人、科展、比賽獲獎等。將老師與同學們

的這些努力與成功，分享給大家。也歡迎各校的老師同學投

稿，多多分享這些好的事蹟。希望這些善的力量，能推助社

會往正面思考方向前進。

  在創刊號中，由於許多的單元尚在陸續建置與調整中。各

校活動的通告、發佈、與聯繫窗口也尚未運作成熟。如果各

位先進與同學有需要的單元或是建議，也歡迎與我們聯繫。

希望這一份刊物是屬於大家的資訊平台。讓我們一同分享知

識，攜手成長。

科學與人文教育發展中心主任

楊仲準

大學入門

商 /管理學院介紹
【文 / 中原大學副教務長 李正文 (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教授 )】

  商 / 管理學院 ( 以下統稱商管學院 )

在國內有時稱為商學院或管理學院，較

常見的有企業管理系、資訊管理系、國

際貿易系（或稱國際企業系）、財務金

融業、會計系……等系所。商 / 管學院

最吸引人的，不外乎就是畢業之後較容

易找工作。因為不論是國營或民營企

業，甚至非營業組織或政府機構皆需要

商管人才，例如:一般管理、資訊管理、

財務、會計、行銷、人力資源等職位與

業務。

  事實上，在大學裡商管學院相對於

其他學院較容易讀，但若只是隨便讀讀

並不會成為頂尖人物。要成為商 / 管學

院優秀人才，還是要付出超乎常人的努

力，對商管學院的課程內容還是應多加

鑽研，畢業後才能找到一份好工作。

有些人可能在選擇進入商管學院時或許

會對科系感到迷惑，也可能在進入大學

後越讀越對未來就業產生迷失感，因為

您必須面對的不再是未來少數幾個選

項，而是關於未來應選擇何種產業、企

業與職位等無數的選項。而從迷失自我

未來到認知自己能力的過程也是一門商

管學院學生自我學習的課程，或許您會

問 :「會讓我有迷失感，那我為何還要

選擇商管學院呢 ?」，或許我的回答不

一定是標準答案，但我能告訴您的是 :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了解自己

之後，在未來找工作時才不會不知自己

適合什麼 ; 了解了自己的能力相對在投

履歷時才會有凖確度，不再是百張履歷

隨便投，既耗時間又耗精神，正確的求

職方法是選擇適合自己且錄取率高為優

先，如此還會比較還在躊躇的求職者錄

取機會高的許多。

  您或許會問 :「商管學院除了未來容

易就業與職務選擇多，還有什麼特色

嗎 ?」我的回答是 :「商管學院特色有

二 : 團隊合作、適度競爭。」

在團隊合作方面，經常會有分組報告，

團隊成員們分工合作，並透過互相討

論，做出最好的小組報告，而團隊報告

與個人報告在一門課所佔比例可能是

6:4，甚至更多，依各授課老師決定。

有人會質疑的問 :「會不會有組員不配

合，都沒做事 ?」，我的回答是 :「可

能會。」，但有句老話說「人在做天在

看 !」給那些躲在團體中不付出就可以

輕鬆得分的同學們，當您濫竽充數時，

您將成為不受歡迎的人物並可能受到排

斥，反之，您若願意付出更多額外的努

力於報告的準備上，您將成為同學爭先

爭取的 A 咖。也許那些在團體報告中不

付出的同學，少數在畢業後還可能找到

不錯的工作，但他們在畢業後始終會被

同學視為只是混咖，故在大學留下不好

的名聲，還是可以避免就盡量避免。團

隊合作除了講求各個組員的專業能力之

外，最重要的應該是態度 : 不要找藉口

遲交進度、不要找藉口遲到、不要沒有

準備就來開會、不要只想當撿現成的

人，更重要的事，不要總是自我中心。

如果您有很好的心理準備，且有膽量與

肩膀去承擔每次分組作業中要負擔的工

作，並且有不睡覺也要把它做出來的決

心，那麼商管學院將是非常適合您。

  此外，商管學院另一特色也強調競

爭，每次報告時，同學間就會相互比

較，且在辦活動、實習課等場合，無時

無刻都在與別人競爭，如果您是個喜愛

競爭感且積極的人，那商管學院會讓您

體驗到競爭的暢快，但如果您不是這樣

的人，當然也可以不去作太多高競爭性

的比賽，但也會錯失商管學院很有意思

的部份。

  看完前面的介紹，您可能還會問 :

「課程負擔會很重嗎 ? 數理能力不夠敏

感適合我嗎 ?」我的回答是 :「商管學

院的課程較容易學習且課業不像其他學

院繁重。對於數理能力較差的同學還是

可以來就讀商管學院的，商管學院同學

通常覺得最難學習的課程是三計－即統

計、會計、經濟，不過，您只要對數字

不是太排斥，整體而言，商管學院所需

具備的數理能力顯然比理工學院輕鬆的

多。」。

  過去許多人皆會認為商管是一門「藝

術」而不是「技術」，故過去許多成功

的企業家並沒有經過專業的商管訓練，

但事實上，現在許多成功的專業經理

人，為了在工作上獲得更好的表現，會

到大學進修 EMBA（Executive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高 階

主管企管碩士），可見商管知識是需要

學習且經過專業訓練才能成為一位卓越

的傑出經理或企業老闆。以下介紹幾個

商管學院及其常見的科系及其所學習的

課程內容。

  商管學院透過各種先進的

技術與課程方式來培養學生

面對競爭環境所需具備的商

管專業知識。以中原大學商

學 院 為 例， 強 調 以 GETH 四

化來培養人才，何謂四化 :G

化 (Globalization: 全 球

化 ) －推動兩岸與國際間的

學術交流；要求大學部三年

必修英語課程；規劃推動跨

院系的大陸經營管理課程；精進師生共

同參與及成長的海外交流計畫等。E 化 

(Electronic: 電子化 ) －規劃升級現

有「商情資訊中心」為商學知識管理中

心；建置最先進的「金融數位學習 e 化

教學中心」及「金融證照考試中心」，

訓練學生取得財金與會計領域的專業認

證；推廣 BOSS（企業經營模擬競賽）

特色教學課程培養學生 e 化決策分析能

力等等。T化(Technology: 科技化)－

結合高科技產業的研究與教學，以利學

生未來就業；配合政府機構與產業需求；

整合資訊科技的教學課程，提升高科技

產業與新興服務業的經營效率能力等。

H 化 (Holistic: 全人化 ) －精進全人

品格教育的教學內涵；編撰國內外有關

企業倫理個案，強化企業決策與倫理價

值之連結；推動「行動學習」與「服務

學習」來強化學生對生命關懷並提升心

靈素質等。 

  商管學院的重要科系與課程方向及所

欲培養的人才如下：

1. 企業管理系：事實上，企業管理只

是一個泛稱，企管還可分為幾個專業領

域，包括生產作業管理、行銷管理、人

事管理、財務管理、資訊管理、研發管

理、策略管理、國際企業管理等，且財

務管理、資訊管理、國際企業管理等領

域在許多學校另外獨立成立一個系所。

通常企管系以培養「全方位經理人」為

職志。例如中原大學企管系的發展特色

包括「重視人格教育」、「充實社團活

內容設計契合國際經貿情勢發

展，加強商業貿易談判技巧之

訓練，及經貿與資訊之整合能

力。

3. 會計系：會計系乃培養學生

成為一位專業的會計人員，成

為會計師為會計系多數同學的

夢想，在課程中，必需從初會、

中會、高會、成會、會計資訊

系統等一路加以學習。中原大

學會計系強調理論與實務並重，強化學

生數量及外語能力，整合會計、財務、

稅法，及電腦運用等方面學程。培養國

際宏觀及會計倫理的專業道德觀念。 

4.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乃將資訊科

技應用於企業的管理上，故除了要修習

資訊工程等資訊技術的課程外，也要修

習企業管理等管理領域的知識，以開發

企業所需的各種應用系統並成功在企業

應用。以中原大學資管系為例，除必須

配合當前資訊管理在網路化、自動化、

適域化及其他等等的趨勢。使畢業生能

夠除了具備資訊技術的應用與企業管理

理論的基礎之外，更擁有紮實的實務性

訓練。培養學生具有系統分析、系統設

計與管理資訊系統的科技與管理相關能

力。而且能夠整合資訊科技及管理理論

形成資訊管理的解決方案。

5. 財務管理系 / 財務金融系：早期稱

為財務管理系，乃學習如何為企業進行

「資金的籌措與運用」，而會計系主要

乃編制各類財務報表，財管系則是財務

報表的應用。目前財管系有時又稱為財

金系，乃因近年來各種金融機構與財務

工具的興盛，故許多財金系畢業同學不

僅待在企業擔任財管人員，更想往金融

機構工作。以中原財金系為例，在面對

嶄新財務紀元的挑戰，多元金融商品的

創新和國外資金的籌措等，需精確掌握

各項風險，以採取因應措施，而投資決

策的重要性亦影響企業財務績效之良

寙，故要培養專業的財務金融專業人

才。 

  商管學院除了要接受良好的專業訓

練外，但未來想要在商場上成功，需要

的絕對不只是專業。還需要有積極、自

信、野心、人脈、EQ、抗壓與專業都兼

具的人，才能怡然自得地在商管領域繼

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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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與大學教育，均為知識傳播

之重鎮。主要的教育工作方向，在

於負責啟迪學子之智能，並教養其

生活品格。在大學端，由於吸納了

更多的資源與注目，因此肩負著大

眾的更多期許與教育功能。身為社

會公器，便應擔起相對應的社會責

任。

  基於大學是由學者群所組成之教

育機構，理應將最前沿的知識發展，

向大眾推撥。同時在未來的十二年

國教上路後，高中教育將作基礎教

育的最後一環。如何平順的銜接基

礎與高等教育，並將大學入門的基

本知識、學門分類、研究發展、團

體生活、服務學習、與教育理念分

享給高中的教師與學子，將會是一

個重要的課題。「中原知識通訊雙月

刊」的創刊號，便是以知識的擴散與分

享為主要目的。除了分享最新的科學與

人文知識以增長，同時也將介紹大學的

院、系資訊，使得學生更能確定未來升

學的志向。同時提供大學的教育、生活

剪影，以拉近校園間的距離。並推廣服

務學習的概念，使得善的理念與力量，

能更加深植人心。同時我們也邀請高中

端的伙伴，一起來分享彼此的榮譽事蹟

或是生活小故事。透過這樣的文字交流

方式，一起建立一個跨校的教育論壇。

  面對少子化的衝擊，身為教育工作

者，應該思考更為精緻的教育方式與品

質。透過適當知識交流，來銜接中等與

高等教育的關卡。增進彼此間的溝通理

解，以利教育政策與方向的建立。我們

希望藉由「中原知識通訊雙月刊」

的成立，能夠彌補這一塊空白的新

生地，並善盡本校的社會公器責

任。

中原大學校長

張光正

歡迎投稿 !
誠邀中原師長與高中伙伴們踴躍賜稿，可分享最新的科學、人文知識外，大學生活、院系介紹、給高中學子參與之活動宣傳，高

中伙伴們歡迎投稿分享，例如科展的得獎作品、師生的愛心義行、或是其他區域、全國、甚至是世界性的獲獎經過與作品內容。

我們希望【中原大學知識通訊】這個平台能讓大家的知識與資訊，獲得對等的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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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專欄

質子大小之謎
【文 / 中原大學物理系 高崇文 教授】

  1918 年歐內斯特•拉塞福 (Ernest 

Rutherford) 任卡文迪許實驗室主任

時，用 α 粒子轟擊氮原子核，注意到

在使用 α 粒子轟擊氮氣時他的閃光探

測器紀錄到氫核的跡象。拉塞福認識到

這些氫核唯一可能的來源是氮原子，因

此氮原子必須含有氫核。他因此主張氫

原子核是一個基本粒子而命名為質子

(Proton)。質子帶正電而電量絕對值大

小與電子相同，質量是電子的 1860 倍

左右。雖然拉塞福嘗試找出質子的大小

可是限於他所使用 α 粒子的能量，他

一直沒有成功。所以當時普遍把質子當

作跟電子一般的點狀粒子。

  1928 年英國科學家保羅狄拉克 (Paul 

Dirac) 提出相對論性自旋 1/2 粒子的

方程式來描述自旋 1/2 的點狀粒子，似

乎電子跟質子的性質似乎都已經被徹底

瞭解了。直到 Otto Stern 在 1932 年

測量質子的磁偶極才赫然發現它的磁

偶極大小與 Dirac 方程式所預測的不

同。科學家這才瞭解到，質子不是點狀

粒子，而是由更小的點狀粒子所組成

的複雜系統，所以應該可以測量它的

大小。但是一直要到 1956 年由 Robert 

Hofstadter 利用電子質子散射實驗，

從散射截面擷取質子的形狀因子，再由

形狀因子的圖型來決定質子的電荷半

徑，這個方法一直持續被使用至今。而

Robert Hofstadter 也因此榮獲 1961

年的諾貝爾物理獎。然而這個方式受制

於散射的條件，所以精確性受到限制。

  要如何才能更精確的決定質子的電

荷半徑呢？答案竟然是氫原子光譜！早

期的氫原子光譜的計算，都是將氫原子

核當作點狀的電源，圍繞在原子核的

電子的能階就只要解在庫侖電位中電子

的 Dirac 方程式即可。當電子發生躍

遷即由某一能階 E1”跳”到另一能階

E2 時，則放出特定頻率 ν=( E2-E1)/

h 的電磁波。微波技術在二戰後突飛猛

進時，科學家發現氫原子光譜中居然

有 Dirac 方程式無法解釋的現象！依照

Dirac 方程式 2S1/2 and 2P1/2 這兩個

能階應該是沒有能量差。然而美國

科學家威利斯．蘭姆 (Willis Lamb)

在 1947 年發現這兩個能階能量有非

常小的不同 : 2S1/2 能量比 2P1/2 高

了 4.372×10-6 eV( 電子伏特 )。這

個現象在幾年後才由量子電動力學

成功地解釋了這個現象。這個效應

的一個特點是對在原點的電子波函

數值非常敏感。然而隨著微波技術

不斷突破，能夠達成的精確度愈來

愈高， 最後連氫原子核的電荷分佈

所造成的微小效應都可以量測的到。

由於蘭姆效應對在原點的電子波函

數值非常敏感，所以電荷分佈所造成

的修正也相對地比較明顯。於是乎科

學家就從非常精確的蘭姆效應實驗

值，回過頭來決定質子的電荷半徑。

用這個方法量測到的質子的電荷半

徑，與用散射方法所得到的值吻合，

而且誤差更小。 

  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科學家為

了追求更精確的質子電荷半徑值，

開始測量渺子 (muon)- 質子系統 (即

所謂渺子氫 ) 的蘭姆效應。渺小除

了質量是電子的 206 倍之外，其他

性質跟電子一模一樣。算是電子的”

胖堂哥”。由於它的質量較重，它所

對應的所謂”軌道半徑”也遠比電

子小，所以質子電荷分佈所造成的蘭姆

效應的修正遠大於氫原子 ! 具體來說 ,

對氫原子來講質子電荷分佈所造成的蘭

姆效應的修正大約只有萬分之一 ; 而渺

子氫則是百分之二！所以渺子氫的測量

結果自然要更為精確。然而由於渺子會

衰變成電子與微中子跟反微中子，所以

渺子氫的生命期只有 2.2 µs，所以這

個實驗相當困難。然而位於瑞士的 PSI

經過四十多年的努力，終於在 2010 年

公佈了他們的實驗結果，頓時造成物理

界的一陣軒然大波！因為他們得到的質

子電荷半徑值居然只有 0.84184 fm，

比原先由氫原子核光譜所擷取的值整整

小了百分之四。這個結果就是眾所周知

的”質子大小之謎”。

莉澤•邁特納 :
     德國的居禮夫人
【文 / 中原大學物理系 高崇文 教授】

  如果把二十世紀稱之為 ”原子能

的世紀”的話，那麼奠定原子能理

論基礎的則非莉澤•邁特納 (Lise 

Meitner) 莫數，她曾被愛因斯坦譽

為 ”德國的居禮夫人”。

  她的人生峰迴路轉，十分具有

傳奇性。可惜在華語世界她卻是默

默無聞，罕為人所提。為此筆者特

撰此文介紹這位奇女子以饗各位讀

者。

莉澤•邁特納於 1878 年出生於奧

匈帝國的首都維也納。她的父親是

一位猶太律師，她是家中的第三個

女兒。由於奧匈帝國當時學制對女

生的限制，遲至 1901 年她才終於

如願以償在維也納大學學習物理、

數學和哲學。她的導師是熱力學與

統計力學的大師路德維希•波茲

曼 (Ludwig Boltzmann)。1906 年

她成為維也納大學有史以來的第二

位女博士。她的博士論文的題目是

《不均勻物質中的熱傳導》。根據

她外甥奧托•弗里施 (Otto Robert 

Frisch) 的說法，波茲曼讓邁特納

體會到物理是追求終極真理的戰

鬥，而她終身服膺這個教誨。

  1907 年邁特納赴柏林深造，在馬

克斯•普朗克 (Max Planck) 門下

學習。在那裡她也第一次遇到了後

來與她一起工作了 30 年的年輕化學

家奧托•哈恩 (Otto Hahn)。哈恩

其實比邁特納還小幾個月。一開始

她以「無薪客席」的身份於哈恩在

柏林大學化學研究所的實驗室裏工

作。當時在普魯士婦女還不准接受高等

教育，因此邁特納只能從後門進入研究

所，而且不准進入教堂和學生實驗室。

直到 1909 年普魯士才正式允許婦女進

入大學。從 1909 年開始她與哈恩一起

發現一系列放射性同位素，這使她在學

術界獲得了一定的名聲。1912 年哈恩

在新成立的威廉皇帝研究所的化學研究

所中建立一個自己的放射性研究組，邁

特納繼續在那裡工作，不過依然無薪。

直到 1913 年當布拉格大學要聘她擔任

副教授時，威廉皇帝研究所才終於聘她

做為化學研究所的成員。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她加入東線戰場的

戰地醫院做了一名 X 射線護士。與此同

時哈恩則參加了研究毒氣的項目。1917

年邁特納恢復與哈恩的合作，他們一起

發現了鏷的同位素鏷 231。1918 年邁特

納終於獲得了她自己的研究組和相應的

薪水。1922 年她獲得了教授的職位，

1926 年她更成為柏林大學實驗核物理

學特別教授。她是全德國第一位女物理

教授，當時她將近半百之年了。

  然而納粹逐漸抬頭，在 1933 年納粹

通過紐倫堡法案，邁特納由於她的猶太

出身喪失了她的教學許可 ( 雖然她早在

1908 年加入路德派教會 )，但由於她

是奧地利公民，尚被允許在威廉皇帝研

究所與哈恩繼續他們關於中子的實驗。

1938 年奧地利被德國吞併後邁特納成

為德國公民，因此不能再以研究組長的

身份工作。她的生命甚至受到威脅。不

得已她經荷蘭、丹麥逃往瑞典。在她逃

難前哈恩把傳家的鑽戒給了她 讓她必

要時可以賄賂邊界守衛。所幸她吉人天

相順利逃到瑞典， 這只鑽戒後來就給

了她的甥媳。

  在瑞典她在諾貝爾研究所繼續她的研

究工作，與哈恩保持書信往來，也同時

展開與尼爾斯•波耳 (Niels Bohr) 的

合作。當時波耳定時往返於斯德哥爾摩

與哥本哈根之間。當時她的研究重心擺

在核子物理最熱門的問題，即慢中子轟

擊重元素造成的謎團上面。

  自從1932年詹姆斯．查德威克(James 

Chadwick) 發現中子以來，科學家一直

嘗試利用中子來完成 ”點石成金” 的

夢想，換句話說就是利用中子來撞擊產

生新元素。1934 年義大利科學家費米

(Enrico Fermi) 利用慢中子撞擊釷與

鈾而得到具放射性的物質。當時費米認

定該物質是原子序高於鈾的新元素，然

而當時有女化學家 Ida Noddack 提

出異議，認為該物質應是原子序低

於鈾的元素。換言之，鈾元素應該

被裂解開來！然而由於慢中子傳遞

到鈾元素的能量很低，當時的物理

界對Ida Noddack的異議無法認同。

雖然費米在 1938 年得到諾貝爾物理

獎的肯定，但隨後伊雷娜•約里奧 -

居里 (Irene Joliot-Curie) 發現這些

所謂的超鈾元素的化學性質跟設想

的原子序完全不合，所以科學家陷

入兩難。

  1938 年十一月哈恩與邁特納在

哥本哈根會面討論之後哈恩回到柏

林與他的助手費里茲．史脫斯曼

(Fritz Strassman) 確定鈾被慢中

子轟擊後的確破裂形成了鋇和鎝。

而且被中子轟擊後的產物質量竟然

小於原先鈾的質量！大惑不解的哈

恩寫信告知邁特納，並詢問這在物

理理論上到底是否可能 ? 

  邁特納和她的姪子弗里施

利用波耳發展的原子核液滴

模型來計算，他們發現鈾的同

位素鈾 -235 形狀像雪茄。一

個中子撞擊鈾 235 原子核後，

鈾 235 原子核內部因吸收中

子的能量，開始作劇烈的啞鈴

狀震盪，結構終因震盪過劇而

瓦解，產生出兩個質量較小的

原子核及放出 2 到 3 個新的中

子。裂變後的原子核的總質

量比裂變前的鈾核的質量小，

這個小小的質量差轉換成了

能量。邁特納使用愛因斯坦的

相對論中 E=mc2 的方程式計算

出每個裂變原子核釋放 2 億電

子伏特的能量。據說邁特納將

他們的結果告訴尼爾斯•波耳後，波耳

說：「啊，我們真蠢啊。」

  這個發現為數年後發明的原子彈和今

天的和平的核能使用提供了理論依據。

1939 年邁特納和弗里施一起發表了一

份題為《中子導致的鈾的裂體：一種新

的核反應》的文章。在這篇論文中他們

提出了哈恩的「破裂」的理論解釋，第

一次為核分裂提出了理論基礎。弗里施

也是核分裂 (fission) 這個名稱的定名

人。弗里施日後參加美國製造原子彈的

曼哈頓計畫。作為一個堅定的和平主義

者邁特納則拒絕了美國向她發出的參加

曼哈頓計劃的多次邀請，戰時她一直留

在中立國瑞典。

  當二戰結束後皇家瑞典科學院將

1944年諾貝爾化學獎 頒給哈恩，莉澤•

邁特納沒有得獎。當時哈恩還被軟禁在

戰俘營裏接受調查。當時對邁特納沒能

與哈恩一同獲獎還引起軒然大波。當時

引起許多人的批評與不滿。雖然此後她

仍然被提名三次，但都沒有獲獎。1946

年邁特納赴美國客席講課時被譽為「原

子彈之母」和「1946 年婦女」。從

1947 年邁特納開始瑞典皇家工學院領

導核物理學組。邁特納擴展了對放射性

的本質的認識，她的工作集中在放射線

對不同物質的作用。她與奧托•哈恩此

後還發現了許多同位素，並與哈恩一起

發表了一系列解釋核物理的基礎的書。

此外她也越來越開始對原子物理的社會

性問題感興趣，她對核武器和核能的利

用都有相當多批判性的看法。

  邁特納既未結婚也沒有兒女，甚至

沒有流傳任何浪漫事蹟。據哈恩和普朗

克說：她工作時非常專心，非常刻苦。

她熱愛自然，常常在樹林裏考慮理論問

題。除了物理研究外她致力於和平、理

智的核能使用和在學術界婦女的平等。

她自己說：

  我愛物理，我很難想像我的生活中

沒有物理會怎樣。這是一種非常親密的

愛，就好像愛一個對我幫助很多的人一

樣。我自己往往自責，但作為一個物理

學家，我沒有虧欠良心的地方。

1960 年她退休後移居到劍橋與她的外

甥住在一起。1968 年她逝世於英國

劍橋，與奧托•哈恩同年逝世。享壽

八十九年。

  她的墓碑上寫著”莉澤•邁特納：

一位從未失去人性的物理學家”誠哉斯

言 !  1997 年原子序 109 的元素正式命

名為 Meitnerium，使得邁特納的大名

永留在人類科學成就之中 !

趣味小測驗
【文 / 擷取自網路 心樂園 http://www.heartfun.net/tests/004209722.html】

人脈是無形的資產，可想而知人際關係的經營對於各階段的你我來說，都是很重要的一環，然而，欲建

立良好人際關係網絡之前提，得先了解自己在人際互動關係中是扮演怎樣的角色呢 ? ！接下來，就請你 /

妳檢視一下自己闖蕩武林的害羞指數吧？

題目

你 / 妳在路邊攤巧遇心儀已久的霹靂偶像「素還真與葉小釵」正坐在隔壁桌吃蚵仔煎與大腸麵線，這

時你 / 妳會怎麼做？

答案選項

1. 不好意思打擾，躲在一旁偷看他們吃完。

2. 難得遇到偶像，當然要趕緊找他們握手合照！

3. 天啊～我竟然遇到素還真與葉小釵，趕快回去叫親朋好友來看。

4. 原來偶像也會吃蚵仔煎喔！看起來很好吃，那我也坐下來一起吃吧。

解析

1.  闖蕩武林的害羞指數 70 分

你是個處事低調的人，但其實頗具大將之風，擁有相當的專業能力。闖蕩武林時，雖然能在緊要關頭發揮才能解決危機，但是遇

到稱讚或表揚時，卻會感到非常害羞與不好意思，而想避免出風頭，因此在武林中適合扮演默默行善的俠客。

2.  闖蕩武林的害羞指數 20 分

在這個詭譎多變的武林中，最需要像你這種大膽、熱情、直爽的俠客，無論面對任何狀況，你都能夠挺身而出、仗義直言，絕對

是臉不紅、氣不喘，處之泰然。你認為表現自己優勢幫助別人是很自然的事，因此你從來都不知道什麼叫做害羞。但是建議你偶

爾還是要節制一下，過於熱情與雞婆，有時是會給人帶來困擾的喔。

3.  闖蕩武林的害羞指數 90 分

你的個性保守傳統，常被人認為很悶，而且有點宅。你不喜歡浮現在台面上成為注目焦點，這會讓你感到相當不自在，習慣走沈

默路線的你，其實各方面能力並不輸給他人，但要你面對大眾，就是很容易感到緊張害羞而不知所措，這時表現就會大大失常。

在武林中，你頂多只能擔任隱居幕後的軍師角色，實在沒辦法到江湖上闖蕩。

4.  闖蕩武林的害羞指數 50 分

你對自己缺乏了一點點自信心，即使偶爾想要表現自己，卻還是會感到緊張，幸好聰明的你很懂得用一些小技巧來掩飾自己的緊

張，在武林中遇到大場面時，你總能巧妙閃避正面應對的情況，轉個彎依然能將問題處理好，或是以謙虛的心態掩飾自己的小害

羞，闖蕩武林絕對不是問題。

  為了破解這個謎，科學家嘗試各種方

式來解釋。有的試圖修正渺子的性質，

有的假設存在新的粒子只跟渺子作用，

不跟電子作用，有的嘗試重新檢驗量子

電動力學中的計算，特別是在量子電動

力學中，無法完全有效估算的雙光子交

換效應更是吸引好幾個研究群的注意，

他們企圖利用近年來發展的有效理論等

新方法能重新估計它的大小。可惜到目

前為止，所有的嘗試都未成功。在可見

的未來，還有更多的實驗，將陸陸續續

完成。如渺子質子散射實驗，以及渺子

氘的蘭姆效應測量 ( 氘是由一個質子跟

一個中子構成的原子核 )。這些實驗結

果將帶給科學家更多線索來破解質子大

小之謎”，還是帶來更多謎團還在未定

「我愛物理，我很難想像我的生活中沒有物理會怎樣。這是一種非

常親密的愛，就好像愛一個對我幫助很多的人一樣。我自己往往自

責，但作為一個物理學家，我沒有虧欠良心的地方。」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7 日

科普專欄

之天。

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

【專欄作者介紹】

中原大學 物理學系 高崇文教授

專攻中高能物理，尤其是核子結構，閒暇時也喜歡閱讀歷史，曾開設的課程有

近代物理史、當代物理巡禮、時空簡史……等物理、歷史相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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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學習

  小時候大家一定都有把家裡不要的

廢棄紙箱疊起來當火車或秘密基地的

經驗。你都是怎麼組合的？別管膠帶

或釘書機了，你聽過 makedo 美度扣凖

嗎？曾經獲得德國紅點設計大獎和日

本 Good Design 大獎的美度扣，是一

套可重複使用的扣具系統，能夠賦予一

般回收材質新生命，以環保再造的美學

態度，創作出各種具特色的空間、物件

或藝術品。開發出美度扣的澳洲設計團

隊，希望透過娛樂創意，替紙箱、包材

及寶特瓶等等一般所認知的回收品注入

新價值，以啟發社會變革的動力重新詮

釋垃圾的定義，創造出各種重新使用的

可能性。利用美度扣可以連接素材的特

點，能夠快速簡單完成各種大小尺寸的

手創作品，在尋找素材與手作過程中，

自然培養創造力、問題解決力與建立環

保回收概念。不僅適合全家一起動手

做，更適合學校集體創作！

  今年兒童節，我在商設系大二基礎設

計課程安排了一個作業，就是和桃園縣

木匠的家關懷協會合作，為百餘位高關

懷學童舉辦了「102 年兒童節關懷─快

樂兒童ㄐㄧㄝ ˊ」活動，並與慈暉社

一起號召中原大學的學生組成百人志工

隊，以珍惜資源為主題，使用可重複使

用的 DIY 工具美度扣，將廢棄紙箱製成

火車環島的創意闖關遊戲！我先要求商

設的同學發揮巧思設計有創意的台灣車

站，先在課堂上討論草圖，再做出縮小

比例的模型，然後請同學與木匠的家合

作，一起蒐集所需要的廢棄紙箱和其他

相關的資源回收物件。活動當天，我們

借用中原大學的體育館，由商設系和慈

暉社的同學合作擔任小隊輔，以小組分

工的形式進行，同學們要想盡辦法威脅

利誘、使出渾身解數，讓自己小隊的小

朋友們幫忙利用美度扣和回收紙箱完成

自己的創意設計。當然小朋友不是這麼

容易控制的，所以大家就得各憑本事，

這時可以看出每個同學領導能力和 EQ

的高下：有人的設計雖然很棒，但因為

和小朋友賭氣乾脆自己做，導致效果大

打折扣；有人可以和小朋友邊玩邊做邊

忍耐不斷被推倒重來的過程，反而和小

朋友建立感情而做出大受歡迎的作品。

最後總共完成全台 20 餘座特色車站，

例如台東車站化身為海盜船、澎湖車站

化身為蘋果樹，還有的車站可以打地

鼠！完成後由慈暉社小隊輔帶領小朋友

們搭乘自己做的紙箱火車到各個車站去

闖關，商設小隊輔這時變身成車站的關

主，要出問題考驗小朋友，通過才能去

下個車站。在大家通力合作下，讓這群

高關懷學童們擁有一個難忘的兒童節，

更能從遊戲中邊玩邊學，讓孩童從自己

動手創作的過程中獲得更多鼓勵及自

信。

  美度扣的發明家Paul Justin說：「發

明美度扣的靈感來自於我自己的孩

子們。一邊和他們玩一邊看著他們

自由發揮創造力，並能夠立刻進入

自己的想像世界中。遊戲過程中，

他們常問我各種問題：『爸，我想

飛去月球 ...... 爸，你能不能幫

我找一個寶藏？』因此我發明了

美度扣這個工具，讓我可以利用手

邊的材料製作簡易的物品來遊戲。

所以，每當孩子這麼問我，我都會

回答：『任何事都有可能！』」我

非常認同他的概念：「要啟發孩子

們成長，我們需要告訴他們如何去

思考，而非思考什麼。」你們將來

需要面對的世界會比現今社會變化

得更加迅速，必需俱備開放且靈活

的思考能力，這就是創意─你們未

來的資產。希望各位都能嘗試透過

各種不同形式的交流，激盪出源源

不絕的創作靈感，以隨手可得的素

材，創作出全新的物品。

創作，就是這麼簡單！

當天中原商設活動影片可上

youtube 觀賞 http://www.

youtube.com/watch?v=4j9QsBgjRt

0&noredirect=1

美度扣官網：http://www.makedo.

com.tw/

資料提供：馨力陽有限公司

聰明小設計，
幫你輕鬆完成創作夢想
【文 / 中原大學商業設計系 黃文宗主任】

【文 / 服務學習中心 賴盈如（生物醫

學工程學系二年級）】一趟為期 46 天

的旅程，當我們在小學裡教當地的小朋

友們學習英文時，看著小朋友們正認真

學習的臉龐，都令我好感動。回想起自

己曾有過那渴望學習的悸動嗎？就在這

群孩童的眼神中，我找回了渴望學習的

初衷。

與柬埔寨當地教師培訓的期間，我常跟

他們聊天，談升學也話夢想，很多教師

們都是逼不得已才執教賺取微薄的薪

水，因為上大學真的很困難。當我聽到

這句話時，心中有不小的震撼。原來自

己是多麼的幸福，原來可以自決自選學

系，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這種自由是

如此的美好。我開始覺得自己是有價值

的，只要我願意。原來我擁有很多很多

的資源，但我卻像是個瞎子般，因為我

竟然為自己綁上了矇帶，遮蔽住了自己

的眼睛，畫地自限，覺得自己沒有能

力，但事實上，我是有價值的只要我願

意。

細細回想，我們確實在一路的學習成長

上受到了很多人的默默幫助，為此，我

要對所有幫助此次志工行的您們獻上感

恩。服務，讓我更學會知足、感恩，與

珍惜，更讓我證明了我存在的價值。

泰空曼遊 創造數位機會
【文 / 中原大學資管系 廖秀莉副教授】

泰國東北部孔敬府當地產業主要以農產

品與農產加工品為主，由於當地民風純

樸，近年來有愈來愈多的工廠移入，對

於資訊工程師的需求日漸增加，當地的

資訊設備以及資訊技能相當有限，因此

中原大學資管系師生決定教導當地學生

「程式邏輯概念」做為此次數位服務的

核心。由資管系劉士豪教授指導，廖

秀莉副教授領隊，何怡倫、林宜萱、

郭亭杉、黃芳毓、陳威志、徐鈺棠、

郭文馨、何柏諭以及賴文賢等 9 位同

學，向本校教學卓越計畫、亞太數位機

會 中 心（APEC Digital Opportunity 

Center, ADOC）與華碩電腦提案獲得

經費贊助，帶著兩位老師所捐贈的樂高

機器人，於今年八月前進坐落於泰國孔

敬府的亞太數位機會中心進行邏輯程式

教學，巡迴亞洲人文學院（College of 

Asian Scholar, CAS）與附近 6 所高

中、國中與國小進行教學，受益人次超

過 200 位同學，獲得各校師生的熱烈回

響。

郭亭杉同學與其他團隊成員分享由 MIT

（麻省理工學院）開發的 Scratch 圖

形化程式設計軟體，利用 Scratch 軟

體來學習如何「控制流程」，完全免

費並且可以加強學生對於程式設計流程

的認知。讓初學者更加了解程式對於物

件動作、聲音以及文字等的控制結果，

容易了解且直覺化的設計功能，能讓從

未接觸過程式設計的初學者也能輕易上

手。再搭配 LEGO 機器人的教學，藉由

構築 LEGO 機器人的各種動作，來學習

程式邏輯運作以及機器指令等觀念。而

在課程的最後也安排競賽類小活動，讓

學習者除了能將所學投入實際運用之

外，也能從遊戲比賽中得到樂趣，增添

學習程式邏輯的趣味性。並於現今運用

十分普及的 Facebook 上創立 Logic of 

Programming( 程式邏輯 ) 做為學習交

流的社團，將學生完成專案的作品連結

以及課程教材加以記錄，不只讓參與此

課程的學生們可以

觀摩其他人完成的

作品並與其他社團

成員進行交流。

在教學過程中，有

歡樂也有瓶頸，包

括：語言上的溝通、

學生年齡層、講師

控制課程速度跟反

應，在一邊實踐教

學時，我們也一邊

調整。在語言方面，

由於第一天我們並沒有先評估學員是否

能夠用英文溝通，因此同學有疑問時，

卻無法當下從助教那獲得解答，但經過

課後檢討後，我們向當地的老師協請求

助，由一些教師來協助翻譯，讓更多同

學們能夠理解。而教學的年齡層差距大

也是一問題，原先只安排適用於大學生

的教學，在我們抵達泰國後有了變化，

另需要教導當地的國高中生，當我們的

課程在第一次接觸國高中生的前一晚進

行了微調，將一些國高中生會困惑甚至

沒有興趣的程式邏輯調整，將我們想傳

達的程式邏輯訓練給予這些國高中生的

小朋友們。在課程進度方面也是有遇到

瓶頸，剛開始教學時，我們並無發現學

生們沒辦法跟上原定的教學速度，等收

到狀況回報後，才立即調整教學節奏，

並藉由每位協助的助教跟講師比手勢溝

通確認該區的學生都已經跟上進度後，

才繼續下一個階段的課程。

每日課程結束之後我們都會在旅館開檢

討會，不斷的對課程進行微調，不但講

師與翻譯員之間的默契優良，助教們也

可以有效的協助學員完成各種指令，且

學員在有效的學習之後，都能夠成功的

以自己的力量完成指定的專案，內心中

的那份感動與成就感不斷地給予我們力

量，讓我們每天可以充滿信心的來面對

我們的教學課程，。特別在課程結束

後，學員們熱情地找我們合影並很努力

透過各種方式來表達他們的感謝。對於

我們團隊的教學，讓學員們在程式學習

上比較容易且有成就感，非常喜歡我們

所帶來的教學課程。何怡倫同學認為透

過此次服務學習，讓自己與別人溝通時

更能聆聽與有耐心，陳威志與何柏諭同

學也認為自己的菜英文功力大增，對自

己信心也增進不少。

除了學員的認真以及熱情帶給我們正向

的力量之外，這邊的師長也給予我們諸

多鼓勵，尤其是 CAS 校長更是十分的

認同我們所帶來的課程，不但公開給予

我們表揚，也期許未來能夠和我們有更

多的合作機會，甚至在課程結束之後，

還希望我們可以多加一堂課，將這套程

式邏輯教學傳授給當地的老師，當老師

們驅動 LEGO 機器人時，也露出了跟同

學一樣開心的笑容，讓我們的又增加了

些許的成就感。CAS 校長也期許未來能

夠讓當地的學生可以到其他地區進行

志工服務，發揮他們的所學造福更多

需要幫助的學生。回國前中原團隊將

LEGO 機器人捐贈給 College of Asian 

Scholar，透過臉書可發現資訊老師們

在教育訓練後的第一天，已經開始運用

這些教材與教學方式於相關課堂上，對

於中原團隊而言更是獲得實質的肯定。

同學們嘗試將程式邏輯的教學結合製作

遊戲以及遊戲競賽的方式來引起學生學

習的興趣，為住在恐龍故鄉的當地學生

開創未來的數位機會。

1.【海外服務學習成果分享 &「柬不斷的愛」義賣活動】

時間：102 年 10 月 26 日 ( 六 ) 10:00~17:00

地點：中原大學活動中心前廣場（新中北路入口）

2.【志工基礎訓練、志工特殊訓練】

時間：102 年 12 月 20 日（五）、12 月 21 日（六）、12 月 22 日（日）

地點：中原大學真知教學大樓 112 教室

報名方式：中原大學服務學習網 http://sl.mis.cycu.edu.tw/ 

◎全程參加完畢可發予志工基礎訓練及特殊訓練證明，並協助申請志願服務紀錄冊

中原大學 102-1 服務學習中心系列活動

生命領航，大學生攜手區域高中生！
歡迎貴校鼓勵師生一同來體驗服務學習的感動與收穫！

強化知識責任
中原海外服務學習志工的微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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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度高中活動預告

第 19 屆畢業舞展
時間：102 年 10 月 17 日

地點：桃園縣展演中心展演廳

舉辦單位：舞蹈館

活動聯絡人：謝文茹組長

連絡電話：(03)3946001 轉 6133

「看圖說台灣」

地圖展
時間：102 年 9 月 23 日～ 102 年 10 月 25 日

地點：圖書館 4 樓

舉辦單位：社會科

活動聯絡人：鄭美幸老師

連絡電話：(03)3946001 轉 6422

活動說明：即日起至 102 年 10 月 25 日於本校圖書

館展出 ~「看圖說台灣」地圖展，本展覽包含衛星

影像圖、相片基本圖、主題地圖、地理實察等，展

出作品豐富，歡迎踴躍參觀。

全校運動會
時間：102 年 10 月 25 日 ~ 102 年 10 月 26 日

地點：桃園高中

舉辦單位：體育組

活動聯絡人：許芳菱組長

連絡電話：(03)3946001 轉 6024

藝文展（書法）
時間：102 年 12 月 2 日 ~ 103 年 1 月 3 日

地點：圖書館 4 樓

舉辦單位：圖書館

活動聯絡人：孔令瑾老師

連絡電話：(03)3946001 轉 6022

舞唱會
時間：102 年 12 月 27 日

地點：本校中正堂

舉辦單位：訓育組

活動聯絡人：羅美雲組長

連絡電話：(03)3946001 轉 6029

桃園高中

復旦高中

全校學生自治組織選舉
時間 : 102 年 9 月 26 日起 ~102 年 10 月 7 日

活動地點 : 復旦中學相輝堂 

活動聯絡人 : 訓育組 董麗珠組長

舉辦單位 : 學務處訓育組 

聯絡電話 : 03-4932476#244

活動說明：本校為落實民主法治教育及學生自治精

神，本學年學生會長暨自治市長選舉自 9 月 26 日起

進行一連串選舉活動，自張貼選舉公告、登記參選、

候選人抽籤、發放選舉公報、候選人政見發表會，

將於 10 月 5 日 ( 星期六 ) 當天於本校相輝堂進行投

票，並在候選人與監票人見證下開票，新任會長及

自治市市長產生後，所有候選人會進行與校長有約

座談，校長率各處室主任與候選人一一檢視並討論

政見的可行性與困境，希望透過溝通，達到促進學

校成長進步的目標。最後，將於 10月 7日 (星期一 )

進行新舊任會長與市長交接，隨即新任會長與市長

公告內閣名單，將共同為全校同學利益發聲。

國二隔宿露營
活動時間 : 102 年 10 月 21 日起 ~102 年 10 月 22 日

活動地點 : 關西的萊萊馥渡假村

活動聯絡人 : 社團活動組 陳仁修組長

舉辦單位 : 學務處社團活動組 

聯絡電話 : 03-4932476#244

活動說明：一年一度的國二隔宿露營將在 10 月 21、

22 日登場，本校國二全數同學將前往位於關西的萊

萊馥渡假村露營。同學們將在這兩天的活動中，學會

「架帳」、「升火」、「繩結」、「睡袋收納」、「偽

裝」等童軍技能，也將在第二天接受「童軍技能考

驗」，每一項測驗不只是要會做，還要能在指定時間

內完成，例如：三角巾包紮部份，相信經過這兩天一

夜的挑戰，同學們在群性團結上及生活技能上必能有

所增長。

校園演唱會 送愛到貴州
活動時間 : 102 年 12 月 3

活動地點 : 復旦中學相輝堂

活動聯絡人 : 社團活動組 陳仁修組長

舉辦單位 : 學務處社團活動組 

聯絡電話 : 03-4932476#244

活動說明 : 今年的校園演唱會，將在 12 月 3 日晚上

在相輝堂舉辦。演唱會將先以本校學生會及數個學生

社團帶來精采的一系列表演。這次的演唱會，也將同

時藉由貴州志工服務隊進行愛心義賣活動，希望同學

將自己的愛心送到偏遠的貴州復旦烏江學校。這一次

參與活動的歌手都將由學生票選後產生，相信透過這

些歌手精彩演出，必能使同學體驗演唱會 high 翻天

的氣氛。

復旦藝術季
活動時間 : 102 年 12 月 16 日 ~102 年 12 月 20 日

活動地點 : 復旦中學 

活動聯絡人 : 社團活動組連恩慈副組長

舉辦單位 : 學務處社團活動組 

聯絡電話 : 03-4932476#244

活動說明：復旦藝術季活動今年已邁入第五個年頭，

今年的藝術季，將結合藝術與人文課程所學，呈現在

裝置藝術部分和音樂的欣賞與表演。首先，在裝置藝

術部分，聚鈺樓中廊的佈置及校園裝置藝術部分將校

園充滿了聖誕節溫馨的氣氛。而動態表演部分則是由

學生自組團體自 16 日至 20 日中午用餐時間演出，預

計每一天的表演也將吸引眾多校內同學到場觀賞，並

將製造熱熱鬧鬧且充滿生氣的氛圍，最後整個活動將

在週五管樂團表演結束後圓滿落幕。

高幼二成年禮  

活動時間 : 102 年 12 月 11 日 ~102 年 12 月 13 日

活動地點 : 復興鄉青年活動中心

活動聯絡人 : 社團活動組 陳仁修組長

舉辦單位 : 學務處社團活動組

聯絡電話 : 03-4932476#244

活動說明 : 本校將在 12 月 11 日到 13 日於復興鄉

青年活動中心舉辦兩梯次 2 天 1 夜的高幼二成年禮活

動。活動的重頭戲是「山訓活動」，將安排同學操作

「單索」、「雙索」、「參索」、「攀岩」與「垂降」

等 5 項設施。晚上有古法成年禮儀式。學校特別安排

的特色活動是「展信」與「奉茶」。透過「展信」，

展讀家長寫給同學的一封信，讓同學們看到爸媽對自

己的期許，也能感受到父母對自己的愛。「奉茶」是

班上同學一一向導師奉上一杯茶，老師除了勉勵同學

外，也將統一製作的成年禮紀念徽章給同學戴上。另

外，學務處也安排家長到復興鄉來見證孩子成長一同

上台接受孩子的奉茶。

成年禮活動，藉由山訓讓同學學習克服恐懼，了解自

己即將成年，雖然要開始面對成長後的各項責任，但

不用過度擔心或恐懼，只要鼓起勇氣，很多困難都不

難。另外也藉由展信與奉茶，讓同學學習體諒父母、

向關心自己的人表達感謝。

各校榮譽事蹟

賀！本校參與「2013 GreenMech世界機關王大賽」
獲金、銀、銅牌佳績

南崁高中各特色榮譽事蹟

桃園高中各特色榮譽事蹟

復旦高中各特色榮譽事蹟

【時間：101 學年度 / 編輯部：學務處和青社 / 執編人姓名：林佩珍】

【時間：101 學年度 / 編輯部：讀者服務組 / 執編人姓名：侯珮瑩】

【時間：102 學年度 / 編輯部：圖書館 / 執編人姓名：謝子敬】

【時間：101 學年度 / 編輯部：學務處訓育組 / 執編人姓名：董麗珠】

本次參與「2013 GreenMech 世界機關

王大賽」，目的為培育學生對於科學與

創造的態度與認識；將創意思考融入積

木，讓學生盡情地發揮巧思及創意並激

發學生在機關構造設計的思維。這次比

賽是本校第二年參與這項競賽，今年能

夠再度取得佳績有賴於六和學園由上至

下從校長、教務處、實習組、機電科和

資訊科主任們的大力支持與提供資源，

能讓老師與學生們能無後顧之憂的準備

比賽，今年我們的作品有別以往，本屆

賽事我們加入了許多工業電子與資訊的

關卡，甚至用到了 i Pad 與藍芽技術，

這都要歸功於資訊科陳永忠老師的付

出，使我們今年的作品更有看頭！另外

更要感謝張秋萍與黃鳳儀老師在總決賽

前夕的英文口說訓練，讓不擅用英文表

達的孩子們能夠在決賽時全程使用英文

解說與表達，讓我們的得獎機會再度的

提高，所以這個榮耀是屬於六和全體師

六和
高中

南崁
高中

桃園
高中

復旦
高中

生的。

  另外推動比賽訓練時，堅守老師「教

孩子釣魚，而非給孩子吃魚」的教育哲

學，在訓練過程中讓孩子在辛苦付出後

感受到豐收果實的甜美，當學生們看到

自己的作品一步一腳印堆疊出來時那種

喜悅的心情，正是延續學生們對創意機

構研究熱情的最佳寫照，學生在學習中

成長，不也是另一種很棒的經驗嗎？因

此我們秉持著「讓學生有真正的付出，

才能體會貨真價實的感動」，因為比賽

「是學生的比賽，而非老師的比賽」，

如果作品是老師捉刀代筆的成果，相信

學生一定沒有任何喜悅與感動，對學生

而言只是個錯誤的示範且一點意義也沒

有，因此千萬別扼殺了你的創意，想像

力就是你的超能力，動手做就對了 !

2013 世界機關王總決賽得獎名單

Overall Creative Design 銀牌

NV0300043 F.R.T (Fire Rescue Team)

機 301 林家豪、徐育誠；資 202 王渝柔、葉惠宜

指導老師：陳永忠、陳飛祥

英文口說指導老師 : 張秋萍

2013 世界機關王台灣選拔賽得獎名單

整體關卡創意說明獎金牌

NV0300043 F.R.T (Fire Rescue Team)

機 301 林家豪、徐育誠；資 202 王渝柔、葉惠宜

指導老師：陳永忠、陳飛祥

英文口說指導老師 : 張秋萍

整體關卡創意說明獎銅牌

NV0300044 祝融的剋星

機 302 李弘麒、徐士鈞；資 201 秦郁翔、葉瀚陽

指導老師：陳永忠、陳飛祥

英文口說指導老師 : 黃鳳儀

全國學生美術比得獎名單

一、平面設計類高中職普通班組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指導老師

入選 桃園縣 凖林曉寧凖  有核 ? 不可 !    陳冠潔

二、平面設計類高中職美術班組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指導老師

入選 桃園縣   邱庭理    當心詐騙陷阱　  陳冠潔

三、水墨畫類高中職普通班組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指導老師

入選 桃園縣   詹婷安    清涼世界     陳美萍

四、書法類高中職美術班組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指導老師

入選 桃園縣   楊巽丞    七言律詩ㄧ首    侯珮瑩凖

五、漫畫高中職美術班組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指導老師

入選 桃園縣    盧振宇    假面鈔人       陳冠潔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團體組得獎名單

名次 組別 

特優 國樂合奏

優等 絲竹

優等 管絃樂

學校整體表現

▲桃園縣學校特色認證（全人成長多元社團認證）

▲榮獲為教育部健康促進學校認證

▲通過教育部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第一期程及第二期

期程計畫補助

▲本校自 100 學年度開始辦理教育部教師專業發展評

鑑計畫，超過五成教師主動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參與教師中高達90%以上教師領有評鑑人員初階證書。

101 學年度更有 3 位教師領有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進階證書。

▲本校通過教育部 101 年度

高級中學學校評鑑，於校長領

導、行政管理、課程教學、學

務輔導、環境設備、社群互動

及績效表現等七項均獲優異成

績。

  本校在過去的這一年裡，因為在各方

面的深耕教育，使得同學們在許多面向

都有亮麗的成績，分別在全縣、全國與

全世界的賽事上，榮獲 35 項第一名。

我們也在最新出爐的升學榜單上大放異

彩。

  首先，林曉彤同學在世界智力運動會

圍棋項目上，獲得女子組世界金牌、混

雙組銀牌。並獲得總統與副總統特別賀

電致意。

  在音樂美術方面，本校在平面設計

類、漫畫類及版畫類上皆獲全縣第1名；

優質音樂是復旦的傳統特色，高中職女

聲合唱、國中女聲合唱、室內管樂團、

打擊樂團、鋼琴三重奏等皆獲桃園縣與

全國音樂競賽優等。桃園縣學生個人音

樂比賽，在直笛獨奏、長笛獨奏、薩克

斯風獨奏、長號獨奏、琵琶獨奏、及樂

曲創作皆獲全縣第 1 名。

  在學術表現上，本校素來重視國際

教育，與語文學習基礎工作，故在英文

比賽類、及國語文比賽類亦有豐富的成

果。在英文表現上，本校榮獲全國高中

英文單字大賽頭等獎第一名；全國高中

英語作文比賽中獲得決賽優勝；在外交

小尖兵選拔上，榮獲北區優勝，並於全

國決賽時獲表現優良獎。在國語文上，

本校在國語演說、作文、字音字形、寫

字、國語朗讀等項目上皆獲全縣第一

名。

  在數理能力競賽上，也不遑多讓，

在全縣國中數學奧林匹亞競賽中獲金牌

獎第一名。更在資訊與科學競賽中也有

傑出的表現，國中物理科展獲全縣第 1

名。

  另外，本校在升學表現上，也成果亮

麗。102 年大學升學表現，共計錄取醫

藥學系 12 位，台大 6 位、清大 13 位、

交大 7 位、政大 13 位、成大 13 位等一

流公立大學。凡就讀復旦的同學，九成

以上皆可錄取心目中理想的大學校系。

本校至今已連續八年獲大學學測桃園南

區榜首；在指考表現亦不俗，本校榮獲

桃園南區榜首，以上成績表現充份顯示

本校培育資優學生成效卓越！

本校學生參加 101 學年度第 53 屆國立暨縣（市）公私立高級中

等學校第 2 區科學展覽會比賽獲佳績

得獎名單共有 3 件：

組別   參展題目                           獎項

化學組   鉛蓄電池再生研究                    佳作

生物組   台灣槲櫟復育計畫                    佳作

生活與應

用科學組   
生存環境對橈足類及支角類增殖能力之探討 佳作

本校學生葉日鴻參加動感亞洲越野賽獲銀牌

連續 3 年在台灣舉行的動感亞洲越野路跑賽，今年 9 月

14 日於木柵指南宮舉辦，本校田徑隊共４男２女參賽，

其中男子組17公里由本校葉日鴻同學為台灣留住銀牌；

在９公里組本校有５人取

得前４名，榮獲佳績。

文字內容取自 2013 年 9 月 15 日

自由時報

【由各高中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