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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法律與倫理之均衡，

是中原大學法學院師生的共同理念。

在高度工商發展的社會，

法治觀念的落實，是社會存在的根本，

面對價值觀變動的社會，

追求公平正義是永不改變的理念，

我們不僅致力培養法律專業能力，

亦重視法律倫理之薰陶，

以財經法領域為取向培育 21 世紀最具競爭力

且負社會使命感之多元性法律人。

[1] 最早的成文法典─漢摩拉比
法典。

【文 / 法學院 鄺承華院長】

[2] 天秤在西方文化中象徵著
正義，「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法學院秉承本校教育宗旨與理念，

以「培養具有社會關懷之財經法律人」

為目標。除注重基礎法律課程與財經課

程外，更重視倫理、理論與實務的訓練，

期望朝經貿法律、科技法律、司法實務

三大方向，養成兼具倫理觀與財經專業

之法律人。

    課程涵蓋憲法、民法總則、刑法總則、民法債編總論、刑法分則、民事訴訟法、證券交易法…等。大一

通常從民法總則及刑法總則等基礎法學的概論入門，例如法學概論、憲法。大三以上，學習的課程多半以司

法官及律師國家考試科目為主，例如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行政救濟法、商事法、國際公法、國際私法

等必、選修科目。近來熱門的財經法律學系，則在大三以上開始有銀行法、證券交易法、國際貿易法、國際

經濟法、關稅法、信託法等必、選修科目。部分 5 年制學系則加入英美法課程設計，將英美侵權行為法、英

美契約實務等分散於各年課程中。

法律學群相較於其他科系，有很強的

專業導向，且畢業後不論在公、私部

門的出路也很廣，有很大的選擇問。

律師高考，特種考試：司法官、公設辯護人、

監獄官、軍法官，高考三級：法制、公證人、

觀護人、政風人員、公平交易管理，普考四級

法院書記官，基層特考法制 ( 三級 )，土地登記

專業代理人，調查人員法律實務組，經濟部商

標審查人。法官、檢察官、律師、法律顧問、

公私立機關之法務人員、法學學術研究人員、

政府官員、各級民意代表〈立委、監委、議員〉、

國會助理。

[1]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BE%8B#mediaviewer/File:Milkau_
Oberer_Teil_der_Stele_mit_dem_Text_von_Hammurapis_Gesetzescode_369-2.jpg
[2]http://www.yoshimura-law.com/

    法政學群為探究人類社會運作中相關法律運作的過程及理論的建

構、制度的各個層面，藉以訓練從事法案制定、社會改革之專業人員。

法律主要課程在學習及比較我國和其它國家的憲法基本架構內容與法

律，及認識各種法律下的權力與義務關係，法律、財經法律等科系都是

屬於這個學群。有意選擇這類科系的同學，組織能力、領導能力、閱讀

能力、語文運用等能力是絕對必須的，另外，清晰的邏輯推演及思辨能

力，也是應該具備的能力。 

    
依全人教育之意旨，培育學生兼顧法律

專業知識的傳授及人格塑造。在法律專

業知識方面，著重於基礎法律知識及財

經法律知識；在人格塑造方面，學生除

選修學校之共同必修課程及通識課程

外，須選修「法律倫理」課程。

    
大學部開設英美相關法律課程，例如：

法學英文、英美契約法、英美侵權法

等，讓學生接觸到英文法律概念及英美

法制。碩士班則開設法學外文（英、德、

日）課程，部分課程採用外語教材或英

語授課，且研究生必須通過本系舉辦的

外語考試，方得畢業。

在國際化方面，朝兩個方向努力：

(1) 經常性邀請外國大學教授與財經法

律專業人士（英、美、澳、德、日）來

校作專題演講。

(2) 積極與歐美國家及大陸高等教育機

構進行學術交流，並推動雙聯學位。

    
本院於基礎法學外，並著重財經法學，

因此，在大學部五年之學習過程中，大

四及大五兩年之課程集中於財經法、科

技法，及實務法律方面。碩士班之課程

及學生論文亦多以財經相關法律為主。     
本系目前已有「法律服務」及「法律服

務專題」課程，以課程方式落實服務學

習的理念，例如：以法律服務課程讓學

生從事志工活動、法律服務及推廣法治

教育。另外，將於 102 年起開設「永

然法律就業學程」、「科建法律就業學

程」。

    
大學部及碩士班皆必修法律倫理課，此

課程配合學校共同必修及通識課程，有

助於法律人之人格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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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本校全人教育目標 ‚
培養法律及財經法律人才

發展經貿法律 ‚ 科技法律
及司法實務專業學程

重視法律倫理教育 , 養成法律
專業與法律倫理兼備之法律人

強化法律實作課程 , 結合理論
與實務 , 並培養社會關懷理念

憲法 ‚民法總則 ‚刑法總則

民事訴訟法 ‚證券交易法 ‚強制執行法 

法律總和演習

民法債編總論 ‚刑法分則 ‚民法物權

民法債邊各論 ‚民事訴訟法 ‚刑事訴
訟法 ‚商事法總論及公司法 ‚票據法

透過法學外文課程 , 奠定學生
專業外語能力 , 推動國際化

本校於民國（下同）94 年 8 月 1

日成立「法學院」，將原屬於商學

院的財經法律學系改隸於法學院。

財經法律學系成立於 80 年，為

全國最早設立之財經法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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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到大學理工學院的相關系所，諸如機械工程、電機工

程、資訊工程等學門，憑藉日常生活經驗及 google 搜尋，

再配合點想像力，或可大致理解這些學門的應用領域以及未

來工作情境。 但是諸多科系中，卻有一個神祕的科系 : 工

業工程 (Industrial Engineering, 簡稱 IE)，一直讓眾人

感到霧裡看花。儘管很多人都聽說過，鴻海董事長郭台銘認

為 IE 是工業之父，但大多數人對於何謂 IE、學完 IE 可以做

些什麼，仍是似懂非懂。這個問題即使問工業系的學生，可

能十位同學有三位答不太出來，五位可以講出偏好或部分正

確的答案，最後兩位的答案卻讓你覺得工業工程好像包山包

海，範圍廣泛。

    根據美國工業工程師學會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ngineers) 的定義，IE 是一門綜合數學、物理和社會科學

的專門知識及技能，可應用在整合各種系統中的人員、物料、

資訊、設備和能源等關鍵因素上。IE 結合工程分析及設計的

原則和方法，從系統的初始設計，改善和施行，到系統成果

的界定、預測和評估，都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但是這樣

的說明卻往往因為過於學術理論化，反倒加深了一般人對於 IE 的疑惑。然而，這類的迷惘如果追

本溯源，其實跟 IE 早期發展的歷史背景息息相關。

    IE 起源於工業革命時期，但在當時卻是以「科學管理」之名聞世，而非「工業工程」這個聽

起來有點虛無縹緲的名字。 IE 如果簡單用一句話來介紹，就是「以科學化的管理方式來提升各

行各業的生產力及效率」，是現代管理學的主流之一。說到這，就必須介紹泰勒先生 (Frederick 

Winslow Taylor, 1856-1915)，他是第一位提出科學管理 (Scientific Management) 概念的管理

學家，自 1895 年起發表了《計件工資制度》、《工廠管理》和《科學管理原理》等著作，是現代

管理早期的重要著作，因此被譽為「科學管理之父」或「工業工程之父」。 

    從工業革命時期開始，工商業資本

的累積，往往離不開壓榨員工的質疑，

直至今日仍是如此。泰勒先生家境其實

甚為富裕，然而他有感於一般勞工辛

勤工作，卻只獲得足夠糊口的工資，因

此提出科學管理的目的之一在於，依據

科學方法訂出每人每天合理的工作量，

並根據每人的實際產量給予合理報酬。 

因此，科學化管理倡導專業化分工，藉

由詳細記錄、客觀分析每個工作的步驟

及所需時間，設計出更有效率且標準化的工作流程，並配合工資激勵制度及生產規劃、品質管制等技

術，以經濟化和系統性的方式，最大化效率及產質量。這樣的概念在現代說來平平無奇，早廣為眾人

所接受，但在 20 世紀初，卻因過於新奇而受到大眾質疑。

    在 20 世紀初期，美國員工意識逐漸抬頭，成立工會保障員工權益開始為民眾接受。當時的科學

管理理念雖已經用實證取得管理者的接納 ( 在 1917 年，採用科學管理的工廠中，有 70% 認為它們的

推行完全或部分成功 )，卻因實際推廣時，出現許多趕流行、良莠不齊的「效率專家」，未能完全掌

握科學管理的精粹，並妥善處理組織人際關係的問題，從而導致科學管理被一線員工們視為資本家進

一步剝削的手段。此類負面影響甚至造成美國國會規定政府經費不得用於支付時間研究 ( 科學管理的

技術之一 ) 之用，直到二次大戰結束才廢除此禁令。當時，在科學管理已惡名昭彰的情勢下，相關專

家將「科學管理」更名為「工業工程」這個聽來讓人如墜五里霧中的名字，以避免推動執行時遭到眾

人強烈反對，也就不足為奇了 ! 然而，這也導致了後來眾人對於工業工程這個學門的困惑。

    從 IE 的核心科目包括生產管理、品質管理、設施規劃、物流管理等課程，就可以看出工業工程

與管理學門淵源之深，其與管理學院相關科系的差異，最簡易分辨之處在於 IE 傳統上著重於所謂的

生產製造業 ( 工業 )，並隨著時代演進，逐步擴展到諸如醫療業、物流業、運輸業、資訊業及金融服

務業等領域。另一方面，相較於其他管理學系部分重心放在相關法學及行銷、人資等領域，IE 則因為

強調科學化管理的特質，而著重數學統計的應用。現今各大專院校的工業科系，隸屬於工程學院或管

理學院的情況皆有，例如清華大學工業系屬於工學院，而交通大學工業系則在管理學院。

    直到如今，無論是大量使用自動化設備生產最新型手機或電動車的製造

產業，或是勞力密集深入日常生活的餐飲服務業、運輸物流業，對於工業工

程師都有廣泛的需求，以便能充分應用工業工程知識及技術以達到各項工

法、流程及系統的整合。 總之，工業工程的核心就在於秉持科學化的方法，

持續追求更好的方法來完成每個時代的特色產業所賦予的任務，這也就是

中原大學工業系標語「there is always a better way」的精神所在。  

   明年 6 月 18 日是滑鐵盧戰役兩百周年的紀念。這場決定歐洲

命運的大戰讓曾經叱吒風雲的拿破崙被放逐到聖海倫娜島，抑鬱

以終。拿破崙固來是不世出的軍事天才，也是個狡猾無比的政客 

，可是他同時也是法蘭西科學院的院士，更不同凡響的是，他遠

征埃及時帶著幾乎半個法蘭西科學院的成員到埃及去，讓歐洲重

新燃起對古代文明的興趣。比較鮮為人知的是拿破崙將大革命時

期創立的巴黎綜合理工學院與巴黎高等師範學院一手打造成世界

頂尖的學術機構，直到今天依然執法國學術之牛耳。這項成就當

然不是拿破崙獨立能做到的，而是的他身旁一群偉大的科學家辛勤耕耘而來的。其中與拿破崙關

係特別密切的兩位大師拉普拉斯與傅立葉都曾在這兩所學校任教過，今天讓我們來回顧一下他們

的生平 :

    皮耶爾•西蒙•拉普拉斯侯爵 (Pierre-Simon,marquis de Laplace) 1749 年 3 月 23 日生於

法國諾曼第，1827年 3月 5日卒於巴黎。一生橫跨波旁王朝、

法國大革命、拿破崙帝國、波旁王室復辟四個時期。在這段

人類史上最波濤洶湧的數十年間他卻一路逢凶化吉，雖然被

許多人批評是見風轉舵的投機份子，然而他的學術成就卻是

為世人所公認。他不僅是天體力學的主要奠基人，也是天體

演化學的創立者之一，更是分析概率論的創始人。拉普拉斯

方程式更是讓每個理科學生頭痛不已，偏偏到處都用得到他

發表的天文學、數學和物理學的論文有 270 多篇，專著合計

有 4006 多頁 ! 他是如何做到的呢 ?

    拉普拉斯年輕時就顯示出卓越的數學才能，18 歲時離家

遠赴巴黎。他決定從事數學工作。於是帶著一封推薦信去找

當時法國著名學者達朗貝爾，但遭到對方的白眼冷遇。於是

拉普拉斯就寄去了一篇力學方面的論文給達朗貝爾。這篇論

文出色至極，以至達朗貝爾對他刮目相看，甚至推薦拉普拉斯到軍事學校 (École Militaire) 教書，

溫飽無虞之後拉普拉斯開始他精采的科學生涯。

    拉普拉斯一生的精力都集中在太陽系天體攝動，以及太陽系的普遍穩定性問題。他把牛頓的萬有引

力定律應用到整個太陽系，1773 年解決了一個當時著名的難題：木星軌道為什麼在不斷地收縮，而同時

土星的軌道又在不斷地膨脹。拉普拉斯用數學方法證明行星平均運動的不變性，並證明為偏心率和傾角

的 3 次冪，這就是著名的拉普拉斯定理。1784 ～ 1785 年，他求得天體對其外任一質點的引力分量 可以

用一個勢函數來表示，這個勢函數滿足一個偏微分方程，即著名的拉普拉斯方程式。1786 年他又證明行

星軌道的偏心率和傾角總保持恆定，而且還能自動調整，意即攝動效應是守恆和周期性的，即不會積累

也不會消解。1787 年發現月球的加速度同地球軌道的偏心率有關，這些成果都集結在他的著作《宇宙體

系論》。這本書總結了他的發現但卻沒有提供計算的細節，然而他優雅的文筆卻為他贏得法蘭西學院的

院士，而此書甚至被視為法國文學的鉅著。在這部書中，他獨立於康德，提出了第一個科學的太陽系起

源理論——星雲說。康德的星雲說是從哲學角度提出的，而拉普拉斯 則從數學、力學角度充實了星雲說，

因此，人們常常把他們兩人的星雲說稱為「康德——拉普拉斯星雲說」。 

    但論到拉普拉斯真正灌注一生心血的鉅著則非《天體力學》莫屬。這套書 5 卷 16 冊陸續在 1799 ～

1825 年出版。1799 年出版了《天體力學》的頭兩卷，主要論述行星運動、行星形狀和潮汐。1802 年出

版第三卷，論攝動理論。1805 年出版第四卷，論木星四顆衛星的運動及三體問題的特殊解。1825 年出版

第五卷，補充前幾卷的內容。由於這部鉅著的出版，拉普拉斯被譽為法國的牛頓。

    在這部著作中第一次提出天體力學這一名詞。他不僅將牛頓的重力學說以成熟的微積分來呈現，而

且他也解決了連牛頓都無法解決的難題。雖然牛頓在考慮太陽與一顆行星的情況下由萬有引力定律推導

出克卜勒三大定律，然而若是再考慮行星間的引力，連牛頓都認為太陽系無法維持穩定的運動而需要神

祕的「上帝的攝理」。然而拉普拉斯用他優異的數學能力證明了那種「上帝的攝理」完全沒有必要。據

說當拿破崙看到《天體力學》這部書時問拉普拉斯，為何在他的書中一句也不提上帝，拉普拉斯明確地

回答：「陛下，我不需要那個假設」。

根據拉普拉斯的助手 Jean-Baptiste Biot 的說法，拉普拉斯在寫《天體力學》時論證太繁複，連他本人都

搞不清楚細節時就會寫句 "Il est aisévoir que...…" ("It is easy to see that……") 來搪塞。有趣的是，結果卻

都正確的哦 !

    拉普拉斯的成就其實還有很多，像是解微分方程用的拉普拉斯變換與表面張力有關的 Young–

Laplace equation 及與貝氏機率 (Bayesian probability)，有關他的研究影響無所不在，甚至他還是第一

個提出「黑洞」構想的科學家呢 ! 拉普拉斯在 1799 年當了 6 個星期的內政部長，期間他展開改革巴黎綜

合理工學院的計畫、積極參與校務，並對那裡的學生有極大影響力，其中數學家 Siméon Denis Poisson

就是他在巴黎綜合理工學院的高足。

[5]Tesla Model S 是美國這兩年來最受歡迎的高價純電動車 ( 非油
電混合 )，飽和充電可行駛 400 公里。

[6] Tesla Model S 的製造過程中 ‚ 不論是使用多工機器人還是技術人力 ‚ 都離不開工業工程的應用。

[1][2][3]http://blog.boxun.com/hero/200802/yanjiaqi99/10_1.shtml

[4]http://www.twwiki.com/wiki/%E6%8B%89%E6%99%AE%E6%8B%89%E6%96%AF[5]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9/90/Frederick_Winslow_Taylor_crop.jpg 

[5][6]http://www.teslamotors.com/gallery

[2]

皮耶爾 · 西蒙 · 拉普拉斯侯爵
Pierre-Simon marquis de Laplace

[1749/3/23 － 1827/3/5]

【文 / 中原大學物理系　高崇文教授】

【文 / 中原大學工業系　蕭育霖教授】

[3] 巴黎綜合理工學院至今仍為法國的學術重鎮。

腓德烈 · 泰勒
Frederick Winslow Taylor

[1856/3/20 － 1915/3/2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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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校交流活動。 [4] 左為鯰魚哥，右為安心亞。 [5]藝人蕭閎仁。[3] 整晚現場尖叫不斷、高潮迭起。

文 / 桃園縣諮商心理師公會理事長 王裕仁

    中原大學吉他社於 103 年 7 月 27 日在中原大學音

樂廳，聯合三所桃園在地高中共同舉辦成果發表音樂

會，三所合作的高中分為：國立永豐高中、壽山高中、

私立振聲高中，四校吉他社共計 120 餘位同學一同參與

表演，將這一學年所練習的成果，在觀眾面前展現出大

學及高中學生的年輕活力及音樂實力。

    這次的活動有別於中原吉他社以往自己單獨舉辦

的作法，首次結合鄰近在地三所高中吉他社團，舉辦聯

合成果發表音樂會。本校活動總召化工系三年級鄭庭林

同學表示：「身為大學生，雖然常常因為學業及各種因

素及理由，逐漸淡忘了當初為何加入吉他社大家庭的初

衷，然而藉由這次表演活動，讓這群即將升上高三的學

弟妹們，再次展現愛音樂的熱情，

    為歡迎中原大學 103 學年新鮮人的到來，讓大家拋

下羞澀心防，免去思鄉情怯，激起年輕熱情，面對一個

充實精彩的大學生活，本校舉辦一系列新生迎新活動，

於 9 月 17 日進入最高潮。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及學

生會舉辦了一場動感音樂饗宴—【群星爭霸．問鼎中

原】新生演唱會。

   9 月 17 日晚上 6 時 30 分，在本校中正樓舉辦的新

生演場會，邀請了八三夭樂團、徐佳瑩、安心亞、曾靜

玟、吳汶芳、蕭閎仁、吳思賢、林昕陽、沈玉琳、鯰魚

哥等多位藝人演唱最新歌曲，吸引了近 2,400 位新生及

師長參與，全場嘶叫聲不斷，高潮迭起，讓所有新生們

自 9 月 10 日入校以來，充分卸下心防，除去壓抑已久

的不安情緒，藉由歌手台上台下的熱情互動，讓新生們

不再害怕新環境。

    

  

    本次演唱會由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及學生會精

心策畫籌辦，並獲得可口可樂廠商贊助，贈送每位新生

一瓶可口可樂飲料，欣賞精采的演唱會表演，真是無比

享受。全場從頭 high 到尾，毫無冷場，由八三夭樂團

開場帶動全場搖滾氣氛，最後由笑點藝人沈玉琳搞笑結

尾，讓所有新生在歡樂的氣氛下，渡過一個進入中原以

來十分愉快且不同的夜晚。

    最後，課外活動組姜德剛組長上台勉勵新生，希望

大家未來四年在中原大學都能快快樂樂、活潑熱情 ~~~

演唱會的結束也表示中原大學一系列的迎新活動進入尾

聲，新生們要開始收拾心情，把重心放在課業上，期中

考瞬間即至，不要還沉浸在歡樂之中，不小心就會被當

了……。

也使我們大家回憶起當初音樂啟蒙的青澀，更讓我們知

道應該惜福感恩許多幫助過我們的人。」透過本次活

動，也帶動了大學生與高中生吉他技巧與音樂活動創意

的交流，雙方均表圓滿成功，獲益良多。

    現場吸引來自桃園鄰近學校同學及民眾約 350 人到

場，活動開場播放 15 分鐘自創微電影短片，作為整體

活動串場主題，表現出學生在迷惘中，藉由吉他樂音獲

得慰藉及鼓勵，並搭配著歌手與樂團的合唱、合奏，帶

來一首首在青澀歲月中茁壯萌芽的樂曲。中原大學吉他

社團大哥哥大姊姊們帶領著高中生進行節目活動，並在

最後進行了各校社團幹部交接儀式，象徵著各校吉他社

團生生不息的永續力，期許未來學弟妹們能一同創造更

多的音樂驚喜。

請幫自己評量一下 ‚底下五種團體中的人際型態 ‚依照你常出現的

比重排序（最常出現為 1，依此類推，最少出現為 5）。

（  ）A. 在團體中，我常擔任領導者、發起人的角色。

（  ）B. 在團體中，我常扮演開心果、鼓勵者的角色。

（  ）C. 在團體中，我常是好好先生、好好小姐的角色。

（  ）D. 在團體中，我常是獨來獨往、不假手他人的角色。

（  ）E. 在團體中，我常變換不同的角色，依據團體的需要。

※ 根據前述兩個問題的選擇及組合，你可以先幫自己判斷一下，在目前這個階段，是否已在團體中找到一個合適的位置。

    例如最常出現的型態是 A. 領導者的角色，而特質中最能代表的兩類分別是 a. 堅決果斷的、b. 有趣樂觀的。

不難看出這兩類特質都很合適發揮領導者的角色功能，特別是 A 型態跟 a 特質的組合，而 b 特質又能恰如其分發揮潤滑與緩衝的作用，達到加乘的效果。

反之，若你最常出現的型態是 E，最能代表的特質分別是 d 和 e，你會發現 E 型態跟 e 特質的組合很速配，但 d 的特質有可能會讓自己在轉換扮演不同角色時，

需要耗費龐大的心力，才能維持相對在意及要求的標準。

所以，聚焦點不要只放在自己究竟是何類型，或許我們會有些憧憬，希望自己是哪樣角色。然而，真正要緊的其實是你是否明白自己在角色中可以如魚得水

亦或捉襟見肘，你清楚自己在這階段比較是擁有哪些特質的人，而當期待與現況有落差時，失落、失望難免。

但別忘了，這個階段不代表絕對或固定，你現在擁有的特質及角色經驗，都是帶在身上的養份，不管那是喜歡的、辛苦的。我們需要做的先是『知己』，然後去嘗試並擴充我

還可以擁有的，接著，我就能做更多，更能回應團體中不同型態的他人，達到『知彼』。

   參考資料來源：Professional DynaMetric Programs（PDP）

再來，請從底下五類形容詞中，選擇兩類最能代表你的特質，在

括弧中打勾。

（  ）a. 堅決果斷的

（  ）b. 有趣樂觀的

（  ）c. 避免衝突的

（  ）d. 嚴謹精確的

（  ）e. 協調性高的

任何時刻，我看、我聽、我說、我做、我想、或我感覺，那都是我。

這是多麼真實，表現了那時刻的我。

過些時候，我再回頭看我所看的、聽的、我做過的、我所想、所感覺的，

有些可能變得不合適了，我能丟掉一些不合適我的，保留合適的，並且再創造一些新的。

～薩提爾（我是我自己）

[1] 吉他社表演。

[1][2][3][4][5] 中原大學課指組提供。

自
我
檢
視

【文 / 課指組　姜德剛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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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國二隔宿露營將在 10 月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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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校園演唱會，將在 12 月 3日晚上在相輝堂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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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旦藝術季活動今年已邁入第六個年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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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至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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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使本校富有服務熱忱的同學對從事「志工」能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103 年暑假，學務處訓育組與桃園青年志工中心在本校合辦 12 小時志

工基礎訓練的課程，103年 11月將再次聯合辦理志工特殊訓練12小時，

屆時完成基礎與特殊訓練的同學，且無任何課程缺席者，將由訓育組協

助同學申請內政部青年志工服務紀錄冊。

本校將在 12 月 10 日到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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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園地

中華民國 103 年 10 月 20 日4 中原大學知識通訊 « 第七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