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三 十 三 期 中 華民國 110 年 4 月 1日
大 學 入 門

大學入門

▲ 畢業專題成果展示

　　什麼？耶魯大學心理學家 Avram Holmes和Lauren Patrick (2018)
指出沒有人是正常人！原來有差異，不代表不正常，不管這個差異是在自
己或別人身上。無論是外表上，或是跟智商、個性有關的，重要的是我們必
須更了解『差異性』這件事。那什麼是障礙呢?在WHO的定義中，一個人的健
康圖像，是由其所處的生活世界中許多因素與面向組合而成，其表現之功
能與失能程度，是個人的健康狀況、環境背景因素與個人因素之間的複雜
互動關係。這些描述與定義讓特殊教育成為一個有趣而動態，既助人又利己
的重要職業。雖然現今少子化的趨勢日益嚴重，但特殊教育的需求卻有增無
減。本系是全國第一個私立大學參與師資培育的特殊教育學系，至今已有
超過二十屆的畢業系友們在各地區的學校和機構成為重要的支持與後盾，
持續為特殊需求的兒童和家長發光發熱。

　　本系在培育特教教師上深信「沒有行動的研究，是空的理想；沒有研究
的行動，是盲的活動」。因此，特別注重教學、研究，與現場實務的充分鏈結，
共設置了三個直接服務中心。整合學校不同院系跨領域及政府社會的資源，
包括特殊教育中心提供校外特教教師進修的機會；早期療育研究中心承接
桃園市政府之「早期療育社區資源中心」；還有特殊兒童家庭支持研究中心
直接服務鄰近地區的家庭和特殊幼兒。提供師資學生專業知識與實務經驗
的同時，也體現中原大學全人關懷的精神，善盡大學知識社會責任。除了專
業的學習之外，從大一開始即有豐富的志工見習和實習機會，讓學生除了滿
滿的愛心，更擁有扎實的專業素養。
　　特殊需求兒童往往需要更多同理心及更多元的資源協助，因此特教系
的學生必需要有跨領域合作的能力與經驗，並要結合創意和專業，才能妥適
地服務更多需要幫助的孩子。本系課程分流，就業選擇多元。可培訓包含學
前特殊教育、中等特殊教育、資賦優異等不同教育類科的師資。此外，還與雅
文兒童聽語文教基金會合作進行研究及建教合作。學生們還可選修聽覺口
語法課程並參加實習，將來有機會可擔任聽覺口語治療師之工作。
　　本系秉持著全人教育理念，以最優良的師資、新穎齊全的教學設備、精
益求精的實作場域提供系上學生豐富、多元且有挑戰性學習的經驗，充分裝
備學生有充足的能量落實有教無類、因材施教之精神，充分發揮教育愛。

文／特殊教育學系／曾淑賢　副教授兼系主任

▲ 特教系辦公室 ▲ 特教系全人村207專業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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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識 通 訊

•應用外國語文學系
•應用華語文學系
•特殊教育學系
•宗教研究所
•教育研究所
•人文與教育學院學士學位學程（大二）
•音樂產業碩士學位學程
•通識教育中心
•師資培育中心

大學入門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Education

　　人文與教育學院自民國 8 8 年成立並致力於以「身、心、靈」為基本內涵，追求天、
人、物、我和諧之「全人教育」。現設有應用外國語文學系（所）、應用華語文學系（所）、特殊
教育學系（所）、宗教研究所、教育研究所、人文與教育學院學士學位學程、音樂產業碩士
學位學程以及通識教育中心與師資培育中心。
　　本院最大特色為人文與教育兩大專業類群，以學群發展與系所創新為主要軸線。形
成「創新性、創意性、國際性、多樣性」的學院特色：
•強調全人教育為教育核心理念：秉持全人教育理念，培養學生專業知能，重視學前及中
小學師資培育，以增進全人教育之落實。
•強化理論與實務之結合：培養學生理論與實務相結合，以因應社會與產業之需求。
•精緻通識課程與活動規劃：通識教育課程設計涵蓋以天、人、物、我四面向。整合跨領域
學程，全方位提升全校人文視野。
•發展華語潛力迎向國際：全球吹起華語熱潮，將台灣精緻的華語文教學與檢定推向國
際，邁向卓越。

　　本院以「發展通識，追求專業，建構全人」為教育目標，從傳統到現代，從本土到世界；
認識現世，關懷終極；融人文、人本的情懷於宗教信仰的虔誠之中，敬天親人，踐履篤實。
依此本院未來發展目標如下：
•教學：培育學院特色人才及學前、中小學師資，養成全方位菁英人才。
•研究：連結學院跨領域之研究，提升研究風氣。
•國際化：整合資源，推動學院國際化。
•訓輔：強化實習就業輔導，提升就業競爭力。
•推廣服務：藉由專業知能，提供社區支援服務。
•全人拓植：營造全人關懷氛圍，實現全人教育。

由 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補助

發行單位：

發行人：李英明校長   總編輯：張國華教務長

主任：陳平舜   文稿總編：余沛臻   美術編輯：邱敬雅

歡迎特殊選才、繁星、個人申請、運動績優、身心障礙甄試、四技二專技優保送或特殊
選才推薦管道錄取本校學系之準大學生，透過大學生活介紹及校園、學系、宿舍等空

間參訪與導覽，更進一步認識中原大學，讓您贏在起跑點！歡迎各位踴躍參加。
相關活動訊息，請追蹤科學與人文教育發展中心官網或粉絲專頁

﹒活動日期：110年5月7日（五）
﹒活動時間：09:00-12:00；13:30-16:30(分上下午場，可擇一場次參加)
﹒報名網址：https://reurl.cc/xg3Lv4
﹒活動費用：免費 (提供保險)

「大學生活與校園介紹暨宿舍巡禮」

科教中心官網 科教中心粉絲專頁活動網頁

認識中原特殊教育學系



      「2020綠色生活創意設計大賽」是台灣Panasonic集團，
自2015年起，每年舉辦的全國性設計競賽；自2018年起，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也加入共同舉辦。2020年的第六屆
競賽，冀望激發全國學生對「未來智慧低碳生活」的創意火
花。這 項 全 國 性 競 賽，中 原 室 設 共 參 加 3 次，
2017/2019/2020年度，也拿下3個年度的 [年度最佳學校
獎]。3個年度，倪晶瑋老師指導出3銀1銅6佳作；2020年度，
更以1銀4佳作成果，拿下 [年度最佳指導老師獎]。
    全國性設計競賽因等級高、獎金高、參加人數多，因此競
爭十分激烈。但越是如此，比賽就越有練功、練技、練腦的
價值。每個人各有不同的天賦潛能，數理優秀的，可選擇
理、工、醫的路線；語文優秀的，可選文、法、商路線。選設計
路線的年青人，則須要跨學科的多元潛能，如語文、藝術、
空間與基礎數理等。讀設計的年青人，如不參加比賽，就容
易流於在班內、校內孤芳自賞、自我感覺良好；出校門後，
無緩衝地直接面臨職場大考驗。如能在就學期間，藉各種
全國性、世界性競賽，把自己推上競賽舞台，與一群高手相
互競技，就大不同了。因為爭得一席之地，常須在短時間
內，強化自己說故事、圖面/模型表現與創新思維的能力。
所以，是一種密集學習、鍛鍊堅毅不屈韌性與耐力、高效成
長的機會。
    競賽得獎，除可讓自己的履歷表增添具體的實戰成果外，
獎金更是求學期間，材料/出圖/模型/軟體/3D列印/鐳射切
割費的實質來源。然而，未能得獎，也沒有任何損失。因為，
在探討原因與進行修改後，仍可繼續報名參加其他競賽，
持續練功、練技、練腦。此外，在參加決賽時，還可親身體驗
各參賽者如何使出渾身解術，奮戰一搏的多元表現：口說、
圖面/3D模型、影音多媒體；新概念、新創意與新突破…等。
      全國性比賽，切磋琢磨的是自己的國人； IF與RedDot 等
世界級比賽，就是在全世界，找高手來練功。由全國而全世
界，才能逐漸提高自己的視野，與讓自己站在國際的高度。

比賽。練功。
豐履歷。實荷包

文/室內設計學系 /倪晶瑋 副教授

    中原大學商設系產品設計組甫於108學年度設立，成立第一年
產設組師生即以「小烏龜光療衣」創新設計提案，  榮獲當年度新
一代設計產學合作競賽第一名金獎的肯定。指導老師郭介誠表
示，中原產設除了強調設計專業發展以外，更重視設計人格的培
育，希望在中原大學施行「全人教育」的理念變成學生人格涵養
裡重要的養分，未來成就具有「設計力、社會益」的新世代設計專
才！
    新一代產學合作競賽，是能讓學生直接接觸到業界很重要的一
個平台，這次產學合作專案是引導同學「做中學」，驗證學習如何
透過設計解決使用對象的需求，並同時達到商業性的艱難考驗。
在專案進行過程這半年來，師生團隊共同體驗「溝通力」、「設計
力」及「跨域力」是未來設計系學生銜接產業很重要的能力，也是
本校商業設計系產品設計組一直強調的教學重點，參與的師生
團隊很榮幸這次的專案能夠拔得頭籌、獲得佳績！
    獲獎之「小烏龜光療衣」結合OLED科技與物聯網技術及設計美
學，除了有可愛的造型，更難得的是背後那份體貼媽媽及醫護人
員的用心。指導老師郭介誠指出，獲獎原因在於這是真正跨校
系、跨領域的團隊合作，除了產品定位、設計與行銷到位，同學們
也提出醫療文獻當佐證，將科技與設計完美結合，提升設計「服
務」創新的價值。
    團隊組員之一王暄文同學表示，現有的LED藍光燈具治療設
備，不僅體積過大、新生兒還需戴上眼罩、全身脫光才能順利照
射；而「小烏龜光療衣」透過OLED的可撓曲、親膚光等特性，變成
輕巧易包覆的「藍光治療衣」，能夠雙面全身的照射，光線不會外
露、嬰兒不需戴眼罩，也能在媽媽餵奶時進行光照治療。
    為了確認療效與使用者需求，團隊三位大男生多次參訪新生兒
診療室、訪問嬰兒母親及醫護人員；此外，還要確認藍光波段、包
覆方式，並且做到防潑水等級，才能具體減輕醫護人員的負擔，
為了實踐上述目標，製作過程可真的經歷數不盡的障礙與挫敗、
花了不少心力，在團隊合作相互打氣的堅持下終於克服萬難達
成預定的使命。
 

    很榮幸在20年的教學過程中，指導學生參加各種全國性、海峽
兩岸、世界性競賽獲獎。有的學生除榮獲世界性獎項外，更申請
專 利 與 踏 上 青 年 創 業 的 路 途。前 者 如 艾 蜜 莉 之 窗 ( E m i l i 
Window，2014 RedDot Award）；後者如AQR (2016 IF全球
Top33 公益獎)。走出校園，走入國際，以參賽、發表測試自己、鍛
鍊自己，不管是指導老師，或是學生，都是一條正向的人生歷練
與體驗。歡迎加入中原室設，一起動起來吧！

    王暄文同學指出，由於一開始就是以能夠量產為目標，因此團隊
紮實地確認每一個步驟是否合乎規範，半年來不斷與協力廠商智
晶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德立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做OLED應用設計
上的溝通討論，讓商品不只停留在構想的階段，最後得以用最接近
商品化的樣貌參賽並得獎。未來計畫申請專利，並期待有量產的可
能，造福更多新生兒和母親。
   在榮獲新一代設計產學合作第一名金獎後，郭介誠老師指出最欣
慰的是進入中原產設學習的新生，大家有勇氣、也願意信賴在老師
的指導下初試啼聲；同學作品能夠獲獎，證明同學們願意孜孜不倦
的探索有助於社會福祉的議題、展現創意天賦，為勵志成為未來設
計新秀實踐「設計為善」與「設計為公」的頂層策略思考，也為中原
大學商設系產品設計組在中原大學教育殿堂落實「全人教育理念
」，踏出重要關鍵的步伐。

「小烏龜光療衣」新一代設
計產學合作競賽第一名金獎

文/商業設計學系 /郭介誠 副教授

    SYM（三陽工業）與NOVA（浩漢產品設計股份有限公
司）在機車設計領域中，傾力於創新研發與創意落實，為
尋找更多交通設計領域的可造之材，2017年起舉辦「ND 
SUPER STAR DESIGN AWARD巨星設計獎」，以激勵青年
學子以創意展現自己的設計能量與熱情，進而孕育交通
工具設計的明日之星，在2019年商設系產設組初成立之
時，因為老師對於交通工具設計的著墨與喜愛，引導著大
一新生的同學們積極參與第四屆2020的設計競賽，在指
導的過程中，總共有4組同學們參賽，最終一組入圍獲得
優選。
    本屆ND巨星設計獎海內外ㄧ共有142件作品參賽。在
經過評審的嚴謹標準篩選之後，共有25件作品入圍，追
風者能在這大多是大三、大四的參賽者中獲得優選，相當
難得，想必能為接下來的設計之路增加許多經驗與信心。
    同學雖然剛接觸設計，基礎技術能力稍嫌不足，但在構
想創新和大膽上看的出其未來的潛力，因此作為導師，勢
必全力支持，在最初設計草圖的生澀不成熟、協助一筆一
筆從頭修正比例、造型；3D數位建構的調整，最後表板的
規劃建議，入圍決賽後，面對評審的現場發表。

    第一次的參賽就能在競爭激烈的交通工具設計領域獲得佳
績。也讓大家能看到中原產設的能力與企圖心。很期待這樣的能
量能一直源源不絕的產出。
追風者創作理念： 
    看見別人騎機車的模樣，是不是令您心生羨慕，這是一款為想
追求速度的身障朋友所設計的機車，身障者不是只能靠輪椅代
步，利用外掛動力的概念，將機車分為動力與座椅兩部分，後方
為一短程代步使用的電動輪椅，當和前方的動力結合後，即可轉
變為能在外面騎乘的個性化機車，讓輪椅使用者也能享受速度
的刺激感，以及兜風的愉悅。
    符合人體工學的構造，在外型上打破一般的傳統輪椅，在性能
上也是大大超越傳統輪椅，智能按鍵，更精準的操作指令，甚至
調整椅子高度都可以做到，讓您一個人在家也能自在移動。

「追風者」
榮獲2020ND巨星
設計獎優選

▲決賽現場，由張光明顧問頒獎

▲外觀3D數位模擬（側視圖）

文 /商業設計學系 /施昌甫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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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烏龜光療衣透過OLED可撓曲、親膚光等特性，變成輕巧
易包覆的藍光治療衣；搭配專屬APP能雙面全身照射，嬰兒不
需戴眼罩，也能在媽媽懷抱時進行光照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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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元 學 習

文 /機械工程學系 /翁輝竹 教授兼系主任

發展以議題為導向之
創新人才培育模式

「英文（一）」
高中生大學先修課程

    中原大學於109學年度第一學期開設「英文(一)」大學先修課程，本課程以數
位平台為主，提供學生上網點閱並練習線上多益課程，有別於一般英文課程，
以本校磨課師「多益FUN輕鬆」課程影片為基準，藉由情境式生活英語對話、
活潑雙師對談解說，並有深入簡出的中文文法動畫講解，配合線上輔助教材
練習與測驗等，培育學生對英文的興趣，並建立學習英文的正確態度與有效
的讀書習慣，以強化英語能力。
    課程由本校應用外國語文學系陳正婷老師與吳碩禹老師擔任講師，安排一
系列英文課程及引起學生學習動機之練習，有別於一般英文檢定課程，課程
教材內容豐富有趣，提供食、衣、住、行、育、樂等主題教材內容，常以分組討論
方式進行，並由講師生動活潑授課與助教課堂協助帶領下，學生能於短時間
內有效地吸收與增能，讓學生從中培養自我學習之習慣，並將所學實際應用
於生活中，更強化英語表達能力。
　　語言為社會溝通與互動媒介，英文是不可或缺的能力，中原大學開設「英
文（一）」高中生大學先修課程，提供臺灣各高中學生免費學習機會，所學可培
養興趣與應用於日常生活溝通外，更幫助提升未來競爭力，培養積極學習態
度，從中學習文化差異並包容多元文化，以拓展國際視野與世界觀。

    原本只是因為想增強英文實力而報名，但第一節課老師就宣布要做多益
的模擬測驗。老師簡單的做了多益題型的介紹，並表示之後的線上課程也
會朝各個題型做練習。老實說線上課程很讓我驚訝，雖然是以影片教學，但
不僅內容豐富、解說詳細，也完全不無聊，包括情境式生活英語對話、活潑
的雙師對談解說，加上專業補教老師深入淺出的文法動畫講解。而一個單
元結束後會有三項作業：議題討論、筆記心得以及小考。其中議題討論能讓
你活用影片中學到的單字，並針對不同議題作探討，對寫作方面是很不錯
的練習機會。
    除了線上課程，這次還有三堂實體課。第一次就是上述得課程介紹加模擬
測驗；第三次是成果驗收，也就是最後再考一次模擬測驗。重要的是第二
次，這堂課是要訓練我們的口說能力，於是我們進行了小組討論。過程中我
發現自己沒辦法將腦中想的句子翻成英文並脫口而出，中文可以輕易說出
來的字詞，用英文說總是要在心中練習很多次。而老師也發現這一點幫我
們加強，也教我們如何運用時間做有效的學習。
    經過這幾個禮拜的練習，不僅會讓你更了解多益，也會感受到你的英文逐
漸進步。雖然過程中會很忙碌，但這整個月你會感覺很充實、很值得。若你
想在高中準備好多益，這堂課會很有幫助。

桃園市立武陵高中/高一 /申昀芯

    對我而言這場由中原大學所舉辦的英文先修課程，個人認為毫無疑問的非常
的成功和順利，令我出乎意料的是，居然有兩種的上課形式，分別為線上和實體
的課程來做教學，當踏入中原大學可以明顯感受到跟高中有所差異，不管是人、
事、物非常新穎，進到教室裡老師和助教都很親切的教導我們，課程開始之前做
了項測驗，可以了解到目前英文的程度約落在哪裡，老師們也針對每位同學不懂
的地方去做因材施教。在線上課程的部分，則是以影片的方式導入線上學習，影
片中的內容，也融入了現在我們所使用的108課綱，利用兩人的對話展現出平常
生活化，文章用的文法、單字、都會額外去做講解，可說是比許多補習班教的都還
完整和有趣，除了影片之外，每周還有不同主題、作業和測驗，可以讓學生天馬行
空思考出不同的看法，促進對英文的樂趣，從這次的先修課程中，更加了解英文
在我們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感謝這次中原大學辦的課程，讓我從中收穫了不
少呢!

桃園市啟英高中/高二/吳享岷

　　為服務莘莘學子，在學測成績出爐後，期望其依據學測成績、性向，選填適當志願，俾能
就讀理想學系。本校經由橫跨十四個學群之理學院、工學院、商學院、設計學院、人文與教育
學院、法學院、電機資訊學院七個學院、三十個學系， 於110年3月12日（星期五）聯合舉辦「學
系介紹暨審查重點與準備指引」，內容包括模擬面試、書審資料準備、學系學涯、職涯之瞭解，
以及校園特色空間參觀。
　　另外，本校更於活動前規劃非同步遠距「高中生大學學系學涯、職涯、生涯體驗營」活動，
高中生及家長可於「中原大學入門平台」網站（網址：https://prospective-students.cy-
cu.edu.tw/）預先體驗線上「高中生大學學系學涯、職涯、生涯體驗營」活動，藉由中原大學簡
介、校園巡禮、大學多彩生活、各學系介紹影片，以及補教名師胡天爵老師之專業講授「拿到
學測成績單以後如何選擇個人申請的校系」等影片初步認識大學生活與各學系職涯生涯介
紹。參與線上活動體驗後，有利於高中生能更有方向的選擇最有興趣兩個學系至本校進一步
認識及瞭解。
　　本次活動報名人數為1,107人（含家長），其中包括：六和高中、林口高中與新北高中，共
計三所高中之學生團體報名。藉由本次活動，相信各位高中生們皆能體驗到不同的學習經驗
與知識，也對未來的學系規劃更加明確，得以進入最適合自己之大學、生涯學系。
　　中原大學為善盡大學對社會之責任，近年持續規劃一系列高中職生認識及體驗大學生
涯相關活動及課程，鼓勵高中職生進入大學前，能對大學課程及生活具有初步的瞭解與認
識，更期望透過大學端開放的教學資源與場域，促使其對於未來學系的選擇，具有更加明確
的方向與主見。

高中生修課心得分享

中原大學學系介紹
暨審查重點準備指引

多元學習

文/科學與人文教育發展中心 /劉靜宜 行政人員

    中原大學機械系(以下簡稱本系)的教育宗旨在致力於原理與實務的傳授，配合產業進步及
多元化、國際化潮流，課程與授課內容不斷更新，予學生能充分學習當今與未來機械相關產
業所需要的知識技能。在人才培育的特色發展方面，政府於2015年10月提出「亞洲·矽谷」計
畫，於桃園建構「亞洲創新研發人才交流中心」，期盼以「面向在地」、「朝向國際」等兩大主軸
發展，奠定台灣經濟未來20年發展基礎，而中原大學於2019年3月啟動桃園「亞洲·矽谷」智
慧科技應用場域‒知行領航館，為國家產業發展和桃園市智慧城市的推動開創嶄新格局，而
本系為強調原理與實務並重，且為讓學生從解決實際智慧機械工程問題中學習各種所需的
知識與技能，激發對機械工程之興趣與熱情，規劃讓學生自入學後便開始修習基礎課程
(cornerstone course)，以具備智慧機械工程的基礎能力；隨後開始修習核心課程(keystone 
course)，以具備運用虛實整合工具的核心能力；大三下學期開始修習總整課程(capstone 
course)。
    本人自2018年開始參與教育部「潔淨能源系統整合與應用人才培育計畫」，計畫的策略之
一在使具備智慧創新，同時整合實作，以確保人才培育品質，而其中的重點工作便在策劃節
能專題，推動能源創意實作。學生在修習基礎課程、核心課程，以及總整課程之後，為實踐教
學創新於教育現場，另於所開設課程中融入PBL、遠距、實作、翻轉、活動誘發、數位科技等模
式，藉由教學創新要素之建構，引導學生進入節能科技領域，以節能議題為導向，激發學生主
動尋找答案的方式學習相關知識與技能，於課程中融入設計思考內容，包含適性探索以決定
實作方向，隨後定向深耕以決定實作題目(定義動機、背景、目的)，並教導學生如何運用虛實
整合工具以執行實作、獲得結果，最終配合系上總整競賽活動之辦理以發表實作，以培養學
生具備實作思維、實作方法，以及實作態度(參見圖1)。本人所指導的大學部學生，於2019年
及2020年桃竹苗區域潔能創意實作競賽皆獲金牌獎，其中四位學生的「廢熱儲能式外送箱」
作品更在全國潔能科技創意實作競賽決賽隊伍中，最終榮獲銀牌獎(參見"政大大學報—
1710期")，足見以此工程教育的模式，所培養之學生是具創新思維與技能，並能透過團隊合
作解決實務問題的優秀人才。▲ 2020年桃竹苗區域競賽金牌、創新應用奬。

文 /科學與人文教育發展中心 /徐莉薇 專任助理

▲ 【圖一】創新人才培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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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入門平台
中原大學為了要讓即將入學的新鮮人了解大學教育的意義與使命，並認識中
原大學及各院系的定位、性質及特色，更加深入了解大學生所處的人生發展
階段、發展挑戰及所應完成的發展任務。讓學生充分掌握大學生活的各種資
訊，了解課外延伸教育對全人發展的重要性，為個人的近程與遠程生涯做規
劃，特設立大學入門平台，橫跨十四個學群、七個學院及三十個系，分別呈現
本校各學系特色：

資訊學群

商學院 / 電資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

建築與
設計學群

設計學院
•商業設計學系
•建築學系
•室內設計學系
•地景建築學系

管理學群

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中原大學美國天普大學
 商學管理雙學士學位學程

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土木工程學系
•機械工程學系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工程學群

商學院
•會計學系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財金學群

電資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電子工程學系
•工業與系統工程學系
•中原大學美國威大密爾瓦基分校
 電機與資訊工程雙學士學位學程
•電機資訊學院學士班

電機資訊學群

法學院

法學院
•財經法律學系

理學院
•心理學系

社會與
心理學群

人文與教育學院
•應用外國語文學系

外語學群

人文與教育學院
•特殊教育學系

教育學群

人文與教育學院
•應用華語文學系

文史哲學群

理學院
•應用數學系
•物理學系
•化學系數理化學群

理學院
•生物科技學系

生命科學群

工學院

工學院
•環境工程學系

注意事項

1.活動預約以「班」或「校」為單位，
 歡迎各位導師或各校長官、老師來電預約。
2.活動安排請務必於一個月前來電預約，
 本校將竭力將活動安排得盡善盡美。
3.承辦單位：中原大學科學與人文教育發展中心。
4.聯絡電話：03-2652091、2092、2093、2094。

 

108課綱、協同教學、教學資源輔助
     

針對高中端課程需求，由大學端媒合相關學系，
提供師資支援高中端開課或協同教學。

學群講座
     

不知道未來想讀什麼？不知道想讀的科系在學什麼？
學群講座讓你直接與大學教授面對面問題一次得到解答！

參訪中原
     

想了解大學學習環境嗎？想更深入了解中原大學嗎？
讓我們帶你走入大學、深入各學系，實際感受大學氛圍！

高中職教師研習活動
     

針對高中端教學需求，由大學端媒合相關學系，
提供師資辦理高中職教師研習課程或工作坊，協助解決教學問題，輔助課程精進。

模擬面試
     

大學教授親自到校指導、幫你累積經驗值，
讓你身歷其境、從容面對各校面試！

即將成為高中生的你，還不了解各學系學習方向嗎?
你想再更進一步了解中原大學嗎?
快快掃描以下QR CODE-----------------------���
進入「中原大學入門平台」更進一步了解中原大學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