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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復天空

再亮雙星

蘇冠瑋 繁星計畫上北科大
曹君碩 學校推薦上中正大
【本刊訊】本校高三電子技術學程同學蘇冠瑋，參加技職教育繁星計畫甄
試，以86高分錄取國立台北科技大學，消息傳來，蘇冠瑋高興的說：「這是我送
給媽媽最好的母親節禮物。」因為蘇冠瑋的興趣在太陽能、LED及光電產品，希
望將來朝光電領域發展，在技職教育的繁星計畫學校中，只有台北科技大學有光
電系，所以就讀台北科大。
本校另一位高材生曹君碩，參加大學學科能力測驗獲得61級分，可惜在本
校就讀未滿三年，不符合甄試標準，繁星計畫未能如願進入清華大學，經由本校
極力推薦參加國立中正大學甄試，終於獲得錄取，分發在物理學系。這是本校繼
楊浥昕同學分發在國立中興大學之後，再傳考取國立大學的榮譽榜單。

河合

理事長贈鯉魚旗

祝 福 畢業生魚躍龍門
【本刊訊】本校實驗托兒所姐妹校友人河合和成理事長，在應屆畢業
生即將畢業前夕，從日本帶來鯉魚旗幟，本校應用日語組同學為了高高掛起
鯉魚旗，象徵他們將來鯉魚躍龍門，特別穿起日式和服，參加鯉魚旗升旗儀
式。校長姜禮讓在儀式中說：「在我國有端午節，主要活動是划龍船、吃粽
子、懸艾草，而日本也有端午節，主要活動則是掛菖蒲草和懸鯉魚旗。古代
傳說鯉魚躍龍門就會變成龍，藉此比喻家裡的小孩長大能像鯉魚躍過龍門一
樣，有成就有出息。在日本江戶時代，將鯉魚旗豎立在屋簷上，目的乃是把
小男孩的誕生告訴世上的人，和所
有人一起分享喜悅。鯉魚旗分為
黑、紅、青藍三種，黑代表父
親，紅代表母親，青藍代表
男孩，青藍旗的數量代表男
孩的人數。」本校將鯉魚
旗懸掛在綜合大樓靠校門
邊，極為顯眼，增添本校
國際色彩。

「18禁不禁」爆紅光復
【本刊訊】
青春洋溢的校園偶像劇「18禁不
禁」，自今年四月初陸續在本校校
園內拍攝，從「棒棒堂」阿本所飾
演的阿傑與「黑澀會美眉」小薰所
飾演的念喬的網交開始，引發一連
串校園禁忌的戀愛話題，故事情節
超爆笑，令人噴飯。
「18禁不禁」首集播出後，收
視率開出紅盤，在14到24歲的青
少年收視群裡，更勇奪全國第一，
該劇組也舉辦慶功宴以示成功，可
見時下年輕人對性話題仍有十足的
好奇心，吸收性知識的渴望已不是
健康教育課本可以滿足的。這部戲
儼然是健康教育的電視劇版，如果
讀課本太刻板，看戲學到正確的性
觀念也是不錯的事，而一般家長更

可以透過這齣戲進一步了解年輕人
的想法和語言。
該劇每週日晚上十點十五分在
中視播出，每週六晚上十時卅分在
八大戲劇台重播，由於場面有本校
雄偉的校門、新穎的校舍、完善的
設備和美麗的校景，看來讓人覺得
既熟悉又親切，女演員所穿制服正
是本校新採用的校服，白上衣、格
紋裙，配上黑襪子，顯得清新秀麗
大方。在「18禁不禁」戲裡形容漂
亮美眉為「罡妹」，意思是比「正
妹」正的程度乘以四倍、
美麗多四倍，自從該
劇演出後，本校女生
特別喜歡穿制服，因
此校園內「罡妹」突
然多起來了。

95 學年度高中校務評鑑校長簡報
強調 創新發展

【本刊訊】教育部95學年度高
中校務評鑑小組，於五月十八日蒞
校訪視，成員有台灣師大教授林幸
台、市北教大教授萬家春、國北教
大教授孫志麟、台灣師大教授高新
建、新莊高中校長倪靜貴、全國家
長聯會副理事長林文虎、基市教師
會長蔡進裕等人。
校長在書面簡報中特別指出：
本校在整體風格方面，董事會組織
運作正常、學校經營方向配合國家
經建發展之需要、教育目標寬廣，
有容乃大；在重點發展方面，不斷
充實學校設備，務求盡善盡美、學
生先收後教，發揮有教無類精神、
注重實務實習經驗、開班設科要配
合社會需要、多次試辦實驗，為光
復奠定長久建制；在長期績效表現
方面，有下列八大績效：1.專科教
學設備完善，符合承辦職業證照考
場標準、2.開放現代化建築設備，
服務社區、3.與十數家廠商辦理建
教合作或提供工讀服務、4.拓展學
生國際視野，協助國民外交工作、
5.照顧原住民，本校出力最多，成
果卓著、6.與新竹市各國中合作辦

理技藝教育班，開班最多，貢獻最
大、7.辦理資源減量回收再利用，
獲環保署評定為全國優等學校、
8.有計劃推行振興體育運動，已逐
漸顯現成效。在創新發展方面，亦
有下列八大要項：1.全面改制為綜
合高中、2.規劃綜合大樓部分空間
為學生實習廣場，並委外經營，
獲教育部中辦室核備支持、3.創辦
科學教育研習營，奠定學生科學基
礎、4.研發創新教學方法，獲教育
部頒教學卓越金質獎、5.注重創造
思考教學，發揮學生創意，收到特
別效果、6.擴充教育服務領或，向
下紮根、向上發展皆有成就、7.每
月定期發行「光復報報」，宣揚
本校辦學理念，表揚績優表現、
8.為擺脫與鄰校惡性競爭，另闢發
展空間，實施「從紅海航向藍海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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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馨五月情

四月份圖書館班級

借閱排行榜

※母親節溫馨傳情活動

※香烤溫馨蛋糕

獻給親愛媽咪

本校觀光餐飲學程於母親節前夕，協助由柯
俊雄立委、聯合報及校友會舉辦的「香烤溫馨蛋
糕，獻給親愛媽咪」感恩親子同樂活動，共計
有60多位親子報名參
加，活動開始由老師現
場講解製作技巧並示範
老師現場示範教學
蛋糕裝飾，親子們在老師
及餐飲學程學生的協助下，設計做出獨一無二的
蛋糕送給媽咪，本校校友會姚瓊珠理事長也報名
參加，共襄盛舉，更有祖孫三代一起為蛋糕作裝
活動製作成品展示
飾，場面溫馨、活潑、生動。

大師 李 家 同
論『人類所面臨的重大問題』

五月十日下午13：30，懷著一顆興奮又愧疚的心，到六家高鐵站接李
教授，興奮的是，從上學期決定李家同教授為本學期的主題作家起，師生
們經過作品閱讀、心得寫作與班級讀書會討論，期待能與大師面對面的時
刻終於來臨了；愧疚的是，李教授十二點於
暨南大學下課後，必須撘乘約七十分鐘的計
程車到台中烏日，趕
搭13：29的高
鐵，才能趕得
上14：30在本
主題作家李家同教授演講
校的演講，對
於一位長者，犧牲午休與中餐，還得兼程趕
路，真的令人不捨，而其敬業務實的精神實
同學們排隊請李家同教授 在令人讚佩。
於書上簽名

李家同教授演講心得

王仁純

期待已久的五月十日終於來臨了，因為這一天圖書館為老師們邀約了李
家同教授來與大家一同分享心靈的饗宴。
下午二點半，只見李教授風塵僕僕的從南投趕來光復，一開始以幽默的
口吻談到一位學生作文進步許多的原因是因為學校老師要求罰抄『讓高牆倒
下吧』這本書；另外少觀所也要求裡面的人研讀、抄寫『讓高牆倒下吧』。
閱讀過李教授這本名著，發覺字裡行間不但具有知性美，更有淨化人心的功
能，篇篇都扣人心弦，感人落淚，難怪值得我們一讀再讀，反覆咀嚼。
之後李教授進入本次演講的主題---人類面臨的重要問題，其中包含了九
大問題：1.道德的日漸淪喪2.巨大仇恨3.重大決策仍操縱在少數人手中4.資源
之消耗殆盡5.環境污染6.貧富不均7.軍備競賽8.攸關人類重大幸福的科技由少
數人所擁有9.經濟發展鼓勵浪費。李教授以統整、歸納、舉例的方式來談論
這九大問題，而這些問題卻是往往被我們所忽略的，因李教授的演講而喚醒
我們對這些問題的重視，唯有懷著悲天憫人的心，盡一己之力，這世界才能
繼續生存下去。
今天是李教授第二次來到光復演講，理性中帶有感性，只見全場所有
的師生們聚精會神的仔細聆聽，如沐春風，受益良多。感謝圖書館的精心安
排，也期待下一次有機會再聆聽李教授的精彩演講。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綜202班
綜302班
綜301班
國102班

“eye”看書、找書趣

充實的新學期，就從閱讀開始
同學熱烈參與討論

時值溫馨五月天，本校班聯會策劃一
系列母親節感恩活動，首先於5月1日製
作人手一張「月亮代表我的心」歌詞，4
日至9日每天12:00-12:25經由學校廣播系
教師們將祈福卡繫掛於祈福樹上
統播放「月亮代表我的心」歌曲。5月9日
利用早上升旗，全校師生在操場舉行慶祝母親
節儀式，首先由校長致詞，講述一位母親照顧
兒女的感人故事，接著由謝馥霞老師指揮管樂
團，古亞妮同學領唱，全校師生大合唱---月亮代
表我的心，學生們獻上一束康乃馨給老師們「祝
母親節快樂」。08：05校長帶領全校教職員在思
源樓榕樹前，祝全天下母親平安、喜樂，將祈福
獻上康乃馨、母
親卡表示我們的
祝福 卡繫掛於祈福樹上，校園充滿溫馨氣氛。

召開家長委員會

班級讀書會
好書共賞之
本學期班級讀書會於4
月27日舉行，各班就主題作
家李家同教授的作品擇一閱
讀、討論並作成紀錄上傳至
圖書館信箱。
當日各班討論熱烈，李教授的
故事深深地觸動了同學們的心，讓同
學們了解到關懷與互助的需要，也
體認到助人的快樂。希望這小小的波
動能牽動更大的漣漪，讓我們一起來
關心週遭的同學與朋友，不要遲疑，
『您的一點點付出將帶給別人無限的
快樂與希望』，期望我們能有一個充
滿溫馨關懷的校園。

家長參與關心校務
九十五學年度第二次家長委員 二 、 檢
會議於96.05.12（星期六）上午九 送 教 育
時三十分在學校新大樓4F會議室舉 部 推 動
家長會 朱士強會長致詞
辦，會議由朱士強會長主持，會議中 十 二 年
姜禮讓校長報告本校辦學理念及未來 國民基本教育問答集及說帖。提案
展望，深獲家長認同與肯定，也藉由 三、建議一年級新生全部參加 「學
此次會議向各委員一一報告本校各處 生健康檢查」乙案。每位委員都熱心
室的工作狀況，使委員們了解本校的 參與提案討論，委員的支持程度至為
辦學成果，總幹事 吳文慶主任則實 感人，相信本校在家長委員的熱烈支
施年度工作報告及財務報告。委員們 持下，必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對本校教學及行政措施甚表嘉許，認
又本校同仁在各位家長委員的
為本校教師教學認真、照顧學生設想 指導下，戮力改革，期使本校能更成
周到、學業水準日漸提高，尤其近年 長、茁壯，實現教育的本質目標 －
來參加校外各項活動表現優異，對提 『使不好的學生變好，好的學生更
高學校名譽、加強家長向心力大有幫 好』，此目標已成為本校政策的方
助。
針，為達成此方針，本校
接著由朱會長主
尚有更多努力的空間，並
持會議，透過熱烈的
且需要全體家長的支持與
討論，經由表決通過
指導。且讓我們的家庭、
之提案有：提案一、
學校能合為一體，共同為
本校九十六學年度各
莘莘學子們創造一個最理
項代收代辦費，收費
想的教育環境。
項目及金額。提案
家長委員會討論提案

校園紅絲帶種子師資培訓

愛滋防治從年輕人做起
財團法人台灣紅絲帶基金會為落
實年輕人的病由年輕人根除（防治愛滋
DIY）理念，今年首次在各大專院校建
立全國「紅絲帶社團」網絡。
本校於96年3月19日獲得財團法人
台灣紅絲帶基金會通過「校園紅絲帶社
古蹟之旅-台灣紅綠帶基金會會址前留影
團」企劃申請案，此企劃案由班聯會
推動，邀請新竹市衛生局、教育局、新竹馬偕紀念醫院及東區扶輪社共同參
與。計畫內容有種子師資培育；國小、國中、高中校園衛教宣導；架設專屬
網站；行動劇演員培訓；漫畫、海報、動畫競賽；校外參訪；園遊會及成果
展等多元活動。
96年4月28、29日班聯會派林俊宏、林哲瑋、甘淑青等三位學生參加台
灣紅絲帶基金會主辦的「校園防治愛滋種子教師菁英研習營」，有來自全國
14個縣市，31所學校，共130位學員共同參加此研習活動。
96年5月11日在本校文化廣場第一演講廳舉辦5小時「校園紅絲帶種子
師資培訓營」，共有86位學生報名，由新竹馬偕紀念醫
院聘請周芳蘭技士、蘇世強醫生、葉珈語社工和小林
先生現身說法，並由鄔碧芬老師指導創意關懷小卡片
製作。其中66位學生全程參加，將獲得新竹市衛生局
授予5小時研習證明，96年6月至10月由教育局安排到
國中、小校園實施衛教宣導，採取「母雞帶小雞」策
聽，希望在唱歌－體驗活動 略，讓愛滋防治由基層做起，從年輕人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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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林英雄榜

餐飲觀光學程技藝競賽

天才廚師小試身手
餐飲觀光學
程為鼓勵學生重視
技能學習、提升專
業技能精進，選拔
優秀選手參加全國
技藝競賽，於4月
20日(五)舉辦學程技藝競賽，比賽項
目包含烘焙製作、中餐烹調、餐飲服
務等三項，由餐觀學程一、二年級學

成品展示(中餐技藝競賽第一名)

※羅正傑同學榮獲「2007年全國跆拳道武藝暨品
勢錦標賽」跆拳道型場高中色帶男子組第一名

生報名參加此
競賽，烘焙製
學生專心製作
作組比賽內容為葡
(中餐技藝競賽)
萄乾戚風瑞士捲，中餐烹調組為製作
指定菜餚(彩椒牛肉片)及創意菜餚各
一道，餐飲服務組為二人份餐桌擺設
及基本服務，餐桌擺設內容包含檯布
鋪設、口布摺疊、餐具擺設，基本服
務包含倒水、攤口布、派夾麵包。
競賽結果烘焙製作組第一名綜
218班林思吟；第二名綜219班高立
芸；第三名綜220班羅雅婷，中餐烹
調組第一名綜194班湯維銘；第二名
綜218班謝忠翰，第三名綜191班范
富國，餐飲服務組第一名綜218班傅
鈺禎；第二名綜219班陳威誠；第三
名綜191班徐志豪。

文采斐然
※第36期光復青年出刊
「光復青年」校刊市展現光復學子對文學、圖畫的創作才能，也是提
供師生文化交流的園地。本期特聘張佑新老師擔任光復青年總編輯，帶領校
刊社的學生執行「人物專訪」，邀請國文、廣設科的老師擔任執行編輯、美
術編輯、文字審稿、校稿及懷璞文藝獎的評審，在社務委員全力支援下，第
36期光復青年於5月18日出刊了，全校師生人手一冊,分享投稿者的喜悅。

※懷璞文藝獎得獎名單
鼓勵愛好書畫、寫作同學創作之風氣，舉辦「懷璞文藝獎」徵文，分為
新詩、散文、小說及圖畫類，聘請國文、廣設科的老師擔任評審，獲獎名單
如下：
類 別
散文類

班 級 姓 名
綜316
古峻瑋
綜323
吳春嘻
國302
陳怡安
國302
愛 洛
夜資三甲 李玉珍
新詩類
國301
王彥傑
夜資三甲 李玉珍
綜317
戴仕琪
綜305
邱郁茹
綜318
陳聖盟
小說類所有獎項從 缺
插畫類
綜316
朱華健
綜302
李易潔
綜152
朱華明
綜202
傅凱薇
綜202
謝璧徽

名 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佳作
佳作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佳作
佳作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佳作
佳作

※張珮容同學榮獲「96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跆拳道中量級高女
組第七名
綜223班張珮容同學在高一時因為張劦偉老師的極力推薦之下加入本
校的跆拳道隊訓練，因為勇氣比一般的同學來的旺盛，此經過一年來的訓
練，終於在這一次全國競賽中脫穎而出，取得進入全國八強的行列，實屬
難能可貴，也為自己取得未來進入大學的績優運動員保送甄試的資格。

※董瑀暐同學榮獲「96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空手道高女組個人
型第六名
經歷了去年未能晉級的慘痛經驗，今年綜225班董瑀暐同學平日更加
倍練習，今年捲土重來，終於獲得第六名佳績。

光復真心情，健康向 行
前
2007年4月21日，一個充滿陽
光和歡樂的週六上午，於光復大操場
舉行本學年度幼兒親子運動會，運動
會前的一週，各班的幼兒和老師們就
開始討論班級設計造型、如何製做班
旗……等，為的是希望營造熱鬧又有
趣的氣氛。
親子運動會是家長與幼兒同心
協力的參與各項趣味競賽，一同體會
遊戲樂趣，親子體能大挑戰的活動內
容有：

1.運動員進場秀：

綜202

董清筑

第一名

綜302

李易潔

第二名

國畫類

綜303

張吟霜

第三名

設計類

綜316

廖冠帝

第一名

綜316

鍾庭浩

第二名

各班孩子配戴著自己設計的造
型，精神抖擻進場，有花仙子、印地
安人、氣球、小天使、超人……，各
班皆展現特色。接著，在未預告的
情形下，孩子們將身上的各種道具，
裝扮到家長的身上，讓家長與孩子一
樣，也帶著道具和班旗進場，「大
大」運動員進場的方式，給了家長特
別的體驗。

綜302

翁惟恩

第三名

2.親子律動：

綜228

蔣雨庭

佳作

綜303

張吟霜

佳作

綜316

徐曼婷

佳作

綜316

彭儒鈴

佳作

類

別

西畫類

書法類

班

級

姓

名

從 缺

名

次

第一名

綜303

張吟霜

第二名

綜316

古峻瑋

第三名

從 缺

佳作

光復啦啦隊成果展

漂亮寶貝是媒體寵兒
【本刊訊】本校啦啦隊隨著五
年前林宜靜應聘光復便組隊成軍，
在短短三個月內參加全國高中錦標
賽獲第五名，自此信心大增，陣容
增強，成績突飛猛進。94年參加
全國錦標賽成績躍進第二名，今年
參加全國中等學校啦啦隊錦標賽，
榮獲高中女子組冠軍。本年度隊員
中，應屆畢業生15人，至目前止計
有14人已保送進入大學院校，其中
李衫玉、蔡孟珊、鄧月帆錄取國立

綜124班羅正傑同學，經過張劦偉老師的鼓勵及訓
練之下，轉入品勢項目，半年多來努力的付出與練習，
在這次錦標賽中以紮實的技巧，結合力與美的表現，獲
得裁判們第一名的肯定。

台北體育學院，她們
畢業在即，感念同學們同心協力爭取榮
譽，各界給予支持和鼓勵尤多，因此在
五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時半，假體育館舉
行畢業成果展暨記者招待會，首先表演
競技啦啦隊各種高難度動作，接著師生
發表心得感言，最後開放記者採訪，只
見同學們擺出各種姿勢，翻動幾樣動
作，而且她們面露笑容，侃侃而談，顯
現訓練有素、落落大方，一時成為媒體
寵兒，記者爭著拍照。

一首「無敵鐵金剛」熱鬧滾滾
登場，雖是熱身
活動，已把孩子
們的士氣提高到
最高點，也喚起
六七0年代爸媽的
記憶；另一段饒
富感覺統合效果
的親子體式互動
爸爸媽媽進場

操，也深受父母喜愛。

3.趣味競賽：
採混齡融合的方式展開一場星
星、月亮、太陽隊的趣味戰爭，安排
了三項趣味競賽，遊戲一：步步驚
魂，家長們將滑溜布懸空拉平讓孩子
用爬的方式闖關；遊戲二：天旋地
轉，大人抱起孩子依指示轉圈、跑、
跳，讓孩子到目的地的盤子上咬一顆
糖果即過關；遊戲三：星際大戰，是
壓軸的重頭戲，幾百顆塑膠小球，你
來我往，丟到最高點、high 到最高
點。

4.榮耀歡樂： 此次活動趣味重於
實質競賽，最後頒發世界第一強、世
界第一棒及冠軍獎，在大家都滿意的
通通有獎下，圓滿的畫下此次活動的
句點。
家長的認真參與度和寶貝們快
樂的笑容，充分表現出親子的良好默
契與親蜜互動，希望此次活動培養出
親子對運動的共同興趣及健康概念。

小小運動員進場！

推廣教育綜合大樓東側目前開課情形
編號

教育機關

課 程 內 容

1

文化大學

社會工作師學分班
不動產估價師學分班

1/6~7/14

202教室
203教室

2

玄奘大學

學士學分班

2/26~6/29

第一演講廳

3

光復中學

新竹市光復中學
2007年科學活動營

3/24~6/9

205教室

全民英檢初級班

4/28~6/9

201教室

師訓課程

4/28

第一演講廳

Molly's布盒製作

5/5

第一演講廳

AP考試

5/8~5/17

202教室

4
5

高臣文教
顧問公司

6
7

新竹美國學校

時

間

教

室

第四版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五月三十日

星光頻道

大華技術學院

※校園「歌喉」戰－進修學校95學年度卡拉OK比賽
【訓導組訊】進修學校於4月20日晚上假中正堂舉行95學年度卡拉OK
大賽，各參賽同學無不卯盡全力。在經過97位參賽者的激烈初賽競爭，15
位佼佼者脫穎而出，全力爭奪95學年度歌唱大賽的桂冠。本屆由進修學校梁
正哲主任開場，有鑑於本屆素質提升，評審方面續聘請音樂老師陳怡如與謝
馥霞，再加上梁主任及班聯會會長擔任評審。與往年不同的，主持人今年由
七位主持人接力上場，妙語如珠的串場與氣氛帶動，同學熱情捧場，全場熱
力四射，絲毫不輸電視歌唱比賽，中正堂門口更是擠滿了許多無法入場的熱
情同學。最後在15名參賽者比賽結束後，
還特別邀請了94學年度的亞軍電三甲諾亞
賀翡束同學上台演唱，除了讓同學延續去
年的感動外，也象徵著比賽傳承不息的意
義。經過激烈比賽，名次結果如下：第一
名幼一甲班林月嬌；第二名觀一甲班呂俞
樺；第三名資三丙班郭柏夆；第四名觀二
甲班李厚億。

※藝能競賽優勝名單
【教學組訊】進修學校辦理九十五學年度第二學期各式藝能競賽，競賽
得獎名次如下:
項

目

新詩創作

四格漫畫

班

級

名

名

次

項

目

班

級

姓

名

名

次

邱婉宜

第一名

美一甲

郭玉玲

第一名

美一甲

宋岱芸

第二名

觀三甲

闕華萱

第二名

資一乙

彭憶蟬

第三名

物三甲

陳美吟

第三名

觀二甲

鄭

涵

佳 作

餐三甲

王柏

佳作

幼一甲

徐琬瑜

佳 作

餐三甲

溫侑樺

佳作

觀二乙

陳彥達

佳 作

訊三乙

楊雅婷

佳作

汽二甲

黃國欽

第一名

幼二甲

陳姿廷

第二名

觀二甲

呂健豪

佳作

資一乙

張惠昀

第三名

幼二甲

邱麗羽

第一名

觀二乙

潘念慈

佳 作

物二甲

羅珮寧

第二名

觀一甲

林航霆

第一名

資一乙

李葭宜

第三名

幼二甲

梁淑貞

佳作

餐二乙

陳冠銓

第一名

觀一甲

林玉婷

第二名

資一乙

溫芝瑤

第三名

幼二甲
賀卡設計

姓

資三甲

梁淑貞

作文

海報設計

第二名

物二甲

彭文倩

第三名

幼三甲

許秀帆

佳作

觀二甲

林詩惠

佳作

※文采飛揚

五子棋

※愛校月演講比賽初賽入圍名單

【教學組訊】賀本校
學生資料科李玉珍同學作品
「體諒別人的辛勞」投稿新
竹青年，獲刊於新竹青年第
222期(96年4月出版)，可見同
學作品有一定之水準，值得
賀彩，並請同學踴躍投稿。

【註冊組訊】進校愛校月演講一、二
級每班派員參加，經過熱烈競賽，入圍人員
為在校生：觀一乙黃少鋒、資一甲蘇宏竣、
餐一甲陳淑萍、美一甲彭佳雯、電二甲薛德
偉；轉復學生：幼二甲朱鳳雪、觀二甲官佳
慧、電二甲謝志泰、物二甲程愛倫、觀一乙
曾妍勻。複賽時間定5/25日19：40~21：20
舉行。

更名科大向前邁大 步
大華技術學院爭取更名科技大
學的腳步向前邁一大步。教育部在
4月30日公佈年度評鑑結果，大華
在行政類獲得一等佳績，另有9個
系所也獲評一等。暑假另外會有2
個系申請專案評鑑，如獲通過，該
校明年將提出申請改名科技大學。
依據教育部規定，技術學院
必須在行政類評鑑得到一等，所有
受評系所有10個或90%以上的達到
一等，方能申請更名科技大學。該
校目前已有9個系所達到門檻，申
請更名，僅差臨門一腳。
在國內眾多的大專技職學府
中，大華技術學院以卓越的教學成
果，在「Cheers快樂工作人雜誌」
（94年）針對國內一千大企業的問
卷調查中，在「企業最愛的技術學
院」項目，獲得第九名。全校師生
對於獲得專業雜誌客觀肯定，莫不
感到榮耀與歡欣。
大華技術學院在校長陳文洲
教授以「建構卓越教學型大學」為
願景帶領下，全校師生凝聚能量邁
向目標，積極推動三心五力教學方
針，包括：老師用心、同學安心、
師生間有信心，及開創學生的學習
力、執行力、團隊力、創造力、提
升就業競爭力等，此外並推動I S O
9001品質管理系統，擬定「創意、
確實、效率、滿意」的品質政策，
將全校作業流程標準化、效率化，
提高教學品質，提供師生、校友、
家長、教育部、企業廠商與社會人
士相互滿意的互動平台。歷經多年
努力終於在95年1月獲得挪威DNA

96學年度大學甄選入學(和繁星計畫)錄取名單
班級

姓名

學校名稱

學系(組)名稱

班級

姓名

學校名稱

學系(組)名稱

班級

姓名

學校名稱

認證成功，成為國內極少數擁有國
際認證的技術學院。
另外大華技術學院現今共有
274位專任老師，其中104位擁有助
理教授以上資格，目前尚有多位老
師進修博士學位中。
大華技術學院挾地利之便以
及開辦「生師產學合作」前瞻而實
用的課程，讓車程僅十分鐘的新竹
科學園區員工選擇作為下班後再進
修的據點。目前大華進修部的三千
多學生中便有近二千人來自竹科。
由於大華技術學院擁有鄰近竹科、
工研院的地緣優勢，可協助落實各
企業員工在職進修的「回流教育」
政策，因此獲得教育部評估可以籌
設特色研究所。在該校勤於耕耘技
職教育的努力下，造就許多優秀校
友，如現任新竹縣長鄭永金便為其
一。
大華技術學院目前共有13個
學系和1個研究所。該校為使學生
能在畢業前完成「最後ㄧ哩」的訓
練，免除畢業即失業的恐慌，特別
成立課程規劃委員會，擬定專業課
程同時與業界建教合作，讓學生利
用寒暑假進行實地學習。此外加強
與國際名校交流，例如日本岡山大
學、上海交通大學、山東大學、哈
爾濱大學等，進行學術交流、師生
互訪、共同指導研究生等，藉此提
升學生國
際觀，放
大學習視
野。

96年5月23日

學系(組)名稱

班級

姓名

陸續放榜中...
學校名稱

學系(組)名稱

303 楊浥昕 國立中興大學

中國文學系

303 陳翔洲 中華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303 徐尉芯 長榮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305 邱湘嵐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資訊科技學系

303 陳語君 元智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科學系

303 葉

融 中華大學

生物資訊學系

303 簡士翔 南華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305 邵慧琳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

光電系

303 徐嘉新 中華大學

財務管理學系

306 曾韋翔 義守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系

306 陳羽婷 中州技術學院

視訊傳播系

303 曹君碩 國立中正大學

物理學系

304 林曉如 中華大學

科技管理學系

306 林聖哲 義守大學

醫務管理系

306 楊詩婷 中州技術學院

幼兒保育系

303 楊浥昕 元智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305 鄭俊麟 中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資訊工程組

306 陳秀鈴 義守大學

醫務管理系

306 蔡雅婷 中州技術學院

企業管理系

306 李衫玉 台北市立體育學院 體育與健康學系

305 洪偉中 中華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306 陳美秀 義守大學

大眾傳播系

306 曾凡芊 中州技術學院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306 蔡孟珊 台北市立體育學院 體育與健康學系

301 林麒瑋 玄奘大學

新聞學系

306 張珮聲 義守大學

工業工程系

306 蔡明勳 中州技術學院

保健營養系

306 鄧月帆 台北市立體育學院 體育與健康學系

301 張議文 玄奘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306 陳羽婷 義守大學

公共政策管理系

302 林怡廷 興國管理學院

網路應用科學學系

303 張儷齡 中山醫學大學

應用外國語言學系(日文組)

301 薛心雨 玄奘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

301 王棖其 義守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

304 張景堯 興國管理學院

網路應用科學學系

301 余曼慈 淡江大學

多元文化與語言學系(蘭陽校園)

301 張家銘 玄奘大學

公共事務管理學系

306 林峻鴻 明新科技大學

運動管理學系

306 蔡岱霖 樹德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系

303 謝

建築學系

301 劉百繕 玄奘大學

新聞學系

305 林家賢 真理大學

資訊科學系(淡水校區)

306 李羿賢 樹德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系

304 徐研修 淡江大學

運輸管理學系

302 陳柏諺 玄奘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行銷物流組

301 古庭綺 開南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

319 蔡金縈 樹德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系

303 陳昱希 逢甲大學

國際貿易學系

304 陳彥維 玄奘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國際貿易組

301 黃哲彥 開南大學

法律學系

306 林佑昇 吳鳳技術學院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303 翁瑞嬪 逢甲大學

統計學系

304 劉昌傑 玄奘大學

資訊科學學系

308 孫敏菁 開南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306 吳念瑾 吳鳳技術學院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306 張珮聲 靜宜大學

國際企業系

304 莊景棠 玄奘大學

資訊科學學系

308 黃婉甄 開南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

306 黃琦淳 吳鳳技術學院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306 陳

西班語文學系

304 鄧毓祺 玄奘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國際貿易組

301 羅皓云 立德管理學院

翻譯學系

317 張玉嬡 吳鳳技術學院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301 黃莉敏 靜宜大學

台灣文學系

308 姜佩君 玄奘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301 洪沁鈴 立德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

307 許子鑫 玄奘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303 陳宜芳 靜宜大學

食品營養學系生物資源暨食品科技組

301 吳淑靖 大葉大學

管理學院學士班

301 陳泳勝 立德管理學院

工業管理學系

308 李玟蕙 景文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305 黃星維 靜宜大學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

301 陳文揚 大葉大學

管理學院學士班

301 江禹璁 立德管理學院

食品餐飲管理學系

308 李玟蕙 清雲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306 劉均如 中國文化大學

體育學系

305 林韋任 大葉大學

生物產業科技學系

302 李筱茜 立德管理學院

應用日語學系

308 李佑鴻 朝陽科大學

應用外語系

303 李玟萱 中國文化大學

法律學系法學組

301 李宜軒 亞洲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師資培育學系)

301 鄭思玟 明道管理學院

造園景觀學系

308 李佑鴻 國立金門技術學院 應用外語系

303 廖芷嫻 中國文化大學

法律學系法學組

301 章琬茹 亞洲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301 陳明秀 明道管理學院

休閒保健學系

308 孫敏菁 開南大學

國際貿易學系

303 莊柏榕 中國文化大學

大氣科學系

301 陳靜盈 亞洲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303 杜元鈞 明道管理學院

精緻農業學系

308 孫敏菁 亞洲大學

國際貿易學系

303 何欣航 中國文化大學

行政管理學系

301 鍾文國 亞洲大學

健康暨醫務管理學系

304 林浩宇 明道管理學院

生命科學學系

308 孫敏菁 龍華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

304 溫于中 中國文化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303 姜家雯 亞洲大學

健康暨醫務管理學系

304 彭加豪 明道管理學院

數位設計學系

308 孫敏菁 清雲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經營系

305 余政潔 中國文化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304 沈家維 亞洲大學

心理學系

304 蕭博鴻 明道管理學院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308 孫敏菁 明新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305 邱德軒 中國文化大學

地質學系

304 張 云 亞洲大學

健康暨醫務管理學系

304 黃啟瑋 明道管理學院

生命科學學系

308 吳怡儒 明新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301 蔡孟玲 銘傳大學

傳播學院(台北校區)

304 熊陽婷 亞洲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305 鄭雨書 明道管理學院

造園景觀學系

308 吳怡儒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資訊科技學系

303 張吟霜 銘傳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桃園校區)

305 蕭偉宗 亞洲大學

電腦與通訊學系

304 曾凱威 致遠管理學院

觀光休閒學系

308 張舒婷 清雲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303 張哲源 銘傳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桃園校區)

305 陳怡姍 亞洲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304 林師印 致遠管理學院

電腦與通訊學系

308 張舒婷 清雲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學系

302 蔣夜聖 實踐大學

觀光管理學系(高雄校區)

304 蘇詠評 華梵大學

機電工程學系

304 劉佳宜 致遠管理學院

餐旅暨食品管理學系

308 張舒婷 元培科技大學

醫務管理系

301 張莉聆 中華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日本語文學組

305 高偉豪 華梵大學

機電工程學系

304 黃崧淯 致遠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308 雷智婷 清雲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301 賴思婷 中華大學

觀光與會議展覽學士學位學程

305 羅芳喻 華梵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304 吳威澄 致遠管理學院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304 楊凱翔 中華大學

微電子工程學系

302 翁惟恩 長榮大學

視覺藝術學系

304 王震宇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

綜315 蘇冠瑋 台北科技大學

勤 淡江大學

瀛 靜宜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