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輔仁大學自民國四十八年十月二十三日奉教廷明令，籌備在台復

校後，對作育人才、復興中國倫理道德、融合中西文化、為人類開創

新境界，貢獻匪淺。然徵諸史料多所闕失，為日後免卻誤漏之病，自

八十學年度起，編訂大事紀要以存真實，並供參考。 

「輔仁大學八十六學年度大事紀要」按時間順序、採條列方式，

列舉本校各處、室、院、所、系在本年度內各項重大活動，資料由各

單位提供，本室依「大事紀要編訂內容擷取辦法」加以刪定。本年度

改以橫式編印，加附照片數幅，期使史料收集更豐富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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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董事會 

八十六年 

八月一日                            董事會執行秘書王臣瑞教授請辭，董事會勉予接

受，另敦聘黃俊傑教授兼任執行秘書。 

十月九日                            第十三屆董事會預（決）算審查小組審查學校八

十五學年度決算小組會。 

十月十七日                          第十三屆第五次董事會議，會中討論通過本校

（八十五）學年度決算及（八十六）學年度學雜

費收取標準，以及八十六學年度教職員工待遇調

整、修正教職員工敘薪條款、申辦財產增減變更

登記等五項提案。另議決多項臨時動議。 

十一月十五日                        本校向法院聲請財產變更登記，經板橋地方法院

核發捌陸證他字第壹壹肆號財團法人證書，再函

報教育部以台（八六）高（三）字第八六一四九

一七四號函，同意備查。 

 

八十七年 

一月十日                            依照決議案由三單位董事中各請出王愈榮、柯博

識、張春申三位董事組成臨時小組，由王愈榮董

事召開第一次臨時小組會議，研討校務報告書之

內容、結構及相關事宜。 

一月十七日                          第十三屆第六（臨時）次董事會議假野聲樓三○

一會議室召開，討論「有人獻地」擬成立第二校

地案，經決議成立專案小組研究辦理。 

二月廿三日                          三人臨時小組假野聲樓三二九室召開第二次臨

時小組會議，研討「校務報告」改進事宜，另請

楊校長及蔡博賢主任列席，並將會議紀錄提供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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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會。 

六月十二日                          預算審查小組審核八十七學年度預算書表，綜合

意見提報下次董事會。 

七月一日                            第十三屆第七次董事會假野聲樓三○一會議室

召開，除聽取會務及校務報告外，討論通過七大

重要提案及其他臨時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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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行政單位 

八十六年 

八月一日                         自本年度起，「國科會及各項計劃申請業務」及

「校務發展委員會行政協調」之業務，轉由教務

處統籌辦理。學術交流室則負責國際及大陸地區

之學術交流計劃。 

八月二日                            校長蒞織品系義賣活動剪綵。 

八月十二日                        衛道中學師生一行五十人蒞校參訪。 

八月十三日                        婦女大學聯誼會與新莊市文藝中心合作舉辦專

題演講。 

八月十四日                          舉辦于故樞機逝世十九週年彌撒。 

                                    召開第六次招生委員會議，轉學生招生放榜會

議。共計四十七系級組招生，八五九九人報名，

錄取三二四人。 

                                    召開第一次師資培育委員會議，會中討論訂定本

校各學科專門科目學分對照表及訂定專門科目

學分對照表實施要點。 

八月十五日                        會計師進行查核本校八十五學年度財務表工作。 

八月十六日             舉行于故樞機逝世十九週年紀念追思。 

八月廿二日                          教育部委託推廣部辦理「八十六學年度高級中學

圖書館暑期二十學分班」（第二階段）結業典禮。 

八月廿七日                          第七屆婦女大學開學典禮。 

八月廿八日                        屏東女中師生一行四十五人蒞校參訪。 

八月廿八日－九月十四日            教務長黎建球應邀赴北京出席「仁學與當代思潮

學術會議」，除發表論文並帶領學生前往西安及

絲路見學。 

九月                                為緬懷于故樞機野聲總主教，特於于樞機逝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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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週年前夕由校長召集《于斌樞機畫傳》暨《于

斌樞機傳》編撰委員會，並交校史室執行策劃出

版，以玆紀念。 

九月四日                            校長出席公費留學考試第三次委員會議。 

                                    學生輔導中心主任陳美琴應邀出席教育部主辦

之「北區大學輔導工作協調諮詢委員會」。 

                             第七屆婦女大學正式上課。 

九月五日                         召開本年度第一學期教務工作協調說明會，由教

務處各組組長及教育學程中心做業務上之說

明，尤其是今年簡化註冊手續及語音電腦選課之

相關細節均詳細敘述，並答覆各院所系提出之問

題。 

九月六日                            淡水學院輔導老師訪問學生輔導中心。 

九月八日                            東日本國際大學校長溫水亨一行三人蒞校參訪。 

九月九日－十日                     全校宗輔人員舉辦「一九九七基督年宗輔人員研

討會」。 

九月十日                            校長參加「北區大學校長聯誼餐會」。 

                             推廣部舉辦「一九九七年暑期海外語文研習活動

檢討會」。 

                                    學生輔導中心協助法管學院舉辦幹部訓練活動。 

九月十一日                          校長應邀出席教育部「增設系所審查委員會」。 

                                    舉辦全校聖誕系列活動籌備會。 

                             召開第一次教師評審委員會。 

九月十二日                          校長出席「大學招生策進會常務委員會第二次會

議」。 

                                    辦理全校餐飲工作人員衛生講習會。 

                             完成夜間部通識課程、電腦語音選課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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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三日                          舉辦夜間部轉學生健檢。 

九月十三日－十五日                校長組團赴大陸參加北平輔大校友會舉辦之創

校七十週年校友聯誼活動。 

九月十五日                        召開第一次推廣教育課程審查會議。                

九月十七日                          八十六級教育學程新生報到，共計九個類科一○

一人。 

                  校長蒞「新進人員座談會」致詞。 

                                    校長為龍舟隊赴大陸比賽授旗。 

                                    假谷欣廳舉辦新進教職員歡迎會暨業務講習會。 

九月十八日                          召開第一次系所評鑑委員會，會中訂定系所評鑑

觀摩行事曆、委員及單位代表之推薦表格並修訂

評鑑觀摩之資料及評量表格。 

                  第一次行政會議。 

九月十八－九月十九日             日間部學士班新生註冊，計三七六二人報到，報

到率 94.59%；碩士班新生註冊，計三八八人報

到，報到率 94.17%；博士班新生註冊，計二十

四人報到，報到率 85.71%。 

                                    舉辦日間部新生、轉學生健康檢查。 

九月十八日－廿日                    新生輔導教育。 

九月十九日                          校長蒞「新進工友座談會」致詞。 

九月廿日                            校長為新生輔導教育之集中講話。 

                                    校長蒞外語學院舉辦之「日本文學國際會議」致

詞。 

                                    舉辦研究所新生、餐廳廚工及本校實驗室新進教

職員工健康檢查。 

九月廿日－廿七日                  北京輔大校友范繁先生蒞校參訪。 

九月廿一日                          舉辦新僑生輔導講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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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廿二日                          校長宴請領受教育部頒發優良教師獎人員。 

九月廿三日                          開學彌撒。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公務人力發展中心委託推廣

部辦理之「八十六學年度上學期公教人員外國語

文進修班」開課典禮。 

九月廿四日                          校長與行政會議代表餐敘。 

                             推廣部「第七十七期進修班」課程開課典禮。 

                             開放學生 E-Mail 帳號密碼更改。 

九月廿五日             第一次參議會議。 

九月廿六日                        教育部以台（八六）高（二）字第八六一一二二

○二號函通過本校申請登記「電腦處理個人資料

安全維護計劃」並頒發核可執照，資訊中心同時

依部函指示，將申請書所列名欄經法定公告程序

登載於當地新聞報紙（自立早報，八十六年十月

六、七日）。 

                             宗輔月會。 

九月廿六日－十月十六日           學生輔導中心舉辦「同理心團體」、「兩性交往成

長團體」、「音樂治療團體」、「自我成長團體」及

「夢工作坊」等系列活動。 

九月廿七日                          校長蒞教育部「交通安全評鑑會議」致詞。 

                                    舉辦夜間部新生健檢。 

                             宗輔中心舉辦跨院系交談會。 

九月卅日                         舉辦第二次全校聖誕系列活動籌備會。 

九月卅日－十月四日                  社團迎新暨招生活動週，迎接大一新鮮人。 

十月                           教育資金發展室擬訂三年（八十六－八十八年）

募款計畫書送教育部申請八十六學年度募款作

業補助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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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資金發展室完成八十五學年度教育部募款

作業補助款壹佰三十萬元之核銷工作。 

十月一日                            校長主持系所評鑑觀摩說明會。 

                                    學生輔導中心支援社團演講。 

                                    舉辦新任院系導師代表研習會。 

十月二日                            舉辦各級會議學生代表座談會。 

                                    舉辦野聲樓行政單位專職工讀生聯誼座談會。 

                                    召開第二次教師評審委員會。 

十月二日－十一月三日                舉辦第一梯次全校餐廳衛生檢查活動。 

十月四日                            校長蒞中研所「成立卅週年之全國學術研討會」

閉幕典禮致詞。 

十月六日                            第一學期第一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臨時會議，會中

針對本校將報教育部之八十五學年度中程校務

發展計劃「執行成效報告」及「委員建議辦理情

形對照表」內容逐項討論修正後定案。 

十月八日                            荷蘭基金會 Mr. Merk 蒞校參訪。 

                                    校長蒞社工系和善牧基金會合辦之「婦幼保護座

談會」致詞。 

                             學生輔導中心主任陳美琴應邀出席「北區大學院

校學生輔導中心主任工作研討會」。 

                                    校長應邀出席聖光社會議。 

                                    舉辦第一學期期初社團指導老師暨活動負責人

座談會。 

十月九日              第二次行政會議。 

十月十四日                          舉辦理工、外語、民生學院班導師暨班代表座談

會。 

                             委內瑞拉國立中央大學無伴奏合唱團一行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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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人蒞校參訪暨演唱。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董事長 David W. Vikner 蒞校討論學術合作

計劃。 

十月十五日                          大陸協和醫科大學護理學院教授訪問團蒞校參

訪。 

                             台北縣政府社會局委託推廣部辦理之「八十六學

年度第一期兒童福利助理保育人員研習會」始業

典禮。 

                                    法國巴黎第八大學研究所秘書長 Louis Franclo’s 

Larnuud 蒞校參訪。 

                                    大陸南昌大學鄭曉江教授蒞校演講。 

                                    舉辦大一班代表研習會。 

十月十六日                          召開第一次課程委員會議，會中討論「八十六學

年度必修科目異動追認案」及「學士班一年級軍

訓可否以原建制班或採興趣選項開課案」。 

                                    召開第一次招生委員會議，會中完成修訂八十七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簡章，訂定全年各項招生會議

召開日期及一般提案。 

                                    舉辦第一學期期初自治組織指導老師暨負責人

座談會。 

                                    第二次參議會議。 

十月十七日                          舉辦文、藝、醫學院班導師暨班代表座談會。 

                                    舉辦校內外各宿舍急救安全講習。 

                             宗輔月會。 

十月十八日                          校長蒞「社區心理諮詢會議」閉幕典禮致詞。 

                                    召開第一次人事評議委員會。 

十月廿日              教育部國際文教處張處長宴請美國州立大學校

長 Dr. Marlene Springer，校長應邀作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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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史室協助召開《于斌樞機畫傳》暨《于斌樞機

傳》第一次編撰委員會會議。 

十月中旬                        「輔人」第五期出刊。 

十月廿一日                          舉辦法管學院班導師暨班代表座談會。 

                             與大陸西北大學交換圖書。 

十月廿二日                          校長應邀參加教宗就職十九週年教廷大使館酒

會。 

                             學生輔導中心主任陳美琴應邀出席「教育部八十

六學年度全國大專院校學生輔導中心主任工作

傳承研討會」。 

                                    舉辦第一學期期初院系導師代表座談會。 

                                    明倫高中師生一行五十人蒞校參觀。 

十月廿二日－十一月廿六日          學生輔導中心與健康中心合辦「照顧身與心」活

動。 

十月廿三日                          校長宴請學校法律顧問。 

                  第一次行政研議小組會議。 

                             摩托羅拉公司委託推廣部代訓員工「TOEIC 英

語能力鑑定課程」開課。 

                                    英國 The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國際關係室主任

Dr. Piera Gerrard 蒞校參訪。 

                             召開校園網路策進小組會議，研議網路相關管理

措施。 

                             教育部核覆本校八十六學年度預算案。 

十月廿四日                          美國聖道大學（University of the Incarnate Word）

校長 Dr. Louis J. Agnese. Jr 一行十二人蒞校參

訪，並舉行締結姐妹校簽約儀式，會後至民生學

院討論交換學生計劃。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二位學者蒞校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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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籃球隊赴菲律賓 De La Salle 大學參加比賽，校

長親自授旗。 

                             辦理第三次全校聖誕系列活動籌備會。 

十月廿五日                          校長蒞管理學研究所籃球比賽開幕致詞。 

                                    校長蒞會計系系友運動會致詞。 

十月廿七日                          美國 Embassy 教育中心總經理 Ian M. Sanders 訪

問推廣部。 

                             舉辦傑出校友遴選會議，並由校長主持。 

十月廿八日                        北平輔大校友張文質先生蒞校參訪。 

                                    華新麗華公司委託本校推廣部代訓員工「視窗

95 與辦公室資料處理應用班」開課。 

十月廿九日                          與日本桃山大學（St. Andrw's University）校長

稻一別正晴等一行三人蒞校參訪，並舉辦締結姐

妹校簽約儀式。會後與法學院學術交流委員會代

表討論交換學生事宜。 

                             學生輔導中心支援導師時間演講「輔導知能及中

心概況」。 

                             會計室向國稅局申報本校八十五學年度決算報

告。 

                                    舉辦宿舍輔導協調會議。                           

十月卅日                            召開第一次教務會議，討論「專業倫理」課程名

稱相關事宜、各學系修讀學士學位、學生學期學

業成績不及格及退學標準等十案。 

                                    現代舞蹈社應邀於「中山高速公路汐止至五股高

架道路全線通車典禮」中演出。 

十一月                          寄發八十六學年度募款信函，共發出校友四一二

三○封，企業界、基金會二七八九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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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大認同卡」與台北企銀簽訂之合約即將期

滿，續約與否提請參議會及總務主管會議研議。 

十一月一日                        宗輔中心舉辦跨院系交談會。 

十一月二日                          校長應邀出席「兩岸文化交流歷程回顧與政策會

議」。 

十一月三日                          校長應邀參加美國在台協會舉辦之酒會。 

十一月四日                          召開第一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新莊高中師生一行一百六十人蒞校參觀。 

十一月四日－十二月八日              舉辦第二梯次全校餐廳衛生檢查活動。 

十一月五日                          美國 University of Louisville 校長特別助理

Kwang Suh 蒞校參訪。 

                             學生輔導中心支援導師時間演講「生涯規劃」。 

                             學生輔導中心舉辦大型團體測驗施測與解釋「愛

氏個人喜好測驗」。 

                                    舉辦餐廳輔導協調會議。 

                             若望保祿二世和平對話研究中心年度演講假文

友樓一一八視聽室舉辦，邀請蘇南洲先生主講

「和平的眺望」。 

十一月六日                          召開第二次師資培育委員會，討論及評估幼教學

程於八十七學年度重新招生之相關事宜。 

                  第三次行政會議。 

十一月八日                          菲律賓聖托瑪斯大學研究院院長 Jose Antonio E. 

Aureada 蒞校。 

                                    輔大合唱團參加由國父紀念館主辦之「金噪獎」

歌唱比賽，榮獲優等獎。 

十一月八日－九日                    舉辦第一梯次 CPR 初級急救訓練班。 

十一月九日                          校長參加台北縣校友會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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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十二日                       婦女大學嘉義分部舉辦聯誼會會員大會。 

十一月十三日                        校長主持系所評鑑行前會。 

                  第三次參議會議。 

十一月十七日                       與大陸陝西師範大學交換圖書。 

十一月十九日                        教育部大學綜合評鑑訪視委員蒞校訪視。 

                             本校八十五學年度財務表經會計師事務所查核

完竣、經董事會審議通過後呈報教育部核備。 

十一月廿日                          召開學生事務會議。 

十一月廿一日                       宗輔月會。 

                  第二次行政研議小組會議。 

十一月廿二日                        校長應邀至松山高職演講。 

                                    系所評鑑觀摩應美、經濟兩系。 

十一月廿四日                        校長應邀主持「竹塹週」開幕剪綵。 

十一月廿五日－廿六日              推廣部派員出席「八十六學年度大學院校推廣       

                                    教育業務主管研討會議」。 

十一月廿六日                       學生輔導中心支援社團演講「青少年心理溝通」。 

十一月廿七日                       推廣部「第七十八期進修課程」開課典禮。 

                  資訊中心新增 64 組遠程撥接上網門號。 

十一月廿八日                        安澤霖樞機主教蒞校演講。 

十一月卅日                        舉行慕道者收錄禮。 

十二月                          「輔大認同卡」問卷調查，就銀行之優惠、回饋

條件與合作對象，廣徵教職員工之意見，並提請

參議會及總務主管會議研議。 

十二月一日                          外交部部長胡志強宴請安澤霖樞機，校長應邀作

陪。 

                             華新麗華公司委託推廣部代訓員工「電子試算軟

體 Excel 班課程（基礎班）」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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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一日－七日                 春暉週。 

十二月二日                        華新麗華公司委託推廣部代訓員工「電子試算軟

體 Excel 班課程（進階班）」開課。 

十二月二日－十四日                學生輔導中心支援就業輔導組進行測驗施測及

解釋。 

十二月三日                          大陸宗教訪問團蒞校參訪。 

十二月四日                          第一學期第二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決議本校應

訂定教師升等評審指標之統一範圍供各單位彈

性運用，並另召開小組會議研訂評審指標之範

圍。 

                             學生輔導中心支援夜間部演講「悲傷輔導與失

落」。 

                  第四次行政會議。 

十二月六日                          校長主持全校擴大升旗暨運動會。 

                  校史室為配合校慶活動假野聲樓四樓舉辦「林天

時畫展」。 

                             婦女大學派員參加成人教育學會會員大會。 

十二月七日                          校慶慶祝大會暨園遊會。 

                             若望保祿二世和平對話研究中心開幕酒會於野

聲樓四樓舉辦，並頒發若望保祿二世獎學金及獎

座。 

十二月八日                        校慶祈禱日。 

十二月九日                          召開訓育委員會。 

十二月十日－十六日                 為迎接公元二○○○年，舉辦聖經全壘打邀請賽

初賽，共分教職員組和學生組。 

十二月十一日                       桃園縣政府社會局委託本校推廣部辦理之「八十

六學年度兒童福利保育專業人員研習會」始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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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 

                  第四次參議會議。 

十二月十二日                       宗輔月會。 

十二月十二日－十三日              天主教史料研究中心舉辦「第五屆天主教史研究

中心學術討論年會」主題為「清代前期在華天主

教（1644-1773）」。 

十二月十三日                        校長應邀出席東吳大學承辦之「第五屆通識教育

教師研習會」。 

                                    系所評鑑觀摩資工、護理兩系。 

十二月十三日－十四日              學生輔導中心舉辦「生命原型探索工作坊」。 

十二月十四日                       舉行慕道者甄選禮。 

十二月十五日                       舉辦聖誕系列活動（一）「新莊鄉土文化展」。 

十二月十六日                        夜間部週會。 

                                    第二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召開第二次招生委員會議、碩士班甄試放榜會

議，會中修訂碩、博士班招生簡章。 

                                    參加教育部主辦之「一九九八～九九九中加兩國

短期學生交換計劃」。本校派英文系、法文系各

一名交換生至加拿大研習一年，並接受兩名加拿

大學生來校研習中文。 

                             婦女大學舉辦聯誼會會員大會。 

十二月十七日                       校長應邀參加夜間部導師期末彌撒。 

                             舉辦聖經全壘打邀請賽決賽暨聖誕系列活動

（二）「星光大道在人間」。 

十二月十八日                        召開校務會議。 

                                    教務處派員參加八十七學年度大學研究所招生

名額及研究生獎助學金協調相關事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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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開私立學校會計制度電腦作業系統討論會議。 

                             舉辦第一學期期末社團指導老師暨負責人座談

會。 

十二月十九日                        教育學程中心舉辦「師資培育與情意教育學術研

討會」，探討「情意教育的理論基礎」、「大學情

意的實務與研究」、「師資培育課程中的情意教

育」及「中學情意教育的實務與研究」等四項主

題。 

                             《輔人》第六期出刊。 

十二月廿日                          系所評鑑觀摩食營、統計兩系。 

十二月廿二日                        校長出席大考中心董事會。 

                             台北縣政府社會局委託推廣部辦理「八十六學年

度第一期兒童福利保育人員研習會」結業典禮。 

十二月廿三日                        校長應邀參加法管學院共融晚會。 

                             舉辦全校兒童聖誕晚會。 

                             婦女大學訪問南華管理學院，並洽談合辦嘉義婦

女大學分部事宜。 

                  舉辦聖誕報佳音活動暨校長與校本部行政人員

共度聖誕活動。 

十二月廿四日                        舉辦聖誕節共融晚會。 

                             星光子夜彌撒假中美堂廣場舉行，並頒獎給聖經

全壘打邀請賽優勝隊伍。 

十二月廿六日                        校長應邀出席大學聯招會第一次協調會。 

十二月廿七日                        系所評鑑觀摩體育系、比較文學所兩系所。 

                             宗輔中心舉辦跨院系交談會。 

十二月廿七日－廿八日              辦理第二梯次 CPR 初級訓練班（A、B 班）。 

十二月廿八日                       天主教史料研究中心張奉箴主任假晶華酒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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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與中心學術討論年會「清代前期在華天主教

（1644-1773）」工作人員，以示慰勞和謝意。 

十二月卅日                        與日本費利斯女子學院大學（Ferris University）

締結姐妹校。 

                             天主教史料研究中心張奉箴主任應邀至耕莘文

教院舉辦之「利氏國際學社」演講時，不幸逝世。 

十二月卅一日                       舉辦聖誕系列活動（三）「跨年舞會」。 

                             學生輔導中心支援導師時間演講「兩性關係」並

支援國軍單位演講「輔導知能」。 

 

八十七年 

一月五日                            教育部吳京部長宴請愛荷華大學校長 Dr. Mary 

Sue Coleman，校長應邀作陪。              

一月六日                            校長主持「織品系服裝二技設計展」開幕典禮。 

一月七日                            期末彌撒。 

一月八日              第五次行政會議。                         

一月八日－九日                     學生輔導中心承辦「北區大學院校諮商實務工作

坊」。 

一月九日                         學生輔導中心承辦「北區大學院校卸任學生輔導

中心主任頒獎典禮」。 

                             假淨心堂為天主教史料研究中心前主任張奉箴

神父舉行追悼彌撒。 

一月十日                            校長應邀出席私校協進會第一次委員大會。 

                             完成八十六學年度第二學期網路選課，計有理

工、外語、法、管、文、醫學院及夜間部等七個

單位參與。 

一月十二日                          校長主持「視聽障礙生甄試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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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舜友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委託推廣部代訓員

工英語進修課程開課。 

一月十三日                          第一學期第三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會中決議訂

定本校教師升等評審指標之統一範圍，「研究」

為 40-50%，「教學」為 30-40%。 

                             學生輔導中心舉辦「專兼任老師個案研討會」。 

一月十四日                          大陸安徽大學韋偉副校長一行五人蒞校參訪。  

                             舉辦第一學期期末院系導師代表座談會。 

一月十五日                          召開中西文化研究中心第一次審議委員會議，通

過之研究結案計二件，會中並修訂研究計劃相關

辦法。 

                                    第五次參議會議。 

一月十六日                          校長蒞哲學系「馬里旦學術會議」開幕致詞。 

                                    校長應邀出席大學聯招會第二次委員會。 

                             宗輔月會。 

                             天主教史料研究中心前主任張奉箴神父遺體於

頤福園舉行入斂禮，並安葬於耶穌會墓園。 

                                    舉辦系所評鑑觀摩檢討會，會中各組召集委員就

所作成之綜合意見說明，與各院長、系所主管作

進一步溝通。 

一月十七日                        推廣部舉辦「一九九八年寒假海外語文研習活

動」行前說明會。 

                  第一學期飲水機評鑑檢討會議。 

一月十八日                        婦女大學派員協助嘉義分部聯誼會參與當地年

度義賣活動。 

一月十九日－廿一日         第五屆活動企劃營假金山青年活動中心舉辦。 

一月廿日                            校長主持僑生春節祭祖禮並餐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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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開第三次教師評審委員會。 

                             明誠中學師生一行一八五人蒞校參觀。 

一月廿一日                          假利瑪竇大樓國際會議廳舉辦全校職員綜合座

談會。 

                             學生輔導中心為天主教中小學及其他機構之輔

導老師舉辦「專注諮商工作坊」。 

一月廿二日                          舉辦工友座談會。 

                  主管會報。 

二月一日                            開始實施每月兩次週休二日之作息。 

二月三日                            春節團拜。 

二月五日                            校長出席大考中心董事會。 

                             舉辦全校八十七學年度預算籌備說明會。 

二月九日                         板橋郵局委託推廣部代訓員工電腦教育訓練（第

一期）課程開課。 

二月十一日                          校長應邀參加教育部春節團拜。 

二月十二日                          召開訓育委員會。 

二月十三日                        學生輔導中心主任陳美琴應邀出席「北區大學院

校諮詢規劃委員會議」。 

二月十六日                          校長應邀參加宗教教育公聽會。 

                             召開第二次推廣教育課程審查小組會議。 

                                    教育部以台（八七）高（一）字第八七○一三六

六八號函，同意歷史學系及生活應用科學系在不

增加全校總招生名額下，調整增班。 

二月十七日                          召開第二學期教務工作協調說明會。 

                             與日本山梨學院大學（Yamanashi Gakuin 

University）締結姐妹校，由副校長詹德隆赴日

參加兩校簽約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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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八日                          校長應邀赴羅馬參加單國璽樞機受封大典。 

                                    教育部以台（八七）高（一）字第八七○一五一

七五號函核准「電子工程學系碩士班」、「社會工

作學系碩士班」招生，名額各以十名為限；生活

應用科學系分設餐飲管理組、兒童與家庭組，各

組名額各以五十名為原則。 

                             挪威學者蒞校參訪。 

                             學生輔導中心支援新莊高中演講「人際溝通」。 

二月廿日                         《輔大英文簡介》出版。 

                             宗輔月會。 

                             學生輔導中心支援國防部演講「傷慟與失落輔

導」。 

二月廿日－廿一日          假台中東勢林場舉辦各級會議學生代表及學會

會長幹部研習營。 

二月廿三日                        台北縣政府社會局委託本校推廣部辦理「八十六

學年度第二期兒童福利保育專業人員研習會」始

業典禮。 

二月廿四日                        學生輔導中心主任陳美琴應邀出席「八十六學年

度大學院校輔導諮詢中心規劃委員會議」。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公務人力發展中心委託推廣

部辦理「八十六學年度下學期公務人員外國語文

進修班」開課。 

二月廿五日                          世新大學成嘉玲校長宴請教育部林清江部長，校

長應邀作陪。 

二月廿六日                          校長出席「大學招生策進會第四次常務委員會」。 

二月廿七日                          校長主持慶祝七十週年校慶籌備會。 

                             舉辦全校餐飲工作人員健康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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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野聲樓舉行楊英風作品展覽會開幕禮。 

二月廿八日                        假中美堂舉行單國璽樞機主教感恩祭禮。 

三月一日                         愛爾蘭 ECI 中心校長 Mauro Biondi 訪問推廣部。 

三月二日                         台北縣政府社會局委託推廣部辦理「八十六學年

度第二期助理保育專業人員研習會」始業典禮。 

                             推廣部「第七十九期進修課程」開課典禮。 

三月三日                            總統府秘書長黃昆輝宴請單國璽樞機，校長應邀

作陪。 

三月四日                         開學彌撒。 

                                    校史室協助召開《于斌樞機畫傳》暨《于斌樞機

傳》第二次編撰委員會會議。 

三月五日                            舉辦「服務課程實施方式研討會」，會中達成協

議：先請各院選定一、二科適合規劃為服務課程

之選修科目，或配合服務性社團，讓學生就自己

服務科目選一主題，作深入觀察和研究，並找一

位相關老師指導，一年後再做評估與檢討。 

                                  第六次行政會議。 

                             婦女大學聯誼會舉辦新春聯誼團拜。 

三月五日－四月八日                辦理第二學期第一梯次全校餐廳衛生檢查活動。 

三月六日                            法國在台協會史鼐主任、文化組歐陽勵文組長拜

訪校長。 

三月七日                            校長應邀參加台北市校友會第一屆第四次大會。 

                             婦女大學嘉義分部聯誼會與南華管理學院、中廣

嘉義台合辦系列專題演講「如何創造良好的人際

互動」。 

三月九日                         華僑中學師生一行六人蒞校參觀。 

三月九日－三月十日                  舉辦碩士班招生考試報名，報考人數共計五○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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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人；比較文學博士班甄試報名，報考人數共計

六名。 

三月十日                         法國在台協會文化組組長歐陽勵文蒞校參觀。 

                             英國 Embassy 教育中心總經理 Nigel Pamplin 訪

問推廣部。 

                             舉辦第二學期期初社團負責人座談會。 

三月十一日                          教育部督學視導行前會。 

                             學生輔導中心支援院系導師演講「兩性關係輔

導」。 

                             舉辦第二學期期初院系導師代表座談會。 

                             舉辦第二學期期初自治組織負責人座談會。 

三月十二日                          召開第三次招生委員會議，討論申請入學放榜事

宜，修訂二年制招生簡章、日程表及相關事宜，

並修訂教育學分班招生工作日程表及簡章。 

                                    第六次參議會議。   

三月十三日                        辦理第二梯次校內暨校外宿舍急救安全講習。 

                             學生輔導中心主任陳美琴應邀出席「八十六學年

度大學院校輔導諮詢中心規劃委員會議」。 

三月十四日                        婦女大學嘉義分部聯誼會與南華管理學院、中廣

嘉義台共同舉辦系列專題演講「男人、女人都是

人」。 

三月十四－十五日                   教育部八十六學年度大專院校績優社團評鑑暨

觀摩活動假成功大學舉辦，本校中醫社暨企管學

會參加評鑑，分別榮獲特優及績優獎。 

三月十六日                          「輔仁大學八十七學年度申請入學」共計八系三

一○人報名，錄取四十六名。 

                             美國德州聖道大學副校長 Dr. Paderon 蒞校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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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七日                        舉辦大一至大三理工、外語、民生學院班導師暨

班代表座談會。 

三月十八日                        舉辦大一至大三文、藝、醫學院班導師暨班代表

座談會。 

                             校長與聖言會單位主管座談。 

三月十九日                          召開第三次師資培育委員會議。由於師資培育政

策與法規仍逐年修訂中，在考量學校經費、目前

人力缺乏等各項因素後，決議本校招生以中教學

程為優先，停止招收幼教學程學生。 

                             推廣部舉辦十五週年部慶暨新辦公室啟用茶會。 

                             廣州社會科學院學者一行七人蒞校參訪。 

                             世界壘球總會長 Mr. Porter 及秘書長二人蒞校參

訪。 

三月廿日                            教育學程中心舉辦「中等學校校園倫理與教師角

色研習會」，分別邀請應心系王震武教授主講「中

等學校校園倫理的挑戰與變遷」及台灣師範大學

教育系高強華教授主講「變遷中的校園倫理－談

教師角色的重新定位」。 

                             宗輔月會。 

                             舉辦大一至大三法管學院班導師暨班代表座談

會。 

三月廿一日                        校長蒞廣告傳播系畢業展剪綵。 

三月廿一日－廿二日                辦理第三梯次 CPR 初級急救訓練班。 

三月廿三日                        推廣部舉辦「一九九八年暑期海外語文研習活

動」各合作單位業務協調會議。 

三月廿三日－廿五日                婦女大學派員出席「國際成人教育學術研討會」。 

三月廿四日                          召開第四次招生委員會議，確定八十七學年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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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推薦甄選入學學生錄取名單，本校計十三系組

參加，共錄取八十七名。 

                             舉辦大四班導師暨班代表座談會。 

三月廿四日－廿七日                學生輔導中心舉辦「清大事件系列演講」。 

三月廿五日                          註冊暨新生資料袋作業檢討會。會中修訂學生註

冊通知單、註冊作業各單位日程表及確定新生資

料袋之裝袋單位及裝袋時間。 

                             祭天敬祖大典。 

三月廿五日－五月廿五日            「中華殉道聖人圖」假淨心堂展示。 

三月廿六日                          教育學程中心舉辦「幼稚園教師自我成長研習

會」，並邀請應心系林文瑛教授主講「眾裡尋 

“ 他 ”千百度：談幼稚園教師的自我認識」及

生科系楊明磊教授主講「幼稚園教師的情緒管

理」。 

                                    教育部督學八十六學年度第二學期定期視導，蒞

校視導之督學為：曾督學德錦、江督學美珠、朱

督學振昌。視導之重點為：探討大學募款計畫成

效及改進之道。 

                             會計室配合教務處辦理八十六學年度大學綜合

評鑑事務。 

三月廿七日                          召開第二學期第一次系所評鑑委員會議。會中決

定將八十六學年度系所評鑑觀摩之綜合意見及

評量表，製成單行本（分送各校外委員、各系所）

及合訂本（分送校長、三副校長、院長及評鑑委

員）。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男子排球隊蒞校參觀。 

                  靜修女中師生一行一一二人蒞校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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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廿九日             宗輔中心假淨心堂舉行甄選禮。 

三月底               教務系統「電腦千禧年危機」已全部修改完成。 

四月                收到教育部核撥八十六學年度募款作業補助款

五十三萬元整，並於八十七年十二月核銷。 

四月一日              本校圍棋社承辦一九九八年全國大專盃圍棋

賽，並榮獲參賽團體季軍。 

四月四日              婦女大學嘉義分部聯誼會與南華管理學院、中廣

嘉義台共同舉辦系列專題演講「快樂的唸家裡那

本經」。 

四月七日              《輔人》第七期出刊。 

四月七日－十八日          宗輔中心假淨心堂舉行「來！與人間的基督同

行」苦路展。 

四月八日              舉辦宿舍輔導協調會議。 

                  校長應邀參加聖人圖畫揭幕典禮。 

四月九日                 依據（八七）輔校教字第○七七○號函，輔仁大

學外國學生入學辦法報教育部核定。 

                  教育部高教司視察委員蒞校訪視推廣部業務。 

                         第二次人事評議委員會。 

                         第四次教師評審委員會。 

四月九日－十一日          舉辦聖週三日慶典。 

四月九日－五月十三日        辦理第二學期第二梯次全校餐廳衛生檢查活動。 

四月十一日             校長蒞翻譯語言學研究所「亞洲翻譯動向學術研

討會」開幕致詞。 

四月十二日             復活節。 

                  校長蒞「台灣日本語文學教育研討會」開幕致詞。 

四月十三日             推廣部舉辦「徐匯中學一九九八年暑期海外語文

研習活動」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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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四日               召開第四次師資培育委員會議，決議採取「儲備

式師資培育」功能，並依未來中等學校主要師資

需求、開放類科之本科系，提供合適之分科教材

教法及教師支援名單等整體原則，決定開放申請

類科。 

                  教育部核覆本校八十五學年度決算案。 

                  推廣部舉辦「金陵女中一九九八年暑期海外研習

活動說明會」。 

四月十五日             舉辦復活節系列活動講座，邀請劉河北教授主講

「中國山水畫中的宗教含意」。 

四月十六日             中西文化研究中心舉辦本學年度第一次成果發

表會，假文華樓三○三室舉行，由研究員林麗

珊、劉河北等發表。 

                  第七次行政會議。 

                  召開第二次課程委員會議，討論八十六學年度部

份學系必修科目增補異動案、八十七學年度日、

夜間部必修科目異動案、各學院學生是否得以外

院系之專業課程為其通識課程學分。 

四月十七日             宗輔月會。 

四月十八日             宗教輔導中心舉辦跨院系交談會。 

                  婦女大學嘉義分部聯誼會與南華管理學院、中廣

嘉義台共同舉辦系列專題演講「陪孩子快樂成

長」。 

四月廿日                 教務處派員參加「聽障生大專甄試相關事宜協調

會」。 

四月廿日－五月二日         交通安全週。 

四月廿一日                          耕莘護校為籌建校史文物館來校史室參觀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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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廿二日             板橋郵局委託推廣部代訓員工電腦教育訓練（第

一期）課程結業典禮。 

                  推廣部舉辦「一九九八年暑假海外語文研習活

動」說明會。 

                  推廣部派員赴台北縣電子電機同業工會洽談推

廣教育委訓業務。 

四月廿三日             學生輔導中心承辦「北區大學院校小型個案研討

會」。 

                  第七次參議會議。 

                  本校與姐妹校中國人民大學進行教師交流計

劃，人民大學推派宋志明教授來台，本校選派鄔

昆如教授赴大陸短期講學。 

                  天主教史料研究中心舉辦「紀念張奉箴神父七十

三冥壽」小型茶會。 

                  天主教史料研究中心藏書之四《歷史與文化》

（卷二）一書出版。 

四月廿四日               人事室假谷欣廳舉辦「主管如何評定所屬職工考

績」說明會。 

                  校長以觀察員身份赴羅馬出席亞洲主教會議。 

四月廿六日－廿七日         婦女大學舉辦第七屆同學結業旅行－阿里山之

旅。 

四月廿七日－五月二日        學務處舉辦校園徵才活動。 

四月廿八日             清水中學師生一行四十人蒞校參訪。 

                  本校姐妹校日本桃山學院大學選派三名交換學

生至本校研習一學年。 

四月廿九日             舉辦餐廳輔導協調會議。 

                  學務處舉辦企業徵才博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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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卅日                 召開第二次教務會議，討論修訂學業成績考查及

計算辦法第六條文案、本校應屆畢業生暑修科目

開課人數不足時應如何處理等九案。 

四月底               申請第二條網路專線連向教育部。 

五月                校長應邀出席由教育部主辦，大葉大學承辦之八

十六學年度大學院校募款實務研討會。 

                  與台北國際商業銀行（原台北企銀）合作之「輔

大認同卡」經參議會決議續約，更改之優惠條件

以簽訂備忘錄方式，繼續合作。 

五月一日                 召開第六次招生委員會議，確認碩士班招生各所

錄取標準，並決定中文等十一所錄取名單及語言

所等十九所筆試及格名單。 

五月二日－三日           辦理第四梯次 CPR 初級急救訓練班。 

五月四日                  板橋郵局委託推廣部代訓員工電腦訓練（第二

期）課程開課。 

                  婦女大學協助第七屆嘉義分部同學成立讀書會。 

五月四日－八日           舉辦全校健康週系列活動。 

五月五日              校長參加大專運動會開拔授旗儀式。 

五月六日              畢業生祝福茶會。 

                  學生輔導中心邀請靳秀麗小姐演講「一杆進洞，

誤打誤撞」。 

                  校長應邀參加教育部召開之學雜費諮詢會議。 

五月七日               推廣部「第八十期進修課程」開課典禮。 

                  校史室應邀出席華岡博物館舉辦之「兩岸博物館

事業與文物交流學術研討會」。 

                                    中西文化研究中心舉辦本學年度第二場成果發

表會，假耕莘樓一樓會議室舉行，由研究員劉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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蕙、劉小梅等發表。 

                  第八次行政會議。 

五月八日              學術交流室代理主任張淑芳應邀出席教育部主

辦之「高等與技職教育國際研討會」。 

                  校長赴教育部學程拔萃營與同學共融。 

五月九日              派員參加僑委會主辦「八十六學年度北區應屆畢

業僑生歡送會。」 

五月十一日－十五日         僑生週，邀請僑務委員會副委員洪冬桂與教育部

僑教會主任委員高崇雲蒞臨剪綵。 

五月十二日             召開訓育委員會。 

                  學務處假中美堂舉辦社團結合社區成果展。 

五月十三日             學生輔導中心支援院系導師演講「愛情與兩性關

係」。 

五月十四日             召開學生事務會議。 

                  第八次參議會議。 

                         與日本上智大學（ Sophia University ） 締結姐

妹校。 

                  推廣部舉辦「一九九八年暑期海外語文研習活動

說明會」。 

五月十五日               召開第七次招生委員會議，確認語言所等十九所

錄取標準及決定錄取名單。 

                  學生輔導中心主任陳美琴應邀出席「第三次主任

工作研討會暨大型輔導老師個案研討會」。 

                  宗輔月會。 

                  輔仁中學師生一行二六五人蒞校參訪。 

五月十六日             宗教輔導中心舉辦跨院系交談會。 

                  校長應邀主持夜間部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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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八日－廿二日         八十七學年度各級會議學生代表投票選舉，各院

計選出九十五名學生代表。 

五月十九日             婦女大學聯誼會幹部團拜會校長，面請捐款贊助

輔大龍舟隊、印尼僑生和婦女大學。 

五月廿一日             學術交流室代理主任張淑芳應邀出席「私立大學

院校國際學術交流經驗座談會」。 

                  召開校務發展委員會。 

五月廿二日             推廣部派員出席「行政院公務人力發展中心八十

七學年度各校辦理公教人員外語進修班會議」。 

                  校長主持夜間部畢業生感恩祭。 

五月廿三日             校長蒞比較文學學術研討會開幕致詞。 

五月廿五日               舉辦第二學期期末自治組織指導老師暨負責人

座談會。 

                  教廷聖職部部長賈士榮樞機蒞校參訪。 

                  推廣部派員出席「行政院公務人力發展中心委託

大學辦理研究所程度進修班會議」。 

                  與英國伯明罕大學（ University of Central 

England in Birmingham ）締結姐妹校。 

五月廿六日               公佈八十七學年度雙主修新生名單：共計二十三

系開班，總人數二百人。 

                  頒授單國璽樞機主教榮譽哲學博士學位。 

                  校史室吳瑞珠主任應邀參加台灣省文化處委託

華岡博物館舉辦之「迎向廿一世紀的社區歷史博

物館的規劃與經營管理學術研討會」。 

五月廿六日－廿八日           辦理轉學生報名，計五十個系級組，報名人數共

計九八一○人。 

五月廿七日               自由時報記者王姿文小姐至校史室參觀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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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於《自由時報》，八十七年六月二十一日） 

                                    教育學程中心舉辦「天主教中學校長座談會」，

討論主題為：「當前天主教中學面臨的挑戰與變

遷」及「師資培育工作的介紹與前瞻」。 

                  頒授麥斯邁先生榮譽哲學博士學位。         

                         舉辦第二學期期末社團指導老師暨負責人座談

會。 

                       學生輔導中心承辦「北區大學院校小型個案研討

會」。 

五月廿七日－廿九日         學術交流室代理主任張淑芳應邀出席教育部主

辦之「全國大專院校兩岸文教交流活動相關業務

人員研討會」。 

五月廿八日             校長蒞「亞太地區社會系學術研討會」開幕致詞。 

                  校長參加龍舟隊赴大陸比賽授旗典禮。 

五月廿九日             婦女大學接受警廣電話訪談其辦學宗旨。 

                  第三次行政研議小組會議。 

五月卅日－卅一日          宗輔中心為迎接聖神降臨節徹夜祈禱。 

五月卅一日             宗教輔導中心於淨心堂舉行慕道者收錄禮及堅

振禮。 

六月                召開第七次教育發展資金委員會。 

六月一日              台北縣政府社會局委託推廣部辦理「八十六學年

度第一期助理保育專業人員研習會」結業典禮。 

                  校長主持視聽障礙生及腦性麻痺甄試第二次委

員會。 

                  婦女大學第八屆開始招生。 

六月一日－三日           會計室主任蔡博賢應邀出席教育部舉辦之八十

七年度私立大專院校會計業務座談會。 



 31

六月二日                 外國學生入學辦法修正後，以（八七）輔校字第

一二五三號報教育部核備。 

六月二日－三日             辦理二年制技術學系報名，護理學系報名人數二

五八人、織品服裝技術系一八二人，共計四四○

人。 

六月三日              羅馬市議會巴都尼副議長蒞校參訪。 

六月四日              第九次行政會議。 

                  主管會報。 

六月五日                 服務課程相關事宜研討會，確定「服務課程」開

課單位、開設科目、實施年度、課程經費應如何

籌措及下學年共計開設幾科等問題。 

                         舉辦八十七學年度新任班代表研習會。 

六月六日                 公佈八十七學年度輔系新生名單：共計三十一    

系開班，總人數一○八八人（未含八十七學年度

轉學生）。 

                         舉辦八十七學年度新任各級會議學生代表研習

會。 

六月九日                 應屆畢業僑生祝福感恩茶會。 

                         第二學期臨時教評會。 

六月十日                 畢業紀念冊製發。 

                  期末彌撒。 

                  校長主持教育學程結業典禮。 

六月十一日             校務會議。 

六月十二日             校長主持體育成果呈現典禮。 

六月十三日               畢業典禮。 

                  推廣部舉辦「一九九八年暑期海外語文研習活動

領隊老師協調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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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婦女大學第七屆結業典禮預演。 

六月十四日             婦女大學第七屆結業典禮、謝師宴。 

六月十五日             推廣部派員出席「台北縣政府勞工局辦理八十七

年度職業訓練業務研討會」。 

六月十七日               舉辦第二學期期末院系導師代表座談會。 

                  板橋郵局委託推廣部代訓員工「電腦教育訓練

（第二期）課程」結業典禮。 

六月十八日               舉辦第二學期飲水機評鑑檢討會議。 

                         與美國匹茲堡大學締結姐妹校。 

六月十九日             宗輔月會。 

                  校長陪同教育部醫教委員訪視醫學院。 

                  與日本聖母清心女子大學（Notre Dame Seishin 

University）締結姐妹校。 

六月廿日              醒新社「告別馬槽」遷至地下室。 

                                    宗輔中心假淨心堂舉行慕道者收錄禮。 

                  推廣部與翻譯學研究所合辦「口譯技巧公開講

座」。 

                  校長參加神學院畢業典禮。 

六月廿一日－廿三日         若望保祿二世和平對話研究中心假台北國際會

議中心舉辦「東亞文化與人權國際學術研討會」。 

六月廿三日             板橋郵局委託本校推廣部代訓員工電腦教育訓

練（第三期）課程開課。 

六月廿四日               《輔人》第八期出刊。 

                  江蘇省南京醫慕大學教育訪問團蒞校參訪。 

                  學生輔導中心遷移工程開始動工。 

六月廿五日               召開八十七學年度第一次系所評鑑委員會議，討

論：如何選出此年度評鑑觀摩各學院之受評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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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訂定此學年度評鑑觀摩時間及進度、聘請校

外委員等多項問題。 

                  第九次參議會議。 

                         德國馬堡（Marburg）大學校長 Werner Schaal 蒞

校參訪。 

六月廿六日             校長主持資金發展委員會議。 

                  校史室應邀出席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

備處主辦之「國內博物館藏品保存現況調查研習

座談會」。 

六月廿七日             校長蒞「第二屆企業跨國經營管理研討會」開幕

致詞。 

六月廿八日             校長蒞「後現代日文學術研討會」開幕致詞。 

六月廿九日             本校姐妹校韓國天主教大邱曉星大學選派兩名

交換生至本校研習一學年。 

                  台北縣政府社會局委託推廣部辦理「八十六學年

度第三期兒童福利保育專業人員研習會」始業典

禮。 

六月廿九日－六月卅日          學士後教育學分班暨代理（課）教育學分班報

名，報名人數共計一九七三人。 

七月                為推廣「輔大認同卡」發文全校專任教職員工，

告知終身免年費等優惠條件及辦卡方式。 

七月一日                 教育部以台（八七）高（一）字第八七○七一○

八三號函同意「應用心理學系博士班」、「體育學

系碩士班」進行籌設。 

七月二日                 辦理八十七學年度新任院系導師代表研習會。 

                  召開第二次中西文化研究中心審議委員會議，通

過之結案報告共計四件，另通過十三件新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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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七月二－三日              舉辦八十七學年度學生自治組織暨社團負責人

「領導才能營」，並邀請校長蒞臨開拔致詞。 

七月四日               推廣部與翻譯學研究所合辦口譯培訓系列課程

開課日。 

七月六日                  第三次人事評議委員會。 

                   校長應邀出席「大學學雜費調整政策座談會」。 

                   校長主持「六校聯合大學博覽會」記者會。 

                          屏東女中師生一行九十人蒞校參訪。 

七月七日               本校與義大利西也那大學（ University of Siena 

for Foreigners ）締結姐妹校，並計劃於八十七

學年度選派數名義文系交換生至該校研習。 

七月八日                  校史室協助召開《于斌樞機畫傳》暨《于斌樞機

傳》第三次編撰委員會會議。 

                  博士班放榜會議，共計六所七十一人報名，錄取

四十二人。 

                          召開訓育委員會。 

                   推廣部「第八十一期進修課程」開課典禮。 

七月八日－廿日           參加教育部宜蘭、竹苗、北、中、南、東、澎湖、

金門、馬祖等九場大學博覽會。 

七月九日                  大陸武漢地區校友孫方先生蒞校參訪。 

                   學生輔導中心主任陳美琴應邀出席「八十八學年

度北區大學院校輔導工作協調諮詢中心第一次

規劃委員工作討論會」。 

                  第十次行政會議。 

七月十一日              校長應邀出席中國主教團教育文化委員會。 

七月十三日              桃園縣政府社會局委託推廣部辦理「八十六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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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兒童福利保育專業人員研習會」結業典禮。 

                   推廣部與視聽教學中心合辦「暑期兒童美語班」

開課。 

                  第十次參議會議。 

七月十四日                彰化高中師生一行一百三十人蒞校參訪。 

七月十五日                二年制技術學系放榜會議，決定織品技術系筆試

錄取標準及合格名單。 

七月十七日              資訊中心完成建置大學博覽會網路系統。 

七月十七日－十九日         承辦教育部八十七學年度北區大學博覽會，並由

校長主持開幕典禮。   

七月廿二日              與西班牙阿里坎特大學（The University of 

Alicante）締結姐妹校，並計劃於八十七學年度

選派數名西文系交換生至該校研習。     

七月廿三日                召開第五次教師評審委員會。 

七月廿七日              八十七學年度預算經董事會審議通過後呈報教

育部核備。 

七月廿八日              召開八十七學年度第一次推廣教育課程審查會

議。 

七月廿九日                二年制技術學系放榜會議，共計四四○人報名，

錄取八十人。 

七月卅日                  舉辦日、夜間部轉學生及教育學分班放榜會議。 

                          中國宗教研究中心台灣交流團一行五人蒞校參

訪。 

七月卅一日              學術交流室依據八十六學年度第七次參議會決

議，自八十七學年度起隸屬秘書處，該室主任並

由張淑芳小姐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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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教學單位 

一、文學院 

八十六年 

八月一日                       中文系王金凌老師及胡正之副教授改聘為專任

教師。 

                          中文系廖棟樑老師升等為副教授。 

                             中文系圖書室暨漢學中心遷往文華樓一○九室。 

                      原大眾傳播學系新聞組及廣告組正式獨立為新

聞傳播學系、廣告傳播學系，分由關紹箕教授及

陳尚永副教授接任系主任，關紹箕教授並同時接

任大眾傳播學研究所主任。 

                  圖書資訊學系主任由張淳淳副教授接任。 

                  圖書資訊學系林麗娟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

究計劃「不同學生特質在探究式環境中對圖文呈

現之效應」。 

                  圖書資訊學系陳昭珍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

究計劃「虛擬圖書書目控制與資訊組織模式之探

討（I）」。 

                              圖書資訊學系蘇諼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

計劃「台灣地區臨床醫師的資訊需求與資訊尋求

模式研究」。 

                              應用心理學系主任由林文瑛副教授接任。 

                         應用心理學系翁開誠副教授應邀至觀音線協會

演講「同理心」。 

                  應用心理學系王震武教授休假研究一年，張郁雯

副教授出國進修一年。 

                                應用心理學系丁興祥教授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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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計劃「中小學教師專業經驗的反省與再行動－

中小學教師的教學態度與創造性教學行為之反

思與行動」。 

                  應用心理學系夏林清教授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

究計劃「中小學教師專業經驗的反思與再行動－

教師對學生集體行動之理解與介入策略的研究

（I）」。 

                  應用心理學系林文瑛副教授獲國科會補助專題

研究計劃「『理解』的根源－從兒童的世界觀看

隱喻式思考」。    

                  應用心理學系林烘煜副教授獲國科會補助專題

研究計劃「由保險套使用的態度與行為改變來探

討愛滋病的預防（I）」。  

                  應用心理學系劉兆明副教授獲國科會補助專題

研究計劃「工作動機理論的建構與驗證（I）」。   

八月－八十七年六月         應用心理學系夏林清教授應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邀請，參加「適性選擇校系服務計劃」活動。 

八月十六日                  廣告傳播學系謝明順老師應邀赴英浩公司演講

「攝影的符號」。 

八月十九日             哲學系陳福濱主任率七位教師赴大陸山東大學

出席「第三屆國際墨學會議」，並發表論文。 

八月廿八日                   哲學系陳福濱主任率七位教師赴大陸北京人民

大學出席「譚嗣同仁學會議」，並發表論文。 

九月                應用心理學系黃月霞教授應邀至八里國中演講

「教師的壓力管理」。 

九月－十一月            應用心理學系翁開誠副教授應邀至觀音線協會

帶領同理心訓練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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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三日                    廣告傳播學系謝明順老師應邀赴交通大學演講

「大自然攝影」。 

九月十日              中文系召開第一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 

十月                應用心理學系劉兆明副教授應邀至東吳大學心

理系演講「君子與小人：領導行為的探討因素分

析」。 

十月一日              哲學系召開第一學期第一次系所務會議。 

                  圖書資訊學系召開系務會議。 

                        新聞傳播學系假文友樓一一八演講廳召開系週

會。 

十月三日－四日           中文系舉辦第一屆先秦兩漢全國研究生論文發

表會。 

十月四日              陝西師範大學人文研究所、巴黎大學國家博士欒

棟教授應邀蒞哲學系講學「有關當代美學專題課

程」。 

十月五日              中文系趙中偉老師應邀出席華梵大學主辦之「第

二次儒道會通學術研討會」。 

十月七日－八日           圖書資訊學系林麗娟老師應邀參加豐原中等教

師研習會舉辦之「八十六年度台灣省中區圖書館

管理人員進階研習班」，並演講「電腦輔助多媒

體」。 

十月八日              廣告傳播學系召開系週會。 

十月八日－九日           圖書資訊學系曾元顯老師應邀至日本筑波市出

席「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Information 

Retrieval with Asian Languages－1997」會議，並

演講「Fast Keyword Extraction of Chinese 

Documents in a Web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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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五日             哲學系召開系週會，並邀請大陸南昌大學鄭曉江

教授蒞臨演講「生之價值與死亡尊嚴」。 

                  廣告傳播學系邀請自由時報業務部副總經理陳

俊良先生蒞該系演講。 

                                    圖書資訊學系舉辦期初系週會。 

十月十七日－十九日         中文系齊曉楓老師應邀出席本校舉辦之「第三屆

國際文學與宗教會議」。 

十月十九日             應用心理學系翁開誠副教授應邀至「張老師」演

講「文化與心理健康」。 

十月廿一日             中文系趙中偉老師應台北縣清水高中邀請演講

「學術論文寫作 DIY」。 

十月廿一日－廿三日         圖書資訊學系曾元顯老師與陳昭珍老師應邀至

台灣大學出席「一九九七台灣區網際網路研討會

（TANET’97）」，並分別發表論文「新一代資訊

檢索技術在圖書館 OPAC 系統的應用」與「圖書

館與網路資源組織」。 

十月廿三日             新聞傳播學系假淨心堂舉辦「新聞傳播學系暨廣

告傳播學系」設系慶祝酒會。 

                  廣告傳播學系謝明順老師應邀赴台北藝廊演講

「從暗房技巧的層面談內涵的建構」。 

                  中文系王金凌老師應邀出席東海大學舉辦之「第

三屆魏晉南北朝文學學術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文學與慈悲」，由王令樾老師評論。 

                  應用心理學系陳學志副教授應北市中小企業協

會教育訓練中心邀請，講演「國軍幹部企業專業

培訓班－心理諮商與腦內革命」。 

十月廿四日             應用心理學系翁開誠副教授應邀至「張老師」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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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文化與心理健康」。 

                  應用心理學系陳學志副教授應邀至陸軍六軍團

新竹關西基地演講「輔導的心理學及哲學基礎」。 

十月廿八日             應用心理學系翁開誠副教授應邀至中正高中演

講「看電影學同理心－I」。 

十月廿九日             圖書資訊學系陳昭珍老師應邀至虎尾技術學院

出席「全國技術學院暨專科學校圖書館自動化規

劃第三次研討會」，並發表論文「Z39.50 與電子

圖書館」。 

十一月               中文系王初慶老師、包根弟老師、王金凌老師與

李添富老師分別應邀出席中山大學舉辦之「第十

五屆全國清代學術研討會」。 

                  應用心理學系夏林清副教授應邀出席大學入學

考試中心舉辦之「推薦甄選高中大學交流研討

會」，共計三場。 

                  應用心理學系丁興祥教授應丹鳳國中邀請演講

「創造潛能的激發」。 

                  應用心理學系丁興祥教授應邀至江翠國中演講

「創造力的發展」。 

十一月－一月            廣告傳播學系主辦，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贊助

「廣告與公共關係專業講座」，共計六場演講。 

十一月二日             應用心理學系翁開誠副教授應邀至「張老師」帶

領同理心開展工作坊。 

十一月四日             圖書資訊學系曾元顯老師應邀參加豐原教師研

習會舉辦之「公共圖書館管理人員進階班」，並

演講「電腦網路與資訊檢索」。 

十一月五日             歷史學系召開第一學期第一次系所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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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系舉辦「第二屆紀念傅試中老師詩詞吟唱比

賽」。 

                  新聞傳播學系邀請中國時報社長黃肇松先生蒞

該系演講「採訪線上的老兵－談記者的職業生

涯」。 

十一月七日             應用心理學系陳學志老師應邀至北市中小企業

協會教育訓練中心發表演講「國軍幹部企業專業

培育班－心理諮商與腦內革命」。 

                  圖書資訊學系陳昭珍老師應邀至高雄中山大學

出席「全國大學校院圖書館自動化規劃第十四次

研討會」，並發表論文「建立本土特色之資料庫」。 

十一月十一日            應用心理學系翁開誠副教授應邀至中正高中演

講「看電影學同理心－II」。 

十一月十三日－十四日        圖書資訊學系林麗娟老師應邀至宜蘭高中出席

「圖書館輔導團東區視聽教育利用研習會」，並

發表論文「視聽媒體的選擇與應用」。 

十一月十七日            應用心理學系陳學志老師應北市中小企業協會

教育訓練中心邀請發表演講「國軍幹部企業專業

培訓班－心理諮商與腦內革命」。 

十一月十九日            哲學系召開第一學期第二次系所務會議，並於會

中頒發本學期系友會獎學金，獲獎同學分別為黃

蘭貴、孫嘉珍、林慶忠、邱永仁、莊依婷與彭錦

梅六位同學。 

十一月廿日             中文系趙中偉老師應該系學會邀請演講「中研所

之路」。 

十一月廿五日            應用心理學系翁開誠副教授應中正高中邀請演

講「看電影學同理心－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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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廿六日            中文系召開「第一學期課程修訂會議」並舉辦作

文比賽。 

十一月廿八日                        廣告傳播學系邀請台灣聯亞行銷研究顧問公司

消費品研究部執行總監黃玟珊蒞該系演講。 

十二月－八十七年二月        應用心理學系夏林清教授應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邀請參與「改良式聯招高中校長溝通會」。 

十二月               中文系廖棟樑老師代表出席政治大學主辦之「現

代文學教學會議」。 

                  應用心理學系丁興祥教授應邀至江翠國中演講

「創造力的發展」。 

十二月一日－五日          中文週，邀請陸羽茶會指導老師現場示範茶道，

並於文廊舉辦師生作品聯展。 

十二月二日             廣告傳播學系謝明順老師應邀至淡水學院演講

「夜間攝影」。 

十二月三日             歷史學系召開系週會，邀請劉耿生先生主講「清

代檔案與清史研究」。 

                  廣告傳播學系謝明順老師應邀赴東吳大學演講

「商業攝影」。 

                  廣告傳播學系邀請中國時報記者李安君小姐蒞

臨演講「記者眼中的廣告界與廣告人」。 

十二月五日             應用心理學系翁開誠副教授應邀至台灣大學人

口研究室演講「女性心理治療」。 

十二月七日             圖書資訊學系吳政叡老師與曾元顯老師應邀至

國家圖書館出席「中國圖書館學會第四十五屆年

會」。 

十二月七日－八日          中文系舉辦該系教師活動－九份之旅。 

十二月九日             新聞傳播學系陳順孝老師應邀赴自由時報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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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新聞編輯學與術」。 

                  應用心理學系翁開誠副教授應邀至宜蘭中小學

輔導團，帶領同理心工作坊。 

十二月十日             哲學系召開第一學期導師會議。 

                  廣告傳播學系邀請發行公信會蘇盈玉小姐、劉南

琦小姐與智威湯遜廣告公司創意總監黃文博先

生蒞該系演講。 

                  中文系假利瑪竇大樓地下國際會議廳舉辦系週

會，並邀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黃錦鈜教授演講

「文學與社會」。 

十二月十三日            圖書資訊學系吳政叡老師應邀至國家圖書館出

席「中華圖書資訊教育學會第六屆年會」。 

十二月十四日            中文系齊曉楓老師應邀出席香港大學舉辦之「香

港大學中文系七十週年紀念國際學術研討會」，

並發表論文「窮書生未遇英雄志，相國女先辨青

雲器－拋繡毬選婿故事的模式與意義」。 

                  應用心理學系翁開誠副教授應邀至台北市立師

範學院演講「同理心介紹」。 

十二月十五日            影像傳播學系陳寧生副教授不幸因病逝世。  

                  圖書資訊學系陳昭珍老師應邀至省立台中圖書

館參加「八十六年度縣市立文化中心圖書館自動

化系統管理及網路資源運用研習」，並演講「電

子圖書館」。 

十二月十六日－十七日        影像傳播學系與緯來電視網聯合舉辦校園活動

「青春 V 計劃」。 

十二月十七日            影像傳播學系邀請傑出校友－台視記者葉淑芬

小姐蒞臨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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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資訊學系曾元顯老師應邀至省立台中圖書

館參加「八十六年度縣市立文化中心圖書館自動

化系統管理及網路資源運用」，並演講「網路伺

服器作業系統架設與管理」。 

十二月廿一日            中文系學生參加東吳大學舉辦之「第十五屆全國

大專青年聯吟大賽」，並獲吟唱組第四名及最受

歡迎吟唱團體獎。 

十二月廿七日            中文系金周生老師與李添富老師應邀出席劍潭

活動中心舉辦之「第五屆華語文教學研討會」。 

                  中文系胡幼峰老師應邀出席台灣大學主辦之「百

年中國文學的鉅變」。 

 

八十七年 

一月                                圖書資訊學系張淳淳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

究計畫「工商資訊資源分類系統研究」。 

                                    圖書資訊學系蘇諼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

計畫「台灣地區醫學圖書館員繼續教育需求之研

究」。 

                                    圖書資訊學系陳昭珍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

究計畫「開放性系統資訊查尋與檢索協定

（Z39.50）之應用研究」。 

                  圖書資訊學系曾元顯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

究計畫「架構在 WWW 與 Z39.50 上的近似語言

功用目錄檢索系統」。 

一月五日              歷史學系召開第一學期導師會議。 

一月六日              中文系召開第一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 

一月十一日             應用心理學系翁開誠副教授應邀至桃園「張老

師」發表演講「同理心團體領導的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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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十四日             歷史研究所辦理八十七學年度研究生甄試，共錄

取二名。 

                  歷史學系召開第一學期第二次系所務會議。 

                  哲學系召開第一學期第三次系所務會議。 

一月十六日             哲學系假野聲樓舉辦「馬里旦與當代哲學」學術

研討會，發揚該系以士林哲學為核心之思想研

究，並發表十五篇論文。 

                  新聞傳播學系陳順孝老師應邀赴自由時報總社

演講「版面設計的類型與公式」。 

一月十六日－十七日         中文系假文學院會議室舉辦「八十六學年度教師

學術研討會」，並於會後舉行教師聯誼活動－東

眼山之旅。 

二月                應用心理學系丁興祥教授應丹鳳國中邀請演講

「創造潛能的激發」。 

二月一日              影像傳播學系洪雅玲老師改聘為兼任老師。 

二月四日              歷史學系莊尚武老師應邀至 TNT 電台，主講

「歐、回、東南亞各國問題」。 

                  應用心理學系翁開誠副教授應邀至明湖國中演

講「如何看電影」。 

二月五日－七日           應用心理學系翁開誠副教授應邀至高雄參加「中

學教師兩性平等研討會」。 

二月十日              應用心理學系翁開誠副教授應邀參加北市教師

研習會，主題為「了解青少年次文化－1」。 

                  應用心理學系林文瑛副教授應邀參加台北市立

福安國中舉辦之寒假溫馨快樂育樂營，並演講

「價值澄清」。 

二月十二日             應用心理學系翁開誠副教授應邀參加北市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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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會，主題「了解青少年次文化－2」。 

二月十三日             應用心理學系翁開誠副教授應邀至婦女新知演

講「故事與女性」。 

                  應用心理學系陳學志副教授應邀至國防部陽明

山青村訓練中心演講「問卷設計與施測」。 

                  應用心理學系翁開誠副教授應邀至調查局演講

「領導與輔導」。 

二月十七日             應用心理學系林文瑛副教授應邀至桃園縣立建

國國中舉辦之「教師基礎輔導知能研習會」演講

「青少年次文化與輔導」。 

二月十七日－廿四日         圖書資訊學系林麗娟老師應邀赴美國密蘇里州

聖路易出席「教育科技學會年會」（AECT 

Annual Conference, 1998）。 

二月十八日             應用心理學系林文瑛副教授應邀至桃園縣立壽

山國中舉辦之「教師基礎輔導知能研習會」演講

「真相與迷思－基礎研究的啟示」。 

二月十九日             應用心理學系林文瑛副教授分別應桃園縣立建

國國中及中興國中舉辦之「教育改革研討會」邀

請，演講「教師角色與教師組織運作」。 

二月廿一日             廣告傳播學系謝明順老師應邀赴高雄文化中心

演講「後特殊攝影探討內涵之營造」。 

二月廿二日             應用心理學系陳學志副教授應邀至台大心理所

演講「有花常共笑，無月不同圓－『文章』、『影

片』、『自傳回顧』與『音樂』四種情緒操弄技術

的比較」。 

二月廿三日             應用心理學系陳學志教授應邀至北市中小企業

協會教育訓練中心演講「國軍幹部企業專業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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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心理諮商與腦內革命」。 

三月                應用心理學系夏林清教授應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邀請，參加「改良式聯招公聽會」。 

三月－五月             應用心理學系翁開誠副教授應邀至觀音線協會

團體演講「生命故事團體」。 

三月二日              應用心理學系陳學志副教授應邀至陸軍六軍團

新竹關西基地演講「自我傷害防治與事後心理重

建」。 

三月四日              哲學系召開第二學期第一次系所務會議。 

                  廣告傳播學系邀請黃禾廣告公司董事長黃奇鏘

先生蒞臨演講「公關中的 event」。 

三月十日              中文系召開第二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 

                  應用心理學系陳秀蓉副教授應邀至陸軍軍官訓

練梯次課程演講「助人歷程與技巧」。 

三月十一日             圖書資訊學系召開系務會議暨第一次教師評審

委員會。 

三月十四日             歷史學系召開第二學期第一次系所務會議。 

                  歷史學系莊尚武老師應邀至師範大學綜合大樓

國際廳出席「民族問題學術研討會」。 

三月十七日                應用心理學系陳秀蓉副教授應邀至陸軍軍官訓

練梯次課程演講「助人歷程與技巧」。 

三月十八日                廣告傳播學系謝明順老師應邀赴文化大學演講

「如何掌控快門機會」。 

三月十九日－廿一日            圖書資訊學系林麗娟老師應邀至高雄師範大學

出席第七屆國際電腦輔助教學研討會（ICCAI, 

1998）。 

三月廿一日                新聞傳播學系舉辦大學推薦甄選指定科目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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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共卅名同學通過初試應考，擇優入取五名。 

                     廣告傳播學系舉辦大學推薦甄選指定項目甄試。 

                     應用心理學系翁開誠副教授應師大附中邀請演

講「同理心－I」。 

                     應用心理學系林文瑛副教授應邀至台北市西湖

國中參加泰山文化基金會主辦之「珍愛我們的孩

子」親職講座，主講「EQ 可以教導的嗎？」。 

三月廿一日－廿二日         圖書資訊學系舉辦大圖盃男籃、女排活動。 

三月廿一日－廿三日         廣告傳播學系四年級學生與政大廣告學系、世新

公傳系廣告組，假中國時報廣場民權大樓一樓生

活館舉辦三校聯合畢業展。 

三月廿三日             新聞傳播學系邀請知名校友李豔秋小姐蒞臨演

講「新聞煽色腥」。 

                  圖資週開幕。 

三月廿三日－廿七日         新聞週。為慶祝「新聞傳播學系獨立設系」，舉

辦一系列相關活動，並與新新聞週刊合辦攝影聯

展。 

三月廿五日             廣告傳播學系邀請滾石唱片公司董事長段鍾沂

先生蒞該系演講「學校學不到的廣告術」。 

                  圖書資訊學系舉辦高普考與研究所升學講座。 

                  應用心理學系陳學志副教授應邀至省菸酒公賣

局員工訓練中心演講「情緒管理方法－認知觀

點」。 

                  應用心理學系林文瑛副教授應邀至台北市西湖

國小教師進修講座演講「從教改的觀點談教師

會」。 

三月廿六日             應用心理學系林文瑛副教授應邀參與本校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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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學年度幼稚教育地方教育輔導之幼稚園教師

自我成長研習會演講「幼稚園教師的自我認識」。 

三月廿七日             新聞傳播學系邀請知名作家南方朔先生蒞臨演

講「語言是我們的居所」。 

                  應用心理學系陳秀蓉副教授應邀至省立桃園療

養院演講「生理回饋在臨床上的應用」。 

三月廿八日－卅日          中文系同學參加清華大學主辦之「大中盃」各項

球類比賽，並獲得女排亞軍、女籃亞軍及男籃殿

軍等獎項。 

四月                應用心理學系劉兆明副教授應政大心理系邀請

演講「領導行為與工作動機：理論建構初探」。 

                  應用心理學系丁興祥教授應邀至健行國中演講

「創造思考及其培養」。 

                  應用心理學系黃月霞教授應邀至瑞芳國中演講

「情感教育與發展性輔導」。 

四月一日              廣告傳播學系謝明順老師應邀赴東吳大學演講

「攝影構圖」。 

四月四日              應用心理學系翁開誠副教授應邀至師大附中演

講「同理心－II」。 

四月八日              中文系召開「系主任候選名單推選會議」。 

                  應用心理學系陳學志副教授應邀至陸軍六軍團

新竹關西營區及省菸酒公賣局員工訓練中心演

講，題目分別為「自我傷害防治及事後心理重建」

及「認知觀點」。 

四月十一日             影像傳播學系協辦文建會假文友樓一一八綜合

演講廳舉辦「大專院校戲劇列車」活動。 

四月十三日             新聞傳播學系陳順孝老師應邀至自由時報總社



 50

演講「新聞版型的理論與實務」。 

四月十五日             廣告傳播學系邀請上奇廣告公司總經理張振明

小姐蒞該系發表演講「面對就業你可擔心懷才不

遇？」。 

四月十六日             應用心理學系陳秀蓉副教授應邀至政大心理系

演講「個體對身體症狀訊息調節控制的路徑」。 

四月十七日－十八日         圖書資訊學系盧荷生老師、高錦雪老師、張淳淳

老師、陳昭珍老師、吳政叡老師與曾元顯老師等

應邀至桃園鴻禧大溪別館出席「廿一世紀資訊科

學與技術的展望學術研討會」。 

四月十九日             應用心理學系林文瑛副教授應邀至桃園龍潭農

工演講「親子 EQ：認知與情緒」。 

                  應用心理學系翁開誠副教授應邀至瑞芳國中演

講「同理心研習」。 

四月廿一日             應用心理學系陳秀蓉副教授應邀參與職訓局主

辦，心理學會工商組協辦之「EQ 管理人才養成

班第三梯」活動，並演講「情緒管理的方法－身

心健康的觀點」。 

四月廿二日－廿三日         廣告傳播學系林榮觀老師擔任「第七屆時報廣告

金犢獎」初審評審委員。         

四月廿四日             廣告傳播學系大三學生參加「中華民國全國廣告

系學生廣告策略提案競賽」，並榮獲銀獎及佳作

兩項獎項。 

四月廿三日－五月廿八日       中文系舉辦畢業生論文發表會。 

四月廿八日             圖書資訊學系舉辦新學會會長候選人政見發表

會。 

四月廿九日             哲學系召開第二學期第二次系所務會議，並頒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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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學期系友會獎學金，獲獎同學分別為楊淨

雯、楊孟月、章友菊、林佳慧、廖維珍與林嘉琪

六位同學。 

                  圖書資訊學系舉辦輔系、雙主修學位講座。 

                        中文系舉辦第二學期作文比賽。 

四月卅日              影像傳播學系邀請傑出系友汎太國際公司執行

顧問孫大偉先生蒞臨演講。 

五月                廣告傳播學系學生參加「第七屆時報廣告金犢

獎」，並榮獲兩項佳作、六項入選。 

                  中文系金周生老師與李添富老師應邀出席由中

研院及台灣師範大學合辦之「甲骨文學術研討

會」。 

                  應用心理學系丁興祥教授應邀至法務部訓練所

演講「創造思考與問題解決」。 

五月一日              應用心理學系陳學志副教授應邀至高雄醫學院

心理系演講「當前台灣心理學發展的回顧與展

望」。 

五月二日              圖書資訊學系曾元顯老師應邀至國家圖書館      

出席「研究發展委員會」。 

五月五日              應用心理系陳秀蓉副教授應邀參加職訓局主

辦、心理學會工商組協辦之「EQ 管理人才養成

班」第四梯活動，並演講「情緒管理的方法－身

心健康的觀點」。 

五月六日              中文系召開第二學期課程修訂會議。 

                  中文系廖棟樑老師榮獲八十六學年度國科會一

般學術獎勵補助乙種。 

五月六日－八日           影像傳播學系假宏泰世界大樓國際會議廳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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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海峽兩岸暨香港電影發展與文化變遷

研討會」，並由該系劉現成老師、李天鐸老師分

別發表論文「中國遺緒：李行電影探源」及「中

國武俠電影社會歷史脈絡中的淵源與流變」。 

五月七日              哲學系召開第二學期導師會議。 

五月十一日             應用心理學系翁開誠副教授應邀至師大附中演     

講「同理心－3」。 

五月十一日－十五日         歷史週。 

五月十三日             歷史系召開週會，邀請邢義田先生主講「漢      

代與東羅馬帝國的交通」。 

                  中文系舉辦第一屆資優生論文發表會。 

五月十四日             應用心理學系陳學志副教授應邀至外雙溪陸軍    

衛勤學校發表演講「問卷的設計與施測」。 

                  應用心理學系陳秀蓉副教授應成功大學行為科

學研究所邀請，演講「生理回饋與行為醫學」。 

五月十五日－十六日         圖書資訊學系張淳淳老師應邀至高雄海洋技術

學院出席「八十六學年度全國技專校院圖書館業

務研討會」，並發表論文「資訊時代之圖書資訊

利用教育」。 

五月十六日             廣告傳播學系吳宜蓁老師應邀赴慈濟醫學院      

公衛系演講「公共衛生與公共關係」。 

                  應用心理學系林文瑛副教授應邀參與國立       

高雄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舉辦「科學教育與

學習的本質」系列學術演講，講題為「從認知發

展的觀點看科學教育」。 

五月十七日             新聞傳播學系林靜伶老師應邀參加政治大學研

究生論文發表會並擔任講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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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八日             新聞傳播學系邀請民進黨主席許信良先生蒞該

系演講「新興民族看台灣人的未來」。 

五月十九日             應用心理學系陳秀蓉副教授應邀參加職訓局主     

辦、心理學會工商組協辦之「EQ 管理人才養成

班」第五梯活動，演講「情緒管理的方法－身心

健康的觀點」。 

五月廿日              廣告傳播學系謝明順老師應邀赴東吳大學演講

「攝影的逆向思考」。 

                  廣告傳播學系邀請聯廣公司行銷研究經營總監

陳芳真小姐蒞該系演講。 

                  圖書資訊學系舉辦送舊晚會。 

                  應用心理學系陳學志副教授應邀至省菸酒公賣

局員工訓練中心演講「情緒管理的方法－認知觀

點」。 

五月廿三日             歷史學系王芝芝老師、莊尚武老師與鄧世安老師

應邀至東吳大學歷史系出席「第二屆史學與文獻

學學術研討會」。 

                  廣告傳播學系陳尚永主任應邀赴中華民國全國

工業總會演講「廣告效果模式調查及研究」。 

五月廿三日－六月十日        新聞傳播學系習賢德老師應邀出席「新世紀的召

喚學術研討會」，並擔任講評人。 

五月廿三日－七月廿三日       哲學系邀請北京人民大學哲學系宋志明        

教授蒞該系講授「當代中國哲學思潮」。 

五月廿五日             圖書資訊學系辦理外籍生甄試。 

五月廿五日－廿九日         影像傳播學系假文友樓一一八綜合演講廳舉行

畢業作品展。 

五月廿六日             圖書資訊學系曾元顯老師應邀至國家圖書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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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新世代網路與電子圖書館發展研討會」。 

五月廿七日             中文系假利瑪竇地下國際會議廳舉行成年禮，並

邀請廣播名節目主持人秦夢眾先生演講。 

                  圖書資訊學系召開週會。 

                  圖書資訊學系吳政叡老師及曾元顯老師應邀至

國家圖書館出席「台灣史料數位化研討會」。    

五月廿八日－廿九日         歷史學系張淑勤老師應邀至台北市立圖書館國

際會議廳出席「基督教史料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

會」。 

六月三日              哲學系召開週會。 

                  廣告傳播學系召開週會。 

六月八日              圖書資訊學系曾元顯老師應邀至國家圖書館出

席「圖書館自動化及網路委員會」。 

六月十日              哲學系召開第二學期第三次系所務會議。 

                  「哲學論集」第卅一期出版。 

                  新聞傳播學系召開週會。 

                  影像傳播學系召開週會。 

                  廣告傳播學系召開週會。 

                  新聞傳播學系、影像傳播學系、廣告傳播學系與

中國電視公司合辦「與中視新聞面對面」。 

六月十六日             圖書資訊學系召開「第二次教師評審委員會」暨

系務研討會。 

六月廿日              圖書資訊學系搬遷至文開樓五樓。 

六月廿六日             哲學系高凌霞老師率團赴美國波士頓學院進行

為期二個月的暑期進修。 

六月廿八日             應用心理學系黃月霞教授應邀至東吳大學社工

系演講「兒童問題輔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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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廿九日－卅日          新聞傳播學系林靜伶老師應中華傳播學會年會

邀請擔任講評人。 

七月                應用心理學系夏林清教授應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邀請參加大學博覽會及「兩岸大學          

入學考試暨終身教育研討會、座談會」。 

七月十日                 圖書資訊學系張淳淳老師應邀至中興大學圖      

書館參加「參考服務未來發展」研習會。 

七月廿七日                應用心理學系陳學志副教授應邀至新竹湖口陸

軍五四二旅演講「自我傷害的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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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藝術學院 

八十六年 

八月                                景觀設計系葉秀美老師應邀於休閒遊憩觀光研

究成果研討會上發表論文「休閒農業中農業生態

資源遊憩體驗發展之探討」。 

八月一日                  藝術學院增建四樓正式啟用。 

八月八日、十日               音樂系曾素芝老師應邀參加台灣國際吉他音樂節

「山下和仁與新古典弦樂四重奏」，分別於國家

音樂廳、高雄市立文化中心至德堂演出。 

八月廿日                         音樂系方銘健老師新著作《藝術音樂情感與意

義》由全音樂譜出版社出版。 

八月廿八日             景觀設計系洪得娟老師應邀於第二屆造園景觀

與環境規劃設計研究成果研討會發表論文「都市

公園綠地景觀意象之研究」。 

九月                景觀設計系葉美秀老師應邀於休閒遊憩觀光研

究成果研討會發表論文「休閒農業中農業生態資

源遊憩體驗發展之探討」。 

                                    景觀設計系陳文錦老師出版《造園土木施工》一

書，由造園技術科課程發展小組出版。 

九月十六日                        音樂系郭聯昌老師指揮台北縣青少年管弦樂團

於新莊河濱公園演出。 

九月廿四日                        音樂系林玉卿老師假國家音樂廳舉辦「林玉卿獨

唱會－德文藝術歌曲之夜」音樂會。 

十月五日                         音樂系郭聯昌老師指揮救國團幼獅管樂團，於中

正紀念堂藝文廣場演出「陽光音符進行曲」。 

十月十四日                        音樂系德林傑老師假國家音樂廳舉辦「法國小提

琴作品－江維中與德林傑小提琴與鋼琴」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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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音樂系合唱團與委內瑞拉合唱團在懷仁廳作交

流演出。 

十月十八日                        音樂系孫樹文老師赴馬祖舉辦「張雲龍返鄉音樂

會」。 

十月卅日                         音樂系孫樹文老師假新莊市立文藝中心舉辦「廖

家弘小提琴獨奏會」。 

                             音樂系曾素芝老師應邀於林茂生愛鄉文化基金

會成立音樂會中演出。 

十一月                              景觀設計系洪得娟老師出版《都市植栽設計與應

用》一書，由地景出版公司出版。 

十一月三日                       音樂系郭聯昌老師指揮台北縣青少年管弦樂

團、俄羅斯管弦樂團，於三和青少年音樂活動中

心舉辦聯合表演。               

十一月八日                          景觀設計系張德煇副教授榮獲一九九七年「中華

民國雕塑協會聯展」創作獎。 

十一月十一日                       音樂系曾素芝老師應邀至彰化縣政府禮堂參加

台北獨奏家室內樂團演奏會之演出。 

十一月十二日                       音樂系曾素芝老師應邀至國立中正大學演藝廳

參加台北獨奏家室內樂團演奏會之演出。 

十一月十三日                       音樂系曾素芝老師應邀至桃園縣立文化中心參

加台北獨奏家室內樂團演奏會之演出。 

十一月十五日                       音樂系郭聯昌老師指揮台北縣教師管樂團於永

和仁愛公園演出。 

                             音樂系曾素芝老師應邀至苗栗縣立文化中心參

加台北獨奏家室內樂團演奏會之演出。 

十一月十六日                       音樂系曾素芝老師應邀至新竹縣立文化中心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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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廳參與台北獨奏家室內樂團演奏會「布拉姆斯

之夜」之演出。 

十一月十七日                    音樂系曾素芝老師應邀至台南縣立文化中心，參

加台北獨奏家室內樂團演奏會之演出。 

十一月十九日                       音樂系曾素芝老師應邀至國家音樂廳參與台北

獨奏家室內樂團演奏會「布拉姆斯之夜」之演出。 

十一月廿六日                       第一次院務會議。 

十二月                          音樂系蔡聖通老師編曲製作之雷射唱片「Happy 

Christmas」在歐洲及南美洲出版。 

十二月一日                        音樂系孫樹文老師應邀至文化大學音樂系演講。 

十二月三日              召開全院導師會議。 

十二月七日                        音樂系孫樹文老師應邀至花蓮縣立文化中心，參

加「知心樂坊室內樂之夜」音樂會之演出。 

十二月九日                        音樂系曾素芝老師應邀至台中縣立文化中心演

出「獨奏家三重奏」。 

十二月十日                          景觀設計系邀請林俊寬副教授蒞該系演講「快樂

人生－風水造命 100 分」。 

十二月十三日                       音樂系曾素芝老師應邀至彰化縣政府禮堂參加

「獨奏家三重奏」之演出。 

十二月十五日－十七日               音樂系交響樂團暨合唱團於雲林科技大學、彰化

縣政府禮堂及新莊藝文活動中心演出，由郭聯昌

老師、蘇慶俊老師、曾素芝老師及王逸超老師分

別擔任指揮。 

十二月十六日                       音樂系方銘健老師假國家音樂廳舉行「吉他與低

音管對話」音樂會。 

十二月十九日                       音樂系曾素芝老師應邀至承奇音樂廳參加「新古

典弦樂四重奏」之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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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廿日                        音樂系曾素芝老師假台北聖家堂舉辦「聖誕音樂

會」。 

十二月廿一日                       音樂系曾素芝老師應邀至中壢藝術館參加「獨奏

家三重奏」之演出。 

十二月廿二日                       舉辦第一次校內系所評鑑。 

十二月廿三日                       音樂系系學會邀請魏樂富老師與葉綠娜老師蒞

該系做雙鋼琴演奏之演講與音樂會。 

十二月廿四日                       音樂系郭聯昌老師指揮國北師音教系室內音樂

團於台北縣汐止國小勤學堂演出「聖誕音樂會」。 

十二月廿六日            景觀設計系邀請陳瑞源老師蒞臨演講「景觀設計

的藝術性」。 

十二月廿七日                       音樂系孫樹文老師應邀至高雄縣立文化中心，參

加「知心樂坊室內樂之夜」音樂會之演出。 

十二月卅一日                       音樂系郭聯昌老師指揮菁英室內樂團於台北市

立社會教育館舉辦「亞太之夜」音樂會。 

 

八十七年 

一月                景觀設計系葉美秀老師於台灣大學農業推廣研

究所博士論文發表會發表「農業資源在休閒活動

規劃上之研究」。 

一月二日                         音樂系曾素芝老師應邀至台南縣立文化中心音

樂廳，參加「獨奏家三重奏」之演出。 

一月二日－三日                   音樂系郭聯昌老師分別指揮台北縣教師管樂團

與救國團幼獅管樂團於嘉義市立文化中心之「嘉

義國際管樂節」中演出。 

一月三日                         音樂系曾素芝老師應邀至台北國家音樂廳演出

「歌劇名家的弦樂四重奏」之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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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七日                         音樂系郭聯昌老師指揮台北縣教師管樂團，於國

父紀念館大會堂演出。 

一月八日              景觀設計系葉秀老師應邀於「校園規劃與綠化美

化研習班」中演講「花壇配置與迷你造景」。 

一月九日                         音樂系郭聯昌老師指揮台北縣教師管樂團，於新

莊藝文活動中心演出。 

                             音樂系孫樹文老師應邀至台北縣立文化中心參

加「知心樂坊室內樂之夜」演出。 

一月十一日                        音樂系郭聯昌老師指揮台北縣青少年管弦團，於

新莊文藝活動中心演出。 

一月十二日                        音樂系郭聯昌老師指揮救國團幼獅管樂團，於劍

潭活動中心經國紀念館演出。 

一月十四日                    音樂系郭聯昌老師指揮海軍軍樂隊於嘉義市立

文化中心音樂廳演出新年音樂會「蛻變」。 

一月十七日                        音樂系郭聯昌老師指揮海軍軍樂隊，於高雄市立

文化中心至德堂演出新年音樂會「蛻變」。 

 一月十八日                         景觀設計系張德煇副教授應邀參加台北大自然

美學藝術中心舉辦之「八十七年度名家邀請暨收

藏展」。 

二月                景觀設計系趙家麟老師於《空間雜誌》第 101

期發表「一個失落都市空間的重塑－新莊市『福

營綠廊』設計案」。 

二月一日                         應用美術系主任由林文昌副教授代理。 

二月十四日                        音樂系郭聯昌老師指揮樂藝管弦樂團於台北市

立社會教育館活動中心演出中國歌劇「牛郎織

女」。 

二月十九日                        音樂系郭聯昌老師指揮樂藝管弦樂團於台北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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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文化中心演藝廳演出中國歌劇「牛郎織女」。 

二月廿一日                        音樂系郭聯昌老師指揮樂藝管弦樂團於台中清     

水高中大禮堂演出中國歌劇「牛郎織女」。 

三月                           「輔大藝廊」正式落成啟用。 

三月廿五日             景觀設計系邀請賴志彰老師蒞該系演講「中國傳

統庭園的設計理念及現代觀」。 

三月廿八日                        音樂系曾素芝老師應邀參與假台北縣立文化中

心演奏廳演出之「一九九八新古典弦樂四重奏全

省巡迴演出」。 

                         音樂系郭聯昌老師指揮海軍軍樂隊與舞蹈團，於

高雄市社會教育館演出「飛躍的生命－港都           

（一）」。 

四月                音樂系劉志明老師發表作品「耶穌基督頌」和「三

聖讚主曲」二首作品，並收錄於香港公教真理學

會所出版之「禮樂集」中。 

                  音樂系蔡聖通老師編曲製作之雷射唱片「Ave 

Maria」、「Ave Maria Chinese Violin」、「Ave Maria 

Songs of Mary」由 Daughters of St.Paul, Taiwan

出版。 

四月二日              音樂系曾素芝老師假台北國家音樂廳舉行「曾素

芝大提琴獨奏會－經典名曲之夜」。 

四月七日              音樂系曾素芝老師應邀參與假嘉義市立文化中

心音樂廳演出之「一九九八新古典弦樂四重奏全

省巡迴演出」。 

四月九日              音樂系曾素芝老師應邀參與假交通大學活動中

心演奏廳演出之「一九九八新古典弦樂四重奏全

省巡迴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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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日              音樂系孫樹文老師於《新使者》第四十五期發表

「信仰、音樂、大自然－法國作曲大師梅湘」一

文。 

四月十一日             音樂系曾素芝老師應邀參與假宜蘭縣立文化中

心演藝廳演出之「一九九八新古典弦樂四重奏全

省巡迴演出」。 

四月十三日             應用美術系陳國珍老師於輔大藝廊舉行個人金

工展。 

四月十六日             景觀設計系張德煇副教授榮獲「八十六年度教育

部文藝創作獎聯展」雕塑類首獎。 

四月十七日             音樂系曾素芝老師應邀參與假台北國家演奏廳

演出之「一九九八新古典弦樂四重奏全省巡迴演

出」。 

四月十八日             音樂系曾素芝老師應邀參與假中壢藝術館演出

之「一九九八新古典弦樂四重奏全省巡迴演出」。 

四月十八日－九月十七日       景觀設計系陳文錦老師應邀參與台北市政府教

育局主辦之「台北市國小兒童遊戲場設施準則」

之研訂計劃。 

四月廿日              音樂系曾素芝老師應邀參與假朝陽科技大學演

出之「一九九八新古典弦樂四重奏全省巡迴演

出」。 

四月廿二日                        第二次院務會議。 

                   應用美術系馮永華老師獲國科會八十六學年度

乙種研究獎勵費獎助。 

四月廿二日－廿九日         景觀設計系葉美秀老師應邀至花蓮區農業改良

場花卉栽培產銷座談會演講「觀葉植物在景觀設

計上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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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廿七日                        應用美術系邀請全省美展永久免審查作家陳原

成先生於輔大藝廊舉行個人版畫展。 

四月廿九日                        音樂系郭聯昌老師指揮後埔國小音樂班弦樂團

與國北師音二合唱團、輔大音一合唱團於後埔國

小演藝廳聯合演出。 

五月                           音樂系高惠宗老師應邀至三立有線電視台新聞 

部演講「電視新聞製作」。 

                  景觀設計系趙家麟老師《環境設計與空間藝術之

探索》一書，由台北田園城市文化事業出版。 

五月五日                         應用美術系邀請台北水彩畫會於輔大藝廊舉行

亞太水彩展。 

五月七日                         音樂系曾素芝老師應邀至靜宜大學小劇場演出

「母親教我唱的歌」音樂會。 

                             音樂系郭聯昌老師指揮海軍軍樂隊與舞蹈團，於

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演出「飛躍的生命－港都

（二）」。 

五月九日                         應用美術系假台北縣汐止鎮日月光國際傢俱展

覽館舉行八十七級畢業展－「ㄔ、亍」。 

五月十日                         音樂系曾素芝老師應邀至故宮博物院主辦之母

親節音樂會。 

五月十一日              音樂系曾素芝老師應邀至台北國家演奏廳演出

「母親教我唱的歌」音樂會。 

五月十五日             音樂系曾素芝老師應邀至國家音樂廳演出「傳統

與蛻變客家風情話－協奏曲之夜」。 

五月十九日             音樂系管樂團暨弦樂團假新莊藝文活動中心演

出「管弦之夜－飄飄欲仙話管弦」。 

五月廿三日             音樂系曾素芝老師應邀至新店高中演奏廳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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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放樂美麗」音樂會之演出。 

五月廿五日             應用美術系假輔大藝廊舉辦「海因利斯的藍色花

朵」五校聯展。 

五月廿六日             音樂系方銘健老師應邀至華僑中學禮堂演講「音

樂經驗」。 

                             音樂系曾素芝老師應邀至桃園縣立文化中心演

出「母親教我唱的歌」音樂會。 

五月廿七日             景觀設計系邀請何武彰老師蒞該系演講「人為環

境破壞之景觀復元」。 

五月卅一日              音樂系全體師生假國家音樂廳舉行「慶典與榮

耀」音樂會。 

六月                景觀設計系張德煇副教授應邀至誠品藝術文化

空間參與「第一屆 Eco -Art 生態藝術展」。 

                  景觀設計系趙家麟老師《校園規劃的時空觀》一

書，由台北田園城市文化事業出版。 

六月－七月             音樂系高惠宗老師應邀至慈濟大愛有線電視台

新聞部演講「電視新聞製作」。 

六月八日                         應用美術系莊世琦老師於輔大藝廊舉行染色藝

術展。 

六月十日                         音樂系孫樹文老師於《新使者》第四十六期發表

「梅湘的鳥與琴韻」。 

六月十三日－十四日         音樂系郭聯昌老師指揮台北縣青少年管弦樂

團，分別於台北市育樂中心、台北縣土城國小及

台北縣安溪國中演出「深情款款」音樂會。 

六月十七日              召開期末院導師檢討會議。 

六月廿日               音樂系郭聯昌老師指揮台北縣教師管樂團於台

北縣三重青少年音樂中心演出「交響一下」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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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七月                音樂系高惠宗老師《廿世紀音樂的理論發展與分

析》一書，由小雅音樂有限公司出版。 

七月十九日             音樂系方銘健老師假中壢文化中心演奏廳舉行

「吉他與木管對話」音樂會。 

七月廿一日              音樂系郭聯昌老師指揮海軍軍樂隊與舞蹈團，於

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演出「飛躍的生命－港都

（三）」。 

七月廿四日             音樂系林玉卿老師應邀至國家音樂廳「吳三連百

年冥誕紀念音樂會－感動生命的音符」音樂會中

演出。 

七月廿七日             音樂系蔡聖通老師之創作曲「日頭的故鄉（台語

歌）」假國家音樂廳舉行首演。 

七月卅一日             藝術學院院長由方銘健教授接任。  

                  音樂系系主任由郭聯昌老師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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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醫學院 

八十六年 

七月卅一日－八月一日        醫學院院長朱秉欣教授應邀出席「海峽兩岸與香

港地區醫學教育學術研討會」，於會中與各醫科

大學校長、醫學院院長卅餘人等，聯合成立「海

峽兩岸與香港地區醫學教育會」，同時決定明年

將由台灣陽明醫科大學主辦「醫學院教育學術研

討會」。 

八月一日              醫學院成立實驗室，由魏希斌神父（Dr. Weaver）

出任主任、許優優小姐任助教，將負責醫學院各

系的實驗設備管理，並協助各實驗課的教學。 

                  心理復健學系增聘陳美琴副教授、李錦虹助理教

授及楊素花助教。 

八月九日              心理復健學系邀請王芸華老師帶領舞蹈治療工

作坊為專業人員所設計的進修課程，幫助專業助

人工作者開發自我潛能，學習舞蹈治療及應用。 

九月六日－七日           心理復健學系邀請宋鴻燕老師帶領音樂治療工

作坊以活動參與方式，促進身心健康等治療效

果。 

九月十七日             電腦中心完成電腦網路頻道拓寬，並更新六十四

套個人電腦。 

十月一日              公共衛生學系召開導師會議。 

十月十八日                        舉辦醫學院附設社區諮商中心開幕典禮暨心理

復健研討會。 

十月廿二日              護理學系周守民老師依據人事室（八六）輔校人

字第二四三七號函升等為副教授。 

十月廿二日－一月廿四日       心理復健學系邀請宋鴻燕老師帶領音樂治療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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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會，針對專業人員分初級、進階課程；包括簡

介、治療及應用。 

十一月初              北京協和醫科大學醫學院及護理學院五位教授

訪問護理學系。 

十一月廿六日            公共衛生學系假外語學院綜合教室召開系週

會，並邀請畢業校友蒞臨舉行座談「就業篇」。 

十一月廿八日            安琪里尼樞機（Card. Angelini）於上午十時，為

本校醫學院附設醫院主持動土典禮；十一時於野

聲樓谷欣廳作專題演講「醫學倫理」。 

十二月六日－七日          公共衛生學系應邀赴高雄醫學院參加全國公衛

盃球類活動。 

十二月廿三日            謢理學系接受校內教學評鑑觀摩。 

 

八十七年 

二月                護理學系主任由邱碧如副教授接任。 

三月一日              護理學系舉辦系友盃籃球賽。 

三月十一日             公共衛生學系舉辦系友座談會－研究所篇。 

三月廿三日                        心理復健學系邀請陽明醫院精神科周勵志醫師

演講「性學別裁」，討論對性的功能、看法、不

正常性和同性 等問題。 

三月廿三日－廿八日         心復週。 

三月廿八日－卅一日                心理復健學系舉辦第一梯次催眠治療工作坊，並

邀請菲律賓 Bulatao 神父蒞該系演講。 

三月廿九日                        護理學系邱碧如主任與鄭嘉琳老師率護三乙同

學參加台北護理學院主辦之「大護年會」，並發

表專題。 

四月三日－六日                  心理復健學系主辦第二梯次催眠治療工作坊，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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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度邀請菲律賓 Bulatao 神父蒞臨演講。 

四月十七日                        台北縣工務局核發輔大附設醫院建築執照。 

四月十八日                        護理學系舉辦第六屆加冠配章典禮。 

四月中旬                         護理學系吳愛玲老師應邀赴菲律賓出席「國際護

理研討會」，並發表研究論文。 

五月                           護理學系周守民老師榮獲國科會甲種獎助學

金，並調任公關室主任。 

五月十二日             護理學系謝菊文助教榮獲護理學會頒發服務廿

八年資深護理人員獎。 

五月廿六日－廿八日         公共衛生學系開放輔系申請。 

六月三日              護理學系系週會，邀請游本淵醫師蒞該系作專題

演講「牙齒保健」。 



 69

四、外語學院 

八十六年 

八月                英文系增聘三位專任教師：劉雪珍副教授、葉修

文副教授與墨樵助理教授。 

                  英文系劉紀雯副教授獲教育部補助人文社會科

學改進計劃「英文系基本語言與文學網路課程計

劃」。 

                              翻譯學研究所中法文筆譯組獲法國在台協會協

助，取得暑期赴法國進修獎助金。 

八月一日                 法文系楊光貞老師獲得聖言會補助專題研究計

劃「法語『學習日記』之剖析」。 

                             德文系二位老師分獲國科會專題研究計劃補

助：王美玲老師「聚焦與失焦『文學與藝術中（中

國）符號的演變－廿世紀德語文學中的中國』」、

劉惠安老師「中等學校第二外語（德語）語言教

學理論與實踐探討」。 

                         法文系黃雪霞老師獲得中西文化研究中心補助

研究計劃「亨利．米修的亞洲隨筆：中國篇」。 

                         法文系李瑞媛老師獲得中西文化研究中心補助

研究計劃「漢語『意合』與法語『形合』之語言

邏輯思維比較－試論漢法兩國傳統文化特色」。 

                  法文系陳淑珍老師獲得法國在台協會獎助金前

往法國巴黎第八大學接受師資培育一年，成為該

系所文化管理組種子老師。 

                                    視聽教學中心電腦室所有設備移轉，將原負責該

院電腦教學支援之工作轉交理外民電算中心。 

八月一日－廿八日                日文系十位同學赴日本聖心女子大學做短期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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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活動。 

八月十五日                        翻譯學研究所陳燦暉教授捐贈八十三學年度上

學期於該所講授「科技翻譯：中譯日」課程之薪

資所得－新台幣陸萬捌仟玖佰元，作為該所基

金。 

八月廿五日－廿八日         院長林水福教授應邀至大陸承德出席歷史文學

會主辦的「海峽兩岸少數民族研討會」，並發表

論文「台灣原住民的散文－以『永遠的部落』為

例」，報告台灣原住民文學概況。 

                   日文系碩士班在日本梅光女學院大學開設「芥川

與漱石」集中講義課程，授課老師為該校校長佐

藤泰正教授。 

九月                           德文系張善禮老師、林劉惠安老師、古怡心老

師、查岱山老師與胡功澤老師應邀參與教育部

「第二外語訪視會議」。 

                             德文系派廿位交換學生赴馬堡（ Marburg ）研

讀一學年。 

九月一日－五日                    日本      女子學院大學安部清哉副教授率學

生蒞日文系進行日語實習教學，對象為該系一、

二年級學生。 

九月廿日                         日文系與中華民國日語教育學會假本校谷欣

廳、焯炤館合辦「日本語文學國際會議」，共計

發表論文廿四篇。 

十月                           義文系舉辦本學年度第一學期學術講座，邀請外

交部張銘忠先生演講「義大利現況與未來發展」。 

                             德文系張善禮老師獲聖言會專題研究補助「輔大

德語系課程研究」。 



 71

十月一日                         法文系黃孟蘭老師、黃雪霞老師及李瑞媛老師獲

得教育部補助人文社會科學改進計劃「法文文法

教學方法之評估及改進要點」。 

十月三日                         翻譯學研究所獲台北市日僑工商會捐贈新台幣

伍萬元以添購日文書報、雜誌。 

十月六日                         瑞士著名旅館管理學校 Les Roches 主任應邀至

法文系參觀並介紹該校課程。 

十月十三日                        法國巴黎第八大學歐洲研究所秘書長

Louis-Francois Larnaud 訪問法文系，為期六天，

並與該系文化管理組授課教師舉行工作研討

會，共商兩校締結學術合作事宜。 

十月十七日－十九日               「第三屆國際文學與宗教研討會－女性特質」假

中國時報廣場舉辦，共有一場專題演講、八場研

討會及兩場座談會，由英文系施琳達老師（Dr. 

Lynda Scott）擔任本屆研討會總幹事。 

十月廿二日                        法文系所與中華民國法語教師協會合辦「法國新

小說文學研討會」。首場邀請法國著名作家 Alain 

Robbe-Grillet 演講『新小說與文學』。 

十月廿三日                        「法國新小說文學研討會」第二場播映電影「去

年在馬倫巴（L’anne’e dernie’re a' Marienbad）」

這部電影中揭開序幕，邀請 M. Robbe-Grillet 演

講「從新小說談新自傳體文學」，並舉行「在台

灣看法國小說」座談會。 

十月廿四日                        「法國新小說文學研討會」第三場，播放電影「歐

洲特快車（Trans-Europe-Express）」，M. 

Robbe-Grillet 並發表演說「文學與電影」。 

十月廿七日－卅日                  法國跨文化學者及教學理論專家 Henri Besse 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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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系訪問。 

十一月                          法國國際教學研究中心（C. I. E. P）法語教學編

撰專家 Marie-Rose Pre’vost 訪問法文系，並就中

學法語教材編撰事宜進行討論。 

                             德文系派員出席「德語教師協會全國年會」。 

                   台北縣立三民中學與德國史坦堡（Kempfenhausen）

中學訪問德文系。  

                         院長林水福教授應邀參加由國科會人文處委託

交通大學外文系主辦之「八十五學年度外文學門

研究成果分析」，並發表論文「遠藤周作文學主

題的轉移」。 

                                    視聽教學中心通過教育部八十六年度「具特色之

整合性研究計畫」補助，成立「網路教學工作

室」，提供外語學院教師網路教學研究發展之設

備、環境、教室與技術支援。 

十一月九日             翻譯學研究所接受外交部委託辦理聘用翻譯人

員甄試複試（口譯）工作，甄試組別計有中日語

組、中法語組與中西語組。 

十一月十日－十五日         日文系邀請日本東京大學小島孝之教授至該碩

士班開設「日本中世文學研究」集中講義課程。 

十一月十一日             舉辦「日台青年交流座談會」，並邀請法律學系

邱駿彥副教授演講「從台灣女性的權利看日本女

性的權利」。 

十一月十三日            日文系假基督教女青年會舉辦「日本文學講習

會」，主講人為日本東京大學小島孝之教授及該

系中村祥子老師，介紹日本中世文學與說話文學

的發展過程及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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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               德文系胡功澤老師獲國科會及德國補助，赴德國

馬堡（Marburg）大學從事為期二個月之中德翻

譯專題研究。 

                  英文系碩士班舉辦甄試入學考試，錄取兩名學

生。 

十二月十日－廿日          北京師範大學外國語文系主任王薔教授訪問英

文系，演講「北京的大學生活」與「大陸第二外

語教學與習得近況」。 

十二月十八日－廿日         英文系假理圖舉辦畢業公演「Blithe Spirit．鬼

妻」。  

十二月卅日             日文系與日本女學院大學簽訂學術合作契約，締

結為姐妹校。 

 

八十七年  

一月七日              英文系邀請美國在台協會文化新聞組李柏思組

長（ Lloyd W. Neighbors）蒞該系演講「美國文

化及民歌」。 

二月                英文系舉辦大學申請入學考試，錄取兩名學生。 

                                    視聽教學中心主任由推廣部組長樂麗琪老師接

任。 

二月十二日             院長林水福教授至花蓮天祥參加《幼獅文藝》主

辦之「八十七年冬令青年自強活動大專青年文藝

營」，並以「日本極短篇」為題，介紹極短篇創

作在日本的淵源流程。 

二月廿日              院長林水福教授應邀至台北市出版公會參加「台

北市貿中心國際書展」，演講「中書西譯」，並針

對目前中書西譯的進行情況，向政府機關提出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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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二月廿四日             日文系與社會系共同接待日本桃山大學及山梨

大學來訪學生，並假社會圖書館一樓交誼廳舉行

專題討論。 

三月                日文系何思慎老師獲得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

士學位。 

                                    德文系舉辦大學申請入學招生考試。 

                  德文系劉惠安副教授及張善禮副教授分別應邀

訪視建國中學及永平中學之第二外語教學情況。 

三月六日              法國在台協會新科主任史鼐先生（M. Ge’rard 

                                    Chesnel）訪問法文系。 

                  日本亞細亞航空公司率學生訪問團訪問日文系。 

三月七日              日文系邱明麗老師率廿名學生至劍潭活動中心

與日本文化女子大學進行學術交流活動。 

三月十四日             日文系舉辦「一九九七年度日本語日本文學研究

發表會」。 

三月十六日－廿日          義文週。 

三月十六日－廿一日         英文週。 

三月十八日             義文系舉辦第二學期學術講座，邀請外交部歐洲

司宋子正先生與朱輝錦先生演講。 

三月十八日－十九日         翻譯學研究所分別應高雄文藻語專與台南長榮

管理學院翻譯系邀請，演講「如何成為口譯高

手」。 

三月十八日－四月廿八日       法文系所趙德恕老師、洪藤月老師、楊光貞老

師、黃孟蘭老師與李煜庭老師應邀參加教育部中

教司主辦之「高級中學第二外語實驗教學法語組

訪視計劃」，並提出訪視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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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廿一日             英文系舉辦大學推薦甄試入學指定科目考試，共

錄取十名。 

三月廿三日－廿七日         法文週。 

三月廿五日             英文系大一戲劇比賽假理圖劇場舉行。 

三月廿七日             翻譯學研究所楊承淑所長應邀參加香港中文大

學翻譯系成立廿五週年暨中文大學成立卅五週

年紀念學術研討會「Seminar on Interpreting」，並

發表演講「口譯教案設計與教材選編」。 

三月卅日              《日本語文學國際會議論文集》一書出版。 

四月                法文系羅瑞光老師獲國科會乙種研究獎勵「西洋

藝術史概論」。 

                         德文系舉辦第一屆推薦甄試招生考試。 

                  德文系古怡心副教授應邀訪視景美女中之第二

外語教學情況。 

                  德文系舉辦八十八年度四技二專推薦甄試。 

                  德文系查岱山副教授應邀訪視屏東女中之第二

外語教學情況。 

                  德文系年度戲劇公演。 

                  英文系賀永光教授（Sr. Heliena Krenn）、康士林

副教授（Bro. Nicholas Koss）、袁韻壁副教授與

墨樵助理教授（Dr. Joseph Murphy）榮獲八十六

年度國科會甲種研究獎勵。 

四月十一日－十二日         翻譯學研究所與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研究中心假

利瑪竇大樓地下一樓舉辦「亞洲翻譯動向學術研

討會」。 

四月十二日             與中華民國日語教育學會合辦「台灣日本語文學

教育研討會」，邀請國內外知名學者發表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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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計四場演講與一場「日語教育的諸問題」座談

會。 

五月                法文系洪藤月老師獲聖言會教師研究獎勵「幽谷

百合的對話」。 

                  德國馬堡大學校長及台灣教育部人員訪問德文

系。 

                                    視聽教學中心籌設規劃聖言教學大樓九樓之新

建錄音室、多功能教室工程。 

五月廿二日－廿三日         法文系所李瑞媛老師、羅瑞光老師及李煜庭老師

應邀出席淡江大學法文系主辦之「法語教學研討

會」，並發表研究心得。 

五月廿五日－廿七日         法文系所李瑞媛老師應邀出席「I. N. T. A 國際都

市發展第廿屆年會」，擔任法文現場口譯。 

五月廿七日             法國法蘭西學院道德政治科學院終身秘書麥斯

邁先生（M. Pierre Messmer）接受本校頒發榮譽

哲學博士學位，其現場口譯為法文系洪藤月老師

與黃孟蘭老師，中法文司儀為法研二學生吳介

升。 

五月廿九日             日文系邀請日本天理大學塚本照和教授蒞該系

演講「日據時代的台灣文學」。 

六月                法文系所李瑞媛老師獲聖言會「教學特優教師獎

勵」。 

                  德文系古怡心副教授獲聖言會「教學特優教師獎

勵」。 

                  德文系張善禮老師、查岱山老師、葉聯娟老師與

施素卿老師聯合編著高中第二外語教科書。 

六月一日              開始《台灣日本語文學教育研討會論文集》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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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 

六月四日－六日           日文系假理圖劇場演出年度大戲「Lilliom」。 

六月十日              法文系主辦、淡江大學與文化大學協辦之「三校

聯合劇展」假理圖劇場舉行。 

六月十九日             日文系與日本清心女子大學簽訂學術交流合作

契約，締結為姐妹校。 

六月廿四日             法文系所主任洪藤月老師應教育部中教司邀

請，研擬專案「高中修習第二外語課程學生進

入各大學相關外語學系之學分採認措施」與「推

動高級中學第二外語教學研討會演繹討論」。 

七月三日              法文系所周功鑫老師獲法國政府頒授最高榮譽

「文學與藝術二級騎士級勳章」。 

七月四日              翻譯學研究所首次與推廣部合辦「口譯培訓系列

課程」，共設置兩班：會議口譯初階班－英、日

文組及口譯師資培訓班。 

七月十四日             法文系所李瑞媛老師應邀至教育電台介紹「法國

大革命流行歌曲回顧」。 

七月廿一日             義文系主任率廿餘名學生赴義大利西也那大

學，進行暑期進修及文化交流活動。 

七月卅一日             日文系主任由林水福教授接任，陳秋吟小姐接任

系秘書。 

                  翻譯學研究所吳敏嘉老師改聘為兼任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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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理工學院 

八月一日                        物理系主任由凌國基教授接任。 

                            電子工程系主任由李永勳副教授接任。 

                            生物系陳擎霞主任獲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補助專題研究計劃「桃園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環

境影響評估陸域動植物生態環境調查評估報

告」。 

                            生物系楊美桂教授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劃

「Xanthomnas Compertris 分子生物學之研究 II

－黃原桿菌 Xanthomnas  Campertris rec 基因之

研究－第三年」。 

                           生物系曾婉芳教授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劃

「分化自 P19 細胞之神經細胞及肌肉細胞對氧

化壓力之差異性反應」。 

                           生物系李永安副教授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

劃「植物對生物性逆境之反應－子計劃三：溫

度抑制番茄對青枯病菌之抗病性的分子機制的

研究」。 

                           生物系藍清隆副教授獲農委會補助專題研究計

劃「作物基因轉移技術之開發應用 87 生技-2.1-

糧-06（10）」及「作物基因轉移技術之開發應用

87 生技-2.1-糧-06（19-2）」。 

                                   生物系劉寶瑋教授獲教育部補助專題研究計劃

「大學基礎科學生命科學－教學改進計劃」。 

                           電子工程學系李永勳副教授獲國科會及聖言會

補助專題研究計劃「具高慣性負載之感應電動

機驅動系統之扭轉振動分析及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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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工程學系徐國政老師獲聖言會補助專題研

究計劃「大型非線性輸入系統分散式可變結構

控制設計」。 

                           電子工程學系鄞永昌老師獲聖言會補助專題研

究計劃「使用單一電流迴授放大器合成二階式

低通、高通與帶通濾波器」。 

                           電子工程學系袁正泰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

究計劃「根據 QR-Decomposition 方法所發展之

適應性雙向濾波及適應性預估格式網路之研

究」。 

                           電子工程學系白英文老師獲國科會及聖言會補

助研究計畫「以多層佇列排程演算法及管線系統

結構從事掌上型多媒體手機電源管理」。 

八月四日－八日                    數學系黃文祥老師應邀赴中央研究院參加「調查

研究方法研習班」。 

八月六日                        第一學期期初院系導師生座談會。 

八月十二日－十三日                數學系蕭鴻銘老師應邀赴中央大學出席「一九九

七組合數學專題研討會」。 

八月廿九日             生物系假韓湘園舉辦北部新生迎新餐會。 

九月一日－三日           院長張康教授應邀赴菲律賓宿霧出席「聖言會亞

太地區大學負責人會議」。 

九月十七日             舉辦助教安全訓練講習會。 

九月廿日              新生洗禮活動。 

九月廿三日             第一學期新聘及改聘暨教師著作升等評審會。 

                  生物研究所邀請第十七屆系友陳怡原先生演講。 

十月十九日             化學系舉辦第一次系友會，主題「相互提攜，共

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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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廿四日             生物研究所邀請第八屆系友葉枚耕先生演講。 

十月廿九日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資訊工業策進會網路事業群

總經理程嘉君博士演講「網際網路最新發展驅

勢」。 

十一月五日             教育部派員訪視生物系教改計劃成果。 

十一月十二日            生物系主任陳擎霞教授參加「海峽兩岸植物多樣

性與保育學術研討會」。 

十一月十七日            生物系主任陳擎霞教授與藍清隆副教授應邀出

席「第廿六屆國際生物科學聯合會會員大會暨生

物科學前瞻研討會」。 

十一月十九日            第一學期全院導師會議。 

十一月廿四日            第一學期院務會議。 

十一月廿六日              物理系邀請大同工學院材料系胡毅教授至該系

演講「鉍系玻璃之結構與析晶特性」。 

十一月廿九日－卅日                數學系主辦第十九屆全國大數盃比賽，並獲得保

齡球、男籃、快壘、大隊接力亞軍及精神總錦標。 

十二月一日－十二月六日       物理週。 

十二月六日             數學系純數組一年級參加全校運動會獲得男子

四○○公尺接力賽第六名。 

十二月十日               物理系邀請上詮光纖副總經理劉正立先生至該

系演講「光纖相關產品與國內市場介紹」。 

十二月十一日            舉辦第一學期期末院系導師導生座談會暨實驗

室安全檢查。 

十二月十七日            舉辦「通識講座」，並邀請陽明大學微生物及免

疫學研究所張南驥教授演講「從另一角度看複製

人複製羊」。 

                  生物系週會，邀請陽明大學解剖所宋所長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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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廿日－廿一日         數學系陳思勉老師應邀赴成功大學出席「中華民

國品質學會第卅三屆年會暨第三屆全國品質管

理研討會第十一屆亞洲品質會議」。 

十二月廿日－廿二日         數學系張康老師、楊南屏老師、張茂盛老師、蕭

鴻銘老師應邀赴中央研究院出席「一九九七年數

學學術研討會暨中華民國數學學會年會」。 

 

八十七年 

一月五日－十日           舉辦第一學期教學評鑑。 

一月六日              召開第二學期新聘及改聘教師院評會。 

一月十二日             第一次院務發展會議。 

一月十五日             數學系張茂盛老師應邀赴台灣師範大學出席「第

六屆微分方程研討會暨微分方程與科學計算國

際研討會」。 

二月二日－二月五日         生物系假泰山國小舉辦兒童生物營。 

二月十四日             教育部「基礎科學教學改進計劃訪視小組」訪問

理工學院。 

二月十八日             電子工程學系奉教育部台（八七）高（一）字第

八七○一五一七號函增設「電子工程學系碩士

班」，招生名額為十人。 

二月廿六日             第二次院務發展會議。 

三月四日                 物理系邀請台灣大學材料所林唯芳教授蒞該系

演講「陶瓷鐵電材料之原理與應用」。 

                  舉辦第二學期期初院系導師生座談會。 

三月六日－廿日           舉辦實驗室安全檢查。    

三月十二日             生物系楊美桂教授獲國科會八十六學年度研究

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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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四日             數學系陳思勉老師應邀赴政治大學出席「第四屆

機率統計之理論與應用學術研討會」。 

三月十六日－十七日         數學系黃文祥老師應邀赴交通大學出席「互動式

遠距教學研討會」。 

三月十八日               物理系邀請工研院光電所賀方涓博士蒞該系演

講「光學鍍膜與光電產業的發展」。 

三月廿四日             舉辦課程委員會暨通識教育委員會會議。 

三月廿五日             舉辦「通識講座」，邀請華僑產物保險公司陳強

經理演講「產險精算簡介」。 

三月廿七日             第一學期教師著作升等複審會議。 

                  生物所邀請生物科技中心分生組吳孝芸先生演

講「基因重組型木聚醣酵素的開發」。 

四月四日－四月五日         生物系學生參加大生盃，並獲籃球賽第四名、游

泳比賽第一、二、四名。 

四月八日                 物理系邀請中正大學物理系黃澤祥教演講

「Raman-Induced Optical Kerr-Effect in 

Liquids」。 

四月十五日               物理系邀請海洋大學光電所施明昌教授演講

「Fiber Grating: Fabrication and Application」。 

四月十七日             生物所邀請台灣大學植物學系葉開溫教授演講

「甘藷的抗蟲機制」。 

四月廿四日             第二學期院務會議。 

四月廿九日               物理系邀請中科院材發中心林文仁博士演講

「MBE 與半導體雷射」。 

                  生物系週會，邀請系友會會長戚謹文博士頒發獎

學金。 

                  舉辦「通識講座」，並邀請中央研究院院士周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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燊教授演講「統計發展的人文意義」。 

五月六日              電子工程學系聘請新莊市消防隊余宗和先生假

理工綜合教室作消防安全講習。 

五月九日－十日           數學系張康老師、黃文祥老師應邀赴桃園渴望園

區出席「軟體工業與數學教育研討會」。 

五月十一日             理工月。 

                  生物系獲社團評鑑第三名。 

五月十一日－十六日         數學週及電工系週。 

五月十二日－十三日         數學系陳思勉老師應邀赴台灣大學出席「Dual 

Scaling 研習會」。 

五月十三日               物理系邀請中央大學物理系李文獻教授演講「巨

磁阻材料基本磁性介紹」。 

                  舉辦師生共融活動「Mission Impossible」。 

五月十七日－廿一日         生物系楊美桂教授赴美出席「美國微生物學會第

九十八次年會與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五月十八日             數學系黃文祥老師赴中央研究院出席「統計方法

研習會」。 

五月十八日－廿三日         生物週。 

五月廿日              物理系邀請中研院生醫所張七鳳博士蒞該系演

講「Physics in Life Science an Introduction to 

Bio-physics」。 

                                    生物系李永安副教授獲理工學院「教學最優教

師」獎。 

五月廿三日             舉辦導師活動－陽明山松園一日遊。 

五月廿四日             生物系假綜合教室舉辦系友會，並進行理監事改

選。 

五月廿五日－卅日          資工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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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廿九日             舉辦第二學期期末院系導師生座談會。 

六月一日－六日           化學週 

六月三日              物理系邀請 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 馬遠榮

博士蒞該系演講「Adsorptin of C60 on Si 

(110):Surface Uinetics of Ordered Island on the 

Disordered Monolayer」。 

                      舉行第二學期教師著作升等初審會議。 

六月八日                 生物系假來來大飯店舉辦謝師宴暨李文容教授

退休茶會。 

六月八日－十三日          舉辦第二學期教學評鑑。 

六月廿五日               八十七學年度第一學期新聘及改聘教師院評審

會。 

六月廿七日－廿八日         數學系黃文祥老師應邀赴中央研究院出席「臨床

試驗之統計方法及相關 ICH 規範研討會」。   

六月廿八日             數學系陳思勉老師赴中央大學出席「數學軟體應

用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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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民生學院 

八十六年 

八月                                院長李寧遠接任中華民國營養學會理事長，並將

會址設於該院食品營養學系。 

十月                     織品服裝研究所與中華服飾文化研究中心至台

南市政府參加「一九九七台南國際服裝嘉年華

會」。 

十月十五日             舉辦新生週會，邀請名作家陳艾妮小姐演講「由

你玩四年？－SQ 作一個四面為王的大學生」 

十月廿日              織品系展演「中國歷代傳統服飾系列」及「中國

西南少數民族」等珍貴館藏服飾。 

十一月六日             食品營養學系假利瑪竇大樓舉行系週會，並邀請

傑出系友返校與會。 

十一月九日             假時報廣場舉行「服裝藝禮動態展演」，以闡述

服裝穿著禮儀的古與今之主題。 

十一月十日－廿四日         邀請美國劇場服裝設計師珊卓拉（Sandra 

Wodall）與織品設計師佛雷西斯（Frances 

Valesco）來台聯合展出「光痕」（Traces of 

light）。 

十二月二日             北京聯合大學副校長率團訪問民生學院。 

十二月五日             食品營養學系舉辦「中華民國食品科技學會年

會」，並舉行食品工業相關產業展覽。 

十二月七日             為「民生之母」吳秉雅修女舉辦九十歲生日餐會。 

 

八十七年 

一月六日－十七日          二年制織品服裝技術系首屆學生推出作品發表

會「二三○飾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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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廿二日             實踐大學民生學院院長林振率各系主任蒞臨訪

問，並洽談合作事宜。 

三月三日              日本郡山女子大學食品營養系師生訪問食品營

養學系。 

三月十七日             淡江大學副校長張家宜率各行政主管參訪民生

學院各系及餐廳。 

三月廿八日－五月三日        織品系舉辦「色彩與人生」展覽活動，並邀請英

國伯明罕大學刺繡專家 Cheryl 蒞該系演講。 

四月十八日             織品服裝技術系受邀參加北區技職博覽會。 

四月十八日－廿二日          食營系楊駱菲莉副教授及許瑞芬副教授應邀出

席一九九八年美國實驗生物聯合年會，並發表論

文。 

四月十九日－廿三日         食營系陳炳輝教授應邀出席第三屆國際天然色

素研討會並演講。 

四月廿九日             院務會議。 

五月                織品系王怡美老師應邀參加台北市第廿五屆美

展競賽，以「身體與衣的對話」系列作品榮膺「台

北獎」。 

五月十一日－廿九日         「民生月」活動－民生大噪。 

五月十二日－廿四日         二年制織品服裝技術系假新莊市文化中心舉辦

飾品創作展「飾品味－飾品的傳統與創新」。   

五月十五日－十六日         中華民國營養學會假靜宜大學舉辦年會，由理事

長李寧遠教授主持。 

                  織品服裝系與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合辦「台灣

適地性舒雅裝－創新禮服設計競賽」，創新組的

女裝組由該系陳貴糖秘書獲得。 

六月八日              織品服裝系與英國伯明罕中央美格蘭大學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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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合作計畫。 

六月十日              舉辦院導師期末座談會並邀請余正昭老師演講

「時間管理與目標設定」。 

七月                食品營養學系李寧遠教授、陳炳輝教授、蔡敬民

教授與生科系黃韶顏教授、利翠珊教授，同獲國

科會八十六年度甲種研究獎勵。 

                  輔幼中心完成使用執照變更。 

                  輔園餐廳重新發包並由力丸公司承接。 

七月二日－三日           舉辦全院助教職員工及眷屬之共融營兼自強活

動。 

七月十八日             織品系參與北區大學博覽會，總統李登輝先生親

臨攤位，並由該系胡功澤主任致贈舒雅裝。 

七月廿八日             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餐旅管理所所長 Dr. 

Shaklin 蒞臨參訪。 

七月卅一日             生科系主任由蘇雪玉副教授接任，並增聘李青松

博士為副教授，陳若琳博士為助理教授。 

                  生科系奉教育部核准自八十七學年度起正式分

為餐飲管理組（第四類組）及兒童與家庭組（第

一類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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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法學院 

八十六年 

八月一日                法律學系主任由陳猷龍教授接任。 

八月一日－三日           社會學系假羅東立崎飯店舉辦「社會系中長程發

展會議」。 

八月一日－八十七年七月卅一日      法律學系陳榮隆副教授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

計劃「民法繼承編註釋研究」。 

                      法律學系張懿云副教授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

計劃「著作權法關於『個人非營利目的的重製』

之研究」。 

                  經濟學系張文雅教授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

劃「財貨效果、通貨膨脹與內生成長」，並同時

獲得國科會八十六學年度甲種研究獎勵費。 

                      經濟學系李阿乙教授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

劃「橫斷面股利行為與套利訂價模型」，並同時

獲得國科會八十六學年度甲種研究獎勵費。 

                      經濟學系姚睿副教授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

劃「再論所得收斂」。 

                      經濟學系陳能靜副教授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

計劃「台股指數期貨市場之效率性分析」。 

                      經濟學系魯慧中副教授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

計劃「遺產分劃、所得分配及人口成長」。 

                      經濟學系蔡雪芳、林克釗副教授與陳秀淋助教同

時獲得國科會八十六學年度甲種研究獎勵費。 

八月八日              香港中文大學博士班候選人張慧貞小姐至本校

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作暑期研究計劃。 

八月十五日－八十七年二月廿八日   社會系依據與美國史屈學院（Cardinal Str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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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簽署之學生暨學術交流協議書，派遣二

位學生陳淑娟、鄭欣怡至該學院就讀一學期。 

八月十八日                 宗教學系陸達誠主任應邀至中華佛學研究所演

講「天主教與宗教交談」。 

八月廿六日             宗教學系陸達誠主任參加由救國團主辦之「宗教

與哲學暑期營」，並演講「天主教與廿一世紀」。 

                  社會工作學系張宏哲助理教授至台北松年長春

服務中心演講「老人問題面面觀」。 

八月底               社會工作學系王永慈副教授與中華至善協會同

赴越南了解當地孤兒救援工作及社區發展工作。 

九月                    社會工作學系專業教室「心園」正式啟用。 

九月一日－五日               宗教學系胡國楨老師與黃懷秋副教授於台南市

碧岳牧靈中心舉辦之第廿四屆神學研習會分別

演講「耶穌基督於彌撒中的臨在」及「天主經：

耶穌生活的總綱」。 

九月二日                  召開第一次院級教師評審會議暨主管會議。 

九月三日－九月九日         社會系學生一行十一人赴日本參加由日本流通

經濟大學舉辦之中日學生文化交流活動。 

九月七日              宗教學系莊慶信副教授應邀至天主教嘉義教區

演講「耶穌基督與生態倫理」。 

九月十七日－八十七年六月卅日    社會系依據與韓國天主教大邱曉星大學

（Catholic University of Taegu-Hyosung）簽署之

學術交流協議書，准允兩位韓國學生李宣和、崔

楨慧至該系就讀。 

九月廿四日             舉辦院導師活動規劃會議。 

                  社會工作學系假利瑪竇大樓一樓舉行迎新茶會。 

十月                社會工作學系奉教育部核准設立碩士班，招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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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生八名，在職生二名。 

十月一日              行政院主計處主任陳嫻訪問中國社會文化研究

中心。 

十月四日              社會工作學系蘇景輝老師出席社區營造學會主

辦之「社會福利社區化研討會」，並發表論文「社

會照顧：原理與方法」。 

十月四日－五日           社會工作學系主任劉可屏應邀出席東海大學社

工系主辦之「社會工作教育教學研討會」，並演

講「社會工作專業教育與學生之專業承諾」。 

十月八日              經濟學系張文雅教授應中研院社科所經濟組邀

請出席「經濟組學術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Wealth Effects, Inflation and Endogenous 

Growth in a Cash-in Advance Economy」。 

                      荷蘭基金會訪問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 

十月十三日              社會工作學系許臨高教授應邀至新竹縣警察局

演講「壓力與調適」。 

十月十七日             召開第二次主管會議。 

                      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舉辦「台灣社會的福利與

保險」研討會，由台灣大學社會系林萬億教授主

講。 

十月十七日－十九日             法律學系雷敦龢副教授出席本校與中國時報合

辦之「Feminine Spirituality in Theater, Opera, 

Dance」研討會，並擔任主持人。 

十月十八日                 社會工作學系舉辦八十五年度暑期實習心得發

表會。 

                      社會工作學系張宏哲助教應邀至台北市政府社

會局北投老人中心演講「老人的身心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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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廿二日                 資訊管理系、所交流活動。 

十月廿四日                 中德國會議員聯誼會秘書長 Jurgen Franzen 先生

一行二人參訪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 

十月廿五日                 宗教學系莊宏誼副教授應邀至南華管理學院宗

教文化研究中心演講「道教日常生活攝養之道」。 

十月廿七日              社會工作學系蘇景輝老師應高雄市婦幼中心邀

請，演講「社區工作的基本概念」。 

十月廿九日                 日本桃山大學一行四人訪問中國社會文化研究

中心。 

十月卅日                         社會工作學系蘇景輝老師應邀至勵馨基金會演

講「社區資源運用與社會工作」。 

十一月五日                 法律學系與財經法律學系聯合邀請司法院院長

施啟揚先生蒞臨演講「司法與人權－近年來司法

院強化保障人權的重要解釋與措施」。 

十一月十一日             法律學系邱駿彥副教授應中日青年交流訪問團

邀請，講演「從台灣女性權利之變遷看日本兩性

平等」。 

十一月十三日                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南耀寧神父赴香港演講。 

十一月十四日                召開第三次主管會議。 

                      社會學系王淑女老師及宗教學系黃懷秋老師同

獲八十六學年度本校教師「傑出學術研究成果

獎」。 

十一月十六日                社會工作學系蘇景輝老師應邀至高雄縣政府社

會局鳳山福利服務中心演講「社區工作的基本概

念」。 

十一月十九日                教育部綜合訪評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 

十一月廿一日                文化大學大陸研究所徐斯儉教授率研究生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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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人訪問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 

十一月廿二日                社會工作學系張宏哲助理教授應邀至台北市政

府社會局北投老人中心演講「老人的身心適應」。 

十一月廿四日－廿七日            舉辦各系系學會聯合幹訓。 

十一月廿六日                第一次院務會議。 

                      邀請史英先生演講「從森林小學談教改理念」。 

十二月                   社會工作學系包承恩副教授應邀赴菲律賓出席

「Sisters of Social ServiceCouncil」，並發表論文

「Community Midterm Assessment Report」。 

十二月三日                 經濟學系、所交流活動。 

十二月四日                 淡江大學大陸研究所楊景堯教授率學生十二人

訪問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 

十二月五日                 經濟學系林燾副教授應邀出席「一九九七年

Maple V 國際研討會」，並發表論文「Financial 

Fundamentals for Engineering and the Physical     

Sciences」。 

十二月六日             社會工作學系系友回娘家暨心園專業教室啟用

茶會。 

十二月八日             社會學系王淑女老師以論文「電動玩具與青少年

偏差行為」榮獲八十六學年度「資深教職員工服

務獎」。 

十二月十一日                經濟學系張文雅教授應邀擔任逢甲大學經濟系

所評鑑之評鑑委員。 

十二月十二日                召開第二次院級教師評審會議。 

                      社會工作學系蘇景輝老師應邀至師範大學教育

推廣中心演講「推展社區營造過程中的角色」。 

                      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派員出席大陸資料館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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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組織會議。 

                      法律學系楊敦和教授應邀出席「大學通識教育裡

的情境教育學術研討會」，並擔任「通識教育與

終極關懷」專題之主持人。 

十二月十五日                經濟學系戴台馨教授受邀出席「公營事業民營化

研討會」。 

十二月十五日－十九日        社學週，假焯炤館地下一樓演講廳舉辦「影展」，

並邀請吳乙峰導演蒞臨演講。          

十二月十六日                宗教學系主任陸達誠應邀至師範大學天主教同

學會演講「科學、哲學、宗教知識」。 

十二月十七日                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舉辦「由國有企業的改革

看大陸社會的福利與保險研討會」，主講人為中

華經濟研究院葉章美研究員。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蒞社會學系參訪，並舉辦「社

會學的教學與學習」座談會。 

                  社會學系假利瑪竇地下一樓國際會議廳舉辦「跨

校性座談」，主題為「從性別來看女性主義」。  

十二月十八日                宗教學系莊慶信副教授應邀至師範大學環境教

育研究所演講「道家的環境倫理」。 

                                    社會學系假利瑪竇地下一樓國際會議廳舉辦演

講「從社團到社區」，主講人為洪萬生教授。 

十二月十九日                法律學系張文郁助教應邀出席中德文經協會主

辦之「中德文經協會法律委員會學術研討會」，

並報告「對於行政訴訟法修正草案之淺見」。 

十二月廿一日             經濟學系張文雅教授應台灣經濟學會邀請出席

「台灣經濟學會年會」，並擔任主持人。 

十二月廿七日                法律學系楊敦和教授應邀出席「慶祝行憲五十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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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法學研討會」。 

十二月卅日－卅一日          國際利氏學社假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開會，並

邀請宗教學系主任陸達誠擔任主持人。        

 

八十七年 

一月四日                  法律學系楊敦和教授應邀出席中華民國團結自

強協會主辦之「前瞻與回顧」學術研討會，並擔

任「台灣政治發展與統獨爭議」專題主持人。 

一月七日                  法律學系邀請日本學者松尾翼教授蒞臨演講「日

本法與國際法律之交錯」。 

                      淡江大學阮銘教授訪問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 

一月九日                  召開第三次院級教師評審會議。 

                      社會工作學系蘇景輝老師應邀至師範大學教育

推廣中心演講「推展社區營造過程中的角色」。 

一月十日                  社會工作學系與中國兒童青少年福利學會、文化

大學兒童與青少年福利學系合辦「迎接廿一世紀

的兒童福利－兒童福利之轉機與開創研討會」。 

一月十四日                 法國在台協會主任史鼐先生（Gerard Chesnel）

與歐陽勵文（Oliver Richard）組長訪問中國社會

文化研究中心。 

一月十六日                 召開第四次主管會議。 

一月十六日－十七日             宗教學系主任陸達誠與莊慶信副教授出席「馬里

旦與當代哲學」研討會，並擔任評論人及論文發

表人。 

一月十九日－廿一日             社會工作學系召開系務發展會議，並參觀慈濟醫

院及慈濟精舍年終冬令發放活動。 

一月廿一日                 法律學系邱駿彥副教授應邀至工業總會演講「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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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部份工時制度以紓解中小企業缺工問題」。 

一月廿二日             法律學系陳榮隆副教授應邀至積穗國中演講「從

白案談法治教育」。 

二月五日                  法律學系邱駿彥副教授應邀至大華證券公司演

講「勞基法與勞資和諧」。 

                  法律學系史慶漢副教授應現代保險雜誌社邀請

參與「中華民國憲法」系列演講。 

二月九日－十三日              宗教學系胡國楨講師與黃懷秋副教授應邀出席

第廿五屆神學研習會，並分別講演「感恩聖事禮

儀中的聖神德能」及「耶穌生活中的聖神運作」。 

二月中旬                  社會工作學系王永慈副教授赴越南評估當地社

區發展工作。 

二月十五－十七日              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關秉寅陪同副校長

詹德隆至日本洽談學術交流事宜。 

二月十八日             教育部核准增設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並於下學

年度開始招生。 

二月廿四日                 社會工作學系許臨高教授至泰山鄉明志國中演

講「國中生不良適應行為診斷與處置」。 

                      日本桃山大學一行四人訪問中國社會文化研究

中心。 

                      社會學系冷則剛教授率卅位學生訪問中國社會

文化研究中心。 

二月廿五日                 法律學系邱駿彥副教授至台北縣代書公會演講

「勞基法與工時、退休金、休假」。 

二月廿八日                 經濟學系姚睿副教授應邀至政大演講「Sources 

of Persistence in Cross- Country Income 

Dispa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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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一日              社會學系假社圖一樓會議室舉行「社會系第廿四

屆系友會」。 

三月二日                         社會工作學系蘇景輝老師應邀至台北縣政府社

會局演講「如何運用社區工作協助身心障礙」。 

三月四日                         經濟學系邀請台北市政府財政局林全先生蒞該

系演講「從台北看亞洲金融風暴」。 

                              統計學系及應用統計研究所交流活動。 

三月七日                  宗教學系黃懷秋副教授應邀至台灣牧靈中心演

講「聖經中的聖神」。 

                      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南耀寧神父應邀至語言

中心演講「The Present Political & Economic 

Conditions in the P. R.C」。 

三月十日                         法律學系邱駿彥副教授應邀出席中華民國勞雇

合作關係基金會主辦之「勞動派遣問題研討

會」，並擔任引言人。 

三月十一日                        經濟學系邀請中華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吳惠林先

生蒞臨演講「廿世紀末經濟人的反省」。 

三月十四日                 法律學系陳榮隆副教授應邀出席銘傳大學主辦

之「跨越公元二千年學術研討會」，並擔任評論

人。 

三月十六日             宗教學系大學申請入學甄試放榜，錄取十名。 

三月十七日                 法律學系張懿云副教授出席經濟部貿易調查委

員會主辦之「跨世紀貿易救濟制度之變革研討

會」，並發表論文「TRIPS 與著作權之保護」。 

                      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召開「CAN 編輯人選會

議」。 

三月十八日                 經濟學系邀請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馬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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蒞臨演講「亞洲貨幣危機的啟示」。 

三月十九日                 宗教學系陳德光副教授為「宗教合觀」課程邀請

江燦騰教授演講「台灣佛教概況與展望」。 

                     廣州社會科學院一行五人由政大國關中心所長

林德昌陪同訪問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 

三月廿日                  召開第五次主管會議。 

                      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舉辦「大陸台商企業勞資

關係問題之探討」研討會，主講人為中華經濟研

究院高長研究員。 

三月廿三日                 邀請褚士瑩先生學術演講「哈佛沒有教的事」。 

三月廿五日                 經濟學系邀請寶來證券公司資深研究員高子能

先生蒞臨演講「展望九八年台灣股市走勢」。 

                   宗教學系胡國楨老師應邀至台灣神學院音樂系

演講「基督徒的崇拜」。 

三月廿八日              社會工作學系包承恩副教授出席內政部社會司

主辦「社會工作專業倫理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從跨文化觀點看社會工作倫理的實施」。 

四月六日                  舉辦全院學生交流共融活動「小烏來一日遊」。 

四月八日                  年度院務會議。 

                  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南耀寧神父於美國商業

協會發表演講。 

四月十日                  社會工作學系蘇景輝老師應邀至台北市永樂婦

女服務中心演講「宏觀社會工作」。 

四月十一日              法律學系邱駿彥副教授應邀出席中華民國勞動

法學會籌備會及宜蘭縣政府主辦之「勞工法研究

會」，並發表論文「通勤災害與職業災害補償之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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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三日                 法律學系陳榮隆副教授應邀至積穗國中家長會

演講「從釋字第四二五號解釋兩性平等之婚姻法

制」。 

四月十五日                 企業管理學系及金融研究所交流活動。 

                                    社會學系召開系務會議，並決議自八十七學年度

起招收輔系學生。 

四月十六日                 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南耀寧神父於台北

Association des fiancial de Taiwan 發表演講。 

四月十七日                 召開第六次主管會議。 

                      法律學系邱駿彥副教授應建國中學與勞委會之

邀，演講「建立新世代之兩性平等觀」。 

四月廿日－廿四日          社會學系假淨心堂舉辦「社會系第廿六屆畢業生

論文發表會」。 

四月廿二日                 宗教學系武金正副教授於該系教師學術會議講

述「奧托的宗教經驗觀」。   

四月廿三日                 法律學系邱駿彥副教授應邀出席政治大學主辦

之「縮短工時研討會」，並擔任引言人。 

                      社會工作學系邀請中興大學社會學系徐宗國教

授蒞臨演講「質化研究」。 

四月廿九日                 舉辦院導師會議暨系際歌唱比賽。 

                      宗教學系合唱團參加院系導師歌唱比賽，囊括第

一名及第二名。 

                      會計學系、所交流活動。 

                      社會工作學系許臨高教授應邀至中正國中演講

「青少年輔導理念與實務」。 

五月                    社會工作學系張宏哲助理教授獲國科會八十六

學年度甲種研究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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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二日                  宗教學系陳德光副教授應邀至台灣天主教牧靈

研習中心演講「舊約聖經中的天主聖神」。 

五月三日                  宗教學系主任陸達誠獲中國國民黨黨中央文工

會第一屆五四獎之「文學教育獎」。 

五月四日－八日               社工週。 

五月十三日                 宗教學系系週會，邀請國際病患殘障友愛團亞洲

代表方路加先生演講「殘障志工與宗教心靈向

度」。 

                      本校教友教職員聯誼會會員蒞臨社會工作學系

專業教室「心園」參觀。 

五月十五日                召開第七次主管會議。 

                      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確認國際學術會議稿件

名單。 

五月廿五日             社會學系自八十七學年度起招收五名外籍生，計

韓國學生四名，日本學生一名。 

五月廿七日                 社工系週會。 

五月廿八日                 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舉辦「一九九七年後香港

天主教會所面臨的挑戰研討會」，主講人為香港

中文大學關信基教授。 

                      社會學系「一九九八年亞太地區華人社會青少年

及其相關問題學術研討會」與會之大陸學人訪問

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 

五月廿八日－卅日          社會學系假谷欣廳舉辦「一九九八年亞太地區華

人社會青少年及其相關問題學術研討會」，並於

會後舉辦「文化之旅」。 

五月廿九日                 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舉辦「沒有政治實力的選

舉研討會」，主講人為香港中文大學關信基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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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一日－八十八年五月卅一日    社會學系關秉寅老師獲國科會通過補助研究計

劃「青少年犯罪問題與其防制對策－青少年處理

人際糾紛的態度與行為研究（I）」 

                                    社會學系王淑女老師以論文「青少年犯罪問題防

治與家庭政策」獲國科會通過補助研究計畫獎

勵。 

六月三日                  法律學系陳榮隆副教授應邀至省政府教育廳演

講「輔導人員之法律須知」。 

六月四日                  社會工作學系邀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主任林萬

億蒞該系演講「社會工作教育」。 

六月五日                  召開第八次主管會議。 

六月六日                  宗教學系所舉辦大四畢業生及研究生之學術論

文發表會，計發表論文：學士班四篇，碩士班三

篇。 

                      崇光女中師生一行約四十五人訪問社會工作學

系。 

六月六日－七日               法律學系假世新會館舉辦第一屆教學及系務發

展研討會「從法學教育的發展探討該系的未來」。 

六月八日                  經濟學系戴台馨教授應邀出席「亞洲金融危機後

台灣經濟發展策略研討會」。 

六月九日                  以色列駐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文化事務官員

Deniella Arieli Kelem 訪問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

心。 

六月十一日                 辦理本院校、院級會議教師代表選舉。 

六月十二日                 召開第五次院級教師會議。     

六月十三日             社會學系假利瑪竇地下一樓演講廳舉辦「社會系

第廿六屆應屈畢業生畢業慶典」。 



 101

六月十六日                 社會工作學系邀請美國 East Carolina 大學教授

Dr. Jude Antonyappan 蒞該系作專題演講。 

六月廿一日－廿三日             經濟學系戴台馨教授應邀擔任「東亞文化與人權

國際學術研討會」籌備委員。 

六月廿五日－七月八日            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南耀寧神父至大陸出席

「History of the Jesuits from 16th till 18th Century 

and the Sino- Western Relation at that Period 」會

議。 

六月廿六日－廿八日             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關秉寅主任赴香港洽談

有關該中心與聖神研究中心共同合作研究計畫

事宜。 

六月廿八日－廿九日             宗教學系假深坑世新會館舉辦第一屆系務發展

會議。 

七月                    宗教學系主任由陳德光副教授接任。 

七月一日－八十八年六月卅日     社會學系吳素倩老師與林美惠老師獲法管兩院

通過補助學術研究計畫「台灣舊中產階級家庭特

色及其青少年生活態度之實證研究」。        

社會學系陳正和老師獲法管兩院通過補助學術

研究計畫「大學生的組織承諾－法管學院學生的

調查研究」。 

七月四日－十一日              院長戴台馨、法管學術交流委員會高人龍副教

授、關秉寅副教授同赴以色列 Neve Jerushalayim  

College 進行學術交流活動。 

七月六日                  人民大學副校長袁衛訪問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

心。 

七月六日－九日           社會學系舉辦「第一屆全國高中社會營」。 

七月六日－十一日             法律學系陳猷龍教授及宗教學系陳德光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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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美出席芝加哥羅耀拉大學主辦「學術生活與信

仰」研討會。 

七月十三日                 召開第六次院級教師評審會議。 

七月十三日－十八日             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關秉寅率社會系學

生至韓國作學術交流訪問。 

七月十七日－十九日          社會學系參加於台北體育館舉辦之大學博覽會。 

七月廿二日                 Sunmary’s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 Lary Hufford 教授訪問中國

社會文化研究中心。 

七月廿四日                 社會工作學系包承恩副教授赴東歐出席社會服

務修女會主辦之國際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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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管理學院 

八十六年 

八月一日－九月一日          資訊管理學系葉宏謨老師應聘擔任加拿大多倫

多大學管理學院客座教授，講授碩士班及博士班

課程。 

八月一日－八十七年七月卅一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所長黃登源通過國科會自然處

甲種研究獎勵「Selection Procedures in Linear 

Models」。 

                                    統計學系李泰明及廖佩珊老師獲國科會通過補

助研究計畫「貝氏統計方法在測度誤差模式上的

應用」，並同時以「女性服飾消費行為研究」研

究計劃獲法管學院學術研究補助。 

                               統計學系邵曰仁及劉正夫老師獲國科會通過補

助研究計畫「累積分數管制圖與製程管制的整合

應用研究」。 

                                    統計學系邵曰仁老師獲國科會補助研究計劃「數

種管制圖對製程管制之偵測能力及效能性之比

較」。 

                                    統計學系劉正夫老師獲國科會補助研究計劃「點

過程在生物統計之若天理論與應用（子計畫三）

－半馬可夫型風險程比計數過程之序列分析」。 

                      統計學系謝邦昌老師獲國科會補助研究計劃「電

腦輔助調查統計檢誤、審核及資料整理作業系統

之研究」，並同時獲法管學院補助研究計劃「大

學評鑑制度之探討」。 

                      統計學系莊瑞珠老師獲法管兩院補助研究計劃

「混合分配的檢定力分析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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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七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沙克強副總經理蒞臨演講

「考核制度（二）、薪資制度（二）」。 

八月十日－十四日                 統計學系謝邦昌老師赴中國大陸出席西安統計

學院主辦之「The Sixth China - Japan Symposium 

On Statistics, XI’AN」，並發表論文「Estimation 

for Nonresponse in Public Opinio Survey with 

Discriminant Analysis」。 

                                 統計學系邵曰仁老師赴美國 Anaheim，出席 ASA

主辦之「1997 Joint Statistical Mettings」，並發表

論文「Developing an On-Line Identification 

Strategy with Integrated Use SPC and EPC」。 

九月－八十七年九月                資訊管理學系張銀益老師獲中國人造纖維公司

補助研究計劃「中國人造纖維企業集團企業資訊

再造計劃（第一期）顧問計劃」。 

九月一日                  《輔仁管理評論》第四卷第二期出版。 

                      召開第一次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九月四日－五日               管理學研究所舉辦教育工作研討會。 

九月廿二日                 召開第二次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九月廿三日                  管理學研究所舉辦第一屆教育工作研討會「專題

研討（一）」。 

九月廿六日                        統計學系謝邦昌老師赴南投出席台灣省政府主

計處主辦「台灣省物價統計研討會」，發表論文

「統計的時代意義」。 

十月一日－八十七年二月廿八日      統計學系謝邦昌老師獲內政部補助，研究計劃

「台灣地區社區居民需求概況調查」。 

十月四日                  管理學研究所舉辦第十三屆迎新生活營座談會。 

十月五日                  管理學研究所舉辦第廿一屆全國MBA籃球賽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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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會議。 

十月七日                  召開第一次院務發展委員會議。 

十月十三日                 管理學研究所舉辦研一同學與所長座談會。 

十月十四日                 管理學研究所舉辦研二同學與所長座談會。 

十月十五日                        舉辦期初院系導師代表及學生代表座談會。 

十月十七日                   成功大學企研所訪問企業管理學系。 

十月十九日－廿五日            統計學系謝邦昌老師赴中國大陸南京出席東南

大學主辦之「一九九七海峽兩岸青年學者論

壇」，並發表論文「兩岸信息資源的開發、利用、

保護與共享」。 

十月廿日                    管理學研究所第一學期畢業論文初本定稿截止

收件。 

十月廿二日                   管理學研究所舉辦第一屆教育工作研討會「專題

研討（二）」。 

十月廿五日－廿六日                管理學研究所主辦第廿一屆全國 MBA 籃球賽。 

十月廿八日                 召開第一次服務推展委員會議。 

十月廿九日                 管理學研究所舉辦第一屆教育工作研討會「專題

研討（三）」。 

十一月一日－八十七年六月卅日      統計學系謝邦昌老師獲台灣省政府教育廳補助

研究計畫「台灣省中等學校八十五學年度畢業生

未升學未就業概況調查」。 

十一月四日                 召開第二次院務發展委員會議。 

十一月八日                 管理學研究所邀請凱楠股份有限公司陳炳榮總

經理蒞臨演講。 

十一月十一日             管理學研究所辦理八十七學年度甄試入學報名。 

十一月十九日                召開第一次院務會議。 

十一月廿四日                管理學研究所辦理八十七學年度甄試入學考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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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十一月廿五日                召開第二次服務推展委員會議。 

十一月廿六日                資訊管理學系邀請行政院衛生署副署長賴美淑

蒞臨演講「全國醫療資訊網與公共衛生」。 

十一月廿八日                管理學研究所辦理八十七學年度甄試入學考複

試。 

十二月二日                 召開第三次院務發展委員會議。 

十二月三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逢甲大學統計系林憲德教

授蒞臨演講「個人理財與股票投資」。 

十二月十日                 管理學研究所第一學期畢業論文口試截止。 

十二月十日－十一日             資訊管理學系舉辦第十四屆資訊系統專案發表

會，共有卅二組同學發表。 

十二月十二日                企業管理學系邀請第十七屆系友曾文泉先生蒞

臨演講。 

十二月十五日                管理學研究所舉辦第一屆教育工作研討會「專題

研討（四）」。 

十二月十七日                企業管理學系舉辦學術論文研討會，邀請邱志洲

副教授演講「利用類神經網路發展衰減性資料之

可靠度預測模式」。 

十二月十八日                資訊管理學系苑守慈老師應邀至台灣大學資工

系演講「Eureka CAMASE: A Computer Aided 

Multi-Agent System Engineering Tool」。 

十二月廿日－廿二日             統計系邵曰仁老師應邀赴成功大學出席中華民

國品質學會主辦之「中華民國品質學會第卅三屆

年會」，並發表論文「管制圖在偵測製程錯誤上

之效能模擬研究」。 

十二月廿四日                統計系李泰明老師、邵曰仁老師、廖佩珊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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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光昭老師、劉正夫老師與謝邦昌老師出席本校

八十五學年度法管學院學術研究獎勵計畫研究

成果發表會，並分別擔任論文發表人、主持人及

評論人。 

十二月廿四日－八十七年二月廿一日  統計系謝邦昌老師與梁德馨老師獲奧美視覺管

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補助研究計劃「新莊農會整

體企業形象暨員工、客戶滿意度調查」。 

十二月廿七日                管理學研究所邀請財團法人環境與發展基金會

于寧代執行長蒞臨演講。 

                                  統計系邵曰仁老師赴中山大學出席中國工業工

程學會八六年年會，並發表論文「An Integrated 

SPC-EPC System for a Process」、「運用管制圖偵

測三種製程錯誤之模擬研究」。 

十二月卅日                        資訊管理學系邀請惠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資訊

專業服務部莊振家經理蒞臨演講「良好的團隊領

導與運作」。 

 

八十七年 

一月                           統計學系邵曰仁老師在 Statistical Sinica（Vol.8, 

No.1）期刊上發表論文「Integrated Application of 

the Cumulative Score Control Chart and 

Engineering Process Control」。 

一月一日                         統計學系廖佩珊老師獲交通部補助研究計劃「八

十七年來華旅客消費動向調查」。 

一月六日                         召開第四次院務發展委員會議。 

一月九日                         召開第三次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一月卅一日                        《輔仁管理簡訊》第八期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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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一日－五月卅一日              資訊管理學系張銀益老師獲公賣局補助研究計

劃「黃酒類市場需求趨勢調查」。 

二月廿一日                        管理學研究所舉辦選課說明會暨新春團拜。 

二月廿三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王清雲博士蒞臨演講

「Generalizing Use of EM to Estimating Equation 

in Order to Accommodate Covariate Measurement 

Error」。 

二月廿三日－廿七日                管理學研究所舉辦論文前三章發表會。 

二月廿三日－三月七日            管理學研究所至全國各大專院校舉辦推廣說明

會。 

三月                    統計學系謝邦昌老師於《中國統計學報》發表論

文「成分資料統計分析中成分向量期望值與變異

數推估方法之研究」。 

三月一日                  《輔仁管理評論》第五卷第一期出版。 

三月二日                  資訊管理學系邀請政治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曾淑

峰教授蒞臨演講「物件導向資訊系統新標準－

UML」。 

三月三日                  召開第五次院務發展委員會議。 

三月九日                  統計學系邀請行政院主計處第三科郭逢耀科長

蒞該系演講「亞洲金融危機發生之原因」。 

三月九日－十日               管理學研究所辦理八十七學年度招生報名。 

三月十四日                 統計學系謝邦昌老師應邀赴政治大學出席第四

屆機率統計之理論與應用研討會，並擔任主持

人。 

三月十五日                 統計學系謝邦昌老師赴世新大學出席「民調、策

略、廣告與選舉研究論文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多重插補在民意調查中游離選民推估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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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九九七台北縣長選舉為例」。 

三月十六日                 召開第四次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資訊管理學系邀請中央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季延

平教授蒞該系演講「企業再造」。 

                      統計學系邀請交通部統計處李琇玉科長蒞臨演

講「飛安統計問題探討」。 

三月十六日─二十一日            企管週。 

三月十八日                 企管學系週會邀請第十屆系友朱平先生蒞臨演

講。 

三月十九日                 統計學系李泰明老師與謝邦昌老師應邀赴中研

院出席第三屆「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學術研討會

－調查實務與問卷設計的本土經驗」，並發表論

文「多重插補在民意調查中游離選民推估之應用

－以第一次民選總統選舉為例」。 

                      統計學系謝邦昌老師應邀赴榮民總醫院出席生

物統計研討會，並發表論文「抽樣調查之理論及

其應用」。 

三月廿日                  召開第三次服務推展委員會議。 

三月廿三日                 資訊管理學系邀請中山大學管理學系梁定澎教

授蒞該系演講「電子商務相關研究」。 

                      統計學系邀請行政院主計處鄒幼涵科長蒞該系

演講「統計分析方法應用實例－社會指標之分析

與應用」。 

三月廿五日                 管理學研究所邀請史谷脫股份有限公司侯順治

協理蒞臨演講。 

三月廿八日－廿九日             資訊管理學系學會主辦八十六年度全國資管盃

球類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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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                    統計學系謝邦昌老師於《民意研究季刊》發表論

文「民意測驗中的社經發展指標、人口特性與投

票行為之研究」。 

四月七日                  召開第六次院務發展委員會議。 

四月七日－十一日              資訊管理學系楊銘賢老師出席由 WDSI 主辦的

「Twenty-Seven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Western 

Decision Sciences Institute」，並擔任評論人。 

四月八日                         企業管理學系舉辦大四畢業專題發表會籌備會

議。 

                      統計學系邀請忠信證券資深襄理葉佳惠小姐蒞

該系演講「證券金融業的新貌－了解現在儲備自

我」。 

四月十三日                 統計學系邀請行政院衛生署統計室主任李麗雪

小姐蒞臨演講「統計在公共衛生學上之應用」。 

四月十三日－十九日             統計學系邀請中國大陸中國統計教育學會邵宗

明、王吉利及邱東等九位統計學學者蒞該系參加

「應用統計專題研討會」。 

四月十五日－十六日             管理學研究所舉辦八十七學年度入學考筆試。 

四月廿日                  管理學研究所第二學期畢業論文初本定稿截止

收件。 

                      資訊管理學系邀請中央大學資訊管理學系范錚

強教授蒞臨演講「使用者對不同電腦資訊之接受

程度」。 

四月廿二日                 第二次院務會議。 

四月廿七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正精算師龐寶宏先生蒞臨

演講。 

                      資訊管理學系邀請政治大學資訊管理學系管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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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教授蒞該系演講「資訊科技在組織中之應用」。 

                      統計學系邀請台北榮民總醫院江淑瓊組長蒞該

系演講「統計在醫學上之應用」。 

四月廿七日－五月二日            資管週 

五月二日                  資訊管理學系苑守慈老師應邀出席由國科會及

台灣大學電腦技術重點重心合辦之「國科會人工

智慧及專家系統計劃成果報告研討會」，並擔任

引言人。 

五月四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正精算師龐寶宏先生臨演

講。 

                      資訊管理學系邀請政治大學資訊管理學系諶家

蘭教授蒞該系演講「物件資料庫 Benchmark」。 

                      統計學系邀請美國賓州州立大學林共進教授蒞

該系演講「What’s Statistics all About-Making 

Senses out of Number（I）」。 

五月五日                         召開第七次院務發展委員會議。 

五月六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觀光局企劃組鐘福松組長

蒞該所演講「我國觀光事業發展現況」。 

五月七日                         統計學系謝邦昌老師應邀赴香港出席由城市大

學主辦之「兩岸三地統計教育研討會」，並擔任

論文發表人。  

五月九日                  管理學研究所舉辦八十七學年度丙組入學考口

試。 

五月十一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正精算師龐寶宏先生蒞該

所演講。 

                      資訊管理學系邀請中央大學資訊管理學系王國

存教授蒞該系演講「Information Economic」。 



 112

五月十三日                 企業管理學系學術論文研討會，邀請該系李天行

副教授演講「我國積體電路產量預測之研究－以

多元回歸模式、ARIME 分析集類神經網路模式

為例」。 

五月十八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正精算師龐寶宏先生蒞該

所演講。 

                      統計學系邀請 SAS 公司黃惠萍分析師蒞該系演

講「SAS 統計套裝軟體之未來趨勢」。 

五月十九日                 由資訊管理學系黃景輝老師與潘必煜老師分別

指導之卓志達、楊華山、曾文凱及潘俐雯、蔡惠

娟、游若文六名學生，參加教育部主辦、成功大

學電機系承辦之「八十六年度校園軟體創作獎

勵」，榮獲佳作及優等。 

五月廿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周元燊院士蒞該所演講「台

灣統計科學的發展」。 

五月廿一日                 管理學研究所辦理八十七學年度外籍生入學考

口試。 

五月廿五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正精算師龐寶宏先生蒞臨

演講。 

                      資訊管理學系邀請中央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林子

銘教授蒞該系演講「Risk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The Tragic Titanic 

Experience」。 

                             統計學系邀請 SAS 公司彭國榮經理蒞該系演講

「多維度統計分析系統」。 

五月廿七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前美商花旗銀行內部稽核

控制襄理陳慧如小姐蒞該所演講「A Br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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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ation on the Framework of Credit Scoring 

Application in the Credit Card Industry」。 

五月卅一日－六月七日                   統計學系邀請中國大陸西安統計學院王國梁與

王振龍等五位學者蒞該系參加「應用統計教育專

題研討會」。 

六月一日                         資訊管理學系邀請台灣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曹承

礎教授蒞該系演講「類神經網路在 Finance 上之

應用」。 

六月二日                         召開第八次院務發展委員會議。 

六月三日                         管理學研究所邀請精策管理顧問公司王遐昌總

經理蒞臨演講。 

                                    資訊管理學系苑守慈老師應邀至政治大學資訊

管理研究所演講「Multi-Agent Approach as a 

Catalyst to a Financial Knowledge Discovery 

Process」。 

六月四日                         資訊管理學系苑守慈老師應邀至中華大學資訊

工程研究所演講「Multi-Agent System vs. 

Knowledge Discovery Process」。 

六月五日                   資訊管理學系苑守慈老師應台灣大學資訊管理

研究所邀請，演講「Multi-Agent Approach as a 

Catalyst to a Financial Knowledge Discovery 

Process」。 

六月五日－六日                   統計學系莊瑞珠老師、謝邦昌老師及張光昭老師

應邀出席中正大學中國統計學社主辦之「中國統

計學社統計學術研討會暨第七屆南區統計研討

會」，分別發表論文「A Comparative Study of 

Mathematical Models Describing the Ch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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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wth Curve in Taiwan」、「ISO 之精神在統計調

查技術上之應用」暨「Truncated Multiple Inverse 

Sampling in Post- Stratification」。 

六月六日－七日                    資訊管理學系楊銘賢老師及邱瑞科老師應邀出

席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主辦之「八十七年度全

國管理碩士論文獎暨研討會」，並擔任評審。 

六月八日                         資訊管理學系邀請台灣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吳玲

玲教授蒞該系演講「使用者對新科技的接受度」。 

                                    統計學系邀請黃泰惠經理蒞臨演講「統計資料庫

在網際網路之應用」。 

六月十日                         舉辦期末院系導師代表及學生代表座談會。 

                             管理學研究所第二學期畢業論文口試截止。 

六月十一日                        統計學系邀請美國賓州州立大學林共進教授蒞

該系演講「What’s Statistices all About-Making 

Senses out of Number（II）」。 

六月十二日                        管理學研究所邀請富邦期貨股份有限公司張萬 

同總經理蒞臨演講。 

六月十七日                        管理學研究所舉辦第十二屆畢業班謝師宴。 

六月十九日                  管理學研究所舉辦第十二屆送舊餐會。 

六月廿日                   企業管理學系舉辦大四畢業專題發表會。 

六月廿二日－廿三日         企業管理學系假世新會館舉辦教育工作研討會。 

六月廿七日                        管理學研究所舉辦第三屆企業跨國經營管理研

討會。資訊管理學系黃景輝老師與楊銘賢老師代

表出席，並擔任主持人。 

七月一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王全福先生蒞臨演講「統計

與資訊（一）」。 

七月三日－十一日             中國大陸北京人民大學副校長袁衛受邀訪問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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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學系。 

七月八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王全福先生蒞臨演講「統計

與資訊（二）」。 

七月十三日                  召開第五次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七月十五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王全福先生蒞臨演講「統計

與資訊（三）」。 

七月十七日－十九日           資訊管理學系參加由本校主辦之北區大學博覽

會。 

七月廿二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許加文先生蒞臨演講「廿一

世紀的資訊時代」。 

七月廿七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仲崇實先生蒞該所演講「網

際網路未來發展 （一）」。 

七月廿八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仲崇實先生蒞臨演講「網際

網路未來發展（二）」。 

七月廿九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省教育廳基金股尤慶賢先

生蒞該所演講「基金股現況介紹」。 

七月卅一日                  《輔仁管理學術簡訊》第十期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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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管學院副校長室 

八十六年 

八月十二日－十三日         假世新會館舉行法管學院秘書共融營。 

八月十九日－廿一日         假聖嘉蘭會院舉行法管學院新進助教、秘書職員

共融營。 

八月廿九日－卅一日         副校長詹德隆代表校長赴馬尼拉出席 Aseaccu

會議。 

十月十八日－廿三日         副校長詹德隆赴南美 Santiago 出席全球耶穌會

大學校長會議，並代表校長出席 IFCU 會議。 

十月卅日－十一月一日             假世新會館舉行法管學院新進教師共融營。 

十一月                    成立「濟時助學金」。 

十二月十日                  法管學院共融訪談系列（Ⅰ），邀請靜宜大學校

長李家同主講「快樂的天使，永遠的義工」。 

十二月廿三日                 法管學院聖誕共融晚會。 

十二月廿九日                 邀請國貿系林淑玲老師主講「如何申請國科會研

究計劃補助」。 

 

八十七年 

一月七日                   法管學院學術研究獎勵學術發表會。 

一月廿三日                  舉辦法管學院教職員一日遊「憶兒時」：士林官 

邸、兒童樂園之旅。 

二月三日－五日                假世新會館舉行法管學院行政人員共融會議。 

二月十四日－十七日              副校長詹德隆赴日本山梨大學簽訂學術交流合

約。 

三月                     與老師午餐的聚會系列，議題「勸募專家依納

爵」。 

三月二日－四日                預算編列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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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                     與職員午餐的聚會系列，議題「耶穌會高等教育

使命」。 

四月十二日                  副校長詹德隆應邀出席台灣大學舉辦之醫學倫

理學術會議。 

四月廿九日                  法管學院共融訪談系列（Ⅱ），邀請丁松筠神父

與丁松青神父主講「非常神父，孩子王」。 

五月                     與老師午餐的聚餐系列，議題「環保主題、導師

制的重要及服務學習課程」。 

                       審查法管兩院學術研究獎勵申請案及光啟人材

獎學金。 

五月三日                   舉辦法管學院教職員一日遊－滿月圓之旅。 

五月卅一日                  耶穌會神職人員與法管工友共融活動－角板

山、龍溪花園之旅。 

六月                     與職員午餐的聚會系列活動，議題「人生以服務

為目的」。 

六月三日                   法管學院共融訪談系列（Ⅲ），專訪黃登源所長

「陪我一起跑」。 

六月六日－七日                副校長詹德隆赴南投參加斐陶斐頒獎典禮。 

六月九日                   法管學院期末茶會，並頒發法、管兩院學術研究

獎勵及第二屆熱心公益服務獎。 

六月廿日－廿二日               副校長詹德隆應邀出席東亞人權國際會議。 

七月一日－九日                副校長詹德隆赴加拿大維多利雅大學商訂學術

交流事宜。 

七月十日－十二日               法管學院舉辦自強活動－阿里山、南投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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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夜間部 

夜間部 

八十六年 

八月一日                      大傳系主任由習賢德老師接任。 

                              圖資系主任由張淳淳老師接任。 

                             圖資系助教由胡英麟接任。 

                             日文系助教由李雅芳接任。 

                             會計系助教由陳亞曼接任。 

八月十一日                        進修教育學士班聯合招生考試。 

八月十四日                   召開轉學生招生委員會會議。 

八月十五日                  選讀生公告。 

八月十九日－九月十三日            辦理未役男生成功嶺受訓，受訓同學計二五六

人。 

八月廿八日                  北區大學進修教育學士班聯招會全體委員會議。 

九月一日                         宗輔室由聶達安神父接任。 

                             召開系助教會議。 

九月二日                         召開教評會會議。 

九月二日－三日                  辦理選讀生登記。 

九月五日                         召開共同科體育教學會議。 

九月十三日                        舉辦轉學生註冊及選課說明會。 

                                召開共同科英文教學會議。 

九月十七日                        召開共同科歷史教學會議。 

九月廿日                         召開共同科國文教學會議。 

九月廿七日                        進修教育學士班新生註冊。 

九月廿八日                        新生及轉學生入學輔導教育暨祈福彌撒。 

十月四日                        召開共同科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教學會議。 

十月六日                   舉辦預官考選作業說明會，計有一九○人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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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五日                  舉辦第一學期第一次班代表聯席會議。 

十月廿日－廿四日               舉辦「輔苑編輯人研習會」。 

十月廿八日                  教務組試務業務一職由蔣作民先生接任。 

十月卅一日                  十四系學會聯合迎新舞會。 

十一月八日                  部務會議。 

                       大一新生參加「照顧身與心」專題演講。 

十一月十四日                 預官初選審查會。 

                       召開第一學期各類獎學金審查會。 

十一月廿二日－廿三日             日文系假台北市民生社區活動中心舉辦公演。 

十一月廿四日－廿八日             十四系學會舉辦新生盃男生籃球比賽。 

十一月廿九日                 大數盃運動會。 

十二月三日                  召開進修教育學士班聯招結束會議。 

十二月六日                  校慶運動會獲教職員組拔河比賽亞軍；企管系囊

括男女乙組大隊接力冠軍；會計系獲乙組拔河比

賽亞軍、趣味競賽亞軍暨女子乙組田徑總錦標第

二名；歷史系獲乙組拔河比賽季軍暨乙組趣味競

賽第五名；哲學系獲男子乙組田徑總錦標第五名

暨女子田徑總錦標第五名；數學系獲女子乙組田

徑總錦標第四名；日文系獲女子乙組田徑總錦標

第六名。 

十二月七日                  校慶園遊會、校慶大會。 

十二月十二日                 輔韻合唱團承辦系際合唱比賽。 

十二月十六日                 假中美堂舉行第一學期週會。 

                       畢業生禮儀之夜。 

十二月十七日                 導師團體舉辦彌撒、檢討會及聚餐。 

十二月十七日－廿二日             舉辦新生盃女生排球比賽。 

十二月十九日                 舉辦第一學期第二次班代表聯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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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廿二日－廿七日             統計週。 

十二月廿七日                 舉辦「聖夜盃」三對三籃球鬥牛賽。 

十二月廿八日                 土風舞社、云情手語社社團成果展。 

 

八十七年 

一月七日                   舉辦導師團體期末工作檢討會。 

一月八日                   舉辦天主教同學彌撒。 

一月九日                   召開週休二日討論會議。 

一月十一日                  大傳系系務會議假來來飯店舉行。 

一月十九日                  第一學期期末檢討會。 

一月廿三日                  部主任滕允中及教務組李佩紋組長出席八十七

學年度北區大學暨獨立學院進修教育學士班聯

合招生委員大會。 

二月三日－二月十日              原服社山地社會服務隊第五十梯次出隊，至新竹

縣五峰鄉服務。 

二月十一日                  八十七年第四十八期大專預備軍官考選。 

二月十九日                  舉辦大學博覽會籌備會議。 

三月九日－十四日               企管週。 

三月十一日                  舉辦第二學期第一次班代表聯席會議。 

三月十六日－廿一日              國貿週。 

三月十七日                  召開系助教會議。 

三月廿三日－廿八日              歷史週。 

                       經濟週。 

                       愛心基金委員會舉辦「愛心週」活動。 

                       十四系系際拔河比賽。 

三月廿四日                  部主任滕允中及教務組李佩紋組長參加八十七

學年度北區大學暨獨立學院進修教育學士班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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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招生委員會試務會議。 

四月一日                   教務組錢小圓助教請調日間部，原職由鍾佳融先

生接任。 

四月七日－十二日               十四系系際盃男籃女排比賽。 

四月八日                   宿舍輔導協調會通過由日間部提供五十個名額

供大一男生申請住宿。 

四月十四日                  部主任滕允中及教務組李佩紋組長出席八十七

學年度北區大學暨獨立學院進修教育學士班聯

合招生委員會。 

四月十六日－十九日              英文系假理圖劇場舉行英語戲劇公演。 

四月十七日                  舉辦系助教會議。 

四月十七日－六月三日             大傳學會主辦，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贊助「各行

各業看記者」系列演講活動。 

四月十八日                  部務會議。 

四月廿一日                  召開第二學期各類獎學金審查會。 

四月廿三日                  召開日夜間部轉學生會議。 

四月廿四日                  歷史系系刊《史鐸》榮獲全國青年期刊比賽「甲

等獎」。 

四月廿七日－五月二日             十四系系際盃女籃男排比賽。 

                       數學週。 

四月廿八日                  舉辦大專預備軍官錄取同學座談會。 

五月四日－八日                中文週。 

五月七日                   舉辦第二學期第二次班代表聯席會。 

五月七日－廿三日               各系分別舉辦全系學生座談會及學會會員大會。 

五月十一日－十六日              大傳週。 

五月十二日                  仁愛社獲聯合報文化基金會社會服務獎。 

五月十四日                  召開轉系生審查會。 



 122

五月十六日                  假中美堂舉行第二學期週會，並頒發各類獎學金

及獎狀。 

五月廿二日                  假中美堂舉行應屆畢業生感恩祭。 

五月廿三日                  大傳系學會主辦，行政院新聞局、張私恒文教基

金會協辦，自由時報贊助之「新世紀召喚－傳播

理論與實務的挑戰」研討會。 

五月廿五日                  舉辦新任班代表聯席會議並選舉各層級會議學

生代表。 

五月廿六日                  辦理八十七學年度轉學生考試報名作業。 

五月卅日－卅一日               假陽明山童軍活動中心舉辦新任社團負責人領

導才能營。 

五月卅日－六月一日              假日月潭活動中心舉辦新任學會幹部研習營。 

六月一日－十三日               學會社團舉辦績效評鑑及成果展覽。 

六月五日                   學會社團新舊任幹部交接典禮。 

六月七日                   「哈特舞坊」假中美堂舉辦舞展。 

六月十一日                  舉辦系助教會議。 

六月十二日                  導師團體舉行第二學期期末工作檢討會。 

                       召開部教評會。 

六月十三日                  第廿五屆畢業典禮。 

六月廿二日                  舉辦第二學期期末工作檢討會。 

六月卅日                   原服社山地服務隊原訂之第五十一梯次出隊，因

腸病毒疫情擴大，經台灣省政府教育廳函取消活

動。 

七月六日                   召開八十七學年度轉學考試考前說明會。 

七月七日－八日                八十七學年度轉學考試。 

                                    八十七學年度轉學考閱卷。 

七月九日                   部主任滕允中赴台灣大學出席八十七學年度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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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大學暨獨立學院進修教育學士班聯合招生委

員會試務會議。 

七月十一日                  部主任滕允中赴花蓮參加大學博覽會。 

七月十四日                  校長楊敦和出席北區大學暨獨立學院進修教育

學士班聯合招生委員會。 

七月卅日                   八十七學年度轉學考試放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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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輔仁大學八十六學年度行事曆  

民國八十六年 

八月一日                            第一學期開始。 

八月十六日                于故樞機週年－舉行追思儀式。 

九月五日                  夜間部公佈修讀雙主修學生名單。 

九月八日                 暑假結束。 

九月十日                舊生（含碩、博士班新生及轉學生）繳交學雜費

及各項費用截止日。 

九月上旬                       大學部報考預官作業。 

九月十日－十二日                日間部學士班前學期學期考試請假學生補考。 

九月十一日                    校教評會（新聘、改聘）。 

九月十三日                          夜間部轉學生註冊、體檢及選課說明會。 

九月十六日             中秋節放假一日。 

九月十七日             舊生開始上課（含碩、博士班新生及轉學生）。 

                  教育學程學生報到。 

九月十八日             第一次行政會議。 

九月十八日－十九日         日間學士班新生註冊、選課；重考生申請抵免。 

                  日間部學士班新生體檢。 

九月十八日－廿日          日間部學士班新生輔導教育。 

九月廿日              博碩士班新生及轉學生體檢。            

九月廿二日             日間部學士班新生開始上課。 

九月廿五日             校教評會受理教師著作升等複審截止日。 

九月廿七日             夜間部新生註冊、體檢。 

九月廿八日             教師節放假一日。 

                  夜間部新生輔導教育。 

九月廿九日             補假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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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卅日              日間部前學期學生成績錯誤更正截止日。 

                  夜間部新生開始上課。 

十月一日              校慶系列活動籌備會。 

                  新進導師研習會。 

十月二日              各層級會議學生代表座談會。 

                  校教評會（著作升等）。 

十月九日              第二次行政會議。 

十月十日              國慶日放假一日。 

十月十一日             調整放假一日。 

十月十四日             理工、外語、民生學院班導師暨班代表座談會。 

十月十五日             大一班代表研習會。 

                  夜間部第一次班代表聯席會議。 

十月十六日             八十七學年度招生委員會成立大會。 

                  課程委員會議。 

                  日間部系學會指導老師暨會長座談會。 

十月十七日             文、藝、醫學院班導師暨班代表座談會。 

十月廿一日             法、管學院班導師暨班代表座談會。 

十月廿四日             受理本學期新聘教師（依聘期起資者）學位送審

截止日。 

十月廿五日             台灣光復節放假一日。 

十月廿九日             宿舍輔導協調會。 

十月卅日              教務會議。 

十月卅一日             先總統 蔣公誕辰紀念日放假一日。         

十一月一日             調整放假一日。            

十一月五日                         餐廳輔導協調會。             

十一月六日             第三次行政會議。 

十一月八日             夜間部部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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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十二日            國父誕辰紀念日放假一日。 

十一月十三日－十九日        期中考試。 

十一月廿日             學生事務會議。 

                  校務發展委員會。 

十一月廿三日            耶穌君王節（中美堂）。 

十一月廿七日            總務會議。 

十二月四日             第四次行政會議。 

十二月六日             全校擴大升旗典禮暨運動會、校友返校日。 

十二月七日             校慶慶祝大會、園遊會、校友返校日。 

十二月八日             校慶放假一日。 

                  輔大祈禱日。 

十二月九日             訓育委員會。 

十二月十六日            夜間部週會（一、四年級參加）。 

十二月十八日            校務會議（受理提案至十二月四日截止）。 

十二月十九日            夜間部第二次班代表聯席會議。 

十二月廿四日            耶穌聖誕前夕。 

十二月廿五日            聖誕節、行憲紀念日放假一日。 

民國八十六年 

一月一日－三日           開國紀念日及年假放假三日。 

一月八日              第五次行政會議。 

一月十二日－十七日         學期考試。 

一月十四日             期末院系導師代表座談會。 

一月十五日             受理預聘教師（系、科教評會通過，８７年２月

起資者）學歷查證截止日。 

一月十九日             寒假開始。 

一月十九日－廿一日         活動企劃營。 

一月廿日              校教評會（新聘、改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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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廿二日             開放學期成績語音查詢暨校園網路查詢。 

一月廿七日             日間部本學期學業成績繳交截止日。 

一月廿八日             春節。 

一月卅一日             第一學期結束。 

二月一日              第二學期開始。 

二月上旬              大四預官考試。 

二月十日              日間部寄學生學業成績通知單。 

二月十二日             訓育委員會。 

二月十六日             寒假結束。 

                  學雜費繳費截止日。 

二月十八日－廿日          日間部學士班前學期學期考試請假學生補考。 

二月廿三日             開始上課。 

                  教育學程學生報到。 

二月廿八日             和平紀念日放假一日。 

三月五日              第六次行政會議。 

三月九日              日間部前學期學生成績錯誤更正截止日。 

三月十一日             夜間部第一次班代表聯席會議。 

三月十七日             理工、外語、民生學院班導師暨班代表座談會（大

一－大三）。 

三月十八日             文、藝、醫學院班導師暨班代表座談會（大一－

大三）。 

三月十九日             校教評會受理教師著作升等複審截止日。 

三月廿日              法、管學院導師暨班代表座談會（大一－大三）。 

三月廿四日             大四班導師暨班代表座談會。 

三月廿五日             祭天敬祖禮典。 

三月廿六日             校教評會（著作升等及教授延長服務）。 

三月廿八日             受理八十七學年度課程異動截止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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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廿九日             青年節放假一日。 

三月卅日              補假一日。 

三月卅一日             調整放假一日。 

四月一日－三日           春假放假三日。 

四月四日              婦女節、兒童節合併放假一日。 

四月五日              民族掃墓節放假一日。 

四月六日              補假一日。 

四月五日－十一日          聖週（耶穌受難週）。 

四月八日              宿舍輔導協調會。 

四月十日              耶穌受難日，下午及夜間部停班準備及參與禮

儀。 

四月十二日             復活主日。 

四月十三日             于樞機冥誕。 

四月十六日             第七次行政會議。 

                                    課程委員會議。 

四月十八日             夜間部部務會議。 

四月廿日－廿五日          期中考試。 

四月廿三日             受理本學期新聘教師（依聘期起資者）學位送審

截止日。 

四月廿七日－廿九日         申請轉系。 

四月廿七日－五月二日        應屆畢業生申請雙主修、保留輔系、教育學程資

格。 

                  全校各班、系學會、院代會、社團，層級會議學

生代表、學聯會、學生議會就該學年度的回顧與

評估。 

四月廿九日             餐廳輔導協調會。 

                            申請修讀教育學程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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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卅日              教務會議。 

五月一日－卅一日          五月選舉月。 

五月一日              申請教育學程。 

五月六日              日間部應屆畢業生祝福茶會。 

五月七日              第八次行政會議。 

                  夜間部第二次班代表聯席會。 

五月十一日－十五日         學會暨社團評鑑。 

五月十二日             訓育委員會。 

五月十四日             學生事務會議。 

                                    轉系審查委員會議。 

五月十五日             公佈轉系學生核定名單。 

五月十五日－十八日         申請雙主修。 

五月十六日             夜間部週會（二、三年級參加）。 

五月廿一日                          校務發展委員會。 

五月廿二日             夜間部畢業生感恩祭。 

五月廿六日             公佈雙主修學生核定名單。 

五月廿六日－廿八日         申請輔系。 

五月廿八日             總務會議。 

五月卅日              端午節放假一日。 

五月卅一日             聖神降臨節。 

六月一日－六日           學士班應屆畢業生學期考試。 

六月四日              第九次行政會議。 

六月五日              新任班代表研習會。 

六月六日              公佈輔系學生核定名單。 

                  新任各層級會議學生代表研習會。 

六月十日－十一日          日間部學士班應屆畢業生學期考試請假學生補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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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一日             校務會議（受理提案至六月四日止）。 

                  教育學程畢（結）業生成績繳交截止日。 

六月十二日             公佈教育學程學生核定名單。 

                  畢業班學生成績繳交截止日。 

六月十三日             畢業典禮。 

六月十五日－廿日          學期考試。 

六月十七日             期末院系導師代表座談會。 

六月廿二日             暑假開始。 

七月一日－三日           領導才能營（社團、學會、自治組織負責人研習

營）。 

                  新任院系導師代表研習會。 

七月四日              日間部本學期學業成績繳交截止日。 

七月六日              開放學期成績語音查詢。 

七月八日              訓育委員會。 

七月九日              第十次行政會議。 

七月十六日             日間部寄學生學業成績通知單。 

七月廿三日               校教評會（新聘、改聘）。 

                  受理預聘教師（系、科教評會通過，８７年８月

起資者）學歷查證截止日。 

七月卅一日                          第二學期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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