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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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仁大學八十七學年度大事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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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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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董事會 
 

八十七年 

八月十三日 董事長狄剛總主教函送專案小組蒐集之「改

革意見調查表」送請董事參閱。 

九月九日 董事長狄剛總主教指示秘書處訪問其他私

大董事會運作方式，並提出簡報。 

十月十三日 董事會預（決）算審查小組審查學校八十六

學年度決算小組會，並提出審查意見。 

十一月六日 董事會第十三屆第九次會議審查通過學校

八十六學年度決算，並通過八十六學年度增

減財產申辦變更登記案；另通過本校八十七

學年度學雜費徵收標準及學校教職員工待

遇調整案。 

十一月廿五日 董事長狄剛總主教主持專案小組之會議，並

將記錄提董事會議共同研討。 

八十八年 

一月廿二日 董事長狄剛總主教主持專案小組之會議，並

將記錄提董事會議共同研討。 

三月十二日 董事長狄剛總主教主持專案小組之會議，並

將記錄提董事會議共同研討。 

三月卅一日 董事長狄剛總主教主持專案小組之會議，並

將記錄提董事會議共同研討。 

五月七日 召開第十三屆第十次董事會議，聽取校務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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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及本校八十八—九十一學年度中程發展

計畫。依法改選下（十四）屆董事，投票結

果：單國璽、狄剛、劉獻堂、王愈榮、鄭再

 發、錢志純、劉振忠、林吉男、柯博識、劉

家正、張春申、薛保綸、張宇恭、曾建次、

柏殿宏等十五位當選第十四屆董事，任期三

年。會中推選單國璽、狄剛、王愈榮、劉家

正、柯博識五位董事及圈選林志嘉為校友代

表，劉維琪為社會公正人士代表等七人為第

五任校長遴選委員會委員。 

五月廿日 單國璽、狄剛、王愈榮、柯博識、劉家正五

位董事代表參加第五任校長遴選委員會第

一次會議。 

六月九日 董事長狄剛偕同多位董事參與教廷教育部

秘書長畢道（Pittau）總主教之座談會。 

六月十日 董事會預算審核小組召集人錢志純董事、柯

博識董事、劉家正（張宇恭代）董事審核八

十八年度預算書表，綜合意見提報第十三屆

十一次董事會。 

七月五日 董事會召開第十三屆第十一次會議、第十四

屆第一次會議，會中審核通過八十八年度預

算案，並通過「同意政府徵收本校土地用作

捷運站案」；會中單國璽樞機主教並以最高

票當選第十四屆董事長。 



校長室 【3】 

八十七年 

八月四日 主持教務處召開之「視聽障礙生及腦性麻痺

生升學大專院校甄試會議」。  

八月六日 應邀參加法律學系舉辦之「行政救濟制度改

革研討會」開幕致詞。 

八月七日  應邀參加「私校協進會第三次理監事會」。 

 應邀參加教育部舉辦之「公費留學考試會

議」。 

八月十六日 參加于斌樞機逝世週年追思彌撒。 

八月十七日 出席董事會臨時會。 

八月廿日  應邀為新進教職員歡迎會暨業務講習會致

詞。 

 與 日 本 流 通 經 濟 大 學 （ Ryutsu Keizai 
University）參訪來賓餐敘。 

八月廿一日 應邀參加「北區大學校院校長座談會」。 

九月一日 韓國天主教大學（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Korea）一行人來訪。 

九月二日  應邀參加「勞工學苑」開幕典禮並致詞。 

九月七日 外語學院姊妹校費利斯女子大學（Ferris 
University）師生來訪。 

 宴請教廷醫療牧靈委員會羅哲諾總主教

（Archbishop Xavier Lozano Barrban）及秘書

長雷達多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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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八日 應邀陪同出席衛生署長詹啟賢宴請羅哲諾

總主教（Archbishop Xavier Lozano Barrban）
及雷達多神父之晚宴。 

九月九日—十日 應邀參加護理系承辦之「國際天主教護士暨

社會福利救濟委員會第十六屆世界大會」酒

會及開幕致詞。 

九月廿三日 與校內優良教師餐敘。 

大陸西安交通大學女子籃球隊來訪，與本校

進行友誼賽並由校長主持開球。 

九月廿六日 應邀參加行政院蕭萬長院長宴請各校院代

表餐敘。 

九月廿八日  應邀參加教師節表揚大會及總統午宴。 

十月一日 應邀參加研究生迎新聯誼茶會。 

十月二日 應邀參加食品營養學系舉辦之「蔣見美教授

逝世五週年紀念學術研討會」並致開幕詞。 

十月六日  美國紐約長島大學宗教系葛拉思教授（Dr. 
Glass）來訪。 

十月七日  宴請行政會議工作人員與三小組成員。 

十月八日  主持「慶祝創校七十週年校慶系列活動」第

三次籌備會議。 

出席「私校協進會第五屆第二次常務理事

會」。 

十月九日 參加期初彌撒。 

十月十日  應邀為「原住民教育與信仰座談會」致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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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 

十月十三日  為「海峽兩岸法制新趨勢研討會」致開幕詞。 

十月十七日 應邀至赴光仁中學演講。 

應邀參加「軍訓教育的回顧與前瞻研討會」

並致開幕詞。 

十月廿一日 與傑出企業界校友餐敘。 

十月廿二日 應邀參加「台大慶祝七十週年跨世紀台灣的

文化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幕典禮。 

 應邀參加「教宗就職二十週年酒會」。 

十月廿三日 主持資訊中心舉辦之「公元兩千年資訊危機

緊急應變因應小組會議」。 

十月廿九日  赴日本參加 ACUCA 校長會議。 

十一月二日 日本聖母清心女子大學（Dotre Dame Seishin 
University）來訪。 

十一月六日 出席董事會。 

十一月十四日 應邀參加「一九九九媒介與環境學術研討

會」並致開幕詞。 

十一月十六日 參加「二十一世紀高等教育發展國際學術研

討會暨世界著名大學校長會議」。 

十一月十八日 赴中央研究院拜訪楊國樞教授。 

 香港城市大學來訪。 

十一月十九日 主持校務發展委員會。 

十一月廿一日 應邀參加資管系與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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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辦之「第四屆國際資訊管理研究暨實務研

討會」並致開幕詞。 

十一月廿二日 參加耶穌君王節大典。 

十一月廿三日  出席「八十七學年度全國大學校長會議」。 

十一月廿五日 宴請傳播界傑出校友。 

十一月廿六日 出席總務會議並致詞。 

十一月廿七日 主持「八十八學年度第一次聯招會議」。 

十一月卅日 應邀赴再興中學演講。 

十二月二日 與「若望保祿二世獎學金」得獎同學們餐敘。 

十二月三日 宴請本校法律顧問。 

十二月六日 主持校慶園遊會開園典禮。 

十二月七日 主持夜間部聯招結束及移交典禮。 

十二月八日 主持校慶運動會及擴大升旗典禮。 

 主持校慶慶祝大會。 

十二月十一日 應邀參加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舉辦之「兩

岸社會變遷中家庭與其相關問題學術研討

會」並致開幕詞。 

十二月十四日 與本校划船隊餐敘。 

於真善美聖廣場主持星光大道點燈大典。 

十二月十五日 出席「人權教育研討會」並致開幕詞。 

 法國波爾多學院大學（Bordeaux School of 
Management）校長 Dr. Louit 來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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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七日 主持校務會議。 

 參加輔夜導師團體彌撒。 

十二月十八日 接受義大利《未來報》記者 Mrs.Antonella 
Mariani 採訪。 

 與原住民同學餐敘。 

十二月十九日 主持夜間部週會。 

十二月廿一日 應邀參加外交部胡志強部長宴請葛西迪樞

機（Cardinal Edward Cassidy）之午宴。 

 出席大考中心董事會。 

十二月廿三日 葛西迪樞機蒞校參訪。 

十二月廿九日 大陸海淀大學陳寶瑜校長來訪。 

與本校保齡球隊歲末聯誼餐會。 

十二月卅一日  西安陝西博物館館長周天游蒞校訪問。 

八十八年 

一月五日 應邀出席總統府舉辦之美國南伊利諾州大

學致贈連戰副總統榮譽博士典禮。 

一月八日  參加教務處主辦之「教育學程研討會」並致

開幕詞。 

一月九日 參加李學燈教授追思彌撒。 

一月十二日 浙江省醫科大學校長一行人來訪。 

一月十三日 參加期末彌撒。 

一月十五日 主持第二次大學聯招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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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十六日 應邀參加假國家圖書館舉辦之「全國人文社 

 會科學研討會」。 

一月十八日 出席「私校協進會第六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一月十九日 「美國主教團移民服務處亞洲牧靈觀摩訪

問團」來訪。 

一月廿日 與比利時魯汶大學（University Catholique de 
Louvain）締結姊妹校。 

一月廿五日  應邀出席「公務人力資源發展會議」開幕典

禮。 

 擔任僑生春節祭祖主禮並餐敘。 

一月廿六日 主持夜間部進修教育學士班成立大會。 

 應邀參加外語學院及日文系舉辦之「邁向二

十一世紀日本文學會議」並致開幕詞。 

一月廿八日  主持中西文化研究中心舉辦之審查會。 

一月廿九日 出席大考中心董事會。 

二月三日 出席工友座談會並致詞。 

 與教官室同仁歲末聚餐。 

二月四日 主持「全校教職員座談會」。 

二月十日 主持訓育委員會。 

二月廿二日 主持春節聯誼團拜。 

二月廿三日 參加教育部主辦之「私立學校基金管理注意

事項研討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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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廿六日 應邀參加總統府音樂會。 

二月廿七日  出席北區大專院校新春聯誼會。 

二月廿八日 出席教育部新春團拜。 

三月一日 出席大考中心董事會。 

出席教育部舉辦之公費留考第三次委員會

議。 

三月四日 帶領醫學院教師參訪耕莘醫院。 

三月五日 主持聖言國際展演中心劇場啟用典禮。 

三月八日 接受《大考通訊月刊》採訪。 

三月十日 接受《升學資訊雜誌》採訪。 

 中國海專一行人參訪。 

三月十五日 主持立體機車停車場啟用典禮。 

主持與日本梅光女學院大學（Barko Jo 
Gakuin University）締結姊妹校典禮。 

三月十六日 應邀出席陪同教育部楊國賜次長宴請挪威

大學校長之餐宴。 

三月十八日 參加開學彌撒。 

三月十九日 接受《中時晚報》採訪。 

三月二十日 主持「我國法制對於人民宗教信仰之保障學

術研討會」。 

三月廿三日 為大專運動會代表團開拔授旗。 

三月廿四日 主持祭天敬祖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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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廿七日 應邀參加圍棋大賽開幕典禮並致詞。 

三月廿九日 參加「學審會常務委員會議」。 

三月卅日 接受《遠見雜誌》採訪。 

四月二日 與校內宗輔中心人員開會。 

 參加聖週五禮儀分享典禮。 

四月十二日 應邀出席陪同楊國賜次長之宴請美國北科

羅拉多校長 Dr. Hank Brownk 伉儷。 

 接受輔夜企管系《三十週年專刊》採訪。 

四月十五日 主持課程委員會議。 

四月十六日 應邀參加中文系舉辦之「第一屆兩漢先秦學

術研討會」並致開幕詞。 

四月十八日 參加《中時晚報》座談會。 

四月廿一日  接受亞太中心資料庫拍攝短片及訪問。 

四月廿二日 應邀參加食品營養系舉辦之「營養標示與健

康研討會」開幕典禮。 

四月廿六日 與政界校友餐敘。 

四月廿八日 主持護理系加冠配章典禮。 

四月廿九日 出席教務會議並致詞。 

出席「慶祝創校七十週年校慶舞展」記者招

待會。 

四月卅日 主持「教育週」閉幕典禮。 

五月一日 應邀出席聖心女中成年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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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二日 參加「慶祝創校七十週年校慶舞展」。 

五月三日 耶穌會 Rev.Gabriel Codina S.J.來訪並餐敘。 

五月四日 教育部視導。 

五月五日 主持應屆畢業生祝福茶會。 

 參加招策會會議。 

五月七日 出席董事會。 

五月八日 主持夜間部週會。 

五月十日 教育部訪視。 

五月十二日 主持訓育委員會。 

為文武大學科技盃辯論賽開幕致詞。 

五月十三日 教育部通識評鑑。 

五月十四日 大陸北京師範大學張至善教授來訪。 

 主持夜間部畢業生感恩祭。 

五月十五日  應邀參加景觀系創系十週年系列活動。 

 主持歷史系舉辦之「七十年來中西交通史研

究的回顧與展望—以輔大為中心學術研討

會」閉幕式。 

五月十六日 主持「勞工學苑」閉幕典禮。 

五月十七日 接受台視端午節特別節目採訪。 

五月十九日 主持視聽中心啟用典禮。 

五月二十日 出席學生事務會議致詞。 

五月廿一日 主持外語學院舉辦之「飲食文學會議」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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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禮。 

五月廿二日 主持中西文化研究中心舉辦之「吳經熊博士

學術研討會」開幕式。 

五月廿四日 遠距教學評鑑。 

五月廿六日 參加生活應用科學系舉辦之「原住民中餐烹

調班結訓典禮暨成果展」開幕式。 

五月廿七日 高雄文藻文理學院來校參訪。 

五月廿八日 與人民大學研究生社團餐敘。 

五月卅一日 主持焯炤藏書室揭幕典禮。 

六月一日  與體育室承辦之「國際體育學術研討會」與

會學者餐敘。 

六月二日  與畢道（Archbishop Pittun）總主教及校內四

長和三副校長座談。 

六月三日 主持校務會議。 

六月四日  教廷宗座科學院秘書長桑齊斯蒙席（Mons. 
Marcelo S’anchez Sorondo）蒞校參訪暨演

講。 

接見香港理工大學紡織系 Pro.Edward 
Newbon 一行五人。 

六月五日 出席台北市校友會大會並致詞。 

六月七日 主持畢業僑生祝福茶會。 

六月九日  應邀主持教務處主辦之教育學程派遣禮並

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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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廷教育部秘書長畢道總主教（Pittau）蒞校

參訪。 

六月十日 宴請人民大學李文海校長。 

六月十一日 韓國天主教大學校長 Father Choi 來訪。 

六月十二日 主持本校畢業典禮。 

六月十三日 主持本校婦女大學畢業典禮。 

六月十四日 與學界校友餐敘。 

六月十六日 參加期末彌撒。 

六月廿一日  宴請媒體記者並參觀大學聯招會闈場。 

六月廿三日 受邀主持傳播三系於文友樓舉辦之「電視攝

影棚開幕典禮」。 

 接受教育電台採訪。 

六月廿六日 參加神學院畢業典禮。 

六月廿七日 出席學生領袖研習營並致開幕詞。 

六月廿九日 應邀參加陽明大學新舊校長交接典禮。 

六月卅日 北市外考區第一日試題交接。 

 出席新任院系導師代表研習會並致詞。 

 主持海山中學考場啟用典禮。 

七月五日 出席董事會。 

七月六日  應邀出席「全國司法改革會議」之開幕典禮。 

七月十日  主持「第四屆企業跨國經營管理研討會」。 

七月十九日 第三次大學聯合招生委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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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廿日 主持二技放榜會議。 

七月廿一日 出席「電機協會籌備會」並致詞。 

七月廿二日  主持教務處主辦學程暑期學分班派遣禮。 

 宴請台北五考區各支援單位。 

七月廿三日 參加立法院大學公辦民營公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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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七年 

八月一日 成立秘書處。 

 成立研究發展室，專責中程計畫、大學訪

視、系所評鑑、校務發展等業務。 

 宗輔中心主任由校牧田默迪神父兼任。 

 中西文化研究中心暨若望保祿二世和平對

話研究中心遷移至耕莘樓一一四室。 

八月三日 學輔中心由淨心堂地下室遷至一樓。 

八月四日 教務處召開全國視聽障礙生及腦性痲痺生

升學大專院校甄試第三次會議。 

八月十一日  衛道中學師生一行一百餘人蒞校參訪。 

八月十二日 教務處召開學士後教師教育學分班（夜間

班）放榜會議及代理（課）教師教育學分班

（夜間班）放榜會議。前者共計 4 個類科招

生，一四九六人報名，錄取五十人，錄取率

3.34 %；後者共計四個類科招生，四七七人

報名，錄取五十人，錄取 10.48 %。 

 校史室協助中視「生活的旋律」製作小組來

館拍攝中國天主教文物館之館藏特色，並於

八月廿日播出。 

八月十三日 小青蛙兒童托育中心一行五十餘人蒞校參

訪。 

八月十六日 為紀念于斌樞機逝世廿週年，由校史室協助

出版之《于斌樞機畫傳》彙編完成，除於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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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彌撒中分贈與會人員，並寄海內外相關人

士存參。 

八月十七日 會計師進行查核八十六學年度財務報表。 

 宗輔中心假淨心堂舉行于斌故樞機逝世二

十週年追思彌撒。 

八月十八日 本校與郵局合作發行校園融卡。 

八月廿日 人事室舉辦新進教職員工歡迎會暨業務講

習會。 

八月廿四日 菲 律 賓 聖 多 瑪 斯 大 學 校 長 Rev. Fr. 

Tamerlane Recuenco Lana 一行四人蒞校參

訪。 

八月廿五日 美國 ASPECT 國際語言學校亞洲區經理訪問

推廣部。 

八月廿六日 教務處召開第一次師資培育委員會議，會中

決議再增收一班代理（課）教師教育學分班

（夜間班），總計招收五類科，100 名。 

 第八屆婦女大學開學典禮。 

八月廿七日 西班牙阿卡拉大學副校長 Dr. Francisco 

Bosch Fontru 等一行二人蒞校參訪。 

 會計室召開審計部查帳工作協調會議。 

八月卅一日 台北縣政府社會局委託推廣部辦理八十六

學年度第二期兒童福利保育專業人員暨兒

童福利助理保育人員研習會結業典禮。 

九月 中西文化研究中心進行各系所研究方向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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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調查。 

九月一日 教育部核覆本校八十七學年度預算案。 

九月二日 教育部會同審計部來校查核教育部之補助

款。 

 校史室於《教友生活週刊》、《善導週刊》

及《輔人》發布《于斌樞機畫傳》出版新聞

稿。 

九月三日 板橋郵局委託推廣部代訓員工電腦教育訓

練課程舉行八十七年度第三期結業典禮。 

 第八屆婦女大學正式上課。 

九月四日 董事會專案小組第一次會議。 

九月五日 宗輔中心為醒新社敬業隊來修宏同學舉辦

追思彌撒。 

九月六日 宗輔中心開辦「兒童道理班」。 

九月九日 教 廷 醫 療 牧 靈 委 員 會 羅 哲 諾 總 主 教

（Archbishop Xavier Lozano Barraban）

蒞校參訪。 

 教務處舉辦全國視聽障礙生及腦性痲痺生

升學大專院校甄試交接會議。 

九月十日 教務處辦理大學先修班新生報到。計有：數

學系純數組五名、應數組三名、宗教系一

名，共計八名。 

 人事室召開第一次教師評審委員會。 

 第一次行政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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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一日 推廣部舉辦一九九八年暑期海外語文研習

活動檢討會。 

九月十四日 教務處召開僑大先修生、港澳僑生聯合招生

委員會議。 

九月十五日 教務處舉辦第一學期教務工作之協調說明

會。 

九月中旬 教育部指定學務處成立「台北縣國民中小學

教師 CPR 訓練推廣中心」，辦理台北縣八十

七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教師 CPR 推廣教育。 

九月十六日 研發室召開第一次系所評鑑委員會議，擬定

本學年度評鑑之重要事項。 

 宗輔中心舉辦跨院系交談會。 

 教務處舉辦中等學校教育學程實習教師第

一次返校研習活動，主題為「實習教師的角

色與責任」、「如何撰寫實習計畫」。 

九月十六日—十七日 教務處舉辦日間部新生、二年制新生、轉學

生健康檢查。 

九月十七日 人事室召開第一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板橋郵局委託推廣部代訓員工電腦教育訓

練課程八十七年度第四期開課。 

九月十八日—十九日  學務處舉辦新生輔導教育並參訪淨心堂及

宗輔中心。 

九月十八日 校史室應邀派員參加台灣省政府主辦之「芝

麻開門－博物館」新書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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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九日 學務處舉辦博碩士班新生、餐廳廚工及本校

實驗室新進教職員工健康檢查。 

 教務處舉辦幼稚園教育學程實習教師第一

次返校研習活動，主題為「實習教師的角色

與責任」、「如何撰寫實習計畫」。 

 推廣部第一次推廣教育課程教學會議。 

 教育部部長林清江蒞校參訪演講。 

九月廿一日 教務處辦理八七級教育學程及博碩士班新

生報到，共計十個類科，一○○人；碩士班

新生註冊，計三六六人報到，報到率 92.19 

%；博士班新生註冊，計二十三人報到，報

到率 95.65 %。 

九月廿二日 資訊中心與文化大學進行舉辦首次跨校「遠

距教學」。 

 台北縣政府社會局委託推廣部辦理八十七

學年度第一期兒童福利助理保育人員研習

會暨始業典禮。 

九月廿三日 大陸西安交通大學女子籃球隊一行十六人

蒞校參訪。 

 推廣部第八十二期進修課程開課典禮。 

九月廿四日 第一次參議會議。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公務人力發展中心委託

本校推廣部辦理八十七學年度上學期公教

人員外國語文進修班開課典禮。 

九月廿五日 ACUCA 學者 Dr. Anita Lie 蒞校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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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輔月會。 

九月廿六日 學務處舉辦新僑生入學輔導講習會、夜間部

新生、轉學生健康檢查。 

九月廿九日 教務處辦理日間部學士班新生註冊（不含二

技）；計三七二一人報到，註冊人數三六九

○人、保留入學人數三十一人、報到率 93.73 

%。 

九月廿九日—十月三日 各社團迎新暨招生活動週。 

九月卅日 學務處擴大舉辦迎新舞會。 

 推廣部第一學期學分班課程始業典禮。 

 婦女大學拜會新莊黃林玲玲市長、新莊市代

會蔣根煌主席。 

十月一日 福營派出所王鴻儒主管一行人蒞校參訪。 

 資訊中心依教育部八十七年九月廿八日台

(八七)電字第八七一一○七四○號函，獲教

育部「遠距教學計畫」補助經費新台幣壹佰

壹拾捌萬伍仟元整。 

十月二日 學務處舉辦僑生中秋聯誼茶會、各級會議學

生代表座談會。 

十月三日 人事室召開第一次人事評議委員會。 

 婦女大學嘉義分部聯誼會推動成立嘉義校

友會討論會。 

十月三日—四日 學務處舉辦僑生幹部研習營。 

十月六日 宗輔中心舉辦教友迎新會。 



行政單位 【21】 

 學輔中心為校園小張老師舉辦心理衛生講

座「親愛的我們分手吧！」。 

 教務處召開八十六學年第二學期學生成績

更正審查委員會會議，共更正三十六筆。 

十月六日—十一月二日 學務處舉辦第一學期第一梯次全校餐廳衛

生檢查活動。 

十月六日—十七日 學輔中心第一學期八個「成長團體」陸續開

課。 

十月七日 宗輔中心舉辦全校聖誕系列活動籌備會。 

 學務處舉辦大一班代表研習會。 

 推選教務、學務、總務等三小組主任委員。 

 校史室應邀派員參加教育部「網路應用暨套

裝軟體研討會－虛擬博物館的建立課程」。 

十月八日 公關室邀請新莊地區記者餐敘聯誼。 

 修訂中西文化研究中心設置辦法，加入一般

型研究計畫之申請。 

 第二次行政會議。 

 慶祝創校七十週年校慶系列活動第三次籌

備會議。 

十月九日 資訊中心舉辦遠距教學第四次會議。 

 學務處舉辦第一學期校內暨校外宿舍急救

安全講習活動、身心障礙學生輔導協調會。 

 教育部台（八七）高（一）字第八七一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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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二三號函核定八十八學年度試辦申請入

學招生辦法。 

十月十日 宗輔中心許詩莉修女參與「原住民教育委員

會年會」。 

十月十日—十一日 宗輔中心假桃園德來中心舉行醒新服務課

程營。 

十月十三日—十一月十四日 學務處舉辦第一學期第一梯次全校飲水機

衛生評鑑工作。 

十月十四日 資訊中心更新輔仁大學首頁伺服器設備，以

加速伺服器之傳輸速度。 

 學務處舉辦新任導師研習會。 

 教務處舉辦中等學校教育學程實習教師第

二次返校研習活動。 

十月十四日—八十八年六月九日 

 學生輔導中心支援導師時間舉辦「班級實施

性向測驗及班級座談」。 

十月十五日 大陸中國法學會訪台交流代表團一行十二

人蒞校參訪。 

 學務處舉辦日間部大一至大三班導師座談

會。 

 教務處召開八十八學年度第一次招生委員

會會議。會中修訂八十八學年度碩士班甄試

簡章、申請入學招生簡章，並訂定全年各項

招生委員會議日程表；同日召開課程委員會

會議，討論「必修科目異動追認案」及「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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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課程異動科目不多，是否授權教務處逕

送教務會議討論」兩案。 

 第二次參議會議。 

十月十六日 宗輔月會。 

十月十七日 台北縣私立竹林中學一行一百餘人蒞校參

訪。 

 宗輔中心舉辦跨院系交談會。 

 資訊中心完成校園二代光纖網路之系統建

置。 

 教務處舉辦幼稚園教育學程實習教師第二

次返校研習活動。 

十月十八日 宗輔中心舉辦首次青年彌撒。 

十月十九日 公關室邀請吳東亮、吳東賢校友餐敘。 

 資金室宴請企業界校友餐敘。 

十月廿日 新莊市代會潘欽陵主任秘書聘任楊校長及

公關室周守民主任擔任顧問。 

 學務處舉辦社團指導老師暨負責人之座談

會。 

 以（八七）輔校教字第二四六九號函及（八

七）輔教註字第一五四號函，檢送《八十四、

八十五學年度博、碩士論文摘要集》至各相

關單位。 

十月廿一日 公關室宴請企業界校友餐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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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務處舉辦學生自治組織指導老師暨負責

人座談會、大一新鮮人「健康 DIY」專題演

講（一）。 

 學生輔導中心舉辦午餐約會：「國外單飛淺

談自助旅行」。 

十月廿二日 學務處舉辦大一至大三班代表座談會。 

 人事室召開第二次教師評審委員會。 

十月廿三日 資訊中心召開「公元兩千年資訊年序危機緊

急應變因應小組會議」，並成立「Y2K 工作

小組」。 

 學務處舉辦八十七學年度第一學期大四班

導師暨班代表就業輔導座談會。 

十月廿四日—十月廿五日 學務處舉辦新僑生迎新生活營。 

十月廿六日 董事會專案小組第二次會議。 

十月廿八日 公關室《輔人》第九期出刊。 

學務處舉辦大一新鮮人「健康 DIY」專題演

講（二）、宿舍輔導協調會。 

學生輔導中心邀請賴聲川校友蒞校演講「表

演與人生」。 

十月廿九日 學務處舉辦 B 型肝炎疫苗注射（一）。 

教務處召開第一次教務會議，討論「教師教

學績優獎勵辦法」、「各系、所開放課程提

供外系學生選修案」等八案。 

美國西華大學主任 Mr. Steve Robinson 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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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推廣部。 

十月卅日 會計室向國稅局申報本校八十六學年度決

算報告。 

十月卅一日 學務處舉辦夜間部大一「健康 DIY」專題演

講。 

十月卅一—十一月一日 學務處舉辦第一梯次「CPR 初級急救訓練

班」。 

十一月 若望保祿二世和平中心出版《東亞文化與人

權》（Human Rights and Values in East 

Asia）、錄影帶及 VCD。 

十一月二日 姊妹校日本聖母清心女子大學（Notre Dame 

Seishin University）蒞校參訪。 

 董事會專案小組與校長、四長討論會。 

十一月三日 學生輔導中心舉辦午餐約會「身體保養」。 

 本校與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University 

of Victoria）締結姊妹校。 

十一月三日—十二月五日 學務處舉辦第一學期第二梯次全校餐廳衛

生檢查活動。 

十一月四日 資金室完成八十六學年度教育部補助款五

十三萬元整之核銷作業。 

 學務處舉辦大一新鮮人「健康 DIY」專題演

講（三）。 

 學生輔導中心實施大型性格測驗（EPPS)。 

 校長與三長、會計主任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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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廣部派員參加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

練局，研商八十八年度委託大專院校及學術

研究機構辦理專上青年第二專長、新興產業

技術人力訓練班次規劃事宜會議 

十一月五日 第三次行政會議。 

 慶祝創校七十週年校慶系列活動第四次籌

備會議。 

十一月七日 人事室召開第二次人事評議委員會。 

十一月八日 教務處舉辦「教育學程志工研習營」。 

十一月九日 美國聖道大學校長 Dr. Louis J. Agnese JR.

一行十二人蒞校參訪洽談兩校合作事宜。 

十一月十日 教務處辦理八十八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報

名，共計二十所招生，九十三人報名。 

十一月十一日 宗輔中心成立青年慕道團。 

 學務處舉辦「健康 DIY」專題演講、餐廳輔

導協調會。 

 美國德州聖道大學校長 Dr. Louis J. 

Agnese, Jr. 訪問推廣部。 

十一月十一日—十二月廿二日 

 研發室辦理第一學期系所評鑑實施，計有英

國語文學系等十系所受評，共邀請校外評鑑

委員五十人次。 

十一月十一日—十二月廿三日 

 學務處至頭前國小、丹鳳國中、正義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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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國小、溪洲國小、裕民國小等六所學校

開辦國民中小學教師辦理 CPR 訓練活動。 

十一月十三日 董事會專案小組工作協調會。 

 本校與日本流通經濟大學（Ryutsu Keizei 

University）締結姊妹校。 

十一月十五日 宗輔中心舉辦主日禮儀講習。 

 婦女大學嘉義分部聯誼會會員大會。 

十一月十六日—十二月九日 學務處舉辦第一學期第二梯次全校飲水機

衛生評鑑工作。 

十一月十七日 教務處舉辦中等學校教育學程實習教師第

三次返校研習活動，主題為「導師實務與班

級經營」。 

十一月十八日 傑出校友王紹楨先生蒞校參訪。 

 宗輔中心與神學院合辦「聖神祈禱會」。 

宗輔中心舉辦天主教精神展第一次籌備會

議。 

十一月十九日 學務處召開學生事務會議。 

教育部以台（八七）電字第八七一二九二二

五號函核備「輔仁大學試辦遠距教學實施辦

法」。 

 第三次參議會議。 

十一月廿日 宗輔月會。 

教務處舉辦幼稚園教育學程實習教師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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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返校研習活動，主題為「教師之心理衛

生」。 

十一月廿一日 宗輔中心舉辦跨院系交談會。 

 學務處舉辦院系導師代表座談會。 

教務處核定「輔仁學術研究獎」得獎名單，

分別為：包根弟、曾元顯、王震武、李中一、

李國安、杜繼舜、賀永光、白安茂、盧義發、

陸達誠、張文雅、劉正夫、楊銘賢、郭仲成、

林清山等十五位教授。 

十一月廿三日 人事室召開教師評審委員會第一次臨時會

議。 

十一月廿三日—廿七日 學務處舉辦春暉週系列活動。 

十一月廿四日 墨西哥 Panamericam University 蒞校參訪

洽談兩校合作事宜。 

 學生輔導中心舉辦午餐約會：「大學生的理

財規劃」。 

 董事會專案小組訪問會計主任。 

 婦女大學聯誼會會員大會。 

十一月廿四日—廿五日 校史室吳瑞珠主任應邀參加國立歷史博物

館舉辦之「博物館館長論壇研討會」。 

十一月廿五日 亞洲主教團大眾傳播委員會一行四十人蒞

校參訪。 

 邀請傳播界校友餐敘，共十五位校友與會。 

 資訊中心購置「漢書 98 文書處理 6.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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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軟體。 

 學生輔導中心邀請唐安琪女士蒞校演講「創

造美麗人生新視野」、支援就業輔導室所舉

辦的「生涯規劃演講」。 

 董事會專案小組第三次會議。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委託推廣部

辦理之觀光餐飲管理班始業式。 

十一月廿六日 本校八十六學年度財務報表經會計師事務

所查核完竣、陳報董事會審議通過後，呈報

教育部核備。 

 推廣部第八十三期進修課程開課典禮。 

 板橋郵局委託推廣部代訓員工電腦教育訓

練課程舉辦八十七年度第四期結業典禮。 

十一月廿七日 宗輔中心召開天主教精神展第二次籌備會

議。 

 台北縣政府社會局委託推廣部辦理八十七

學年度第二期兒童福利助理保育人員研習

會暨始業典禮。 

十一月廿九日 宗輔中心舉行慕道者收錄禮。 

十一月卅日 召開參議員、四長與柏殿宏神父座談會。 

十一月卅日—十二月二日 學生輔導中心支援就業輔導室舉辦的「生涯

興趣量表團體測驗」。 

十一月卅日－十二月三日 校史室應邀派員參加台灣省政府文化處舉

辦之「民俗文物展覽企劃與專輯編印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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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十二月 資金室寄發八十六年度募款信函，共計

46,393 份。 

十二月一日 板橋郵局委託推廣部代訓員工電腦教育訓

練課程八十七年度第五期開課日。 

十二月一日—廿四日 校牧田默迪神父召集相關單位及學聯會共

同籌備全校聖誕系列活動。 

十二月二日 學生輔導中心支援就輔室所舉辦的「生涯興

趣量表說明會」。 

十二月三日 慶祝創校七十週年校慶系列活動第五次籌

備會議。 

十二月四日 公關室與呂吾三神父洽談在美輔大校友會

與北京大學校友會座談事宜。 

十二月六日 宗輔中心於淨心堂舉辦主日禮儀講習。 

 教務處舉辦教育學程 Home Coming Day。 

十二月七日 教務處派員參加台北縣政府籲請於縣境設

立大學聯合招生考區之協調會。 

 中西文化研究中心一般研究組研究案受理

申請截止日。 

十二月八日 公關室於校慶大會上頒發傑出校友獎予林

文雄、周功鑫、賴聲川、孫大偉及吳文欽等

校友。 

十二月十日 靜修女中高中部師生一行一百三十人蒞校

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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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智大學訪視本校註冊簡化及校園卡相關

作業。 

 第四次行政會議，並於會中通過本校接辦八

十八學年度大學聯合招生考試台北縣考區

（第五考區）一案。 

十二月十一日 靜修女中國中部師生一行一百一十人蒞校

參訪。 

 宗輔月會。 

 教育部等中央有關單位聯合訪問本校僑生

業務。 

 教務處召開八十八學年度大學聯合招生委

員會試務座談會。 

 美國華盛頓大學英語教學部主任 Mr. Aaron 

Bidelspach 訪問推廣部。 

 本校與法國波爾多學院大學（Bordeaux 

School of Management）締結姊妹校。 

十二月十二日 為獎勵本校輔導工作成績卓越，中國輔導學

會特頒與學輔中心獎狀，以資表揚。 

十二月十三日 學務處舉辦僑生文化之旅—「與張大千有

約」。 

十二月十五日 學務處召開期中訓育委員會。 

 教務處派員參加由國家圖書館舉辦之「全國

博、碩士班論文摘要線上建檔系統會議」。 

 若望保祿二世和平對話研究中心假野聲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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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欣廳舉辦「輔大人權教育會議」。 

十二月十六日 教務處召開第二次招生委員會議，修訂學士

班二年制招生簡章，碩、博士班招生簡章及

博士班甄試招生簡章。同日碩士班甄試放榜

會議，共計 20 所招生，錄取五十三人，錄

取率 50.48 %。 

十二月十七日 第一學期校務會議。 

十二月十八日 義大利《未來報》記者 Mrs. Antoneua 

Mariani 蒞校專訪楊敦和校長。 

 法國文化部音樂舞蹈處主任督導 Daniel 

Blanc 及教育部官員 Michel Guyot 蒞校參

訪。 

 第八屆婦女大學上學期課程結束。 

十二月十八日—十九日 教務處派員參加「全國大專院校教務主管聯

席會議」。 

十二月十九日 宗輔中心舉辦跨院系交談會。 

十二月廿日  研發室登錄全校性中程計畫及量化數據至

教育部中程計畫網站。 

 宗輔中心於淨心堂舉行團體和好聖事。 

十二月廿一日 董事會專案小組工作協調會。 

十二月廿二日 宗輔中心召開天主教精神展之第三次籌備

會。 

 學務處舉辦僑生湯圓之夜。 

 聖誕共融活動。 



行政單位 【33】 

 本校與韓國天主教大學（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Korea）締結姊妹校。 

十二月廿三日 葛錫迪樞機主教、葉勝男大使、車納德代

辦、單國璽樞機主教一行四人蒞校參訪。 

  和平高中師生一行五十人蒞校參訪。 

 宗輔中心與基督教團契假谷欣廳合辦聖誕

午餐。 

十二月廿四日 第四次參議會議。 

 宗輔中心於中美堂舉行平安夜彌撒。 

十二月廿八日  資金室接待故校友徐世棠先生之弟徐世樂

先生，並拜訪聖言會單位商談捐款事宜。 

十二月卅日 資訊中心召開校園網路策進小組會議。 

十二月卅一日 大同工學院訪視有關校園卡製作之相關作

業。 

 人事室召開教師評審委員會之第二次臨時

會。 

十二月卅一日—八十八年一月一日 

 學務處主辦校慶七十跨年舞會。 

八十八年 

一月 若望保祿二世和平對話研究中心出版《佛教

和平思想》、《日本人權要覽》、《漢初和

平思想》等小冊子。 

一月一日—三月廿八日 校史室為執行文物館及校史館二館之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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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及文物 RP 系統維護工作進行休館；二

館文物盤點共計 4,144 件。 

一月四日 公關室《輔人》第十期出刊。 

校史室應邀派員參加台灣省文化處舉辦之

「民俗文物典藏登錄作業系統研習會」。 

一月六日—五月廿六日 學務處舉辦前往文聖國小等十一所學校開

辦國民中小學教師 CPR 訓練活動。 

一月七日 宗輔中心召開天主教精神展之第四次籌備

會。 

一月八日 宗輔中心召開聖誕系列活動檢討會。 

教務處舉辦「中等學校地方教育輔導：情意

教育與青少年問題研習會」。 

一月十三日 婦女大學拜會嘉義女中楊寶琴校長。 

一月十四日 第五次行政會議。 

一月十五日 宗輔月會。 

八十八學年度大學聯合招生委員會第二次

委員會議通過由本校主辦台北第五考區，並

通過本校之提案「第一節考試開始時間延

後」。 

一月十六日 宗輔中心舉辦跨院系交談會。 

一月十七日 宗輔中心於淨心堂主日禮儀講習。 

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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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結業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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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十八日—二十五日 比 利 時 天 主 教 魯 汶 大 學 （ University 

Catholique de Louvanin）一行四人蒞校參

訪及辦理締結姐妹校事宜。 

一月十九日 「美國主教團移民服務亞洲牧靈觀摩訪問

團」一行三十人蒞校參訪。 

一月廿一日 第五次參議會議。 

一月廿二日 董事會專案小組校外顧問團座談會。 

一月廿二日—廿九日 公關室應邀參加馬來西亞「一九九九台灣高

等教育聯展」宣傳工作。 

一月廿三日 推廣部舉辦一九九九寒假海外語文研習活

動行前會。 

一月廿五日 學務處舉辦僑生春節祭祖與感恩聚餐。 

 人事室召開第二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一月廿五日—廿六日 學務處假桃園勞工育樂中心舉辦學生代表

暨學會會長研習共融營。 

一月廿六日   研發室召開第二次系所評鑑委員會議，討論

八十六及八十七學年度第一學期評鑑之成

果。 

 推廣部召開第二次推廣教育課程審查小組

會議。 

一月廿七日 教務處召開第一次臨時招生委員會議。修訂

博士班招生簡章、二年制招生簡章。 

一月廿八日 人事室召開第三次教師評審委員會。 

 中西文化研究中心召開第一次審議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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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一月廿九日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委託推廣部

辦理觀光餐飲管理班結業典禮。 

二月一日 教務處舉辦代理（課）教師教育學分班（暑

期班）第二學期開學始業式。 

 人事室召開第三次人事評議委員會。 

二月一日—八月廿日 中西文化研究中心暨若望保祿二世和平對

話研究中心雷敦龢主任奉調澳洲培訓，培訓

期間行政事宜由學術交流室張淑芳主任代

理，研究計劃由哲學系陳福濱主任代理。 

二月一日—十日 教務處受理八十八學年度申請入學招生報

名，共計八系招生，八十八人報名。 

二月一日—四月卅日 教務處受理八十八學年度外籍生入學申

請，共計十六系十三所招生八十九名，實際

錄取廿六人。 

二月二日 宗輔中心假淨心堂舉行奉獻生活日之彌撒

慶典。 

 校務改革研議小組第一次會議。 

二月三日 推廣部派員參加臺灣省政府勞工處臺北區

就業服務中心委託各校辦理之職業訓練座

談會。 

 舉辦全校工友（技工）綜合座談會。 

二月四日 人事室舉辦全校職員綜合座談會。 

二月七日 宗輔中心舉行慕道甄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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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日 教育部覆函研究發展室，同意應用心理學系

博士班、體育學系碩士班於八十八學年度起

開始招生。 

 學務處召開期末訓育委員會。 

二月十一日 宗輔中心召開天主教精神展之第五次籌備

會。 

二月十四日 宗輔中心於淨心堂舉辦候洗者懇禱禮。 

二月廿二日 新春團拜。 

 第一次臨時參議會議。 

二月廿三日 教務處召開第二學期教務工作之協調說明

會。 

 板橋郵局委託推廣部代訓員工電腦教育訓

練課程八十八年度第一期開課日。 

二月廿四日 教務處為勘查台北五考區試場，訪問新莊國

中、新泰國中。 

 第二次臨時參議會議。 

二月廿五日 宗輔月會。 

 教務處為勘查台北五考區試場，訪問板橋國

中、江翠國中、海山中學。 

 校務改革研議小組第二次會議。 

二月廿六日 學務處辦理全校新進餐廚人員衛生講習活

動。 

 婦女大學聯誼會新春團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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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 資金室劉五湖校友捐贈成立之「劉羅氏清寒

獎學金」更名為「劉清章、羅不夫婦清寒獎

學金」，並於本學年度開始發放，共計五名，

每名壹萬元。 

 中西文化研究中心進行各系所研究方向第

二次調查。 

 若望保祿二世和平對話研究中心製作「輔大

人權教育—美國與台灣大學人權教育」錄影

帶，並提供索取。 

三月一日 資訊中心與台灣微軟公司簽訂主要軟體之

全校授權，並置相關軟體於本校首頁，供同

仁自行下載使用。網址為

http://www.fju.edu.tw/shareware/ 

三月三日 推廣部第八十四期進修課程開課典禮。 

三月三日—六月七日 教務長黎建球教授擔任八十八學年度私立

大學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審查委員，並分別訪

視東海大學、靜宜大學、文化大學、淡江大

學、逢甲大學、東吳大學、中原大學、輔仁

大學八所大學。 

三月四日 董事會專案小組工作協調會。 

 台北縣政府社會局委託推廣部辦理八十七

學年度第三期兒童福利助理保育人員研習

會暨始業典禮。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公務人力發展中心委託

推廣部辦理八十七學年度下學期公教人員

外國語文進修班開課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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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五日 學務處舉辦全校餐廚人員第二學期健康檢

查。 

 慶祝創校七十週年「二十一世紀基督宗教教

育研討會：基督宗教在亞洲多元文化社會中

之角色」第一次籌備會議。 

 秘書處主管餐會。 

三月八日 推廣部八十七學年度第二學期學分班課程

始業典禮。 

三月十日 中國海專校長及一、二級主管一行二十一人

蒞校，並參訪資訊中心及觀摩校務行政電腦

化。 

 學生輔導中心邀請美國教育宣導中心執行

董事方廷諄先生蒞校講演「留美之路」。 

三月十日—十一日 教務處辦理八十八學年度碩士班招生報

名，計卅一所招生，四五八人報名。 

三月十一日 第六次行政會議。 

 婦女大學舉辦聯誼專題演講「陳京：曼妙人

生」。 

三月十二日 挪威管理學院校長 Dr. Torger Reve 夫婦及

該校東亞研究中心主任 Jan Evensmo 一行三

人蒞校參訪。 

 教務處召開八十八學年度輔仁大學與中國

文化大學「重點運動績優學生聯合招生委員

會第一次會議」。 

 董事會專案小組第四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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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五日 本校與日本梅光女學院大學（Baiko Jo 

Gakuin University）締結姊妹校。 

  教務處召開八十七學年第一學期學生成績

更正審查委員會議。 

 為推廣輔大認同卡，台北國際商業銀行製作

新海報，於校園張貼。 

 立體機車停車場啟用典禮。 

三月十五日—四月十七日 學務處舉辦第二學期第一梯次全校飲水機

衛生評鑑工作。 

三月十七日 學務處舉辦日間部大一至大三班導師座談

會。 

 推廣部接受台灣省政府勞工處台北區就業

服務中心委託辦理八十八年度褓姆培訓班

始業典禮。 

三月十八日 經八十七學年度第六次參議會審議，「文社

中心建築基金」，新台幣貳佰陸拾伍萬玖仟

貳佰柒拾玖元正決議納入校本部結餘款以

作為校務發展基金。 

 第六次參議會議。 

 校務改革研議小組第三次會議。 

 推廣部舉辦一九九九暑期海外語文研習活

動各合作單位業務協調會議。 

三月十九日 美國麻州春田學區公校系統外語部蒞校參

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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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輔月會。 

 學務處舉辦大一至大三班代表座談會。 

三月十九日—廿四日 學生輔導中心第二學期八個成長團體陸續

開課。 

三月廿日 公關室周守民主任赴美聘任呂吾三神父擔

任北美校友會聯絡人。 

  公關室邀請北京輔仁在台校友餐敘及頒發

八名特殊貢獻傑出校友獎。 

 宗輔中心舉辦跨院系交談會。 

 教務處舉辦「幼稚教育地方教育輔導：特殊

兒童學習與輔導研習會」，主題為「學習融

合教育－普通班教師角色與介入策略之探

討」、「從統合教育到融合教育，教師角色

與教學策略的改變」。 

三月廿日—四月三十日 學務處舉辦第二學期第一梯次全校餐廳衛

生檢查活動。 

三月廿二日—廿六日 學生輔導中心舉辦「生涯規劃輔導週」。 

三月廿三日 教務處推薦八十八年斐陶斐榮譽會員截止

日，共計八十九位同學得獎。 

 高點傳播股份有限公司記者採訪推廣部業

務。 

 婦女大學拜會黃敏惠立法委員。 

三月廿四日 學務處舉辦八十七學年度第二學期大四班

導師暨班代表就業輔導座談會。 

行政單位 【42】 

 學生輔導中心舉辦午餐約會：「生活中的風

水學」。 

 敬天祭祖典禮。 

三月廿五日 靜修女中一行五十六人蒞校參訪。 

資訊中心協助英文系與美國德州 A&M 大學

首次跨越文化國界進行「遠距教學」。 

教務處召開第三次招生委員會議，討論申請

入學、大學推薦甄試及博士班甄試放榜事

宜；召開第二次師資培育委員會議，決議八

十八學年度學士後教育學分班招收夜間班

二班，計一○○名，及八十八學年度在校生

教育學程招收類科。 

三月廿五日—卅日 第三十屆大專運動會於國立嘉義技術學院

舉行，本校榮獲考試院長獎以及二十七面獎

牌。 

三月廿六日 學務處舉辦第二學期校內暨校外宿舍急救

安全講習活動。 

三月廿七日 推廣部舉辦徐匯中學一九九九暑期海外語

文研習活動說明會。 

三月廿七日—廿八日 學輔中心與世新大學合辦「義工輔導知能研

習營」。 

三月廿九日 台北縣政府社會局委託推廣部辦理八十七

學年度第一期兒童福利保育專業人員研習

會始業典禮。 

三月卅日 教務處辦理八十八學年度申請入學放榜，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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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八系招生，錄取七十五人，錄取率 5.77 

%；八十八學年度大學推薦甄選入學放榜，

共計十八系組招生，錄取一一○人，錄取率

10.74 %。 

三月卅一日 學生輔導中心邀請稻田出版社負責人李赫

先生蒞校演講—「社會新鮮人！免煩惱向前

衝！」。 

 董事會專案小組第五次會議。 

四月一日 珠海學院學生會一行二十六人蒞校參訪。 

研發室召開第二學期第一次臨時校務發展

委員會，討論教育部督學視導、中程計畫訪

視、通識教育訪視本校等事宜。 

慶祝創校七十週年「二十一世紀基督宗教教

育研討會：基督宗教大學在亞洲多元文化社

會中之角色」第二次籌備會議。 

四月一日—三日 聖週三日慶典。 

四月二日 多明尼加共和國高等教育委員會主委賀曼

女士蒞校參訪。 

四月四日 復活慶日。 

四月五日—七日 學務處舉辦僑生春之旅—墾丁國家公園。 

四月十日 耶穌會林桓修士與黃錦文修士於淨心堂晉

升執事。 

四月十四日 學務處舉辦宿舍輔導協調會。 

 學生輔導中心邀請陳淑麗小姐蒞校演講「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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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美麗人生序幕」。 

四月十四日—五月廿日 教務長黎建球教授擔任大學校院通識教育

評鑑公立綜合大學類召集人，共計訪視台灣

大學、政治大學、陽明大學、海洋大學、中

央大學、清華大學、交通大學、成功大學、

中山大學、東華大學、中興大學、暨南大學、

中正大學等十三所大學。 

四月十四日—五月十九日 研發室辦理第二學期系所評鑑實施，計有德

國語文學系等十系所受評，共邀請校外評鑑

委員五十人次。 

四月十五日 教務處召開第二次課程委員會議，討論「共

同必修科課程建議方案」、「體育學系碩士

班、應用心理學系博士班必修科目表」及「八

十八學年度日夜間部必修科目異動案」。 

 第七次行政會議。 

 校務改革研議小組第四次會議。 

四月十六日 宗輔月會。 

 資訊中心召開校園網路策進小組會議。 

四月十七日 北加大專校聯分會會長蔡秀美校友蒞校參

訪。 

 宗輔中心舉辦跨院系交談會。 

 教務處舉辦中等學校教育學程實習教師第

七次返校研習活動，說明教師甄試應注意事

項。 

 推廣部舉辦南山中學一九九九暑期海外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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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研習活動說明會。 

四月十九日 北美校友會聯絡人呂吾三神父蒞校參訪。 

 董事會專案小組第六次會議。 

四月十九日－廿日 校史室派員參加文化大學華崗博物館舉辦

之「社區博物館義工與導覽種子研習營」。 

四月十九日—五月卅一日 學務處舉辦第二學期第二梯次全校飲水機

評鑑工作。 

四月廿日 教務處召開八十八學年度招生委員會，博士

班甄試放榜會議，有比較文學研究所博士班

一所招生，錄取二人，錄取率 33 %。 

四月廿一日 資訊中心依據中華民國國際貿易協會八十

八年三月五日國貿(八八)秘字第五○○五

號函，應邀參與亞太資料庫之建置。 

四月廿二日 第七次參議會。 

 人事室召開第四次教師評審委員會。 

 秘書處邀請香港中文大學梁元生教授蒞校

參加亞洲基督教大學聯盟巡迴演講。 

四月廿四日 教務處舉辦幼稚園教育學程實習教師第七

次返校研習活動，說明教師甄試注意事項。 

四月廿四日—廿五日 學務處舉辦第三梯次「CPR 初級急救訓練

班」。 

四月廿四日—廿九日 秘書長黃俊傑教授出席於韓國慶熙大學所

舉行之 ACAP 亞太地區大學聯合會。 

四月廿六日 公關室邀請政治界傑出校友餐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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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人》第十一期出刊。 

四月廿六日—卅日 交通安全週。 

 僑生週。 

四月廿六日—五月一日 學務處舉辦校園徵才博覽會暨說明會。 

四月廿七—廿八日 教務處辦理碩士班招生考試，共計卅一系

（所）招生，到考率 84.07 %。 

四月廿八日 學務處舉辦餐廳輔導協調會。 

國立台北商業專科學校推廣教育中心主任

拜會推廣部。 

推廣部舉辦一九九九暑期海外語文研習活

動招生說明會。 

四月廿九日 學務處舉辦 B 型肝炎疫苗注射（三）。 

 召開第二次教務會議，討論「訂定教學品質

保證計畫，等十四案；召開第四次招生委員

會議，修訂轉學生招生工作日程表及簡章。 

英國牛津大學推廣教育系 Director Katie 

Gray 訪問推廣部。 

推廣部舉辦金陵女中一九九九暑期海外語

文研習活動說明會。 

校慶七十週年系列活動—新古典舞團展演

「黃河」記者招待會。 

四月卅日 召開八十八學年度招生委員會臨時會議，修

訂學士後中等學校教師職前學分班招生工

作日程表及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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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一日—廿八日 學務處舉辦第二學期第二梯次全校餐廳衛

生檢查活動。 

五月二日 體育室邀請新古典舞團演出「黃河」，以為

慶祝創校七十週年系列活動。 

五月三日 資金發展室舉行「劉清章、羅不夫婦清寒獎

學金」頒獎餐會。 

五月三日—七日 學務處舉辦全校健康週系列活動。 

五月四日 教育部視導，計有聶廣裕等五位督學來校訪

視。 

 高雄文藻語文專科學校訓輔人員參觀學生

輔導中心。 

五月五日 學務處舉辦畢業生祝福茶會。 

 學生輔導中心舉辦午餐約會：「生活中的法

律陷阱」。 

 推廣部接受台灣省政府勞工處台北區就業

服務中心委託辦理八十八年度褓姆培訓班

結業典禮。 

五月六日 研發室召開第二次臨時校務發展委員會。 

 四海工專電算中心蒞校參訪資訊中心，觀摩

校務行政電腦化。 

 第八次行政會議。 

 校務改革研議小組第五次會議。 

五月七日 台北縣政府社會局委託推廣部辦理八十七

學年度第一期兒童福利助理保育人員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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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結業典禮。 

五月八日—九日 學生輔導中心為校園小張老師舉辦「助人技

巧訓練團體」。 

五月十日    國立中山大學校長劉維琪率各大專校院學

者二十餘人蒞校進行「八十八至九十學年度

中程校務發展計畫訪視」。 

 教務處召開八十八學年度輔仁大學與中國

文化大學「重點運動績優學生聯合招生委員

會第二次會議」，修訂術科考試辦法。 

 推廣部第八十五期進修課程開課典禮。 

五月十日－十二日 校史室吳瑞珠主任應邀參加教育部舉辦之

「博物館營運管理研討會」。 

五月十日—十九日 學務處舉辦學生自治組織暨社團評鑑觀摩

展。 

五月十一日 板橋郵局委託推廣部代訓員工電腦教育訓

練課程八八年度第二期開課日。 

五月十二日 私立建台高中師生一行一百三十四人蒞校

參訪。 

 學務處召開期中訓育委員會。 

 學生輔導中心為校園小張老師舉辦「諮商理

論與實務」。 

 人事室召開教師評審委員會之第三次臨時

會。 

 推廣部舉辦一九九九暑期海外語文研習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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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招生說明會。 

五月十三日 中央大學朱建民教授率十三位委員組成之

教育部通識教育評鑑訪視團蒞校訪問。 

 宗輔中心假淨心堂舉辦「原聲福音」創作發

表會。 

 教務處召開八十八學年度轉系審查委員會

議，共計三十二個系級組招生，核准人數三

十八人。 

 第八次參議會議。 

五月十四日 私立輔仁中學師生一行三百二十人蒞校參

訪。 

 慶祝創校七十週年《二十一世紀基督宗教教

育研討會：基督宗教大學在亞洲多元文化社

會中之角色》第三次籌備會議。 

五月十五日 宗輔中心舉辦跨院系交談會。 

 推廣部滕允中主任、樂麗琪組長、婦女大學

林秀娟主任前往拜會嘉義市天主教立仁女

子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婦女大學嘉義分部邀請出版社林立樹主任

於聯誼會系列演講中講演「形象與魅力」。 

 婦女大學拜會嘉義地區主教、立人及輔仁中

學校長。 

五月十七日 台北縣政府社會局委託推廣部辦理八十七

學年度第二期兒童福利保育專業人員研習

會暨始業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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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縣政府社會局委託推廣部辦理八十七

學年度第四期兒童福利助理保育人員研習

會暨始業典禮。 

五月十七日—廿二日 宗輔中心慶祝醒新社卅週年—醒新週。 

五月十九日 台北市立華江高中師生一行九十八人蒞校

參訪。 

 學務處假中美堂舉辦社團結合社區之成果

展。 

 學生輔導中心為校園小張老師舉辦「情緒因

應與管理」。 

五月廿日 研發室召開校務發展委員會議，討論九十學

年度增設系所案。 

 學務處召開學生事務會議。 

 第五任校長遴選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五月廿一日 教務處召開八十八學年度招生委員會第五

次會議、碩士班招生第一次放榜會議，確定

中文系等十系所錄取標準及錄取名單並確

定語言所等二十一系所筆試合格標準及名

單。 

五月廿一日—廿三日 教務處舉辦「第二屆實習教師拔萃營—教學

知能研習營」，安排實習教師進行試教與模

擬面試。 

五月廿二日—廿三日 中西文化研究中心假野聲樓谷欣廳舉辦「慶

祝輔仁大學創校七十週年系列活動—吳經

熊博士百週年冥誕學術研討暨紀念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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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廿四日 教務處主辦教育部遠距教學訪視事宜。 

 董事會專案小組第七次會議。 

五月廿六日 學務處舉辦學生自治組織、社團負責人暨指

導老師座談會。 

 學生輔導中心邀請張小鳳女士蒞校講演「生

涯探索與因應」。 

 教務處辦理公布八十八學年度雙主修新生

名單，計二十四系開班，總人數二二六人。 

五月廿七日 高雄文藻文理學院鮑霦校長及主管一行十

一人蒞校參訪。 

 學生輔導中心承辦北區大學院校小型個案

實務研討會。 

 校務改革研議小組第六次會議。 

五月廿八日 學務處協辦「1999 兩岸大學研究生文化交

流訪問團」蒞校參訪事宜，計有中國人民大

學、北京師範大學、南京大學等師生十七

名，台灣學生代表十四名。 

 教務處辦理八十八學年度輔仁大學與中國

文化大學「重點運動績優學生聯合招生委員

會第三次會議」，商討分發登記事宜。 

五月廿九日 婦女大學嘉義分部邀請公關室周守民主任

於聯誼會系列演講中講演「公關與服務」。 

五月卅一日 中西文化研究中心一般研究組及中西研究

組專題研究計劃、學術會議補助、教師優良

著作出版獎助申請截止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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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卅日—六月一日 教務處辦理八十八學年度轉學生招生報

名，共計五十二個系級組招生，招生名額二

七二人。 

六月一日 第九屆婦女大學開始報名。 

六月二日 學務處舉辦八十八學年度新任班代表研習

會。 

 學生輔導中心為校園小張老師舉辦「人際溝

通」。 

 教務處辦理八十八學年度博士班招生報

名，計七所招生，報名人數共計九五人。 

六月二日—四日 體育室承辦「中華民國大專院校八十八年度

體育學術研討會」，以為慶祝創校七十週年

系列活動。 

六月三日 第二學期校務會議。 

 法鼓山大學電算中心蒞校參訪資訊中心，觀

摩校務行政電腦化。 

 學生輔導中心舉辦「兩性平權—如何避免關

係週轉不靈」。 

六月四日 教務處辦理八十八學年度二年制招生報

名，計二系招生，名額一一○人。 

 公關室邀請教廷宗座科學院秘書長桑齊斯

蒙席（Mons, Marcelo S’anchez Sorondo）
蒞校演講。 

六月五日 公關室於台北市校友會召開第二屆第二次

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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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婦女大學嘉義分部邀請吳進安教授於聯誼

會系列演講中講演「優質人際關係」。 

六月六日 學務處舉辦新任各級會議學生代表之研習

會。 

 推廣部舉辦美國高中交換學生英語能力加

強訓練課程開課。 

六月七日 北平輔仁大學賀允清校友蒞校參訪。 

學務處舉辦應屆畢業僑生祝福感恩茶會。 

教務處辦理公布八十八學年度輔系名單，計

三十二系開班，總人數一,一五九人；舉辦

學士後暨代理（課）教師教育學分班（夜間

班）結業祈福派遣典禮，結業生一四九人。 

六月七日－九日 校史室應邀派員參加文化大學華崗博物館

舉辦之「99 展覽行政幹部訓練營」。 

六月八日 教育部核覆本校八十六學年度決算案。 

教務處召開八十八學年度招生委員會第六

次會議、碩士班招生第二次放榜會議，確定

語言所等二十一系所錄取標準及名單。 

六月九日 教務處舉辦八十七學年度教育學程結業祈

福派遣典禮，本學年度教育學程結業生九十

四人、完成教育實習者計一四二人。 

 頒授教廷教育部秘書長畢道（Pittau）總主

教榮譽法學博士學位。 

六月十日 第九次行政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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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行政主管會報。 

六月十一日 公關室協辦 TVBS 於本校舉行「2100 全民開

講」現場節目。 

 教務處課務組派員參加中央大學遠距教學

計畫協調會議。 

 加拿大 Concordia 大學繼續教育中心主任

Dr. Richard J. Diubaldo 訪問推廣部。 

六月十二日 畢業典禮，副總統連戰蒞校參訪並主持剪綵

儀式。 

 婦女大學嘉義分部邀請洪子豪教授於聯誼

會系列演講中講演「創造景氣生涯」。 

六月十三日 第八屆婦女大學結業典禮、謝師宴。 

六月十四日 公關室邀請學術界校友餐敘並頒發特殊貢

獻傑出校友獎。 

六月十五—十七日 會計室蔡博賢主任出席教育部舉辦之八十

七學年度私立大專院校會計業務座談會。 

六月十七日 研發室召開第三次系所評鑑委員會議，討論

第二學期受評系所結果。 

 教務處辦理「八十八學年度輔仁大學與中國

文化大學重點運動績優學生聯合招生委員

會」第四次會議，確認分發登記資料。錄取

一二六人、錄取率 18.26 %。並根據八十七

學年度第九次參議會通過「共同必修科研究

委員會」所提「共同科」更名為「全人教育

課程中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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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次參議會議。 

 推廣部舉辦一九九九年暑期海外語文研習

活動領隊老師協調會議。 

六月廿二日 公關室《輔人》第十二期出刊。 

研發室獲教育部覆函同意籌設教育領導與

發展研究所、財經法律學系碩士班、資訊工

程學系增班、醫學系，並於八十九學年度招

生。 

全體宗輔老師推舉蕭慧瑛老師為宗輔中心

主任。 

人事室召開教師評審委員會之第四次臨時

會。 

校務改革研議小組第七次會議。 

慶祝創校七十週年系列活動《二十一世紀基

督宗教教育研討會：基督宗教大學在亞洲多

元文化社會之角色》第一次工作小組會議。 

校史室派員參加台灣大學舉辦之「數位博物

館專業課程」。 

六月廿二日—廿三日 教務處辦理八十八學年度學士後中等學校

教師職前學分班招生報名，計八類科招生，

招生名額一○○人。 

六月廿三日 資金發展室召開八十七學年度教育發資金

委員會。 

 學務處舉辦新舊任院系導師代表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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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務處辦理博士班招生考試；到考率為

95.8 %。 

六月廿四日 人事室召開第四次人事評議委員會。 

六月廿五日 宗輔月會、跨院系交談會。 

 學務處舉辦房東聯誼座談會。 

六月二十六日 推廣部舉辦國際英語能力鑑定 TOEIC 考試

日。 

六月廿七日 公關室於台中市校友會召開成立大會暨第

一次理監事會議。 

六月廿七日—廿九日 學務處假金山青年活動中心舉辦學生領袖

研習營。 

六月廿八日 人事室召開第三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六月廿九日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公務人力發展中心委託

本校推廣部辦理八十七學年度公教人員外

國語文進修班結業典禮。 

 推廣部召開推廣教育學分班課程協調會。 

六月卅日 學務處舉辦新任院系導師暨各院系秘書研

習會。 

七月 若望保祿二世和平對話研究中心出版《教宗

世界和平日文告—序》、《台灣婦女》、《美

國與台灣大學人權教育》等小冊子。 

七月一日 教務處舉辦八十七學年度代理（課）教師教

育學分班（暑期班）第二學期開學始業式。 

七月三日 聖言會許達士修士、林瑞德修士於淨心堂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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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執事。 

七月六日 校務改革研議小組第八次會議。 

 大學博覽會宣導工作人員說明會。 

七月七日 屏東高中師生一行八十五人蒞校參訪。 

 學務處召開期末訓育委員會。 

 教務處辦理二年制技術學系招生考試。 

 推廣部第八十六期進修課程開課典禮。 

七月八日 教務處辦理八十八學年度招生委員會第七

次會議、博士班放榜會議，計七所九五人報

名，錄取率 51.58 %。 

 第十次行政會議。 

七月十二日 英文系與推廣部接受教育部委託辦理國民

小學英語師資培訓課程教學會議。 

 推廣部與視聽教學中心合辦暑期兒童美語

班開課日。 

七月十四日 英文系與推廣部接受教育部委託辦理國民

小學英語師資培訓課程始業典禮。 

七月十五日 台北縣政府社會局委託推廣部辦理八十八

學年度第一期兒童福利專業主管人員研習

班始業典禮。 

七月十六日 台北縣政府社會局委託推廣部辦理八十七

學年度第二期兒童福利助理保育人員研習

班結業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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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九日 推廣部與法管電算中心合辦暑期青少年電

腦班開課日。 

 華新麗華公司委託推廣部代訓員工英語課

程開課日。 

七月廿日 新聘蔡家福立委、毅太企業洪團樟董事長，

及合一紙業陳金發三位校友為教育發展資

金委員會委員。 

 資訊中心完成 Mail server、Stmail 主機

更新工程。 

 教務處召開八十八學年度招生委員會第八

次會議、學士班二年制招生第一次放榜會

議。確定護理學系錄取標準及名單，流行設

計經營系筆試合格標準及名單，共錄取一一

○人。 

七月廿一日—廿二日 教務處辦理轉學生招生考試。共計五十二系

級組招生，到考率 82.03％。 

七月廿二日 教務處舉行代理（課）教師教育學分班（暑

期班）結業祈福派遣典禮，結業生計九十七

人。 

 人事室召開第五次教師評審委員會。 

七月廿二—廿四日 參與八十八學年度大學博覽會。 

七月廿六日 公關室邀請系友會餐敘。 

七月廿七日 公關室《輔大英文簡介》出刊。 

 第十次參議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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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史室為使參觀來賓對中國天主教文物館

收藏之天主教會文物歷史有更深入的了

解，出版《藏品簡介》。 

七月廿八日 會計室八十七學年度預算陳報董事會審議

通過後呈報教育部核備。 

 校務改革研議小組第九次會議。 

七月廿九日 教務處召開八十八學年度招生委員會第九

次會議、學士班二年制招生第二次放榜會

議。確定流行設計經營系飾品設計組、零售

經營組錄取標準及名單。 

七月卅一日 資訊中心所有工作站級主機，完成 Y2K 問題

進行作業系統改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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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學院 
 

八十七年 

八月一日 中國文學系主任由王初慶教授接任。 

 新聞傳播學系新聘林麗雲老師為專任助理

教授。 

 影像傳播學系主任由習賢德副教授接任；並

新聘趙庭輝、李依倩兩位助理教授。 

  影像傳播學系劉現成老師於《廣電人》第四

十四期發表文章〈香港自選影像服務VOD—

媒體匯流的新趨勢〉；並發表新書《台灣電

影、社會與國家》。 

八月一日—八十八年七月卅一日 

 圖書資訊學系陳昭珍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

題研究計畫「開放性系統資訊查詢與檢索協

定 (Z39.50) 之 應 用 與 維 護 研 究

(NSC87-2413-H-030-012)」；張淳淳老師獲補

助專題研究計畫「工商資訊資源分類系統研

究」及「工商類網路資源研究」；蘇諼老師

獲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臺灣地區醫學圖書館

員繼續教育需求之研究」；曾元顯老師獲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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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麗娟

老師獲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動畫屬性與不同

知識之學習」；曾元顯老師獲補助專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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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雜訊文件之關鍵詞自動擷取及應用」。 

 新聞傳播學系林靜伶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

題研究計劃「新聞論述中意念的再現論題取

徑的分析」；陳順孝老師獲補助專題研究計

劃有「新聞報導如何再現事實？語言層面的

探討」、「新聞報導如何呈現事實？語言層面

的探討」、「探討記者查證、訪問、寫作的知

識基礎：專家能力的特質」。 

 影像傳播學系劉現成老師獲行政院文化建

設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劃「從兩岸三地影

視工業的發展評估華語影視文化未來展望」

及國家電影資料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台灣

電影全紀錄」。 

 廣告傳播學系施群芳老師主持國科會委託

之「二二八新聞媒體的歷史記憶」研究計畫。 

 應用心理系林文瑛主任應邀分別擔任八十

七學年度蘇薌雨獎學金審查、國科會研究計

畫審查，中央研究院升等續聘資格審查，中

央研究院社會問題推動委員會委員，中央研

究院教育研究群等委員。 

 應用心理系丁興祥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

研究計畫「技術創造力特性與開發研究—子

計畫（六）：當代傑出科技人才創造發展的

社會環境」及「中小學教師的教學態度與創

造性教學行為之反思與行動」；王震武老師

獲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歸因歷程中的理性—

以不可解事件的歸因為例」；林文瑛老師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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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從發展的角度看理解的

統整」；林烘煜老師獲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態

度表達變動性的實徵研究」；翁開誠老師獲

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同理心提昇方案的行動

研究」；袁之琦老師獲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透

明效應對於格窗錯覺的影響」；陳學志老師

獲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不覺不知--隱性中文

刺激之處理層次分析」；劉兆明老師獲補助

專題研究計畫「工作動機理論之建構與驗證

（二）」。 

應用心理系劉兆明老師獲國科會甲種研究

獎「君子與小人—領導行為的探索性分

析」；夏林清老師以「制度變革中教育實踐

的空間—一個行動研究的實例與概念」獲

獎；陳學志老師以「為何老笑話依舊好笑—

中文笑話之重複呈現效應研究」獲獎。 

八月三日 應用心理系陳學志副教授應邀至新竹陸軍

五十一旅講演「情緒管理與心理健康」。 

八月十日 圖書資訊學系林麗娟老師應邀參加假國立

師範大學舉辦之「Dynamic Presentation in 
Multimedia Learning」。 

 圖書資訊學系吳政叡老師應邀參加假國家

圖書館舉辦之中國圖書館學會「主題分析與

機讀格式專題研習班」。 

八月十二日 圖 書 資 訊 學 系 曾 元 顯 老 師 應 邀 參 加

Association of Computer Vision, Graphics, 
and Image Processing 假 台 北 舉 辦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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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ult-Tolerant Information Retrieval for 
Noisy OCR Text」。 

八月十五日 應用心理系陳學志副教授應邀至國泰人壽

講演「幽默與人生」。 

 應用心理學系於《大學入門開創成功的大學

生涯》發表〈進入玄關—認識台灣教育中的

「我」〉。 

八月廿四日 圖書資訊學系曾元顯老師應邀參加 ACM 
SIGIR 假澳洲墨爾本舉辦之「Multilingual 
Keyword Extraction for Term Suggestion」。 

八月廿六日 應用心理系林文瑛主任應邀至孩樂嬰兒童

節目讀影會講演「兒童節目主持人的特質」。 

八月廿七日 應用心理系王震武教授應邀至婦女大學開

學典禮講演「婦女大學的宗旨」。 

九月—八十八年六月 廣告傳播學系陳尚永主任主持教育部委託

之「國內廣告公關專業課程規劃」研究計劃。 

九月三日 廣告傳播學系謝明順老師應邀至交通大學

演講「攝影的逆向思考」。 

九月四日 圖書資訊學系張淳淳老師、吳政叡老師應邀

參加假中國工商專科校學舉辦之「全國技專

校院圖書館自動化規劃第四次研討會」。 

九月六日 哲學系鄔昆如教授應邀於北京人民大學講

學二個月。 

九月八日—九日 應用心理系丁興祥老師於政大科管所發表

論文〈技術創造力特性與開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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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三日 應用心理系林文瑛主任於「中國心理學會」

發表論文〈從心理需求層次看父母的教養

觀〉。 

九月十七日 應用心理系陳學志副教授應邀至安泰人壽

講演「出手不打笑臉人：如何以幽默化解衝

突」。 

十月四日 廣告傳播學系謝明順老師應邀至誠品書局

敦南店講演「符碼與視覺語言」。 

十月十日—十一日 應用心理系陳秀蓉老師應邀至蓮花基金會

主辦之「走過悲傷訓練團體一台大醫院緩和

醫療志工訓練」。 

十月十八日 歷史學系王芝芝老師應邀參加中研院史語

所舉辦之「全國人文社會科學會議人文學北

區會前會」。 

十月廿日 應用心理系陳學志副教授應邀至中央大學

中文所講演「研究生的壓力調適與管理」。 

十月廿二日 圖書資訊學系曾元顯老師應邀參加假中央

研究院舉辦之「資訊檢索技術的新趨勢研討

會」。 

十月廿二日—廿四日 歷史學系王芝芝老師應邀參加中研院史語

所舉辦之「邁向新學術之路：學術史研討

會」。 

十月廿三日 歷史學系王芝芝老師應邀至台北市立文化

中心講演「如何做口述歷史」。 

十月廿六日 應用心理系陳學志副教授應邀至中央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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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所講演「研究生的壓力調適與管理」。 

十月卅一日 文學院文開樓及冠五樓落成典禮。 

影像傳播系李依倩老師、程予誠老師、劉現

成老師應邀出席「邁向二十世紀國家資訊通

訊暨傳播整合政策研討會」，李依倩老師及

劉現成老師分別發表〈合與不合之間：由傳

播電信跨業互通探討因應整合潮流之道〉、

〈亞太地區傳播整合政策經驗：以香港為

例〉。 

十一月 應用心理系張郁雯副教授應邀於「第三屆國

內華語文教學研討會」發表論文〈華語文測

試的新發展〉。 

十一月一日 歷史學系王芝芝老師應邀參加中國近代史

學會舉辦之「戊戌變法一百週年學術研討

會」。 

十一月四日 中國文學系舉辦「第二屆紀念傅試中老師詩

詞吟唱比賽」。 

 圖書資訊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 

 廣告傳播學系週會。 

十一月十一日 歷史學系王芝芝老師及圖書資訊學系盧荷

生老師、張淳淳老師應邀出席「蔣復璁先生

百歲誕辰紀念會」。 

十一月十二日 應用心理系丁興祥老師於「中華民國幼教改

革研究會年會」發表論文〈說我們的故事—

敘說與自我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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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十三日 哲學系丁原植教師應邀於上海復旦大學講

學二週。 

 哲學系丁福寧教師應邀於上海佘山修院講

學二週。 

十一月十四日 哲學系陳福濱主任與李振英、黎建球、袁信

愛、吳宏安、張振東教授及李惠美助教參加

廈門大學舉辦之「哲學與現代化學術研討

會」，並分別於會議中發表論文。 

 圖書資訊學系高錦雪老師、張淳淳老師應邀

參加假國家圖書館舉辦之「一九九八造訪圖

書資訊學」。 

 廣告傳播學系陳尚永主任應邀於「一九九八

媒介與環境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 

十一月十四日—十五日 大眾傳播研究所假古欣廳舉辦「一九九八媒

介與環境學術研討會」。 

十一月十五日 廣告傳播學系施群芳老師應邀於「一九九八

媒介與環境學術研討會」擔任會議主持人。 

十一月十八日 圖書資訊學系吳政叡老師應邀參加假國家

圖書館舉辦之「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千禧年危

機研討會」。 

十一月廿日 應用心理系林文瑛主任應邀參加由國立台

灣師範大學地方教育輔導處主辦之「透視教

育問題與趨勢系列座談會－透視學習型組

織」，並擔任主持人。 

 圖書資訊學系曾元顯老師應邀參加「第四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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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資訊管理研究暨實務研討會」。 

十一月廿五日 廣告傳播學系系所評鑑。 

 中國文學系第一學期課程修訂暨獎學金評

選會議。 

十一月廿七日 圖書資訊學系張淳淳老師應邀參加假政治

大學舉辦之「八十七學年度全國公私立大學

校院圖書館館長聯席會議暨期刊合作館藏

發展實務研討會」。 

 圖書資訊學系曾元顯老師應邀參加假國家

圖書館舉辦之「Z39.50 發展趨勢」。 

十一月廿八日—廿九日 應用心理系丁興祥老師應邀參與高雄中山

大學教育研究所所舉辦之「技術創造力特性

與開發研究」。 

十一月卅日—十二月五日 中文週。 

十二月一日 影像傳播學系劉現成老師於《全聯有線電視

期刊》發表文章〈香港互動電視獨步全球，

可資借鏡〉。 

 影像傳播系劉現成老師於《廣電人》期刊第

四十八期發表文章〈香港廣電事業監理機構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 

 歷史學系戴晉新老師應邀出席「海峽兩岸地

方史志、地方博物館學術研討會」。 

 圖書資訊學系曾元顯老師應邀參加假台灣

大學圖資系舉辦之「模糊搜尋、相關詞提示

與相關詞回饋在OPAC系統中的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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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一日—四日 圖資週。 

十二月三日 歷史學系戴晉新老師應邀於三軍軍官俱樂

部主講「學術論文的基本規範」。 

十二月八日 影像傳播學系第一學期課程協調會。 

十二月十日 新聞傳播學系實習媒體「生命力公益新聞

網」入選電腦家庭雜誌評選年度 1000 大網

站。 

十二月十一日 歷史學系舉行研究所第一次研究生論文初

稿發表會。 

 圖書資訊學系盧荷生老師、張淳淳老師應邀

參加假國家圖書館舉辦之「圖書資訊基礎建

設與學習社會學術研討會」。 

十二月十一日—十二月 歷史學系王芝芝、雷俊玲老師應邀參加中國

社會文化研究中心舉辦之「兩岸家庭變遷中

家庭與其相關問題學術研討會」。 

十二月十二日 圖書資訊學系張淳淳老師應邀參加假國家

圖書館舉辦之「中國圖書館學會年會」。 

 廣告傳播學系洪雅慧老師應邀至中華民國

農訓中心講演「競選廣告」。 

十二月十六日 影像傳播學系李依倩老師應邀出席本校大

眾傳播研究所舉辦之「第八屆學生論文發表

會」，並擔任講評。 

十二月十八日 應用心理系劉兆明老師應邀至世新社心系

演講「工商與組織心理學的發展︰人與組織

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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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資訊學系曾元顯老師應邀參加假雲林

技術學院圖書館舉辦之「新一代資訊檢索系

統之評估與多資料庫之整合檢索」。 

十二月十九日 歷史學系王芝芝老師、戴晉新老師應邀參加

政治大學文學院舉辦之「四十年來台灣人文

教育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 

 應用心理系林文瑛主任應邀至私立耕莘護

校講演「青少年兩性問題的現況與輔導」。 

 圖書資訊學系高錦雪老師、張淳淳老師、蘇

諼老師應邀參加假台北巿立圖書館舉辦之

「圖書資訊學核心課程座談會」。 

  圖書資訊學系張淳淳、吳政叡老師應邀參加

假台北巿立圖書館舉辦之「中華圖書資訊學

教育學會第七屆年會」。 

 廣告傳播學系謝明順老師應邀至「新聞評議

會」講演「談攝影藝術」。 

十二月十九日－廿日 中國文學系參加「第十六屆全國大專青年聯

吟大會」，並榮獲吟唱團體第一名、創作團

體獎第二名、最佳舞臺設計獎等獎項。 

十二月廿二日 應用心理系系所評鑑。 

十二月廿三日 應用心理系林文瑛主任應邀出席中央大學

主辦之八十七學年度北區大學院校輔導中

心個案研討會，並專題演講「從發展心理學

的觀點看反社會人格」。 

十二月廿八日—廿九日 歷史學系戴晉新老師應邀參加假國家圖書



文學院 【71】 

館舉辦之「魏晉南北朝國際學術研討會」。 

十二月卅日 中國文學系召開第一學期推廣教育碩士學

分班付委會議。 

 新聞傳播學系邀請誠品書局公關室李玉華

小姐蒞系演講。 

八十八年 

一月 影像傳播學系趙庭輝老師於《廣播與電視》

期刊第十三期發表文章〈廣電科技、家戶空

間與家庭時間的論辯〉。 

 影像傳播學系程予誠老師獲公關室補助製

作《輔仁大學八十八學年度簡介》，及「輔

大七十週年校慶紀錄片—成長與喜悅」。 

一月一日 影像傳播系劉現成老師於《廣電人》第四十

九期發表文章〈亞州經濟危機對香港廣電事

業的衝擊〉。 

一月三日 廣告傳播學系謝明順老師應邀至「中華攝影

文化協進會」講演「風景攝影的逆向思考」。 

一月八日 哲學系假文開樓舉辦「第八屆士林哲學與當

代哲學學術研討會」。 

 應用心理系林文瑛主任應邀前往教育學程

中心舉辦之「情意教育與青少年問題研討

會」講演「青少年感情問題與認識」。 

一月十五日—十六日 應用心理系林文瑛主任應邀出席國科會舉

辦之「全國人文社會科學會議」。 

一月十五日－十七日 哲學系舉辦校慶七十週年系列活動「本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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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思想文獻與中國古典哲學研究兩岸學

術研討會」。 

一月十六日 歷史學系戴晉新老師應邀參加假國家圖書

館舉辦之「全國人文社會科學研討會」。 

一月廿日 應用心理系夏林清教授應邀至台東師院初

等教育研究所演講「行動研究法」。 

一月廿一日－廿二日 中國文學系教師學術研討會。 

一月廿二日 應用心理系陳學志副教授應邀至政治大學

講演「情緒管理的認知策略」。 

一月廿七日 應用心理系陳學志副教授應邀至北市空軍

總部高級軍官團講演「情緒管理與壓力舒

解」。 

二月 應用心理系夏林清教授於《應用心理研究季

刊》發表〈制度變革中教育實踐的空間：一

個行動研究的實例與概念〉。 

二月一日 影像傳播學系程予誠老師發表《新媒介科技

論》。 

 影像傳播學系劉現成老師於《廣電人》第五

十期發表文章〈中國大陸賀節影視節目〉。 

二月二日 應用心理系林文瑛主任應邀至台灣省高級

職業學校輔導工作輔導團「青少年情緒管理

與挫折容忍力主題輔導工作坊」講演「憤

怒、憂鬱情緒的探討」。 

二月十日 應用心理系王震武教授應邀至社會大學文

教基金會講演「反省台灣啟蒙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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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告傳播學系謝明順老師應邀至台灣大學

及建國中學分別講演「旅遊攝影」、「商業攝

影」。 

二月廿三日 應用心理系夏林清教授應邀出席「多元智慧

表現與高中生學習檔案座談會」，並擔任會

議主持人。 

二月廿四日 廣告傳播學系謝明順老師參加「攝影教學研

討會」並擔任評論人。 

二月廿九日 圖書資訊學系盧荷生老師應邀參加「人的素

質學術研討會」。 

三月一日 圖書資訊學系張淳淳老師應邀參加假台北

巿政府公訓中心舉辦之「公共圖書館之工商

資訊服務」。 

三月二日 中國文學系邀請大陸學者傅雪漪先生、李光

玉小姐講演「詩詞吟唱相關論題」。 

三月三日 圖書資訊學系第一次教師評審委員會。 

三月十日 圖書資訊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 

三月十一日 應用心理系夏林清教授應邀參加「多元智慧

表現與高中生學習檔案座談會」，並擔任會

議主持人。 

三月十四日 歷史學系周雪舫老師應邀參加寶島新聲廣

播電台講演「俄羅斯的東正教」。 

三月十七日 中國文學系召開第二學期第一次課程修訂

會議。 

 影像傳播學系李依倩老師應邀出席廣告傳

文學院 【74】 

播系「第三屆學生論文發表會」，並擔任講

評。 

三月十九日 中國文學系、哲學系、廣告傳播學系大學推

薦甄試考試。 

三月廿日 應用心理系夏林清教授應邀至頭城家商演

講。 

 新聞傳播學系舉辦大學推薦甄試考試。 

 廣告傳播學系林榮觀老師應邀至台南女子

技術學院講演「廣告創意策略與表現型態」。 

三月廿二日—廿七日 新聞週。 

三月廿三日 歷史學系張淑勤老師應邀至淡江大學歷史

系講演「歷史與音樂」。 

 應用心理系陳學志副教授應邀至關西馬武

督渡假中心講演「領導幹部的壓力管理」。 

三月廿四日 圖書資訊學系第五次教師評審委員會；同日

舉辦高普考暨研究所說明會。 

三月廿七日 中國文學系第二學期第二次課程修訂會。 

 影像傳播學系召開跨校系教評會。 

 歷史學系莊尚武老師應邀參加假臺灣大學

國際會議廳舉辦之「認識中國史學術研討

會」。 

三月廿七日—廿九日 廣告傳播學系與政大廣告系、世新公傳系廣

告組，於中國時報廣場民權大樓舉辦「三校

聯合畢業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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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卅日 歷史學系莊尚武老師應邀參加假國家圖書

館國際會議廳舉辦之「人文關懷與社會實踐

學術研討會」。 

 應用心理系林文瑛主任參加由法鼓人文社

會學院主辦之「人文關懷與社會實踐系列－

人的素質學術研討會」，並發表〈人的素質

為什麼會低落？〉。 

四月 影像傳播學系劉現成老師於《新聞學》第五

十七期發表文章〈期待更多日據時代媒體歷

史研究的出土〉。 

 劉兆明副教授發表 The Concept of Bao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並收錄於 H. S. R. Kao, D. Sinha & B. Wilpert
所編，Management and Cultural Values：the 
Indigenization of Organizations in Asia.。 

 應用心理系袁之琦教授於第三屆「Annual 
Vision Research Conference 」 發 表 論 文

Impulsive Response Type in Attention Deficient 
Children in Taiwan。 

四月二日 應用心理系陳學志副教授應國防部之邀至

陽明山青村訓練中心講演「問卷設計與編

製」。 

四月九日 圖書資訊學系曾元顯老師應邀參加假中研

院舉辦之「一九九九年亞洲語言資訊檢索會

議籌備會」。 

四月十二日 圖書資訊學系蘇諼老師應邀參加假陽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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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舉辦之「研究資源研討會」。 

四月十三日 應用心理系陳學志副教授應邀至石門福華

飯店講演「領導幹部的壓力管理」。 

 新聞傳播學系陳順孝老師應邀至自由時報

總社講演「網路媒體與新聞編輯」。 

四月十四日 應用心理系林文瑛主任應邀至八德市大勇

國小講演「愛的鞭策？談管教原則」。 

 廣告傳播學系舉行甄試新生報到、餐敘及校

園導覽活動。 

四月十六日－十七日 中國文學系舉辦「第一屆先秦兩漢研討會」。 

四月十七日 應用心理系林文瑛主任應邀至台北縣福和

國中演講「青少年的理性與感性」。 

四月廿二日 應用心理系林文瑛主任應邀擔任教育部主

辦之「邁向廿一世紀兩性平等教育學術研討

會」論文評論人。 

 廣告傳播學系舉辦由聯廣董事長賴東明先

生贊助之「明梅廣告策略競賽」。 

四月廿三日 應用心理系丁興祥老師應邀至台北市立師

院幼教會講演「敘說與自我成長」。 

四月廿四日 應用心理系陳秀蓉老師應邀至蓮花基金會

主辦之「台大醫院緩和醫療志工訓練」講演

「走過悲傷訓練團體（二）」。 

 應用心理系丁興祥老師應邀至屏東師範學

院初教系講演「敘說心理學的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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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廿八日 歷史學系邀請留美學者王晴佳先生蒞系講

演「如何看待後現代主義對當代史學的關

係」。 

 應用心理系夏林清教授於「多元智慧表現與

高中生學習檔案座談會」擔任主持會議工

作。 

 新聞傳播學系與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合辦

「前瞻網路媒體系列演講」，第一場邀請電

腦家庭雜誌社長李宏麟先生演講「電子報傳

奇 V.S.網路商機」。 

四月廿九日 圖書資訊學系吳政叡老師應邀參加假淡江

大學舉辦之「一九九九海峽兩岸圖書館建築

研討會」。 

四月卅日 歷史學系舉行研究所第二次研究生論文初

稿發表會。 

 歷史學系莊尚武、張淑勤老師應邀參加假師

大綜合大樓舉辦之「歷史教育研討會」。 

 應用心理系夏林清教授應邀於「多元智慧表

現與高中生學習檔案座談會」擔任會議主

持。 

五月一日 應用心理系丁興祥老師應邀參與政治大學

科管所舉辦之「技術創造力特性與開發研究

研討會」。 

五月二日 哲學系邀請上海復旦大學哲學系俞吾金主

任蒞系講學二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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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心理系林文瑛主任應邀至八德市大勇

國小講演「愛的訊息？談親子溝通」。 

 新聞傳播學系與新聞局合辦新聞從業人員

在職短期進修課程「網路新聞工作坊」；並

邀請該系陳順孝老師講演「網路媒體的新聞

革命」。 

五月四日 圖書資訊學系高錦雪老師、曾元顯老師、張

淳淳老師應邀參加假科資中心舉辦之「數位

化資訊資源共享聯盟研討會」。 

五月五日 圖書資訊學系輔系、雙主修說明會。 

 應用心理系黃月霞教授應邀至民族國小講

演「兒童輔導概念」及「小團體輔導示範」。 

  新聞傳播學系與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合辦

「前瞻網路媒體系列演講」，第二場邀請和

信超媒體行銷處處長董本洪先生講演「網路

大未來—有線寬頻網路」。 

五月七日 廣告傳播學系謝明順老師應邀至台灣大學

講演「商業攝影」。 

五月七日—八日 應用心理系袁之琦副教授於佛羅里達第三

屆「Annual Vision Research Conference」中

發表論文 Huang,R.Y.,& Yuan, J.C.（1999）
Implusive Response Type in Attention Vision 
Research Conference.。 

五月十日 歷史學系雷俊玲老師應邀至中和高中講演

「近代歐洲的各種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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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傳播學系陳順孝老師應邀至政治大學

新聞系講演「大學實習報的網路人文探索：

以『生命力』公益新聞網為例」。 

五月十二日 中國文學系第二學期第三次課程修訂暨第

一次系評會議。 

 影像傳播學系召開第二學期第一次課程協

調會。 

 圖書資訊學系第六次教師評審委員會。 

 新聞傳播學系與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合辦

「前瞻網路媒體系列演講」，第三場邀請年

代資訊編製總監胡福財先生講演「年代／

T.V.B.S.的網路戰略」。 

五月十三日 圖書資訊學系盧荷生老師、高錦雪老師、林

麗娟老師、張淳淳老師應邀參加假國立師範

大學舉辦之「資訊素養與終身學習社會國際

研討會」。 

 新聞傳播學系陳順孝老師應邀至陽明大學

講演「編輯的藝術」。 

五月十四日 廣告傳播學系陳尚永主任、洪雅慧老師、吳

宜蓁老師、張佩娟老師出席政大舉辦「第七

屆中華民國廣告暨公共關係學術與實務研

討會」並分別擔任主持人及評論人。 

五月十四日－十五日 中國文學系研究生論文發表會。 

 歷史學系舉辦輔大七十週年校慶活動「七十

年來中西交通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以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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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為中心學術研討會」。 

五月十五日 應用心理系夏林清教授應邀於「大學學群選

才座談會」擔任會議主持人。 

 應用心理系丁興祥老師應邀至台北市立景

美托兒所講演「兒童創造力的培養與激發」。 

五月十七日 中國文學系邀請大陸學者李思敬先生、麥耘

先生、黎新第先生蒞系講演「音韻學專題」。 

五月十七日—十九日 影像傳播學系習賢德老師應邀至台北國際

會議中心出席「國際新聞協會第四十八屆年

會」。 

五月十七日—廿一日 影像傳播學系假文友樓演講廳舉行第一屆

畢業展「戀瞳癖」。 

五月十八日 應用心理系陳學志副教授應邀至桃園龍岡

陸軍二十一砲指部及士官學校分別講演「自

我傷害防治及事後心理重建」及「問卷設計

與編製」。 

五月十八日—十九日 應用心理系夏林清教授應邀於「適性選擇校

系高中輔導教師研習會」擔任會議主持。 

五月十九日 新聞傳播學系與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合辦

「前瞻網路媒體系列演講」，第四場邀請中

央社新聞全文資料庫研發組組長沈安行先

生講演「中央社的即時新聞旋風」。 

五月廿日 應用心理系夏林清教授應邀至「教育部中教

司行動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講演「行動研

究與教師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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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廿一日 中文系邀請河北社科院研究室王碩荃女士

蒞系演講。 

五月廿五日—廿六日 應用心理系夏林清教授於「適性選擇校系高

中輔導教師研習會」擔任會議主持人。 

五月廿六日 影像傳播學系學會假文友樓演講廳舉辦「八

十七學年度課程檢討會」。 

 歷史學系邀請大陸學者徐苹芳先生及暨南

大學張寧副教授講演「中國古代城市的興

起」及「一九一○至一九三○年中英商務關

係—漢口英商個案研究」。 

 新聞傳播學系與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合辦

「前瞻網路媒體系列演講」，第五場邀請蕃

薯藤數位科技公司總經理陳正然先生講演

「蕃薯藤的理想與實踐」。 

五月廿七日 應用心理系陳秀蓉老師應邀至學輔中心主

辦之「八十七學年度北區大學院校小型個案

實務研討會」講演「壓力與焦慮的本質與因

應」。 

五月廿八日 應用心理系夏林清教授應邀於「大學學群選

才座談會」擔任會議主持。 

五月廿九日 中國文學系召開新聘教師複審暨第四次課

程修訂會議。 

 應用心理系夏林清教授應邀至「東吳大學一

九九九科際整合管理研討會」講演「組織學

習與行動科學」。 

文學院 【82】 

 圖書資訊學系第七次教師評審委員會。 

五月卅一日 文華樓焯炤藏書室揭幕典禮，前校長羅光總

主教親臨主持。 

六月 應用心理系夏林清教授受大考中心委託完

成「選擇大學校系電腦輔導系統－北斗星」

之光碟製作。 

 應用心理系黃月霞教授應邀至民生國小演

講「兒童輔導基本概念」。 

六月一日 圖書資訊學系曾元顯老師應邀參加假立法

院舉辦之「台灣國會圖書館大於美國國會圖

書館」。 

六月二日 應用心理系夏林清教授分別應邀於「大學學

群選才座談會」擔任會議主持，並至「台灣

省國民教師研習會」講演「教師專業實踐與

行動研究」。 

 新聞傳播學系與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合辦

「前瞻網路媒體系列演講」，第六場邀請南

方電子報總編輯陳豐偉先生講演「南方電子

報的人文媒體革命」。 

六月四日 影像傳播學系李依倩老師、劉現成老師應邀

至廣電基金會出席「兩岸暨香港流行文化與

影視媒介發展研討會」，並分別發表論文〈文

明衝突：互動遊戲之族群設定與身份認

同〉、〈春風望盡之後—台灣流行音樂史學方

法初探〉。 

六月五日 中國文學系召開第二學期碩士學分班付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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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 

六月七日 圖書資訊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 

六月九日 哲學系於系所會議推選丁福寧老師為新任

主任、丁原植老師為夜間部主任；同時召開

課程規劃委員會。 

 新聞傳播學系假文友樓演講廳舉辦「施清真

老師歡送會」。 

六月十日 哲學系《哲學論集》第三十二期出版。 

 圖書資訊學系吳政叡老師應邀參加假國家

圖書館舉辦之「八十八年度公共圖書館資訊

系統成果觀摩及研討會」。 

六月十日—十一日 影像傳播學系假文友樓演講廳演出年度戲

劇公演「仲夏夜之夢」。 

六月十一日 應用心理系夏林清教授應邀出席「多元智慧

表現與高中生學習檔案座談會」，擔任會議

主持。 

六月十五日 中國文學系召開重點系所補助款申請付委

會議。 

六月十六日 應用心理系陳學志副教授應邀至頭份陸軍

二○六師講演「自我傷害防治及事後心理重

建」。 

六月十七日 影像傳播學系習賢德老師應邀赴台北市政

府公務人員訓練中心講演「政府機構新聞稿

的撰寫與發布」。 

六月廿一日 廣告傳播學系吳宜蓁老師應邀至政戰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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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研所講演「公共關係」。 

六月廿三日 新聞傳播學系、影像傳播學系、廣告傳播學

系於文友樓舉辦「電視攝影棚開幕典禮」。 

六月廿四日 應用心理系夏林清教授應邀出席「學生學習

表現資料庫之建立研討會」，擔任會議主持。 

 圖書資訊學系吳政叡老師應邀參加於美國

舉辦之「1999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Conference」。 

六月廿五日 影像傳播學系召開第二學期第三次課程協

調會。 

 應用心理系陳秀蓉老師應邀於慈濟醫學暨

人文社會學院學輔中心主辦之「八十七學年

度北區大學院校小型個案實務研討會」演講

「身心壓力管理」。 

六月廿七日—廿九日 影像傳播學系趙庭輝老師應邀至新竹關西

出席中華傳播學會「一九九九論文研討

會」，並發表論文〈閱聽眾分析在英國媒體

與文化研究的發展〉。 

六月廿八日 應用心理系王震武教授應邀至社會大學文

教基金會台中分部講演「坐看教改藍天」。 

六月廿八日—廿九日 廣告傳播學系施群芳老師應邀出席「中華傳

播學會年會」擔任會議主持及評論人；吳宜

蓁老師亦出席發表論文。 

六月廿九日 圖書資訊學系高錦雪老師應邀參加假國家

圖書館舉辦之「國家圖書館第二次讀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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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委員會議」。 

六月卅日 應用心理系林文瑛主任應邀於新任院系導

師代表研習會講演「談現代大學生的內心世

界」。 

七月 影像傳播學系習賢德老師於《中華民國八十

八年出版年鑑》發表〈台灣報業經營趨勢與

發展局勢〉。 

 應用心理系夏林清教授完成編制大學指引

系列－彩繪學群書籍編製之「另類圖解大學

學系工作案」。 

七月一日 應用心理系王震武教授應邀至社會大學文

教基金會新竹分部講演「坐看教改藍天」。 

七月八日 應用心理系王震武教授應邀至社會大學文

教基金會高雄分部講演「坐看教改藍天」。 

七月十日 影像傳播學系習賢德老師應邀參加假濟時

樓舉辦之「第四屆企業跨國經營管理研討

會」，並擔任分組主持人。 

七月十二日 中國文學系舉行「獎學金評選會議」。 

 應用心理系陳秀蓉老師應邀至仁濟療養院

新莊分院講演「臨床工作人員的壓力管理」。 

七月十四日 應用心理系夏林清教授應邀至教育部舉辦

之「八十八學年度綜合高中試辦學校教師教

材教法暨輔導知能研習會」講演「多元智慧

與生涯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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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藝術學院  
 

八十七年 

八月－八十八年十二月 景觀設計學系葉美秀老師應原住民委員會

委託持續規劃「花蓮縣光復鄉馬太鞍地區原

住民農業推廣教育輔導觀光農業調查」；應

頭城農場委託持續規劃「頭城農場改善計

劃」。 

景觀設計學系洪得娟老師應邀參與「亞東超

大都市研究計劃」。 

八月 音樂系劉志明老師於香港公教真理會出版

之《禮樂集》第十二冊發表樂曲。 

 景觀設計學系張德煇老師應邀參加「一九九

八年台北市國際藝術博覽會」之聯合展出。 

 景觀設計學系陳燕靜老師參與七星生態保

育基金會「士林園藝所生態園」之規劃設計

案。 

 景觀設計學系趙家麟老師應邀擔任台北縣

政府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委員。 

 景觀設計學系洪得娟老師發表「都市公園綠

地景觀體驗之研究」。 

八月一日 藝術學院院長由方銘健教授接任。 

 景觀設計學系主任由張德煇副教授接任；葉

美秀老師升等為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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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系主任由郭聯昌教授接任；新聘專任助

理教授王逸超老師。 

八月四日 音樂系蘇慶俊老師指揮台北華新兒童合唱

團於國家音樂廳演出「柑仔蜜是台灣名」。 

八月十六日－廿五日 音樂系蘇慶俊老師率領台北華新兒童合唱

團前往日本演出。 

八月廿一日 音樂系方銘健老師應邀至台北教師研習營

演講「音樂史上樂派探討」。 

八月廿八日 景觀設計學系洪得娟老師於「第二屆造園景

觀與環境規劃設計研究成果研討會」中發表

「都市公園綠地景觀意象評估之研究」。 

九月 景觀設計學系趙家麟老師設計之新莊市「福

營綠廊」獲得內政部營建署全國優良園景。 

九月一日 音樂系舉辦法國吉他大師珍妮維亞‧頌妮

（Genevieure Chanut）講習會。 

九月七日 景觀設計學系趙家麟老師應邀擔任新竹市

稅捐大樓設計公開競圖評審。 

九月十二日 音樂系孫樹文老師應邀至台視大樓演出台

視網站回饋網友音樂會。 

九月廿三日－廿四日 音樂系林玉卿老師分別前往彰化縣政府禮

堂及高雄市立文化中心至善堂演出「世紀末

大師的綺想—許常惠教授作品演奏會」。 

九月廿七日 音樂系曾素芝老師假桃園縣立文化中心演

藝廳演出「精典名曲之夜」。 

十月 音樂系方銘健老師於福建省東引演出獨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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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室內樂作品。 

 景觀設計學系張德煇老師應邀參加「國立成

功大學一九九八校園雕塑大展－世紀黎明」

展出。 

 景觀設計學系趙家麟老師應邀至淡江大學

建築系講演「都市開放空間與景觀設計」。 

 景觀設計學系趙家麟老師應邀至台灣大學

造園所講演「校園規劃與填充建築」。 

 景觀設計學系洪得娟老師應邀翻譯《都市與

自然作用》一書。 

十月十五日 景觀設計學系陳文錦老師應邀擔任「兒童遊

戲設施安全責任座談會」引言人並講演「兒

童遊戲設施與兒童行為」。 

十一月 音樂系劉志明老師於香港公教真理會出版

之《禮樂風琴集》發表樂曲。 

 音樂系孫樹文老師於《中華民國音樂教育學

會會訊》發表〈簡介國際鋼琴教學研討會〉

及〈布拉姆斯獨特的鋼琴教學法〉。 

十一月一日 音樂系唐鴻芬老師假國家演奏廳演出「唐鴻

芬宗教音樂獨唱會」。 

十一月四日 音樂系舉辦蘇聯鋼琴教授波里斯‧勒沃夫

（Boris Lovv）講習會。 

十一月十三日 音樂系王逸超老師假高雄文化中心至德堂

演出「柴可夫斯基之夜」。 

十一月十七日 音樂系蘇慶俊老師指揮台南頌音合唱團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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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成功大學成功廳演出「異國風情與台灣

情懷」。 

十一月十八日 第一次院務會議。 

十一月廿日 景觀設計學系陳文錦老師應邀擔任「一九九

八年第三屆兒童遊戲空間規劃與安全研討

會」台北場主題演講人。 

十一月廿五日 音樂系林玉卿老師假輔大藝術學院懷仁廳

演出演講音樂會「當代台灣歌曲作品」。 

十一月廿六日 景觀設計學系陳文錦老師獲邀擔任「一九九

八年第三屆兒童遊戲空間規劃與安全研討

會」高雄場主題演講人。 

十一月廿八日 音樂系於台中大甲舉辦巡迴音樂會系列

（一）。 

十一月廿九日 音樂系蘇慶俊老師指揮台北華新兒童合唱

團於台北社交館演出「鯽仔魚欲娶某」。 

十二月 景觀設計學系葉美秀老師獲中國農村發展

規劃學會頒發之「優良博士論文獎」。 

 景觀設計學系洪得娟老師受邀翻譯《新綠化

空間設計指南—技術手冊》一書。 

十二月三日 音樂系唐鴻芬老師假桃園縣立文化中心演

奏廳演出「唐鴻芬宗教音樂獨唱會」。 

十二月七日 應美系全體教師假輔大藝廊舉行「慶祝輔大

創校六十九年校慶教授聯展」。 

十二月九日 應美系陳國珍老師假台灣手工業研究所台

北陳列館舉行「晶瑩掇英聯合金工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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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日 音樂系蘇慶俊老師指揮高雄林瓊瑤紀念合

唱團於高雄文化中心至德堂演出「抱著咱的

夢」。 

十二月十三日 音樂系於台中清水舉辦巡迴音樂會系列

（二）。 

 音樂系蘇慶俊老師指揮福爾摩沙合唱團於

台北東門教會演出「蕭泰然合唱作品」。 

十二月十三日－十六日 音樂系郭聯昌老師指揮輔大音樂系管弦樂

團分別至省立清水高中大禮堂、台南女子技

術學院乃見堂、新莊文化中心演藝廳演出

「輔仁大學音樂系八十七學年度巡迴音樂

會」，鋼琴協奏曲部份由孫樹文老師演出，

並發表高惠宗老師作品。 

十二月十四日  音樂系於高雄樂育高中舉辦巡迴音樂會系

列（三），於台南女子技術學院舉辦巡迴音

樂會系列（四）。 

十二月十六日 音樂系於新莊文化中心舉辦巡迴音樂會系

列（五）。 

十二月十八日 法國文化部音樂舞蹈處主任督學 Daniel 
Blanc 先生、教育部高教司負責國際事務官

員 Michel Gutot 先生及教育部文教處林基仁

秘書蒞音樂系訪問。 

十二月廿二日 音樂系假藝術學院懷仁廳舉辦輔大樂集

（一）「協奏曲之夜」。 

十二月廿三日 院導師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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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系假藝術學院懷仁廳舉辦輔大樂集

（二）「協奏曲之夜」。 

十二月廿八日 音樂系於台北縣立文化中心舉辦巡迴音樂

會系列（六）。 

 音樂系蘇慶俊老師指揮輔大音樂系室內合

唱團演出巡迴音樂會—合唱之夜「抱著咱的

夢」，並由林玉卿老師擔任獨唱。 

十二月廿九日 香港管樂協會理事長及秘書長、澳門管樂協

會理事長及秘書長及日本管樂協會人員一

行五人蒞音樂系訪問。 

八十八年 

一月 景觀設計學系葉美秀老師參與台北市政府

都市發展局舉辦之「台北市政府士林區社區

規劃師成員」。 

一月五日 音樂系蘇慶俊老師指揮台北喜悅女聲合唱

團於國家演奏廳演出「佛緣人生」。 

一月六日 音樂系舉辦美國豎笛大師強納生‧寇勒

（Jonathan Cohler）講習會。 

一月八日 台北縣光仁中學音樂班參訪音樂系。 

一月十二日 音樂系劉志明老師發表於香港公教真理會

出版之《禮樂集》第十四集「羔羊頌」。 

一月十四日 音樂系林玉卿老師至希臘雅典歌德學院音

樂廳演出「希臘禧年系列音樂會」。 

一月廿日 應美系主任林文昌教授《彰化縣繪畫發展調

查研究》，由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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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廿二日 音樂系方銘健老師應邀至宜蘭教師研習營

演講「綜觀音樂史之風格」。 

一月廿五日 應美系主任林文昌教授、顧世勇老師、賴志

彰老師、向明光老師及陳建韓老師共同完成

教育部顧問室委託之「人文社會科學教育改

進計劃案—應用美術與人文社會科學之研

究暨前瞻性課程的修定與整合」。 

一月卅日 音樂系蘇慶俊老師指揮台北教師合唱團於

台北社教館演出「台灣是寶島」。 

一月卅一日 音樂系專任講師蔡盛通老師退休。 

二月 景觀設計學系張德煇老師獲中西文化研究

中心補助研究案「環境藝術的復興和創新—

從六十年代的雕塑藝術對空間的新探索談

起」。 

二月四日 景觀設計學系趙家麟老師受聘擔任新竹市

「東門城護城河空間整體環境規劃」公開競

圖之評審委員。 

二月十二日 音樂系林玉卿老師應邀至美國波士頓大學

音樂廳參與「後現代音樂會」演出。 

三月 音樂系方銘健老師於輔大懷仁廳演出獨奏

與室內樂。 

 景觀設計學系趙家麟老師入圍交通部國工

局舉辦之「北宜高速公路石碇交流道公共藝

術競圖」。 

三月一日 臨時院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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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五日 音樂系德林傑老師應邀至聖言會國際展演

中心開幕典禮演出。 

三月十二日 音樂系王逸超老師假新竹縣立文化中心舉

行小提琴獨奏會，並由孫樹文老師擔任鋼琴

伴奏。 

三月十三日 音樂系郭聯昌老師及林玉卿老師假國家演

奏廳分別指揮 ISCM 室內樂團及演出音樂創

作比賽評審委員作品「音樂台北」。 

三月十五日 第一屆輔大藝術節開幕式暨開幕音樂會。 

 應美系馮永華老師升等副教授。 

三月十六日 加拿大麥爾基大學音樂系主任等教授四人

蒞音樂系訪問。 

 音樂系假藝術學院懷仁廳舉辦輔大樂集

（三）「弦樂之美音樂會」。 

 音樂系曾素芝老師、孫樹文老師及王逸超老

師假輔大藝術學院懷仁廳演出室內樂作品

及獨奏演出。 

三月十七日 音樂系舉辦「羅基敏老師音樂學講習會」。 

三月十八日 音樂系假藝術學院懷仁廳舉辦輔大樂集

（四）「管樂之美音樂會」。 

三月廿日 音樂系郭聯昌老師指揮台北縣青少年管絃

樂團假台北縣汐止國小大禮堂演出「九九春

之曲」。 

三月廿二日 應美系全體教師於理圖外廊舉行「輔大藝術

節—教授聯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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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美系江怡瑩老師於輔大藝廊舉行個人金

工展—「微形空間」。 

三月廿四日 音樂系蘇慶俊老師指揮台北華新兒童合唱

團、福爾摩沙合唱團及台南頌音合唱團於國

家音樂廳演出 Finzi, Barber 和蕭泰然合唱

作品。 

四月 景觀設計學系洪得娟老師擔任中華民國戶

外遊憩學會舉辦之「婦女與休閒研討會」負

責人員之一。 

四月二日 音樂系曾素芝老師假桃園縣立文化中心演

藝廳演出「精典名曲之夜」。 

四月十日 應美系謝明錩老師假皇冠藝文中心舉行「謝

明錩水彩畫展」。 

四月十二日  音樂系假中壢高中音樂班室內樂及聲樂音

樂會舉辦輔大樂集（五）。 

四月十八日 應美系全體教師配合台北水彩畫會假台北

縣立文化中心舉行亞太水彩畫展。 

四月十九日 應美系陳建韓老師於輔大藝廊舉行學生電

腦繪圖成果展。 

四月廿一日 音樂系舉辦「康美鳳老師英美藝術歌曲講習

會」。 

四月廿九日 應美系主任林文昌教授假淡水藝文中心舉

行「林文昌個展」。 

五月一日 應美系系刊《應用美術》出版。 

五月八日 應美系顧世勇老師於帝門藝術基金會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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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台灣狼—顧世勇個展」，並出版個人創

作集《顧世勇》。 

五月十三日 北京中央音樂院教授四人蒞音樂系訪問。 

五月十五日 音樂系唐鴻芬老師假國家演奏廳舉行「唐鴻

芬獨唱音樂會」。 

 應美系方彩欣老師假台灣省立美術館舉行

「一九九九渾沌世紀末始—方彩欣電腦藝

術展」。 

 景觀設計學系十週年系慶，並成立系友大

會。 

五月十九日 景觀設計學系趙家麟老師受聘擔任新竹市

「中正路及周邊行人空間改善」公開競圖之

評審委員。 

五月廿日 景觀設計學系舉行「第七屆畢業展」於台北

捷運中山站。 

五月廿二日 應美系假台北新光大樓十二樓會議廳舉行

八十八級畢業展。 

五月廿二日－廿六日 景觀設計學系假台北世貿中心展覽大樓舉

辦「一九九九年新一代作品展－跨世紀超現

代之環境設計藝術」。 

五月廿五日－卅日 景觀設計學系假國父紀念館翠亨廳發表十

年成果系展。 

五月廿六日 音樂系假國家音樂廳舉辦「輝煌七十週年、

邁向新紀元」音樂會。 

五月廿七日 第二次院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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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廿九日 音樂系蘇慶俊老師指揮台北華新兒童合唱

團於三峽演出。 

五月卅一日 應美系李建儀老師於輔大藝廊舉行「應美師

生油畫成果展」。 

六月 音樂系方銘健老師於《中國統計學報》卅七

卷二期發表〈彈奏鋼琴姿勢模式之研究〉。 

 景觀設計學系洪得娟老師受邀擔任行政院

農委會「第二屆全國居家造園大賽」評審委

員。 

六月一日 音樂系假藝術學院懷仁廳舉辦輔大樂集

（六）「室內合唱之夜」。 

 音樂系蘇慶俊老師指揮輔大音樂系合唱團

及台北華新兒童合唱團於輔大藝術學院懷

仁廳演出。 

六月三日 音樂系王逸超老師假桃園縣立文化中心舉

行小提琴獨奏會，並由孫樹文老師擔任鋼琴

伴奏。 

六月四日 音樂系假藝術學院懷仁廳舉辦輔大樂集

（七）「管、絃樂之夜」。 

 音樂系郭聯昌老師指揮輔大音樂系管樂團

於輔大藝術學院懷仁廳演出「管弦之夜」。 

六月五日 音樂系郭聯昌老師指揮台北縣青少年管絃

樂團假台北縣莒光國小大禮堂演出「九九春

之曲」。 

六月七日 應美系同學假輔大藝廊行「一九九九應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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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成果展」。 

六月九日 期末院導師檢討會議。 

六月廿一日 音樂系蘇慶俊老師指揮台北市教師合唱團

於台北新舞台演出「小鹿清泉」。 

六月廿四日 音樂系郭聯昌老師指揮台北縣教師管樂團

於台北新舞台演出「一九九九交響一夏」。 

六月廿五日 美國 Immaculata College 音樂治療研究所所

長 Sister Jean A. Gileno 蒞音樂系訪問。 

六月廿六日 音樂系郭聯昌老師指揮救國團幼獅管樂團

於國家音樂廳演出「聽我把大地吹響—參加

一九九九年韓國濟州國際管樂節臨行公

演」。 

七月三日 音樂系德林傑老師假華新銀行音樂廳舉行

獨奏音樂會。 

七月六日 景觀設計學系趙家麟老師受聘擔任新竹市

「建功國中二期工程」公開競圖之評審委

員。 

七月十二日 音樂系高惠宗老師應中華民國電腦音樂協

會至國立師範大學體育館視聽中心舉行

「Symphony in AC-3」演講及作品發表。 

七月卅日 音樂系高惠宗老師假中國電視公司會議室

舉行「音效製作」（Sound Affect Production）
演講。 

七月卅一日 音樂系林玉卿老師應邀至日本東京參加「台

灣日本交流音樂會」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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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六日－十七日 音樂系郭聯昌老師指揮救國團幼獅管樂團

於韓國濟州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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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外語學院 
 

八十七年 

八月一日 英文系主任由劉雪珍副教授接任；賀永光修

女（Sr. Heliéna Krenn）退休。 

 日文系主任由林水福教授接任；何思慎老師

升等為副教授，並新聘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學

（Ochanomizu University）語學博士方美麗

老師為專任助理教授。 

 德文系包哲副教授升等為教授。 

 法文系趙德恕神父退休。 

 英文系受教育部委託，與推廣部聯合籌辦

「國小英語師資培訓課程」。 

八月一日—八十八年七月卅一日 

英文系劉紀雯副教授獲聖言會教師研究獎

助。 

賀永光教授、劉紀雯副教授、劉雪珍副教

授、蕭笛雷副教授與墨樵助理教授等分別獲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德文系胡功澤副教授獲國科會補助研究計

畫「電腦輔助的翻譯研究」；劉惠安教授獲

補助研究計畫「中等學校德語語言教學課程

規劃與實踐的探討」。 

 法文系陳淑珍老師獲聖言會補助專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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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從歐洲文化政策看台灣地方文化政策

興革」。 

 黃孟蘭老師獲中西文化研究中心補助研究

計劃「從“因果、轉折、假設、條件與目的”

五種關係的表達看漢法語言之思維特徵」。 

比較文學研究所劉紀蕙老師獲國科會補助

專題研究計畫「聚焦與失焦：文學與藝術中

『中國』符號的延變－台灣現當代文學與劇

場中『中國』(III)」；簡瑛瑛老師獲國科會補

助專題研究計畫「聚焦與失焦：文學與藝術

中「中國」符號的延變－華裔美籍女性文學

／藝術中的國族與性別符碼(III)」。 

八月十五日 院長林水福教授應邀參加台灣省巡迴文藝

營，講演「村上春樹《挪威的森林》」。 

九月 法文系洪藤月老師榮獲法國政府頒贈騎士

級教學成就獎；系友李青青獲頒贈文教類騎

士級勳章。 

九月二日 院長林水福教授應邀出席假晶華酒店舉行

之「日本女作家系列記者會」。 

九月七日—十一日 姐妹校日本費利斯女學院大學（ Ferris 
University）蒞日文系參訪。 

九月九日 日文系邀請日本費利斯女學院大學（Ferris 
University）三田村雅子教授講演「『源氏物

語』的服飾」。 

九月十四日 視教中心影音媒體視聽資料與全校圖書館

自動化系統資料整合完成，開始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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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五日－十六日 視教中心舉辦「語言、視聽綜合教室器材操

作說明會」。 

九月十九日 日文系學生郭平芳與張愷芬至姊妹校日本

費利斯女學院大學（Ferris University）展開

為期一學期的交換學生生活。 

九月廿八日 法文系趙德恕老師獲中華民國私立教育事

業協會頒發「資深優良教師大智獎」；洪藤

月老師獲頒「資深優良教師大勇獎」。 

九月卅日 視教中心舉辦「教師視聽資料查詢系統說明

會」。 

十月 法文系黃孟蘭、黃雪霞、楊光貞、李瑞媛、

舒毅寧等五位老師獲教育部顧問室、輔仁大

學聖言會補助專題研究計劃「針對台灣學生

學習法語的需要與困難而編撰的文法練習

本」。 

十月一日－八十八年六月卅一日 

 比較文學研究所獲教育部顧問室補助研究

 計畫「人文社會科學教育改進計畫：整合

 性人文學網路學程規劃與教材編撰」。 

十月一日－八十八年九月卅日 

英文系劉紀雯副教授獲教育部顧問室補助

「人文社會科學教育改進計畫：英文系語言

與文學網路課程：進階與多媒體網路教學人

文社會科學改進計畫」。 

十月二日 視教中心舉辦「學生視聽資料查詢系統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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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十月十四日 視教中心舉辦「八十七學年度第一次視聽教

學委員會」。 

十月十六日 日文系學生高仁謹與張曉嵐至姊妹校日本

桃山學院大學（St. Andrew’s University）展

開為期一學期的交換學生生活。 

十月廿一－三日 比較文學研究所與清大外語系、交大外語

系、政大外語學院合作，邀請美國哥倫比亞

大學東亞系教授 Paul Anderer 舉行「崩裂的

穹蒼之下：日本現代小說、電影和文學批評」

系列講座。 

十月廿七日 英文系第十二屆系友賴聲川膺選本校八十

七學年度傑出校友。 

十一月二日－四日 姊妹校日本聖母清心女子大學（Notre Dame 
Seishin University）神部宏泰、片岡智子、

鄭正浩三位教授及廿二位學生蒞日文系參

訪。 

十一月十一日 法文系邀請現任中研院歐美所助理研究員

藍玉春系友講演「我的求學經驗」。 

十一月十七日 比較文學研究所邀請大陸學者王寧教授講

演「Postmodernity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the Rise of Popular Culture」。 

十一月十八日 中原大學視聽中心一行五人參訪視教中心。 

十一月廿四日 比較文學研究所簡瑛瑛教授於誠品書局台

大店舉行新書《何處是女兒家：女性主義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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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比較文學/文化研究》發表會。 

十一月廿八日 比較文學研究所羅基敏教授於震旦大樓會

議室舉行新書《普契尼的杜蘭朵》發表會暨

講演「解讀《浦契尼的杜蘭朵》歌劇創作奧

妙」。 

十二月 視教中心舉辦「語言教學研討月」。研討內

容包括「Curriculum Planning for English 
Language Instruction」、「英文系網路教材成

果發表」、「網路教材製作課程」、「電子郵件

在外語教學上之應用」、「聽力學習革命」。 

十二月十一日 比較文學研究所舉辦「文學、藝術與宗教」

系列演講，邀請林水福教授講演「日本文學

與宗教－遠藤周作文學主題的轉換」。 

十二月十三日 本院舉辦「旅行文學研討會」，並由院長林

水福教授擔任「漫談各國旅行文學」座談會

主講人。 

十二月十六日 比較文學研究所邀請台大外文系廖朝陽教

授講演「拉康式的凝視」。 

十二月十七日—十八日 德文系張善禮副教授、劉惠安副教授、吳克

安講師、張選貞講師及法文系洪藤月主任與

楊光貞老師應邀於「全國高中第二外語教學

研討會」中演講。 

十二月廿二日 比較文學研究所邀請清華大學中文系于治

中教授講演「阿爾杜賽與意識形態的物質

性」。 

十二月廿五日－廿六日 院長林水福教授應台灣大學法學院之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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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近代日本與台灣研討會」並發表評論。 

十二月廿七日 院長林水福教授應邀至誠品書局主講「日本

文學中的不倫座談會」。 

十二月卅日 比較文學研究所邀請台灣大學外文系張小

虹教授講演「愛情魅物」。 

 視教中心舉辦「八十七學年度第二次視聽教

學委員會」。 

 英文系系友座談會。 

八十八年 

一月七日 比較文學研究所邀請蘇州大學文學院院長

朱棟霖教授蒞所講演「比較文學與二十世紀

中國文學」；「台灣原住民與口傳文學」系列

演講，邀請排灣族作家利格拉樂．阿烏講演

「原住民部落經驗與女性書寫」。 

 義文系至長榮企業參觀校外教學。 

一月八日 比較文學研究所「文學、藝術與宗教」演講

系列邀請德文系裴德修女講演「女性文學與

藝術」。 

一月十日－三月廿八日 翻譯學研究所開設英、日語簡報班及英、日

語一般筆譯班，共招收學員 37 名。 

一月十三日 比較文學研究所邀請清華大學外文系陳傳

興教授講演「佛洛依德與精神分析之建構」。 

一月十五日 比較文學研究所「台灣原住民與口傳文學」

系列演講舉行「原住民紀錄片影像展」，並

邀請紀錄片攝影導演林為道(Baunay)，泰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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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服飾研究者尤瑪．達陸（黃亞莉）講演「尋

找石壁部落的衣服」。 

一月十六日 比較文學研究所「文學、藝術與宗教」系列

演講邀請著名作家陳若曦講演「理想的追

尋：陳若曦的人生經驗與創作」。 

一月廿日 比利時魯汶大學（University Catholiqe de 
Louvain Belgium）與本校締結姊妹校，並蒞

法文系，洽談交換學生事宜。 

一月廿六日 外語學院及日文系與中華民國日語教育學

會共同假谷欣廳、焯炤館舉辦「邁向廿一世

紀的日本國際會議」。 

一月廿六日－廿八日 視教中心舉辦「寒假網路教學研習課程」。 

二月 日 文 系 新 聘 日 本 東 京 大 學 （ Tokyo 
Univerrsity）文學博士木通口大祐為專任助

理教授。 

 聖言教學大樓九樓之錄音室、多功能教室竣

工。 

 英文系「世界英文文學」、「大一～大三作文

與會話」四門課程採遠距教學。 

二月廿七日、三月六日 翻譯學研究所開設會務人員培訓班，計招收

學員十九名。 

三月 日文系交換學生許碧珊、詹雅惠同學赴姊妹

校日本聖母清心女子大學（Notre Dame 
Seishin University）；陳珮君、姚馨怡同學赴

姊妹校費利斯女學院大學（Ferris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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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 

 法文系黃雪霞老師獲中西文化研究中心補

助研究計劃「保羅‧克洛戴勒《第七天的休

息日》一劇中的天人關係」；舒毅寧老師獲

補助研究計劃「針對中國學生學習法語發音

之困難而設計之實用語音學教材」；羅瑞光

老師獲補助研究計劃「聖香在西方中古世紀

的文化與思想觀念中所扮演之角色」。 

三月一日 視教中心聖言樓遠距教學教室啟用。 

三月三日－七月十六日 澳洲 La Trobe 大學許玉增教授來台協助翻

譯學研究所楊承淑所長執行國科會「台灣口

筆譯認證制度之研究」計畫。 

三月十日 波爾多高等商業學校（E. S. C. Bordeaux）國

際交流負責人與教務工作負責人參訪法文

系。 

三月十一日 視教中心舉辦「八十七學年度第三次視聽教

學委員會」。 

三月十五日 日本梅光女學院大學（Baiko Jo Gakuin 
University）兩位副校長森田兼吉教授、口

新教授蒞校簽訂學術交流契約，與本校正式

締結成為姐妹校。 

三月十五日－十九日 義文週。 

三月十七日 視教中心舉辦「師生視聽資料查詢系統說明

會」。 

三月廿一日－廿七日 日文系主任林水福教授率團至日本出席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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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主辦之「中日文學交流—台灣現代文學

會議」。 

三月廿四日 視教中心舉辦「師生視聽資料查詢系統說明

會」。 

三月卅日－四月三日 法文週。 

四月二日 台北永平中學與其德國 Unterrieden 姊妹校

蒞德文系參訪。 

四月二日－四日 視聽中心舉辦「國際會議展演中心器材訓練

研習會」。 

四月三日 菲律賓華僑中學校友會及家長會一行六人

參訪視教中心。 

四月十八日－六月廿日 翻譯學研究所於每週日開設「春季專長培訓

課程」，計招收學員卅六名。 

四月廿八日 視教中心舉辦「聽講課程研討會」。 

四月卅日－五月一日 比較文學研究所簡瑛瑛教授應邀參加淡江

大學中文系主辦之「中國女性書寫國際學術

研討會」，並發表論文〈台灣女性書寫與藝

術表現〉。 

五月 法文系黃孟蘭老師獲聖言會補助研究計劃

「法語動詞時態與時間表達之分研究

（二）」。 

 法文系洪藤月、陳淑珍二位老師獲行政院文

化建設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劃「編印十國

文化行政叢書」。 

 英文系賀永光教授榮獲聖言會「教學特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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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獎勵」；康士林副教授與劉紀雯副教授分

別榮獲「教師研究獎勵」；賀永光教授與劉

紀雯副教授分獲甲種研究獎勵費。 

五月四日 教育部定期視導委員蒞臨翻譯學研究所參

訪。 

五月五日 視教中心舉辦「語言聽講課程研討與器材使

用討論會」。 

五月九日－五月十三日 翻譯學研究所楊承淑所長執行國科會研究

計畫—「台灣口筆譯認證制度之研究」赴澳

洲雪梨、坎培拉、墨爾本之澳洲口筆譯翻譯

師認證局進行學術調查。 

五月十日 比較文學研究所劉紀蕙教授「女神與子音：

文化符號投注的逆轉空間」、簡瑛瑛教授「何

處是（女）兒家？試論中國現代女性文學中

的同性情誼與書寫」、羅基敏教授「Giacomo 
Puccini’s “Turandot” in two Acts – The Draft 
of the first Version of the Libretto」分獲國科

會甲種研究獎勵費。 

 製播翻譯學研究所簡報軟體提供「八十八至

九十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訪視」使用。 

五月十日 視教中心第一期《簡訊》出刊。 

五月十二日 法文系商業貿易組授課教師針對「法國波爾

多高等商業學校交換學生計劃」，決議派遣

八名學生前往該校修讀一年。 

五月十四日 義文系戲劇年度公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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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文所碩士班學生陳燁儀獲姊妹校比利時

魯汶大學遴選通過（University Catholiqede 
Louvain Belgium）交換獎學金案。 

五月十九日 日文系邀請作家現任新聞局顧問丘秀芷女

士演講，並介紹盲樂手演奏名曲。 

 法文系評鑑。 

 視教中心教材媒體製作區及行政辦公室祝

聖啟用典禮，並獲業界捐贈器材等值新台幣

二百二十四萬元整。 

五月廿日 比較文學研究所邀請台灣大學城鄉所夏鑄

九教授講演「如何建構台灣的公共空間」。 

 語言中心一行約廿人參觀視教中心遠距教

室、數位錄音室及攝影棚等視訊設施。 

五月廿一日 比較文學研究所簡瑛瑛教授參加「飲食文學

研討會」評論。 

 西文系張淑瑛教授論文〈烹飪經驗與女性自

我實現──談『巧克力情人』與『阿芙柔黛

蒂』〉。 

五月廿一日－廿三日 外語學院舉辦假國家圖書館舉行「飲食文學

國際研討會」。 

五月廿二日 比較文學研究所羅基敏教授參加「飲食文學

研討會」發表論文「他們為什麼要喝酒？談

歌劇中『飲酒』的背後」。 

 英文系假輔園餐廳慶祝創系三十五週年，並

成立「賀永光修女教育發展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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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廿三日－七月十一日 翻譯學研究所開設澳洲口筆譯翻譯師認證

局（NAATI）認證專修班，共招收學員六名。 

五月廿四日 教育部遠距教學訪視委員至視聽中心進行

評鑑；英文系參與遠距教學計畫之教師實地

進行操作。 

五月廿七日 文藻文理學院校長鮑霖一行參觀中心遠距

教學製作區。 

五月廿七日－廿九日 法文系舒毅寧老師指導三年級學生假理圖

劇場自製編導年度公演「聽！城市在唱歌」

（Une Cite Animee）三場。 

五月卅一日 比較文學研究所邀請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

民教授蒞系舉行「與林懷民談舞創座談會」。 

六月 法文系舒毅寧老師獲聖言會頒發「教學特優

教師獎勵」；李瑞媛老師獲行政院頒發「十

年服務獎章」。 

六月二日 春暉電影台蒞臨法文系洽談翻譯影片合作

計劃。 

六月七日 聖言會單位參議會通過翻譯學研究所自八

十九學年度起中法文組暫停招生之發展規

劃案。 

六月八日－十一日 日文系林水福主任，應日本聖母清心女子大

學（Dotre Dame Seishin University）之邀，

出席該校舉辦之演講會暨研究發表會。 

六月九日 視教中心第四次視聽教學委員會。 

六月九－十二日 比較文學研究所劉紀蕙老師獲國科會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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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出席由 AACCL 主辦之「Chinese Literary 
Culture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Inter-continental Perspectives」，發表論文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Pervert: Schizoanalysis 
and the Taiwanese Perverse Poetics 1931-37。 

六月十七日－十九日 日文系林水福主任應日本比較文學會之

邀，於「福岡第二屆國際比較文學會東亞學

術會議」發表論文。 

六月十八日 英文系、中央大學英文系主辦，視教中心協

辦之「網路與多媒體英語教學研討會」，進

行網路同步遠距教學影像傳送之技術實驗。 

六月十九日 比較文學研究所邀請台灣大學外文系劉毓

秀教授講演「從精神分析看男女身心奧祕」。 

六月廿日－廿八日 日 文 系 特 聘 日 本 東 北 大 學 （ Tohoku 
University）仁平道明教授於碩士班開設「芥

川龍之介研究」講義課程。 

六月廿四日－廿五日 視教中心舉辦「教師自製剪輯器材研習」、

「遠距教學教材製作課程研討會」。 

六月廿五日 日文系假基督教女青年會舉辦「日本近代文

學講習會—芥川龍之介研究」。 

七月 義文系馬怡珊老師與吉義超老師講師辭職。 

 法文系黃孟蘭老師獲國科會專題研究計劃

「如何透過口譯課培養法文碩士班學生的

語言和邏輯推理的能力」。 

七月一日－十日 日文系特聘日本天理大學（Tenri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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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田登教授於碩士班開設「石川啄木研究」

講義課程。 

七月四日－廿五日 翻譯學研究所開設暑期英、日語商務口譯

班，共招收學員廿名。 

七月六日 日文系假基都教女青年會舉辦「日本文學講

習會－石川啄木研究」。 

七月三日－卅一日 日文系中村祥子老師率領十位同學赴姊妹

校 日 本 桃 山 學 院 大 學 （ St. Andrew’s 
University）參加住宿家庭及研修活動。 

七月十五日 比較文學研究所劉紀蕙教授獲中央研究院

補助短期研究獎助。 

七月十六日 義文系康華倫主任率領二十餘名大一學生

前往義大利西也那大學（The Universtiy of 
Siena, Italy）進行暑期語言進修及文化交流

活動。 

八月二日－卅一日 日文系及夜間部日文系共十二名同學參加

日本聖心女子大學（University of the Sacred 
Heart）暑期研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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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醫學院 
 

八十七年 

八月一日 護理系周守民副教授接任公關室主任。 

 醫學院添購三十套ＰII-266 級個人電腦，提

供專任教師使用。 

九月 護理系新聘毛新春副教授、陳惠姿副教授及

劉玉雲老師三位教師；賴政秀老師升等為副

教授。 

九月九日 教廷醫療牧靈委員會主席羅哲諾總主教（

Archbishop Xavier Lozano Barraban）蒞院參

訪。 

九月九日－十三日 護理系假劍潭海外青年中心承辦「國際天主

教護士暨社會福利救濟委員會第十六屆世

界大會」。 

十月 護理系馮容芬老師榮獲私立學校教師協會

頒發教師優良獎。 

 心理復健學系邀請江垂南心理師主講「走出

迷惘精神疾病認知系列講座—精神疾病知

多少」。 

十月十五日—十七日 護理系邱碧如主任應邀赴台中榮民總醫院

參與主持由中華民國護理學會主辦之「第十

五屆護理研究論文發表會暨兩岸護理學術

交流研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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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七日 竹林中學參訪公共衛生學系。 

十一月九日 護理系賴政秀副教授至美國參加「American 
Congress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七十四屆

年會」，並發表論文： Clinical Implication of 
Temperament among Taiwanese Children with 
Mild Cerebral Palsy。 

十一月廿一日 第一學期第一次院務會議。 

十二月一日 公共衛生學系假淨心堂舉行魏希斌之母

Mrs. Gladys Weaver 之追思彌撒。 

十二月七日 公共衛生學系系所評鑑。 

十二月廿三日 台北市立和平高中師生參訪本院。 

八十八年 

一月十一－十六日 公共衛生學系實施第一學期「教學反應意見

問卷調查」。 

一月十三日 美國愛德華州州立大學護理學系副教授

Alyce Sato 一行二人參訪護理系。 

一月十六日 第一學期第二次院務會議。 

二月四日 護理系學生參與台北市大安養護所之歲末

聯歡活動及社區老人之健康服務活動系列

（一）。 

二月廿五日 護理系教師十六人踴躍參加本校「心衛科就

診學生」之認輔小組。 

三月十二日 護理系邱碧如主任、毛新春副教授、陳惠姿

副教授獲中西文化研究中心聘為兼任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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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員，任期一年。 

三月十七日 護理系假淨心堂舉辦前系主任崔如銑修女

追思彌撒。 

三月十九日－廿日 護理系應邀參加南台技術學院主辦之「南區

技職校院博覽會」。 

三月廿二日－廿六日 心復週。 

三月廿五日－廿七日 護理系參加台中高農主辦之「中區技職校院

博覽會」。 

三月廿九日－卅一日 護理系毛新春副教授、邱月娥講師偕同學生

赴高雄醫學院參加「中華民國第十屆護理學

系大護年會」。 

四月 衛生署准予撤銷「興建輔大附設醫院」一案

。 

 心理復健學系舉辦「舞蹈團體治療課程」並

邀請王芸華老師擔任主講。 

四月九日－十日 護理系參加景文技術學院主辦之「北區技職

校院博會」。 

四月十日 護理系學生參與台北市大安養護所之社區

老人健康服務活動及健康講座系列（二）。 

四月十七日 第二學期第一次院務會議。 

護理系與愛德華州州立大學護理學系進行

遠距會談。 

四月廿八日 護理系舉辦加冠配章典禮，校長親臨頒發「

實習愛心獎」、「著作發表獎」、「優良臨床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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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教學獎」。 

 公共衛生學系假文友樓綜合演講廳舉辦健

康科學講座（一）：「衛生資訊政策展望」、「

醫學資訊科技發展」。分別邀請行政院衛生

署企劃處處長兼資訊中心主任郭旭崧處長

及台北醫學院資訊研究所所長暨電算中心

主任李友專所長擔任主講人。 

五月十日 護理系邱愛富副教授、劉玉雲講師獲國科會

補助專題研究計劃「Anxiety, Depression and 
Coping Methods of Hospitalized Patients with 
Myocardial Infarction in Taiwan」及「精神分

裂病患之疾病不確定感及其相關因素探討」

。 

五月十二日 公共衛生學系舉辦健康科學講座（二）：「

Community Development—社區環境行為介

入之研究」，邀請國立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

劉潔心副教授擔任主講。 

五月十三－十八日 公共衛生學系實施第二學期「教學反應意見

問卷調查」。 

五月廿日 長庚護專王琤老師應邀蒞臨護理系專題講

演「專科護理師制度之推展」。 

五月廿三－廿九日 公共衛生學系畢業班實施「教學反應意見問

卷調查」。 

五月廿六日 文良彥醫師應邀蒞臨護理系專題講演「視力

保健」。 

 公共衛生學系健康科學講座（三）：「國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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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衛生回顧與展望」。分別邀請國立台灣大

學公共衛生學院環境衛生研究所林嘉明教

授、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

勞動醫學組研究員兼組長陳秋蓉擔任主講。 

六月 教育部准予籌設醫學系。 

中國聖職會議通過以耕莘醫院為輔大附設

教學醫院。 

六月五日 第二學期第二次院務會議。 

六月十七日 教育部核准本院原「二技護理學系」更名為

「二年制護理學系」。 

六月廿九日 校評會通過耕莘醫院院長陸幼琴修女於八

十八學年度起接任本院院長；陸修女推薦李

天慈教師接任心理復健學系系主任。 

七月二日－三日 護理系假聖言國際展演中心舉辦護理研習

會「護理研究：資料統計與分析方法之運用

」。 

七月五日 陸幼琴教授應邀赴南京參加「社會研究院海

峽兩岸青年學術交流會議」。 

七月十四日 護理系應屆畢業生六十七人參加醫事人員

檢覈筆試。 

七月十五日 護理系尤姵文老師受邀擔任全國護理人員

研修中心學校衛生護理組「個案報告課程」

之指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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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理工學院 
 

八十七年 

八月一日 電子工程學系碩士班成立。 

資訊工程系系主任由連國珍教授接任。 

生物系曾婉芳教授發表論文 The Effects of 
Menadione alone or Combined with Ionizing 
Radiation on Human Hepatoma Cells；楊美桂

教授發表論文 Identification of the Promoter 
Region of the Xanthomonars Campestris pv.citri 
recA Gene Responsible for Induction by 
DNA-Damaging Agents；陳錫智副教授發表論

文 Acute Effects of Thyroid Hormone on the 
Production of Adrenal Camp and 
Corticosterone in Male Rats；李永安副教授發

表論文 IS1403 and IS1404 ： analysis and 
Distribution of Two New Insertion Sequences in 
Xanthomonas Campestris。 

八月－八十八年五月卅一日 電子工程學系獲教育部及聖言會補助由袁正

泰老師主持之「通訊科技教育改進計畫」中

，由劉惠英老師授課之「區域網路」課程；

由白英文老師主持之「VLSI 與系統設計教育

改進計畫」中由呂學坤老師授課之「超大型

積體電路測試」課程。 

八月一日—八十八年七月卅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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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工程學系李永勳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

研究計劃「具場電路控制的大型同步電動機

驅動系統之特性分析與補償」；袁正泰老師獲

補助專題研究計劃「利用新發展出來的級與

級之間分離特性及 QR-DECOMPOSITION 方

法所設計的一種新的順反向預測濾波器之研

究」；徐國政老師獲補助專題研究計劃「連續

非線性輸入不確定時延系統之滑動模式控制

器」；白英文老師獲補助專題研究計劃「掌上

型多媒體手機半成批電源管理方法之資訊佇

列長度最佳化研究」；呂學坤老師獲補助專題

研究計劃「使用 OBDD 之邊線擴張圖計算網

路之端-對可靠度」；劉惠英老師獲補助專題研

究計劃「虛擬區域網路之研究與製作」。 

生物系藍清隆副教授獲農委會補助專題研究

計劃「生物技術在植物病蟲害診斷與防治上

之應用研究」及「水稻高附加價值基因轉移

及基因組分析研究」。 

 生物系楊美桂教授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

劃「柑橘潰瘍病菌 recA 基因表現之調控」。 

 生物系崔文慧副教授獲教育部通過補助「大

學基礎科學－生命科學－教學改進計劃」。 

八月十五日－十七日 數學系陳思勉老師應邀參加中研院舉辦之「

一九九八年台北國際統計學術研討會」。 

八月廿六日 第一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九月七日 第一次院務發展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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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八日－十九日 生物系陳擎霞主任應邀至台灣大學參加「生

物多樣性的前瞻研討會」。 

九月廿九日 數學系楊南屏老師應邀參加清華大學舉辦之

「影像編碼在多媒體之最新發展研討會」。 

九月卅日 物理系邀請中山大學物理系王進賢先生講演

「Second Harmonic Generation of Non-linear 
Opticpolymers Subject to Strong Electronic 
Field」。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中山科學研究院副研究員

高幼齡講演「Medical Ultrasound Imaging 
System」。 

十月一日—八十八年七月卅一日 

電子工程學系李永勳老師獲聖言會補助專題

研究計劃「具場電路控制的大型同步電動機

驅動系統之特性分析與補償」；白英文老師獲

補助專題研究計劃「電源管理多重處理機多

媒體系統設計之狀態轉移模型研究」；林昇洲

老師獲補助題研究計劃「CDMA 重覆安置之

干擾分析」；鄞永昌老師獲補助專題研究計劃

「使用單一電流迴授放大器合成可接式二階

電流型態濾波器」。 

十月二日 第二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十月三日 生物系陳錫智副教授應邀於台北德國文化中

心擔任一九九九—二○○○學年度為期一年

的留德獎學金初選甄試口試委員。 

十月六日 期初院系導師、生代表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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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七日 物理系邀請聯誠積體電路公司鄧仁琦先生講

演「IC 產業趨勢」。 

十月十四日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 HP 儀器系統工程部經理

陳崇濤講演「從學校到工業界」。 

十月十六日－廿三日 院長張康教授赴美國德州參加「國際數值迭

代法會議」。 

十月十七日 私立竹林高中蒞院參觀。 

十月廿一日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臺灣大學電機系廖婉君教

授講演「Internet Telephony」。 

十月廿三日 生物系陳擎霞主任應邀參加假康福大飯店一

樓聯誼廳舉辦之「中華民國保護動物協會邀

請福建省野生動物保護協會來台餐訪座談會

」。 

十月廿八日 生物系邀請仲琦科技蔡宜君研究員講演「揭

開分子立體結構的奧秘－MSI-Insight II 分子

模擬軟體的應用」。 

 物理系邀請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徐濟

安先生講演「近代高壓科學之發展」。 

十一月二日 第二次院務發展委員會。 

十一月三日 生物系邀請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所陳際松

技正講演「以麴菌分泌性轉化脢的生化與遺

傳研究論絲狀真菌遺傳工程技術之發展潛力

」。 

十一月四日 物理系邀請交大電子物理系陳衛國先生講演

「藍光雷射 (GaN)元件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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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七日 數學系黃文祥老師應邀參加救國團舉辦之「

第六倫與群我關係之再探討研討會」。 

十一月十一日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現任世大積體電路股份有

限公司薄膜工程師關嘉良系友講演「半導體

工業的現況與電子工程系的出路」。 

十一月十七日 第三次院務發展委員會。 

十一月十八日 第一學期全院導師會議。 

十一月廿日 第一學期院務會議 

十一月廿日－廿一日 生物系李永安副教授應邀參加臺灣省農業藥

物毒物實驗所舉辦之「中華民國植物病理學

會八十七年年會」並發表論文。 

十一月廿一－廿二日 生物系陳擎霞主任應邀參加「第三屆海峽兩

岸鳥類學術研討會」。 

十一月廿五日 「通識講座」邀請朱仲祥先生蒞校講演「珍

惜生命、擁抱希望、有愛就有奇蹟」。 

 物理系邀請中研院物理所張嘉升先生講演「

Nanostructures on Crystal」。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工研院電通所研究員張大

中講演「Multimedia Communication Standard 
& Technology」。 

 電子工程學系李永勳系主任帶領師生六十人

參觀工業研究院電子、機械及電腦與通訊三

研究所。 

十二月二日 電子工程學系校內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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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系邀請清大材料所李三保先生講演「

Dislocation and Chemical Stress」。 

十二月四日 理工學院通識教育委員會。 

十二月十日 化學系校內評鑑。 

十二月十四日 第三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十二月十六日 物理系邀請德州大學 El Paso 分校王威禮先生

講演「Diamond-Like Nano-Composite Films in 
an Fabricated Acetylene Atmosphere by Ion 
Beamassisted Deposition：XPS Analyses」。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工研院電通所電腦系統開

發部科長黃弘一講演「淺談 IC 設計產業」。 

十二月十七日 生物系邀請學輔中心應心所鄧明宇老師講演

「大學生涯的規劃」。 

十二月十八日 市立和平高中蒞院參觀。 

十二月十八日－廿一日 數學系張康老師、楊南屏老師、張茂盛老師

應邀參加師範大學舉辦「一九九八年國際數

學學術研討會暨中華民國數學會年會」。 

十二月十九日 數學系系友會假美麗華飯店舉辦「徐積友教

授榮退餐會」。 

十二月廿三日 物理系邀請工研院光電所趙偉忠先生講演「

繞射光學元件的應用與製作」。 

十二月廿八日 生物系楊美桂教授獲聖言會補助專題研究計

劃「以 recA 啟動子測定飲水中 DNA 突變劑

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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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卅一日 《輔仁學誌》第三十二期出版。 

八十八年 

一月四日 第四次院務發展委員會。 

一月十一日－十六日 第一學期教學評鑑。 

一月十三日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工研院電子所研究員莊鋒

域講演「場發射平面顯示器技術」。 

一月十五日 第四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二月三日－五日 數學系陳思勉老師應邀參加杏陵醫學基金會

舉辦「性教育」大專導師輔導研習會。 

二月三日－七日 數學系黃文祥老師舉辦「基礎 C 語言教學」

研討會。 

二月十一日 物理系、化學系教授團參觀工研院。 

二月廿五日 理工學院舉辦「追求卓越整合研究研討會」。 

數學系黃文祥老師舉辦「SAS 統計資料分析

方法簡介」研討會。 

三月一日—八十九年二月廿八日 

電子工程學系白英文老師獲中西文化研究中

心補助專題研究計劃「掌上型多媒體手機半

成批電源管理模型之電源效率與資訊處理遲

延研究」；鄞永昌老師獲補助專題研究計劃「

使用單一電流迴授放大器和單一隨耦器合成

電流式帶拒與全通濾波器」。 

三月五日 聖言國際會議展演中心落成啟用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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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六日－七日 數學系謝忠村老師應邀參加靜宜大學舉辦之

「偏微分方程研討會」。 

三月十日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工研院電通所數位互動視

訊系統部經理邢定首講演 Introduction of Set 
Top Box。 

三月十五日－十六日 生物系陳擎霞主任應邀至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擔任中華民國野鳥學會舉辦之「一九九九重

要野鳥棲地國際研討會：方法、成果與應用

」主持人。 

三月十五日－四月一日 理工學院實驗室安全檢查。 

三月十七日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中山科學院陳信宏講演「

無線電波多重路徑模式」。 

三月廿三日 第五次院務發展委員會。 

三月廿四日 物理系邀請新竹師院林志明先生講演「Phase 
Transitions of theZn0.38Mn0.17Se thin Film 
Underhight-Pressure」。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工研院電通所研究員鄭瑞

光講演「Packet Data over GSM」。 

三月廿六日 生物系陳擎霞主任應邀參加「中國生物學會

理監事會議」。 

三月卅一日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中央大學電機系教授王文

俊講演「模糊控制之應用與實驗展示」。 

四月十四日 物理系邀請中研院原分所及台大光電所汪治

平先生講演 Phase-retrieval Cross-correlation 
and Its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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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工研院電通所工程師劉萬

鈞講演「An Introduction of the Enterprise 
Mobility Manager」。 

四月十六日－十七日 院長張康教授赴中央大學參加「八十八年大

學校院理學院暨生命科學院院長教育行政研

討會」。 

 數學系楊南屏老師應邀參加中研院舉辦之「

Workshop on Splines and its Application-Main 
Topics：Splines，Wavelets」 

四月十七日 數學系黃文祥老師應邀參加中研院舉辦之「

生物統計新發展研討會」。 

四月廿三日 第二學期院務會議。 

四月廿三日－廿四日 數學系謝忠村老師應邀參加新竹理論中心舉

辦之「Seminar on Reaction Diffusion」。 

四月廿六日 第六次院務發展委員會。 

四月廿七日 數學系校內評鑑。 

四月廿八日 物理系邀請中興大學物理系孫允武先生講演

「分數量子霍爾效應：新發現之量子流體」。 

四月卅日－五月一日 數學系謝忠村老師應邀參加新竹理論中心舉

辦之「Seminar on Reaction Diffusion」。 

五月三日－七日 數學週。 

五月五日 物理系邀請清華大學物理系余怡德先生講演

「Laser Trapping and Cooling Neutral Atom」。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資策會顧問工程師謝禎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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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多媒體處理技術」。 

五月十日 理工月開幕。 

五月十日－五月十四日 電子系週。 

五月十二日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集門科技總經理王松亭演

講「Informational 社會 e 孤 kut 人」。 

五月十日－十五日 生物週。 

五月十四日 輔仁中學蒞院參觀。 

五月十五日 數學系楊南屏老師應邀參加師範大學舉辦之

「小波理論及應用研討會」。 

五月十五日－十六日 生物系崔文慧副教授應邀參加「國家衛生院

發育生物學會議」。 

五月十九日 物理系邀請中山大學材料科學所白世榮先生

講演「Optical Attenuation in Planar Waveguides 
of Unidirectionally Oriented Copolyester Film」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仁寶電腦總經理特別助理

林瑞晶講演「從仁寶電腦經驗談電腦資訊業

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方向」。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國科會晶片設計中心副主

任黃振昇講演「System on a chip」。 

五月廿二日 第二學期院導師會議。 

五月廿六日 理工學院「通識講座」邀請馬英九市長蒞校

講演「從台北看天下」。 

五月廿九日 電子工程學系李永勳主任帶領師生六十人參

觀仁寶電腦公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平鎮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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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系系友會假力霸皇冠大飯店舉辦「顏一

清教授榮退餐會」。 

五月廿九日－卅日 數學系謝忠村老師應邀參加東海大學舉辦之

「非線性分析與動態系統研討會」。 

六月二日 第五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六月二日 第七次院務發展委員會。 

六月三日 數學系黃文祥老師應邀參加織品系舉辦之「

多媒體輔助教學在紡織教育的應用&虛擬大

學在網路應用之實例介紹」。 

六月五日 數學系陳思勉老師應邀參加中國統計學社舉

辦之「八十八年年會暨統計學術研討會」。 

六月七日 理工學院舉辦「顏一清、劉寶瑋教授退休惜

別會」。 

六月九日 教育部派員訪視生物系。 

 生物系於中泰賓館舉辦「劉寶瑋教授退休茶

會」。 

六月十一日 第六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六月十一日－十二日 數學系蕭鴻銘老師應邀參加中研院舉辦「一

九九九年組合數學新苗研討會」。 

六月十二日 生物系崔文慧副教授應邀參加「中華民國顯

微鏡學會第十八次年會」。 

六月十四日 期末院系導師、生代表座談會。 

六月十四日－十九日 第二學期教學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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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六日 第七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生物系李永安副教授獲理工學院「教學最優

教師獎」。 

六月廿一日 《理工學院特色學程手冊》出刊。 

六月廿八日 數學系張茂盛老師應邀參加中央大學舉辦之

「王九逵教授榮退學術研討會」。 

七月二日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電子工程學系第四屆傑出

校友現任 Lattice Semiconductor CAE 部門經

理 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電機研究所VLSI / 
CAD 陳少民教授講演「從千禧年看世界電子

市場及科技」。 

七月三日 院長張康教授應邀出席由法管學院舉辦之「

環境與經濟、人文、社會科學研討會」。 

七月五日－九月三日 數學系謝忠村老師應邀參訪新竹理論中心，

並擔任「Knot Theory 研討會」主講人。 

七月八日 第八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七月十日－十八日 院長張康教授應邀出席巴布紐幾內亞「一九

九九亞太地區聖言會主辦大學會議」。 

七月十二日－廿二日 數學系黃文祥老師舉辦「多媒體製作課程學

習營」。 

七月十三－十四、廿—廿二日 

 數學系楊南屏老師應邀參加師範大學舉辦之

「小波理論及應用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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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民生學院 
 

八十七年 

八月－八十八年七月 食品營養學系研究計畫總經費達 1600 萬

 元，生活應用科學系研究計畫總經費達 634
萬元，織品服裝學系研究計畫總經費達 450
萬元；根據理外民總務分處統計聖言會單位

所有系所中食品營養學系為第一位，生活應

用科學系為第三位。 

八月一日 蘇雪玉副教授接任生活應用科學系主任；新

聘李青松副教授及陳若琳助理教授。 

 生活應用科學系奉教育部核准分組，分別為

餐飲管理組及兒童與家庭組，招收餐飲管理

組（第四類組）學生一○六名，兒家組（第

一類組）學生四十九名。 

 兒童與家庭中心正式啟用。 

生活應用科學系二樓實習教室通過行政院

勞委會職訓局檢定核發「中餐烹調技術士技

能檢定術科測驗承辦單位合格證書」，成為

技術士術科合格考場，並將開辦各項檢定測

驗。 

織品行銷系推派施文瑛、戴凡凡、林明鏡三

名學生赴美國聖道大學（University of the 
Incarnate Word）進行交換學生一年。 

織品服裝學系參加「98’迪士尼創意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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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榮獲 Mickey for kids 組第一名－洪芝

琦，佳作－蕭民遠、陳筱華；Mickey for baby
組第一名－黃雅萍。 

成立輔幼中心指導委員會，由李寧遠教授兼

任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 

九月 食品營養學系舉辦系友大會。 

九月十七日 輔幼中心指導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九月十八日 織品服裝學系應屆畢業生廖虔賢榮獲「日本

亞洲時尚服飾大賽」第三名。 

九月廿八日 院長李寧遠教授榮獲中華民國私校協會模

範教師獎章。 

十月 實習餐廳開辦下午茶供應。 

十月二日－十月三日 食品營養學系假台北巿政府大禮堂舉辦蔣

見美教授逝世五週年紀念活動「飲食與防癌

學術研討會」。 

十月四日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人類營養及食品管理

系主任，前本校家政營養系系主任譚孟春教

授（Dr. Tammy Bray）蒞院訪問，院長李寧

遠教授接待，並偕同拜會民生之母吳秉雅修

女。 

 織品服裝學系應屆畢業生參加「第十二屆時

裝設計新人獎」分別榮獲創意組二獎－黃琇

梅，佳作－黃堯慧，成衣組佳作－呂韋鋒。 

十月六日 織品服裝學系應屆畢業生參加「第八屆織品

設計新人獎」分別榮獲個人創意組梭織類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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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黃于真，個人創意組針織類第一名－

林佳妮，佳作－黃馨葦。 

十一月 織品服裝學系黃昭瓊老師赴英國在職進

修，取得博士學位學成歸國。 

十一月六日 「二年制織品服裝技術系」獲教育部同意調

整系名為「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除原

有「飾品設計組」外，並新增「零售經營組」

（八十八學年度起開始招生）。 

十二月卅日－一月三日 院長李寧遠教授應邀參加「第十三屆曼谷亞

運運動科學會議」。 

八十八年 

一月十一日 生活應用科學系、中華民國營養學會、西班

牙橄欖油協會、西班牙商務辦事處合辦「橄

欖油家常菜烹飪比賽」。中國大陸浙江醫科

大學醫學營養系主任張愛珍教授一行十餘

人來院參訪並發表演講。 

一月十日 織品服裝學系與台北縣立文化中心合辦「誰

來搞怪‧穿的藝術」活動。 

一月十六日 織品服裝學系邀湖北省荊州博物館彭浩副

館長講演「楚國絲織品的歷史地位及文化內

涵」。 

一月廿九日 院長李寧遠教授代表中華民國營養學會出

席「國際科學理事會第一次會議」。 

二月一日－十四日 院長李寧遠教授率領生活應用科學系蘇雪

玉主任、輔幼中心許錦雲主任、蔡敬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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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王果行教授、織品所羅麥瑞所長、黃昭

瓊副教授等一行訪問姐妹校德州聖道大

學、阿拉巴馬州奧本大學、俄亥俄州立大

學。並參加「Family and Consumer Science in 
Higher Education: An Open Submit on the 
Future」研討會。 

二月廿七日 織品服裝學系協助台北婦女新知協會舉辦

「布藝嘉年華」活動。 

三月三日 日 本 郡 山 女 子 大 學 （ Korryama Kaisei 
Gakuem University）師生蒞臨食品營養系參

訪。 

三月六日－七日 院長李寧遠教授應邀主持假師大分部舉行

之「國際運動營養研討會」。 

三月十二日 美國密蘇里天主教 Funtbonne College 國際

事務主任 Robent L.Miller，Jr.博士蒞院參訪。 

三月十九日－廿日 二年制織品服裝技術系參加假南台技術學

院舉辦之「八十八年度技職校院博覽會」。 

三月廿五日－廿七日 二年制織品服裝技術系參加假省立台中高

農舉辦之「八十八年度技職校院博覽會」。 

四月 食品營養學系曾明淑副教授應邀赴日本參

加原住民醫療衛生政策之研究。 

四月九日－十日 二年制織品服裝技術系參加假景文技術學

院舉辦之「八十八年度技職校院博覽會」。 

四月十二日 民生報宋晶宜總編輯等一行十餘人蒞院參

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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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六日－十七日 織品服裝學系於新光三越南西店舉行「第廿

六屆動態組畢業展」。 

四月十七日 生活應用科學系舉辦「社會變遷中的創意與

突破研討會」以為慶祝輔仁大學創校七十週

年系列活動。 

四月廿二日 食品營養學系舉辦「營養標示與健康研討

會」以為慶祝輔仁大學創校七十週年系列活

動。 

四月廿七日－五月二日 二年制織品服裝技術系飾品設計組首屆畢

業生假國父紀念館三樓「德明藝廊」舉辦「巡

迴畢業展（一）」。 

 織品服裝學系假國父紀念館「德明藝廊」舉

行「第廿六屆靜態組畢業展」。 

四月廿八日 院務會議。 

 生活應用科學系與善牧基金會、TVBS 合作

成立中輟生諮詢專線—080025885，並有心

復系、社工系學生等擔任志工，該專線設在

校內。 

五月 食品營養學系陳炳輝教授榮獲國科會「傑出

研究獎」李寧遠教授及許瑞芬副教授榮獲

「甲種研究獎」。 

 生活應用科學系利翠珊副教授榮獲國科會

「甲種研究獎」。 

五月一日 院長李寧遠教授以中華民國營養學會理事

長主辦食品科技學系、微生物學會、小兒消

民生學院 【140】 

化系學會在世貿大樓舉辦「乳酸菌與健康研

討會」。 

五月四日 教育部督學定期訪視。 

 院長李寧遠教授應邀於學務處主辦之「健康

週」講演「運動營養與防癌」。 

五月八日 本盟紡織股份有限公司捐贈織品服裝學系

SL7900 自動電腦輔助梭織打樣機設備，價

值 693,000 元。 

 輔幼中心園遊會。 

 織品服裝學系中華服飾中心應邀參加由民

生報、文建會市政府主辦之「博物館嘉年華

會」。 

五月十日 教育部中程計劃訪視織品系。 

五月十二日 食品營養學系舉辦企業校園徵才說明會。 

 誠泰銀行委託織品服裝學系學生設計秋冬

員工制服說明會。 

五月十四日 織品服裝學系假紡拓會第一會議室舉行「第

廿六屆論文組畢業展」。 

五月十五日 食品營養學系李寧遠教授連任第十一屆中

華民國營養學會理事長。 

五月十五日 食品營養學系李寧遠教授應邀主持於中山

醫學院舉辦之「第廿五屆中華民國營養學會

年會及學術研討會」。 

五月十七日 生活應用科學系接受系所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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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九日 「中日家政教育研討會」日本金城學院、御

茶之水女子大學、日本秋田大學、放送大學

日方代表蒞院參訪。 

 織品服裝學系與德育護專假福華飯店舉行

「千禧年新世代造型秀」。 

五月廿五日 台北縣政府勞工局委託生活應用科學系辦

理「原住民中餐烹調班結訓典禮」。 

五月廿六日 織品服裝學系舉辦「紡織相關企業徵才說明

會」，並邀請儒鴻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講演「紡織人的就業契機」。 

五月卅日－六月三日 食品營養學系陳炳輝教授受邀赴西班牙

Granada 參加「第廿三屆國際高效液相層析

研討會」。 

六月二日 織品服裝學系邀請四川省三星堆博物館館

長魏學峰講演「三星堆美術考古」。 

六月三日 織品服裝學系邀請英國里玆大學 Dr.Hollow
講演「虛擬大學的建構與實例」及「多媒體

教學在紡織教育的應用」。 

六月四日－五日 織品服裝學系舉辦「跨世紀織品服裝教育及

研究發展研討會」。 

六月五日 織品服裝學系何兆華老師及蘇旭珺老師「美

麗五千年」光碟發表會，由國立歷史博物館

發行。 

六月十日 生活應用科學系黃韶顏教授，食品營養學系

曾明淑副教授，織品服裝學系蘇旭珺講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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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獲民生學院教師服務獎。 

 生活應用科學系黃韶顏教授，食品營養學系

陳炳輝教授、蔡敬民教授、丘志威教授、盧

義發教授、黃瑞美副教授、許瑞芬副教授，

織品服裝學系胡澤民教授，王怡美副教授、

蔡玉珊講師、何兆華講師分別獲民生學院教

師研究獎。 

六月十六日－廿七日 二年制織品服裝技術系飾品設計組首屆畢

業生假台南市立文化中心舉辦「巡迴畢業展

（二）」。 

六月廿七日 生活應用科學系於理圖劇場公演兒童戲劇

「都是毛毛惹的禍」。 

六月廿九日 織品服裝學系與日商島精機製作有限公司

續約，免費借用電腦針織機與輔助設計系

統。 

六月卅日－七月一日 食品營養學系博士班第一屆博士候選人資

格考。 

六月三十日 生活應用科學系與善牧基金會、TVBS 合辦

之中輟生服務專線舉辦開播典禮。 

 食品營養學系陳政雄副教授應邀赴美參加

「美國食品科技學會年會」。 

七月一日 民生學院與美國聖道大學（University of the 
Incarnate Word）八十八學年度交換學生計

畫，遴選高孝元、李婉如二位學生前往。 

七月一日 生活應用科學系畢業卅週年系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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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六日－八日 織品服裝學系第七屆研究生乙組畢業生口

試。 

七月七日 華視綜藝節目「超級星期天」超級特搜小組

單元主持人卜學亮至織品服裝學系尋找系

友苗青。 

七月八日－十一日 生活應用科學系蘇雪玉主任一行四人參訪

菲律賓 DaLa Salle 大學。 

七月十六日 織品服裝學系第七屆研究生甲組畢業口試。 

七月十日－十九日 副校長郭維夏教授、院長李寧遠教授與理工

學院張康教授一同出席巴布亞紐幾內亞聖

言會大學主辦之「亞太地區聖言會大學會

議」，並簽訂合作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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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法學院 

 

八十七年 

八月一日 宗教學系主任由陳德光老師接任；陸達誠老

師休假研究一年。 

 宗教學系陳德光主任、莊宏誼老師、武金正

老師、黃懷秋老師、陳敏齡老師獲法管兩院

學術研究獎勵補助專題研究計劃「宗教交談

的基礎—對佛、道、基督教信仰的反思」，

黃懷秋老師為研究主持人；莊慶信老師獲補

助專題研究計劃「早期儒家『人為貴』環境

哲學的現代意義」。 

 陳敏齡老師獲中西文化研究中心補助專題

研究計劃「西方淨土的表象及其宗教學的詮

釋」；武金正老師獲補助專題研究計劃「神

的普世性—拉內的宗教交談觀」。 

 經濟系李阿乙教授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

計劃「股票指數的期貨與現貨市場互動關係

分析：不對稱 GARCH 模型的實證結果」；

張文雅教授獲補助專題研究計劃「預料到的

軍事同盟與武器，國外淨資產累積：一個跨

時最適化小型開放經濟模型」，並同時獲傑

出研究獎勵費；林克釗副教授獲補助專題研

究計劃「地方政府地價稅稅基差異之研

究」；姚睿副教授獲補助專題研究計劃「小

型開放經濟之貨幣法則評估」；魯慧中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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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獲補助專題研究計劃「所得結構與儲

蓄」，並同時獲得甲種研究獎勵費；陳秀淋

助理教授獲補助專題研究計劃「長期貨幣需

求函數再探討：非線性分析法之應用」，並

同時獲得甲種研究獎勵費；張俊仁助理教授

獲補助專題研究計劃「效率工資、組織目標

與工作努力」，並同時獲得甲種研究獎勵

費；蔡雪芳教授獲得甲種研究獎勵費。 

八月四日 挪威學生參訪中國社會文化中心。 

八月六日—七日 法律學系於劍潭海外青年活動中心舉辦「行

政救濟制度改革研討會」。 

八月十日—十六日 宗教學系武金正老師受邀於「21th World 
Congress of Philosophy：Philosophy Education 
Humanity」發表 Vietnamese Education Based 
on Folklore。 

八月十三日 宗教學系陳德光主任應台灣省中等學校教

師研習會生命教育研習班邀請，於台中豐原

講演「生命教育」。 

八月十五日—八十八年二月廿八日 

社會系交換學生歐陽佩斯赴美國史屈學院

（Cardinal Stritch College）就讀。 

八月十九日 國家衛生研究院派員參訪中國社會文化研

究中心。 

八月廿日 日 本 流 通 經 濟 大 學 （ Ryutsu Keizai 
University）代表一行人參訪中國社會文化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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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廿四日 聖湯瑪斯大學（St. Tomas University）校長

等一行人參訪中國社會文化中心。 

八月廿六日—廿九日 經濟系戴台馨教授應邀擔任東吳大學《商學

學報》論文審查委員。 

經濟系李阿乙教授應「Asian Real Estate 
Society」（ARES）邀請，出席「Third Annual 
Conference」，並發表論文 On Political Risk 
and Real Estate Returns。 

八月廿七日 社工系許臨高教授應邀至劍潭青年活動中

心講演「非志願性案主接觸及社會資源之運

用與轉介」。 

九月 宗教學系陳德光主任、莊宏誼老師及簡鴻模

老師獲法管兩院學術研究獎勵補助專題研

究計劃「宗教與生態環保—從道教、基督宗

教、原住民文化探討生態環保的觀念與做

法」，並由陳德光主任為主持人。 

 宗教學系簡鴻模老師獲文化教育基金會補

助研究計劃「南投縣仁愛鄉中原部落生命史

調查研究」。 

九月一日 第一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九月六日—九月八日 社會學系假宜蘭礁溪太子大飯店舉行「社會

學系發展會議」。會中議題包括：系務工作

推展、研究所之成立、課程規劃、慶祝七十

週年校慶研討會之舉辦、系評鑑之籌備等。 

九月八日 第一次主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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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廿九日 荷蘭基金會負責人 Peter Merkx 一行三人參

訪中國社會文化中心。 

九月卅日 第一次院導師會議。 

十月—八十八年二月 社會學系研究所籌備。 

十月二日 第二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十月四日—八日 美國紐約長島大學宗教系主任葛拉思(Dr. 

Glass)參訪宗教學系，並商討八十八年九月

至十一月委託本系開設十週英文宗教學課

程事宜。 

十月十一日 宗教學系邀請花蓮鹽寮區紀復先生假利瑪

竇大樓會議廳講演「簡樸生活」。 

十月十五日 社工系邀請董芳苑教授演講「台灣的宗教」。 

十月十六日 第二次主管會議。 

十月十六日—十七日 社工系假淨心堂一樓大廳舉辦實習心得發

表會。 

十月廿八日 法律學系邀請黃宗樂教授蒞校講演「法律人

的修學、特質的能力」。 

 國語中心主任率學生一行參訪中國社會文

化中心。 

十月廿九日 經濟系張文雅教授應邀至台大經研所講演

「 Distortionary Taxed, Government 

Expenditures and Real Interest Rates 

with Endogenous Labor」。 

十一月—十二月 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主辦「兩岸社會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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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家庭與相關問題學術研討會」，共有廿二

篇論文發表，與會人數約二五四人。 

十一月一日 中國社會文化中心所發行之刊物 China 

News Analysis（《中國消息分析》）正式宣

佈於本年度底停刊。 

十一月七日 經濟系戴台馨教授應邀出席「第六倫與群我

關係之再探討學術研討會」，並擔任籌備委

員主持人。 

 社工系蘇景輝老師應邀至青年社區發展委

員會講演「社區營造與社區資源的運用」。 

十一月十一日 經濟系戴台馨教授應外語學院英文系之

邀，擔任英文系校內評鑑召集人。 

 中國社會文化中心舉辦「台灣對西方文明及

基督宗教之看法」座談會。 

十一月十四日 宗教系陸達誠教授及經濟系張文雅教授榮

獲本校教師「傑出學術研究成果獎」。 

十一月廿日 第三次主管會議。 

十一月廿一日 宗教學系陳德光主任應「基隆市八十七學年

度生命教育教師研習會」之邀於基隆百福國

中講演「生命教育」。 

十一月廿四日  社會學系邀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孫中興教

授於法學院實習法庭舉行講演「愛要怎麼

說」。 

十一月廿五日 第一次院務會議。 

財法系邀請傑出校友環亞國際集團朱宗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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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致福電子公司林家亨先生、慶豐銀行

鄭聖潔先生座談「法律人之經驗談」。 

十一月廿六日 社工系許臨高教授應邀至永和公園活動中

心講演「叛逆的青春—如何與青少年孩子溝

通」。 

十二月一日 宗教學系陳德光主任應「一九九八年東亞—

大洋洲聖衣會兄弟聯誼會」邀請講演

「Inculturation in the Religion」。 

十二月二日 中國社會文化中心第二次法管共融訪談會

「由聖經考古到社會正義」，由關秉寅主任

專訪房志榮神父。 

 淡江大學大陸問題研究所楊景堯教授率研

究生等六人參訪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 

 宗教學系邀請法律系史慶璞老師講演「宗教

與法律」。 

十二月三日  社會學系邀請中興大學侯崇文教授來校與

學生座談。 

社工系邀請北市勞工局藍介洲先生與本系

老師、一年級視障生分享視障者的學習歷

程。 

十二月四日 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專案評估小組第一

次會議。 

十二月六日 宗教學系舉辦第一次系友聚會。 

十二月七日 大陸學者王輝教授蒞臨社會系參訪，並與學

生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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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日 社會學系學生周招智、白雅惠、楊香容分別

以「變遷社會中大學生對偏差行為容忍度之

實證研究：以台北地區大學生為例」、「北市

高中女校資優生之自我認知與刻板印象差

異之研究」與「從環境的權變觀看服務業的

人力資源發展」獲國科會八十八學年度獎

助。 

十二月十一日 宗教學系系所評鑑。 

 宗教學系簡鴻模老師應邀於中國社會文化

研究中心舉辦之「兩岸社會變遷中家庭與其

相關問題學術研討會」發表「泰雅族婚姻及

家庭生活初探—台灣新竹桃山村為例」。 

十二月十二日 宗教學系碩士班邀請李純娟女士講演「中國

基督徒靈修」。 

十二月十四日 第三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十二月十四日—十九日 社學週。 

十二月十六日 社工系鄭玉英助理教授應邀至龍山婦女中

心講演「婚暴婦女的心理處遇」。 

 財法系邀請傑出公職校友返校與學弟妹座

談「國家考試經驗談」。 

十二月十六日—十七日 經濟系姚睿副教授應主計處及中研院經濟

所邀請，出席「一九九八年總體經濟計量模

型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Are Policy Rules 

Better than the Discretionary System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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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七日 社工系邀請清華大學陳若璋教授講演「性加

害者的形成歷程及治療處遇」。 

十二月十八日 第四次主管會議。 

十二月十九日 社工系林桂碧助理教授應邀至台北市松山

區身心障礙福利中心講演「認識勞動基準

法」。 

 社工系蘇景輝講師應邀至澎湖縣立文化中

心演講「社區營造方法」。 

十二月廿日 經濟系姚睿副教授應邀至台大經濟所講演

「 Are Policy Rules Better than the 

Discretionary System in Taiwan?」 

 經濟系張文雅教授應邀出席中研院社科所

年會會議並擔任論文評述人。 

十二月廿四日 社工系邀請北縣社會局楊素端局長講演「臨

床到行政之路：從社會工作的生涯轉換談台

北縣社會福利的規劃」。 

十二月卅日 經濟系張文雅教授應邀出席中研院社科所

「中研院社科所學術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Anticipated Foreign Military Threat and 

Arms Accumulation in a Small Open 

Economy。 

八十八年 

一月 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尹美琪修女參加由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台灣社會學系主辦之

「跨世紀的台灣社會學與社會學術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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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發表論文〈台灣報紙對天主教會報導

之初探〉。 

一月四日 社會學系系友吳豐隆先生返校與同學座談

「社會與環境」。 

一月五日 社會學系邀請中央研究院訪問學者陳國霖

教授講演「美國社會的華人幫派」，邀請學

者張娟芬小姐講演「性愛與認同」。 

 美國 Rutgers University 陳國寧教授參訪

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 

一月七日 社工系邀請勞委會勞工福利處陳德進科

長、謝鴻鈞專員講演「工業社會工作的發

展—EAP 在事業單位的推廣與運用」。 

一月七日—十四日 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狄明德神父應邀至

印 度 出 席 「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atholic Tought and 

Management Education」。 

一月八日 宗教學系陳德光主任應教育學程中心之邀

於「情意教育與青少年問題研習會」發表論

文〈台灣的生命教育〉。 

一月九日 宗教學系莊宏誼老師應邀於中央研究院歷

史語言研究所舉辦之「宗教、醫療、養生學

術研討會」發表〈太極原理與養生〉。 

一月十三日 南耀寧神父應本校英文系之邀，講演「The 

Jesuits in China in the 16th — 18th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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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十五日 第五次主管會議。 

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專案評估小組第二

次會議。 

一月十八日 第四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一月十九日 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尹美琪修女於法管

兩院八十六學年度學術研究補助計畫結案

發表會發表〈中國大陸慈善觀之研究〉。 

一月卅一日—二月八日 社工系羅四維教授帶領碩士班學生至菲律

賓 Navotas 體驗貧窮生活。 

二月三日 宗教學系陳德光主任應救國團八十八年冬

令青年自強活動「北區高中(職)學生幹部領

導才能研習會」邀請，於淡水鎮聲寶訓練中

心講演「生命教育」。 

二月—五月 社會學系籌備系評鑑相關作業。 

二月—七月 經濟系戴台馨教授應邀擔任中研院專題研

究計劃審查會議之審查委員。 

二月九日 經濟系張文雅教授應中研院社科所邀請，出

席「亞洲金融風暴之後的台灣經濟政策研討

會」，並發表論文〈金融危機的研究及其啟

示〉。 

 社工系林桂碧助理教授應邀至桃園救國團

講演「核心技術」。 

二月廿二日—廿五日 宗教學系武金正老師應邀參加「在台的越南

傳教之年會」。 

二月廿三日 日 本 桃 山 學 院 大 學 （ St. Andr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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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文學部教授三宅亨參訪中國社

會文化研究中心。 

 莊慶信老師為全校宗教輔導人員講演「法管

環保推動情形分享」。 

二月廿三日—廿五日 「第十一屆中日學生文化交流會」日本桃山

學院大學（St. Andrew’s University）師生

蒞校與社會學系師生進行交流。 

二月廿五日—廿九日 宗教系陳德光主任、黃懷秋副教授、胡國楨

老師分別應邀於「聖父年神學研討會」發表

〈舊約聖經天主為父的神觀〉、〈保祿和天主

父性〉及〈朝拜父—禮儀的根〉。 

三月一日—三月三日 「第十二屆中日學生文化交流會」社會學系

邀請日本流通經濟大學（Ryutsu Keizei 

University）根橋正一教授及同學蒞校參

訪。 

三月四日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冷則剛教授率

十八位學生參訪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 

三月五日 經濟系張文雅教授應邀至逢甲大學經研所

講 演 「 Anticipated Foreign Military 

Threat and Arms Accumulation in a Small 

Open Economy」。 

 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派員參加「大陸資料

館際合作組織第二次年會」。 

三月十六日 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關秉寅主任及統計

系謝邦昌主任於八十六學年度法、管學院學

術研究獎勵第二類補助研究計畫發表會報

法學院 【155】 

告〈大學評鑑制度之探討〉。 

三月十九日 第六次主管會議。 

社工系林桂碧助理教授應邀至高雄救國團

講演「員工協助方案服務內容」。 

社工系劉可屏副教授應邀至北縣家扶中心

保姆訓練班講演「因材施教」。 

三月廿日 法律學系於本校利瑪竇國際會議廳舉辦「我

國法制對於人民宗教信仰之保障學術研討

會」（創校七十週年系列活動）。 

 宗教學系莊慶信老師應邀於「我國法制對於

人民宗教信仰之保障研討會」發表論文〈法

律與宗教理論—一個宗教倫理學的理解〉，

宗教學系陳德光主任亦應邀出席擔任會議

主持。 

三月廿四日—廿八日 美國紐約長島大學宗教系主任葛拉思(Dr. 

Glass)參訪宗教學系並商討下學年度開課

事宜。 

三月廿五日 社工系鄭玉英助理教授至耕莘文教基金會

講演「愛是自由還是控制—談家庭暴力」。 

三月廿五日—四月二日 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狄明德神父應邀赴

大陸成都參加由利氏學社主辦之「四川成都

和諧與交流學術研討會」，並發表論文〈社

會交談與市場經濟的運作〉。 

三月廿六日 第五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三月廿六日—廿七日 社工系成立「新莊市木棉花專線」工作坊。 



法學院 【156】 

三月廿七日 經濟系張文雅教授應東吳大學經濟系所邀

請，出席「一九九九東吳經濟學研討會」，

並擔任論文評述人。 

三月卅日 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南寧神父應台灣美

國商業協會之邀講演「The Second Session 

of th 9th NPC and the Achievements of Zhu 

Rungji’s One Year in Office」。 

三月卅一日 社會學系與勵馨基金會假利瑪竇地下樓演

講廳合辦「關懷愛滋培訓計劃」。 

 法律學系邀請林益山教授蒞校講演「民主與

法治兩者之關連性」。 

四月二日 多明尼加共和國高等教育主任委員參訪中

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 

 宗教學系陳德光主任應羅東高工「生命教育

研習會」邀請講演「生命教育」。 

四月六日－四月九日 戴院長台馨教授與經濟系李阿乙主任、高人

龍 教 授 及 陳 明 道 教 授 應 邀 至 菲 律 賓

University of St. La Salle 及 De La Salle 

University，參加其兩場討論會。 

四月十四日—十七日 社工系蘇景輝老師應邀參加「社區美學研討

會」，並發表論文〈社區營造方法：社區工

作模式的運用〉。 

四月十五日 社工系鄭玉英助理教授應邀至耕莘文教基

金會講演「兒女最深的疼愛—談母親角色」。 

四月十六日 第七次主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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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系與新莊市公所於市公所舉行「木棉花

專線成立茶會」，並由社工系鄭玉英助理教

授講演「暴力是愛的誤用」。 

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舉辦「大陸村民自治

與中國特色民主」座談會，並邀請東吳大學

政治系楊開煌教授主講。 

四月十八日 宗教學系陳德光主任獲選為台灣宗教學會

理事，並擔任教育組召集人、學術組基督宗

教研究群召集人。 

四月十九日 社工系「木棉花專線」正式開線服務。 

四月十九日—廿三日 社會學系假淨心堂舉辦「社會學系第二十七

屆應屆畢業學士生論文發表會」。 

四月廿一日 社工系林桂碧助理教授應邀至桃園救國團

講演「方案需求調查分析與設計評估」。 

四月廿二日 四川省人民大法制會周偉、社會科學院政治

學研究所都淦、四川成都第一人民醫院主任

葉秀英等參訪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並舉

辦交流討論會。會中討論：1.地方人大的角

色、組織及功能、2.四川省遂寧市中區步雲

鄉鄉長直選在四川省的討論、3.未來地方民

主可能發展的方向。 

四月廿三日 宗教系邀請賴鵬舉教授講演「淨土變相圖探

源」。 

四月廿八日 社工系蘇景輝講師應邀至高雄醫學院醫學

社會學系講演「社區照顧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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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三十日 遴選校級會議院教師代表暨院級會議各系

教師代表、學生代表。 

五月 經濟系戴台馨教授應考選部之邀，擔任考選

部國家考試試題之審查員。 

五月一日 第二次院務會議。 

宗教學系莊慶信教授應邀於「第二屆師法自

然淨化人心研討會」中發表論文〈中國佛教

眾生平等的環境哲學〉。 

五月四日 社會學系評鑑。 

五月四日—十二日 社工系林桂碧助理教授應邀參加「員工協助

方案研討會－美國與台灣跨國 EAPs 經驗交

流」，並發表論文〈企業員工協助方案之未

來發展－由台灣的工業社會工作談起〉。 

五月五日 經濟系戴台馨教授應歷史系之邀請，擔任歷

史系校內評鑑之召集人。 

五月七日 經濟系李阿乙教授應邀至逢甲大學經濟系

講演「Testing a Specific Form of 

Heteroslcedasticity」。 

五月九日 經濟系魯慧中副教授應中研院經濟所邀請

出席「個體計量與方法應用研討會」，並發

表論文〈所得結構與消費行為之探討〉。 

 宗教學系莊宏誼老師應邀參加淡水工商管

理學院舉辦之「新興宗教成立要件座談會」。 

五月十日 宗教學系碩士班邀請許明銀老師講演「佛教

的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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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一日 宗教學系邀請香港禮儀專家羅國輝神父講

演「在地若天—基督宗教圖像中的基督」。 

五月十二日 宗教學系假法學院實習法庭舉辦學士班四

年級、碩士班學術論文發表會。 

五月十四日 第八次主管會議。 

上海復旦大學哲學系主任俞吾金教授參訪

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 

五月十五日 經濟系戴台馨教授應逢甲大學經濟系所

 邀請，出席「一九九九經濟思想史與方法論

研討會」，並發表論文〈複合式建構理論法

及其意涵－以 A.O. Hirschman 建構市場社

會的詮釋理論為例〉。 

 社工系許臨高教授應邀參加「台北市萬華區

社區輔導資源聯繫座談會」，並講演「破繭

而出—再創輔導的桃花源」。 

五月十六日 社工系系友會假社會圖書館會議室舉辦系

友大會。 

 社工系協助新莊市民有里舉辦「社區人才培

訓班」，由蘇景輝講師擔任授課老師。 

五月十七日—廿一日 宗教學週，並成立宗教學系網站，網址為

http://mails.fju.edu.tw/~rsd/。 

五月十八日—六月十二日 法律學系邀請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校長

韓大元教授蒞校講學。 

五月十九日 社工系林桂碧助理教授應邀至桃園救國團

講演「生涯管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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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學系邀請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宋光宇教

授講演「信息生命與宗教」。 

五月廿日 社會學系以第二順位之名次獲淮向教育部

提出申請成立研究所。 

五月廿一日 社工系鄭玉英助理教授受邀至忠義育幼院

講演「不幸少女的家族治療」。 

 財法系陳昭華老師帶領同學參加由行政院

公平交易委員會所舉辦的「公平交易法一日

營」。 

五月廿一日—廿三日 宗教學系簡鴻模老師帶領學生至南投縣仁

愛鄉眉溪部落做課程校外教學。 

五月廿二日—廿三日 宗教學系宗教參訪之旅。 

五月廿二日—廿八日 法律學系假龍溪花園舉行「第二屆教學及系

務發展研討會」。 

五月廿六日 宗教學系邀請玄奘大學黃運喜教授講演「台

灣寺廟產權問題面面觀」。 

五月廿八日 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舉辦「文化變遷、心

理調適與價值重建—大陸改革開放以來文

化發展的反思座談會」，並邀請上海復旦大

學哲學系主任俞吾金教授主講。 

五月廿八日—廿九日 社工系鄭玉英助理教授應邀參加「科技整合

下的諮商整合工作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

〈基督教信仰與心理的整合研究－一個『心

靈醫治』的治療歷程〉。 

五月卅日 宗教學系黃懷秋老師應邀於台北聖家堂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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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教會內的聖母敬禮」。 

六月 財法學系碩士班獲教育部准許成立，預定八

十九年五月招生。 

六月一日 社會學系邀請系友中國時報記者王綽中與

本系學生座談「兩岸青少年文化之流行」。 

 社工系鄭玉英助理教授應邀至「洪建全教育

文化基金會」講演「親愛的，別叫家庭太沈

重—談家庭暴力」。 

六月四日—五日 宗教學系陳德光主任應邀於中原大學舉辦

之「宗教教育研討會」中發表論文〈輔仁大

學宗教學系宗教教育的理念與實際〉。 

六月五日 宗教學系胡國楨老師應邀於「人文科學文教

基金會」舉辦之「廿一世紀宗教與國家發展

會議」發表〈台灣地區宗教學術化之探討〉。 

六月八日 第二次院導師會議。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校長韓大元教授參

訪中國社會文化中心。 

六月九日 社會學系王淑女教授獲法管兩院學術研究

獎勵第一類獎；吳素倩老師以「變遷社會中

學生文化之跨國比較研究－以台灣輔仁大

學與日本流通經濟大學為例」獲第二類研究

計劃補助。 

 宗教學系陳德光主任應邀於南華管理學院

主辦宗教學系協辦之「跨世紀宗教與心靈改

革學術研討會與座談會」中擔任座談會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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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並發表〈基督宗教靈修與心靈改革〉。 

六月十一日 第六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六月十二日 社會學系假利瑪竇一樓舉行第廿七屆畢業

慶典，並邀請傑出系友王俊秀、侯崇文及雷

嘯虎與會座談。 

六月十七日 社工系邀請統計系謝邦昌主任蒞系演講。 

六月廿日 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狄明德神父出席國

科會「宗教研究的推動與整合規劃會議」並

講演「社會關懷與宗教對話：天主教角度」。 

 宗教學系陳德光主任應邀擔任國科會於中

研院民族所主辦之「宗教研究的推動與整合

會議」主持人，胡國楨老師亦於會中發表〈台

灣新生代的宗教教育與研究〉。 

六月廿三日 宗教系簡鴻模老師於「宗教學系教師學術會

議」發表〈台灣原住民傳統宗教與生態環

保—以泰雅族賽德克亞支德克塔亞群為

例〉。 

六月廿四日 社工系邀請台北地方法院鄭麗燕法官講演

「家庭暴力防治法與司法程序」。 

六月廿五日—廿九日 社工系羅四維教授應邀至菲律賓參加

「 Jesuit Education 21: Conference on 

the Future of Jesuit Higher Education」，

發表「Does Jesuit Higher Education Have 

a Future on the International Scene? The 

View from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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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廿八日—七月四日 社會學系老師與學生共七名赴日本流通經

濟大學（Ryutsu Keizei University）參加

「第十三屆中日學生文化交流會」。 

六月廿九日 社會學系王淑女老師獲國科會專題研究計

劃補助「青少年犯罪問題與其防制對策－家

庭攻策青少年犯罪問題的防制（II）」。 

六月卅日 法律學系張懿云副教授完成國科會專題研

討計畫報告「個人非營利目的重製之研究」。 

七月 宗教學系陳德光主任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

究計劃「艾克哈天人合一神秘思想的研究」。 

七月三日  宗教學系莊宏誼老師、簡鴻模老師、陳德光

主任分別於「環保與經濟、人文、社會科學

研討會」發表〈道教的生態環保觀與實踐〉、

〈台灣原住民傳統宗教與生態環保—以泰

雅族賽德克亞支德克塔亞群為例〉及〈基督

宗教的生態環保觀〉論文，中國社會文化研

究中心關秉寅主任並受邀擔任與談人。 

七月四日 宗教學系莊宏誼老師應邀於「第一屆馬祖列

島發展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擔任論文講評

人。 

七月十二日 第七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七月十三日 社會學系學生羅永青以「族群意識與國家訟

同之相關變項研究」獲國科會八十九年度大

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劃獎助。 

七月十五日 法律學系陳榮隆副教授完成國科會專題研

究計畫報告「民法繼承編註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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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廿二日 社會學系成令方老師以「婦產科醫病的性別

與權力關係」，王淑女老師以「大眾傳播媒

體對青少年犯罪防治之效果研究」獲國科會

專題研究計劃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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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管理學院 
 

八十七年 

八月一日 黃登源教授接任院長。 

八月一日—八十八年七月卅一日 

國際貿易與金融學系李宗培老師獲國科會

補助研究計畫「亞太區域金市場之比較、互

動與整合（II）—各國金融風暴之成因與對

策—貨幣危機的國際傳染性—東亞金融風

暴實證研究」；林妙雀老師獲補助研究計畫

「產業全球化與企業資源能力對全球策略

運作及績效影響之研究—台灣跨國企業之

實證分析」；葉銀華老師獲補助研究計畫「亞

太區域金市場之比較、互動與整合（II）—

國際股市訊息傳遞、產業關聯性與外資交易

效果—亞洲金融風暴前後台灣、美國與日本

電子業之研究」及「董事會結構、利益衝突

決策與基金績效—台灣投信業管治機制之

研究」；蔡麗茹老師獲補助研究計畫「台灣

消費與所得長期共積關係之實證研究」；林

淑玲老師獲乙種研究獎勵「我國財金制度現

況之下規模效果配置效率效果之研究」。 

企管系吳桂燕老師獲國科會補助研究計畫

「基本分析訊息與股價報酬關係之實證研

究」；吳冬友老師獲通過補助研究計畫「條

件參數導向可靠度估計模式之最適抽樣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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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李天行老師獲補助研究計畫「整合複

迴歸分析、時間序列分析、類神經網路、及

模糊時間序列分析以預測我國半導體產業

未來趨勢之研究」；邱志洲老師獲補助研究

計畫「利用類神經網路決定衰減性資料之壽

命試驗終止時間」。 

企管系高人龍及李天行老師獲法管兩院補

助研究計畫「產業集中度之研究：台灣地區

製造業民國 65～85 年之實證分析」；邱志洲

及楊百川老師獲補助研究計畫「信用卡行銷

策略與持卡者資料探勘之研究」；許培基老

師及貿金系葉銀華老師獲補助研究計畫「基

金績效、投資者搜尋成本、與基金流量關係

之研究」。 

企管系吳冬友老師參加跨世紀管理新知研

討會，並發表論文〈服裝業設計品質之研

究—以童裝為例〉。 

八月四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林燈燦教授講演「中華

民國過內旅遊現況探討」。 

八月六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林燈燦教授講演「日本

來華旅客動態分析（上）」。 

八月十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吳開霖董事長講演「我

國民營企業之資產結構解析（上）」。 

八月十一日 應用統計學系邀請陳國典理事長講演「日本

來華旅客動態分析（下）」。 

八月十三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陳國典理事長講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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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最喜歡的觀光景點解說（上）」。 

八月廿日 資管系楊銘賢老師和邱瑞科老師受邀參加

「第四屆海峽兩岸資訊管理發展策略研討

會」共同發表〈台灣地區零售業應用陳列空

間管理決策支援系統之研究〉及〈企業導入

電子商務的企業價值暨影響企業策略之探

討〉。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吳開霖董事長講演「我

國民營企業之負債結構解析（上）」。 

八月廿四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陳學兒教授講演「日本

人最喜歡的觀光景點解說（下）」。 

八月廿五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陳學兒教授講演「日本

國民飲食習慣與國人飲食習慣之不同」。 

八月卅一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吳開霖董事長講演「我

國民營企業之負債結構解析（下）」。 

九月一日  《輔仁管理評論》第五卷第二期出刊。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吳開霖董事長講演「我

國民營企業之淨值結構解析（上）」。 

九月三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吳開霖董事長講演「我

國民營企業之淨值結構解析（下）」。 

九月十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吳開霖董事長講演「我

國公營企業之資產結構解析」。 

九月十四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吳開霖董事長講演「我

國公營企業之負債結構解析」。 

九月十七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吳開霖董事長講演「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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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公營企業之淨值結構分析」。 

九月廿五日 第一次院務發展委員會議。 

九月卅日 資管所邀請寶盛系統（股）公司劉幸總經理

講演「企業資源規劃系統」。 

十月 資管系苑守慈老師受邀參加於新加坡舉辦

之「Internation Workshop on Mult-Agent」，
發 表 「 Towards Next Generatioon MAS 
Building Environment」。 

 資管系苑守慈老師受邀參加於台北舉辦之

「 Informational Conference on Tools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發表「Panel：Software 
Agents and Electronic Commerce」。 

 資管系苑守慈老師受邀參加於香港舉辦之

「Internation Symposium on Intelligent Data 
Engineering and Learning」，發表

「Multi-Agent Approach as a Catalyst for 
Financial KDD Process」。 

十月九日 企管系邀請黃洪瑞先生介紹中山大學公共

事務管理研究所。 

十月廿一日 資管所邀請中山大學資管所賴香菊教授講

演「電子商務研究」。 

十月廿二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國民黨組工會專門委

員周隆山講演「民意調查與選舉研究之分

析」。 

十月廿三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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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廿八日 企管系學術論文研討會邀請許培基老師發

表學術論文。 

十一月  企管系許培基老師應邀參加「第八屆會計理

論與實務研討會暨審計問題研討會聯合研

討會」，發表論文〈適用『退休金會計處理

原則』所隱涵的代理問題之研究〉。 

 企管系許培基老師及貿金系葉銀華老師應

邀參加「亞太金融中心研討會—金融業競爭

力提昇與企業財務創新」，發表論文〈基金

經理人更換，董事會組成與績效之研究〉。 

 資管系楊銘賢老師於《管理學報》中發表〈基

因演算法在配置陳列空上的應用〉。 

 資管系莊雅茹老師於「Web Net 98-world 
Conference of the WWW, Internet, and 
Intranet」中發表「 FI/FD Learning Style, 
Gender, Math Achievement and Computer 
Animation」。 

十一月五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民進黨民意調查中心

賀端蕃主任講演「民意調查與選舉研究之分

析」。 

十一月十八日 第一次院務會議。 

 資管所邀請中央大學資管系林子銘教授講

演「高速變遷環境下的國際資訊系統」。 

十一月廿日—廿一日  資管系所與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合辦「第

四屆國際資訊管理研究暨實務研討會」並邀

請楊銘賢老師、齊學平老師共同發表〈陳列

管理學院 【170】 

空間配置的彈性決策支援模式〉，苑守慈老

師發表「Comprehensive and Personalized 
Stock Performance Prediction」及

「Personalized Multi-Attribute Comparison 
Shopping」，邱瑞科老師發表〈從實用的觀點

探討近代交換區域網路權方為管理架構〉，

莊雅茹老師發表〈訂單生產環境下供應鍊排

程之研究〉，葉宏謨老師發表〈訂單生產環

境下供應鏈排程之研究〉，邱志洲老師發表

〈高科技產品使用壽命之研究—以發光二

極體為例〉。 

十二月  資訊管理系莊雅茹老師於《視聽教育》中發

表〈知覺、注意與學習〉。 

十二月八日 第二次院務發展委員會議。 

十二月十日—十一日  資管系舉辦「第十五屆資訊系統專題發表

會」。 

十二月十五日—十八日 企管系李天行及邱志洲老師應邀赴台中朝

陽科技大學參加「一九九八中華民國第六屆

模糊理論與會議」發表論文〈類神經網路於

我國積體電路產量預測之研究〉。 

十二月十六日 企管系三年級學生參觀長春化學股份有限

公司。 

十二月十八日 資管系所評鑑。 

十二月廿三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評鑑。 

八十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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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一日—六月廿日 資管系邱瑞科老師獲行政院衛生署補助研

究計畫「我國基層衛生行政單位整體網路架

構與資訊應用系統之研究與規劃」。 

一月十三日 期初全院導師座談會。 

一月十五日     第一次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一月廿日—六月廿日  資管系張銀益老師、楊銘賢老師與鉅碩公司

合作開發「鉅碩公司公用電話營業管理資訊

系統研發計劃」。 

三月一日  《輔仁管理評論》第六卷第一期出刊。 

三月十日     舉辦全院教學與研究座談會。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王清雲博士講演

「Weighted Normality-based Estimator in 
Correcting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Estimation 
Between Incomplete Nutrient 
Measurements」。 

三月十九日 資管系舉辦推薦甄試入學口試。 

三月廿二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加拿大統計局劉正平

博士講演「Categorical Constrain of Statistical 
Matching」。 

三月廿四日     第二次院務會議。 

三月廿五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陳江博士講演「Effects 
of Outliers in the Analysis of Predictive 
Relationship Some Issues in Empirical 
Finance」。 

四月三日—八日 統計學系謝邦昌主任、廖佩珊老師、莊瑞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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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等率學生一行二十餘人，前往北京中國

人民大學、香港城市大學，參加學術研討會

及學術交流。 

四月十二日      第二次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四月廿一日      政治大學司徒達賢教授蒞院講演「商學院的

組織與設計」。 

四月廿六日 資管系邀請台灣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林永松

教授講演「Network Planning and Capacity 
Management」。 

四月廿九日 國際貿易與金融學系系所評鑑。 

五月二日 統計學系假社會科學圖書館會議室召開第

五屆系友會常務委員會議。 

五月三日—七日 資管週。 

五月十二日 企管系學術論文研討會，並邀請高人龍老師

發表學術論文。 

 資管系主辦「輔仁大學管理學院第一屆大學

部學生優秀專題研究成果發表會」。 

五月十七日 資管所邀請中山大學郭峰淵教授演講「從你

濃我濃到不理不睬，或從習慣領域到日新月

異？—資訊、心智、與行為」。 

五月十八日 香港城市大學參訪資管系所。 

五月廿四日 資管所邀請朝陽科技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孫

宏民教授講演「網路安全與數位簽章」。 

五月廿五日 統計學系系友通訊刊物《統計人—輔仁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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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友通訊》創刊號出刊。 

五月廿六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交通部企畫組李國奎

科長講演「觀光事業的推廣」。 

五月廿八日 企管系第卅三屆畢業生假濟時樓舉辦畢業

專題發表會。 

五月廿九日 資管所舉辦碩士班入學口試。 

五月卅一日 資管所邀請中正大學資訊管理學系黃興進

教授講演「DSS Research: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六月一日     第三次院務發展委員會議。 

六月九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陳文憲博士講演「An 
Optimal Joint Drawing Policy for a Random 
Urn Scheme」。 

六月十日  企管系邀請普利擎公司乾麗雪小姐蒞系演

講。 

六月十一日      第三次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六月十三日 統計學系假本校濟時樓會議室舉辦系友大

會暨迎新。 

六月十五日 企管系舉辦大一、大二課程說明會。 

六月十六日     期末全院導師會議。 

 國際貿易與金融學系召開第一次教師評審

委員會。 

六月十七日 國際貿易與金融學系舉辦選課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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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卅日     大陸「中國商業高等教育學會」學者蒞院參

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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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管學院副校長室 

 

八十七年 

 法管兩院財務研究小組—研議八十八學年

度至九十二學年度之財務狀況。 

 法管兩院人力資源研究報告。 

八月十一日—十三日 假聖佳蘭舉辦新進職員共融營。 

九月一日—三日  職員午餐分饗與分享「考績、休假問題」。 

九月十六日 與十一系學生會長午餐聚會—雙向溝通。 

十月 老師的午餐分饗與分享：「目前輔大結構的

最佳優、缺點」。 

十月九—十一日 假世新會館舉辦新進老師共融營。 

十月十四日 募款共識說明會。 

十月廿七日 「企四人生哲學體驗單元」參訪龍山、育仁

啟能中心。 

十一月七日   「服務課程II：財、經、法、政與社會責任」

參訪台北縣議會。 

十一月十日 「服務課程I：人、愛心與服務藝術」參訪

龍山、育仁啟能中心。 

十一月四日 訪問單國璽樞機主教。 

十一月 職員的午餐分饗與分享：「輔大宗旨、目標、

天主教的特色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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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廿一日—廿二日 「企四人生哲學體驗單元」赴埔里舉辦愛心

園遊會義賣活動。 

十一月廿七日 「服務課程II：財、經、法、政與社會責任」

參訪新莊市政府。 

十一月廿五日—八十八年一月卅一日   

「服務課程II：體驗實作單元」。 

十二月二日   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關秉寅主任訪問房

志榮神父。 

十二月廿三日   聖誕共融晚會。 

八十八年 

一月  教師的午餐分饗與分享：「輔大宗旨、目

標」。 

二月廿五日—廿七日 舉辦法管學生代表共融營。 

三月 職員的午餐的分饗與分享：「天主教社會訓

導的十大柱石」。 

四月十三日   新教友歡迎會。 

四月廿四日   於白沙灣舉辦教友學生戶外共融活動。 

四月廿九日   「財法二人生哲學體驗單元」帶領育仁啟能

中心參觀二二八紀念公園及參訪台北市消

防隊。 

五月 老師的午餐分饗與分享：「天主教社會訓導

的十大柱石」。 

  職員的午餐分饗與分享：「和好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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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二日   於烏來舉辦工友共融活動。 

五月三日   「會計一人生哲學體驗單元」為環境而跑，

新竹南寮淨灘之旅。 

五月十三日   「經濟四人生哲學體驗單元」參訪台北火車

站及京華百貨公司。 

五月廿五日   「企管四人生哲學體驗單元」擔任精神病患

假日義工。 

五月廿七日   與十一系新舊任學會會長午餐聚會—雙向

溝通。 

六月  老師的午餐分饗與分享：「學校結構、組織

的看法」。 

六月九日   法、管學院期末茶會。 

六月卅日—七月二日 舉辦「傳承共融法管營」。 

七月三日   舉辦「環保、經濟、人文社會科學研討會」。 

七月十六日   法、管兩院教職員工自強活動小人國一日

遊。 

七月廿九日—卅一日 教職員及眷屬清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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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七年 

八月一日 日文系主任由林水福教授接任。 

八月六日 召開北區大學進修教育學士班聯合招生委

員會臨時全體委員會議。 

八月十五日—九月十二日 本部未役男生成功嶺受訓，受訓同學計二五

○人。 

八月廿日—廿四日 辦理體育興趣選項電話語音選課。 

八月廿四日—廿七日 辦理通識課程電話語音選課。 

九月一日 第一次部教評會。 

 選讀生報名暨選課。 

九月十一日—十二日 教務組李佩紋組長參加全國大學招生試務

研討會。 

九月十二日 共同科「英文教學會議」。 

九月十五日 新生入學輔導教育籌備會。 

九月十五日—十九日 辦理第一學期網路選課。 

九月十五日 系助教會議。 

九月十六日 共同科「體育教學會議」。 

  共同科「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教學會議

」。 

九月十九日 辦理轉學生註冊。 

九月廿三日—九月廿五日 辦理日夜互選。 

九月廿六日 進修學士班新生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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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科「國文教學會議」。 

九月廿七日 新生及轉學生入學輔導教育及祈福彌撒。 

十一月七日 第一學期部務會議。 

十一月十一日  企四甲李珈慧同學獲得「若望保祿二世獎學

金」。 

十一月十九日 第一學期各類獎學金審查會議。 

十二月七日 北區大學進修教育學士班聯招全體委員會

議。 

十二月十八日—十九日 教務組李佩紋組長參加「大學院校教務主管

聯席會議」。 

十二月十九日 第一學期週會。 

八十八年 

一月七日 導師團體期末工作檢討會。 

一月十四日 第二次部教評會。 

一月十五日 系助教期末檢討會。 

一月廿五日 第一學期期末工作檢討會。 

一月廿六日 八十八學年度北區大學進修學士班聯合招

生委員會成立大會暨第一次全體委員會。 

二月四日  八十八學年度北區大學進修學士班臨時招

生委員會。 

二月廿二日—廿五日 辦理第二學期網路選課。 

三月四日—三月六日  十四系學會舉辦三十週年部慶聯合成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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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八日—三月十日 辦理日夜互選。 

三月廿二日 部務協調會。 

三月廿四日 八十八學年度北區大學進修學士班聯合招

生委員會第一次試務會議。 

四月十二日 第三次部教評會。 

四月十四日 北區大學進修學士班聯合招生委員會第二

次全體委員會議。 

四月十七日 第二學期部務會議。 

四月廿九日 八十八學年度轉學生第一次委員會會議。 

五月三日  中文系三十年系慶活動暨系慶專刊《文濤》

出刊。 

 畢業彌撒協調會。 

五月八日  校慶七十年暨部慶三十年紀念專刊《輔苑》

出刊。 

 企管系三十週年系慶專刊《管理者》出刊。 

 第二學期週會及三十週年部慶大會。 

五月十一日—五月廿六日 本部各系系主任、系導師與全系學生座談會

暨系大會。 

五月十三日 轉系生審查會。 

五月十四日 假中美堂舉行應屆畢業生感恩祭。 

五月十七日 舉辦大專預備軍官錄取同學座談會。 

 系助教會議。 

夜間部暨進修學士班  【182】 

五月十八日  八十八學年度北區大學進修學士班命題委

員會。 

五月廿七日  八十八學年度北區大學進修學士班闈場協

調會。 

五月卅日—六月一日 辦理八十八學年度轉學生考試報名作業。 

六月三日 導師期末工作檢討會。 

六月十日 第四次部教評會。 

六月廿八日 本部第二學期期末工作檢討會暨慶賀三十

週年部慶餐會。 

七月九日 八十八學年度北區大學進修學士班聯合招

生委員會第二次試務會議。 

七月十三日 第五次部教評會。 

七月廿日—廿四日 辦理八十八學年度北區大學進修學士班聯

合招生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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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輔仁大學八十七學年度行事曆 
 

八十七年 

八月一日 第一學期開始。 

八月十六日 于故樞機逝世週年。 

八月廿日 新進教職員歡迎會暨業務講習會。 

九月上旬 研究所、大學部報考預官作業。 

九月十日 校教評會（新聘、改聘）。 

九月十三日 暑假結束。 

九月十四日 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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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十五日 教務工作協調說明會。 

九月十六日—十七日 日間部學士班新生健檢（含二年制新生、轉

學生）。 

九月十六日—十八日 日間部學士班前學期學期考試請假學生補

考。 

 夜間部延修生選讀生註冊。 

九月十七日 第一次行政會議。 

九月十八日—十九日 日間部學士班新生輔導教育。 

九月十九日 夜間部轉學生註冊。 

 博碩士班新生健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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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廿一日 開始上課（含碩、博士班新生及轉學生）。 

 教育學程學生報到。 

九月廿一日—廿三日 日間部重考生申請抵免。 

九月廿三日 八十七學年度第一學期教育學程期初研習

營。 

九月廿六日 夜間部新生註冊、健檢（含轉學生健檢）。 

九月廿七日 夜間部新生輔導教育（中美堂）。 

九月廿八日 教師節放假一天。 

九月廿九日 夜間部新生開始上課。 

十月二日 各級會議學生代表座談會。 

十月三日 日間部學士班新生輔導教育補訓。 

十月五日 中秋節放假一天。 

十月六日 日間部學生學期成績更正截止日。 

十月七日 日間部大一班代表研習會。 

十月八日 第二次行政會議。 

 校教評會受理教師著作升等複審截止日。 

十月十日 國慶日放假一天。 

十月十二日 國慶日補假一天。 

十月十四日 新進導師研習會。 

 夜間部第一次班代表聯席會議。 

十月十五日 日間部大一至大三班導師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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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八學年度招生委員會成立大會（上午）。 

 課程委員會議（下午）。 

十月廿一日 日間部系學會指導老師暨會長座談會。 

十月廿二日 校教評會（教師著作升等）。 

 日間部大一至大三班代表座談會。 

十月廿三日 大四班導師暨班代表就業輔導座談會。 

 受理本學期新聘教師（依聘期起資者）學位

送審截止日。 

十月廿八日 宿舍輔導協調會。 

十月廿九日 教務會議。 

十一月五日 第三次行政會議。 

十一月七日 夜間部部務會議。 

十一月十一日 餐廳輔導協調會。 

十一月十二日 國父誕辰放假一天。 

十一月十六日—廿一日 期中考試。 

十一月十九日 學生事務會議。 

 校務發展委員會。 

十一月廿二日 耶穌君王節。（中美堂） 

十一月廿六日 總務會議。 

十二月六日 園遊會。 

十二月八日 全校擴大升旗典禮暨運動會校慶慶祝大

會、校友返校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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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九日 補假。 

十二月十日 第四次行政會議。 

十二月十五日 訓育委員會。 

十二月十六日 環保小組暨勞工安全衛生委員會議。 

十二月十七日 校務會議。 

十二月十九日 夜間部週會（一、四年級參加）。 

十二月廿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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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誕節放假一天。 

十二月卅日 校園規劃小組會議。 

八十八年 

一月一日—三日 開國紀念日及年假放假三天。 

一月十三日 飲水機評鑑座談會。 

一月十四日 第五次行政會議。 

受理預聘教師（系、科教評會通過，88 年 2
月起資者）學歷查證截止日。 

一月十八日—廿三日 學期考試 。 

一月廿五日 寒假開始。 

一月廿五日—廿七日 活動企畫營。 

一月廿八日 校教評會（新聘、改聘）。 

一月卅一日 第一學期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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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一日 第二學期開始。 

二月上旬 研究所、大四預官考試。 

二月二日 日間部學生學期學業成績繳交截止日。 

二月三日 開放學期成績語音暨學生 Stmail 網路查詢。 

二月十日 日間部寄發學生學業成績通知單。 

 訓育委員會。 

二月十六日 春節。 

二月廿二日 繳交學雜費及各項費用截止日。 

二月廿三日 教務工作協調說明會。 

二月廿四日—廿六日 日間部學士班前學期學期考試請假學生補

考。 

 夜間部延修生選讀生註冊。 

二月廿七日 寒假結束。 

三月一日 開始上課、教育學程學生報到。 

三月三日 八十七學年度第二學期教育學程期初研習

營。 

三月十一日 第六次行政會議。 

三月十二日 夜間部第一次班代表聯席會議。 

三月十五日 日間部學生學期成績更正截止日。 

三月十七日 日間部大一至大三班導師座談會。 

三月十九日 日間部大一至大三班代表座談會。 

三月廿四日 祭天敬祖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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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四班導師暨班代表就業輔導座談會。 

三月廿八日—四月三日 聖週（耶穌受難週）。 

三月卅一日 受理八十八學年度課程異動截止日。 

四月一日 校教評會受理教師著作升等複審截止日。 

四月二日 耶穌受難日，下午夜間停課、停班準備及參

與禮儀。 

四月四日 復活主日。 

四月五日 民族掃墓節放假一天。 

四月六日—八日 春節放假三天。 

四月九日 調整放假一天。 

四月十三日 于樞機冥誕。 

四月十四日 宿舍輔導協調會。 

四月十五日 第七次行政會議。 

 課程委員會議（下午）。 

四月十七日 夜間部部務會議。 

四月十九日—廿四日 期中考試。 

四月廿二日 校教評會（教師著作升等、獎勵及延長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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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廿六日—五月一日 應屆畢業生申請保留雙主修、輔系、教育學

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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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廿六日—五月二日 就業輔導週。 

四月廿七日—廿九日 申請轉系。 

四月廿八日 申請修讀教育學程說明會。 

 餐廳輔導協調會。 

四月廿九日 教務會議。 

五月一日—五月卅一日 五月選舉月。 

五月三日 申請教育學程。 

五月五日 畢業生祝福茶會。 

五月六日 第八次行政會議。 

 夜間部第二次班代表聯席會議。 

五月八日 夜間部週會（二、三年級參加）。 

五月十日—十九日 學會暨社團評鑑與觀摩。 

五月十二日 訓育委員會。 

五月十三日 學生事務會議。 

 轉系審查委員會議（下午）。 

五月十四日 公布轉系學生核定名單。 

 夜間部畢業生感恩祭。 

五月十五日—十八日 申請雙主修。 

五月十九日 環保小組暨勞工安全衛生委員會議。 

 夜間部新任班代表聯席會議。 

五月廿日 校務發展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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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廿三日 聖神降臨節。 

五月廿六日 公布雙主修學生核定名單。 

五月廿六日—廿八日 申請輔系。 

五月廿七日 總務會議。 

五月卅一日—六月五日 學士班應屆畢業生學期考試。 

六月二日 日間部新任班代表研習會。 

六月三日 校務會議。 

六月五日 新任各級會議學生代表研習會。 

六月七日 公布輔系學生核定名單。 

六月九日—十日 日間部學士班應屆畢業生學期考試請假學

生補考。 

六月九日 校園規劃小組會議。 

六月十日 第九次行政會議。 

 教育學程畢（結）業生成績繳交截止日。 

六月十一日 畢業班學業成績繳交截止日。 

 公布教育學程學生核定名單。 

六月十二日 畢業典禮。 

六月十六日 飲水機評鑑座談會。 

六月十八日 端午節放假一天。 

六月廿一日—廿六日 學期考試。 

六月廿八日 暑假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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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廿八日—卅日 領導才能營。 

六月卅日 新任院系導師代表研習會。 

七月七日 訓育委員會。 

七月八日 第十次行政會議。 

七月十日 日間部學生學期成績繳交截止日。 

七月十二日 開放學期成績語音暨學生 Stmail 網路查詢。 

七月廿二日 校教評會（新聘、改聘）。 

 受理預聘教師（系、科教評會通過，88 年 8
月起資者）學歷查證截止日。 

 日間部寄發學生學業成績通知單。 

七月卅一日 第二學期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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