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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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仁大學八十八學年度大事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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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史室  謹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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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董事會 
 

八十八年 

八月卅一日 董事長單國璽樞機主教應邀出席中華民國

私立學校文教協會第一屆第十次理監事會

議。 

十月四日 董事會專案小組第八次會議討論校務整合

方案。 

十月八日 董事會八十七學年度預（決）算審查小組會

議。 

十月十八日 董事會第十四屆第二次會議選任李寧遠教

授為在台復校第五任校長；審查通過學校八

十七學年度決算及八十七學年度增減財產

申辦變更登記案。 

十一月一日 董事會專案小組第九次會議討論如何因應

校務改革小組彙整草案。 

十二月廿九日 董事會專案小組第十次會議。 

八十九年 

一月卅一日 董事會第十四屆第三次會議通過八十九學

年度起統收學雜費。 

二月廿九日 董事會改組小組第一次會議討論強化董事

會功能案。 

三月六日 董事長單國璽樞機主教當選中華民國私立

學校文教協會第二屆理事。 

【2】 董事會  

三月十四日 董事長單國璽樞機主教獲選為中華民國私

立學校文教協會第二屆常務理事。 

三月廿八日 董事會改組小組第二次會議討論安排董事

訪問其他大學校院董事會事宜。 

四月廿九日 董事長單國璽樞機主教出席中華民國私立

學校文教協會第二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

暨第二次私校與教育部部長座談會。 

五月二日 董事會改組小組第三次會議討論董事會改

組小組初步構想及大學院校董事會訪問行

程。 

五月三日 董事會專案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依董事會議

決議增加校方代表，分別為李寧遠校長、李

宗黎總務長、會計室蔡博賢主任及文學院陳

福濱院長，並依會議性質更名為「校務整合

小組」。 

五月八日 狄剛董事、錢志純董事與郭維夏副校長訪問

慈濟醫學暨人文社會學院董事會。 

五月九日 狄剛董事、鄭再發董事與柏殿宏董事訪問長

庚大學董事會。 

五月十八日 劉獻堂董事、柯博識董事與柏殿宏董事訪問

中原大學董事會。 

六月一日 張宇恭董事及柏殿宏董事訪問真理大學董

事會。 

六月二日 王愈榮董事及薛保綸董事與詹德隆副校長

訪問東海大學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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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六日 董事會改組小組第四次會議討論「董事會改

組小組建議案」呈送董事會議審議。 

六月十四日 董事會校務整合小組第十二次會議準備提

送董事會第十四屆第四次會議書面資料。 

六月十六日 劉家正董事、薛保綸董事與黃俊傑副校長訪

問東吳大學董事會。 

六月卅日 董事會第十四屆第四次會議審核通過八十

九學年度全校預算案，並修正通過「組織規

程」條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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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八年 

八月十六日 參加于斌樞機逝世週年追思彌撒。 

八月十七日 第五任校長遴選委員會第二次會議。 

八月廿六日 主持新進同仁說明會。 

九月十一日—十四日  率校內主管參加「北京校友返校慶祝活動」。 

九月十五日 美國佛蒙特州州長Mr. Chris Barbieri暨Saint 
Mrchael’s College 校長 Dr. Marc Vander 
Heyden 一行八人來訪。 

九月十六日 主持第一次行政會議。 

 主持濟時樓落成揭幕典禮。 

九月十七日 主持新生訓練。 

九月廿三日  荷蘭 Stichting Porticus 基金會會長 Peter 
Merkx 來訪。 

九月卅日 第五任校長遴選委員會第三次會議。 

十月十二日 主持頒贈美國聖文森修院總院長諾衛基神

父榮譽哲學博士學位典禮。 

十月十四日 主持第二次行政會議。 

十月廿八日  洛杉磯 Diamond Bar 市長張文彬校友及

Cerritos 市長胡張燕燕校友來訪。 

  智利聖多瑪斯大學執行總裁 Mr. Gerardo 
Rocha 來訪。 

十一月三日 法國教育部國家教育總督察 Mr.Michel 
Roger 一行五人來訪。 

【6】 校長室 

十一月十日 主持頒贈聯合報系王效蘭女士榮譽文學博

士學位典禮」。 

美國西雅圖大學 Prof. Derrick T. Kang來訪。 

十一月十一日  主持第三次行政會議。 

  校務改革研議小組第十四次會議。 

十一月十八日  主持校史館改館「祝聖祈福禮」。 

十一月廿一日  主持宗座和平正義委員會研討會（Regional 
Seminar of the Pontifical Council for Justice 
and Peace）開幕典禮。 

十一月廿五日 羅馬教廷傳信大學圖書館韓克爾館長（Willi 
Henkel）來訪。 

十二月三日—五日 主持「一九九九年四校校長協作會議」（韓

國啟明大學、日本桃山學院、南京師範大

學、輔仁大學）。 

十二月四日—五日 主持校慶運動大會。 

十二月六日—七日 主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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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八日 主持「創校七十週年感恩祈福校慶大會」。 

 參加「二十一世紀高等教育未來發展模式研

討會」並致詞；主持本校與美國俄亥俄州立

大學締結姊妹校簽約典禮。 

十二月十日—十一日 參加「二十一世紀私立大學的挑戰與展望」

並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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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六日 主持第四次行政會議。 

十二月廿三日 主持八十八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 

八十九年 

一月一日 在台復校第五任校長當選人李寧遠教授代

理校長職務。 

一月十三日 主持第五次行政會議。 

一月十四日 主持頒贈宗座一心委員會主任委員高路德

總主教榮譽文學博士學位典禮。 

一月卅一日 參加臨時董事會。 

二月一日 新舊任校長交接典禮；李寧遠教授接任在台

復校第五任校長。 

二月廿五日 參加私校協進會第五次理事會議。 

 參加私校教育願景座談聯誼會。 

三月二日 參加大學入學考試中心董事會。 

三月七日 上海外語大學成人教育常務副院長來訪。 

三月八日 主持菲律賓 De La Salle University 與本校締

結姊妹校典禮。 

三月十六日 率本校主管參觀東吳大學百年校慶。 

三月廿日 英國 Alster 大學 Prof. David Thurnhan 博士

來訪。 

三月廿四日 參加「生命教育與教育新學術研討會」並致

詞。 

 大學聯招第二次試務委員會議。 

【8】 校長室 

三月廿七日 中南美洲五國貿易代表及美國德州聖道大

學代表邢治平先生來訪。 

四月十一日 美國德州聖道大學校長 Louis Agnese 來訪。 

四月十三日 主持第七次行政會議。 

四月十五日 參加「人生哲學研討會」並致詞。 

四月十九日 接受《福運雜誌》專訪。 

四月廿一日 參加「私校協進會」第一次委員大會。 

 應邀參加「原住民家庭功能輔導」閉幕典禮

並致詞。 

四月廿五日 瓜地馬拉大使 Luis Norioga 來訪。 

四月廿八日 主持頒贈羅光總主教榮譽文學博士學位典

禮。 

五月二日 參加「中美洲六國駐華大使恭賀陳水扁先生

當選中華民國第十任總統酒會」。 

五月六日—九日 應邀訪問雲南昆明大學。 

五月廿二日 聖文森學院副教務長 Alice J. Kaylor 暨學生

代表來訪。 

五月廿九日 主持匹茲堡州立大學助理校長陳贊祥博士

演講會。 

五月卅日 蒙 特 利 學 院 （ Monter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校長 Chester D. Haskell
來訪。 

六月三日 主持「2000 年金融財政理論暨財政研討會」。 



校長室 【9】 

 出席台北市校友會並致詞。 

六月七日 Central Connecticut State University 教授

Celia Chung Chow 來訪。 

六月八日 主持校務會議。 

六月十日 主持畢業典禮。 

六月十二日 巴黎第四大學（Paris-Sorbonne Paris IV）

Georges Molinié 校長夫婦來訪。 

六月十五日 主持第九次行政會議。 

六月十八日—廿四日 訪問姊妹校日本京都產業大學、東洋大學、

流通大學，參加東日本大學舉辦之「二十一

世紀儒學文化國際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七月一日 巡視本校主辦之大學聯招考場。 

七月二日—八日 參加於伯利恆舉辦之「基督宗教高等教育協

會國際論壇」。 

七月十三日 主持第十次行政會議。 

七月廿四日 拜會廣達集團董事長林百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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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副校長室 
 

八十八年 

七月五日—八月廿六日 理外民學院開辦同仁子女安親班。 

七月—八月 理外民學院同仁「合歡山、草嶺古道、東海

岸之旅」自強活動。 

八月十日—十二日 法管學院假八里聖心女中舉辦新進工作人

員共融營。 

九月八日 法管學院發展委員會及耶穌會神父午餐聚

會。 

九月十四日 法管學院十一系學會長午餐聚會—「分饗與

分享」。 

九月十六日 濟時樓開幕典禮。 

十月二日—八十九年一月廿三日 

 法管學院舉辦「會二甲人生哲學服務體驗單

元：恩加貧困家庭協會─街頭圖書館志工活

動」。 

十月廿三日 聖言會單位宿舍幹部培訓。 

十月廿九日—十一月卅日 法管學院舉辦「財法二、企四甲人生哲學服

務體驗單元：全國民間災後重建協調監督聯

盟行政支援義工服務活動」。 

十一月 法管學院教師們午餐「分享與分饗—全人教

育、新老師的聘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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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四日—十二月廿三日 法管學院舉辦「經四甲人生哲學服務體驗單

元：台北縣土城少年觀護所輔導員義工服務

活動」。 

十一月七日 法管學院舉辦「會二乙人生哲學服務體驗單

元：生態環保志工體驗─新竹香山淨攤活

動」。 

十一月十七日 法管學院共融訪談會（一）嚴任吉神父訪問

台北市副市長歐晉德「世紀大地震帶給我們

什麼啟示？鐵漢柔情，信仰分享」。 

十一月廿九日—十二月十四日 

 法管學院十一系學會幹部午餐聚會—「分饗

與分享」。 

十二月七日 法管學院舉辦「經四乙人生哲學服務體驗單

元：龍山、育仁啟能中心生活教育小天使活

動」。 

十一月七日—十二月十三日 法管學院舉辦「企管系組織學習課程專業服

務單元：921 賑災—曲冰小勇士知性導航之

旅」。 

十二月廿一日 法管學院聖誕共融晚會。 

十二月廿二日 文藝醫學院首次教職員工聖誕節聯歡晚會。 

十二月廿四日 理外民學院「聖誕覺我心」茶會。 

十二月廿八日、卅一日 法管學院職員午餐「分享與分饗—談環保」。 

八十九年 

一月 法管學院教師們午餐「分享與分饗—老師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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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有效的紓解壓力？」。 

一月十四日 法管學院共融訪談會（二）副校長詹德隆神

父訪問 Boston College David J. Menamin 教

授「美國耶穌會如何培養學生的社會正義」。 

 聖言樓楊生神父銅像揭幕。 

一月十五日 法管學院舉辦「大學院校服務與學習學術研

討會」、「企管系行銷企劃課程專業服務實作

靜態展活動」、「資三甲人生哲學體驗服務單

元：愛心連線—輔大、龍山、育仁師生共融

活動」。 

一月廿日—廿七日 法管學院舉辦「企管系企業倫理課程專業服

務單元：非營利機構組織診斷機構專題報告

活動」。 

一月廿二日—廿四日 法管學院假桃園勞工育樂中心舉辦法管學

生代表共融營。 

一月廿四日 外語學院大樓福若瑟神父銅像揭幕。 

一月廿五日 理外民學院歲末感恩共融餐會。 

三月四日 法管學院舉辦「會二甲、企四甲、財法二人

生哲學服務體驗單元：生態環保志工體驗─

新竹香山淨攤活動」。 

三月九日—五月十八日 法管學院舉辦「企四丙人生哲學服務體驗單

元：台北縣土城少年觀護所輔導員義工服務

活動」。 

三月十五日 法管學院共融訪談會（三）劉可屏老師、吳

秉恩老師訪問李寧遠校長：「認識新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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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廿二日 法管學院舉辦「心復系專業倫理課程：聖安

娜之家參訪活動」。 

三月廿五日 法管學院雷敦龢神父至那羅朝聖並發末願。 

三月廿五日—廿六日 法管學院舉辦「學生領袖靈性休閒之旅：清

泉那羅行活動」。 

三月廿七日 法管學院舉辦「護理系專業倫理課程：聖安

娜之家參訪活動」。 

三月廿八日 法管學院人生哲學教師午餐「分饗與分享」。 

四月六日—六月卅日 法管學院舉辦「體育三專業倫理專業服務單

元：台北縣衛生署老人健診輔導員義工服務

活動」。 

四月十日 法管學院國文教師午餐「分享與分饗—能否

（如何）在教學課程及教材中選擇有助於提

高學生社會正義、社會意識、環保責任

感？」。 

四月十一日—十二日 法管學院英文教師午餐「分享與分饗—能否

（如何）在教學課程及教材中選擇有助於提

高學生社會正義、社會意識、環保責任

感？」。 

四月卅日 法管學院舉辦「體育三專業倫理專業服務單

元：第九屆身心障礙者奧林匹克運動會裁判

義工服務活動」。 

 法管學院假華陶窯舉辦工友共融營。 

五月一日 法管學院新教友歡迎會。 

五月十日 法管學院教師（一）午餐「分享與分饗—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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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國際化」。 

五月十二日 法管學院教師（二）午餐分享與分饗:「本校

的國際化」。 

五月十五日 法管學院教師（三）午餐分享與分饗:「本校

的國際化」。 

五月十六日 法管學院教師（四）午餐分享與分饗:「本校

的國際化」。 

五月十八日 法管學院教師（五）午餐分享與分饗:「本校

的國際化」。 

五月八日 法管學院學生活動中心「潛水艇的天空」開

幕典禮。 

六月五日 法管學院期末茶會。 

六月十七日—十九日 八十九學年度第一屆理外民學生領袖共融

營：「服務他人、成就生命」。 

六月廿一日 法管學院共融訪談會（四）菲律賓 Prof. Vera 
Araujo 談「分享的文化、共榮的經濟」。 

六月廿二日─廿四日 法管學院十一系學會幹部訓練：「2000 傳承

共融法管營」。 

七月 理外民學院同仁「雪霸、小人國、花蓮、環

島之旅」自強活動。 

七月四日—八月廿五日 理外民學院開辦同仁子女安親班。 

七月廿七日—廿九日 法管學院教職員工清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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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八年 

八月 校史室中國天主教文物館《藏品簡介》出版。 

八月一日 教務處舉辦八十八學年度學士後中等學校

教師職前學分班（夜間班）第一階段筆試作

業。 

八月五日 總務處召開總務主管臨時會議。 

八月九日 台中市私立衛道中學師生蒞校參訪。 

 校史室同仁前往故宮博物院文獻處學習檔

案學處理及交換意見。 

八月十一日 教務處召開招生委員會第十次會議及轉學

生招生放榜會議，共計 52 個系級組招生，

報名人數 10,895 人，錄取 272 人，錄取率

2.5%。 

 教務處舉辦中等學校教育學程實習教師第

一次返校研習。 

八月十六日 于斌樞機逝世廿一週年追思紀念彌撒。 

 會計師查核八十七學年度財務報表。 

八月十七日 第五任校長遴選委員會第二次會議。 

 校務改革研議小組第十次會議。 

 教務處舉行八十八學年度學士後中等學校

教師職前學分班（夜間班）第二階段甄選面

試作業。 

八月廿三日 教務處舉行八十八學年度學士後中等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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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職前學分班（夜間班）決選會議。 

八月廿四日 資訊中心召開「第一次衛星接收有線播放系

統規劃事宜」會議。 

八月廿五日 教務處公布八十八學年度學士後中等學校

教師職前學分班（夜間班）錄取名單。 

八月廿六日 人事室舉辦新進教職員工歡迎會暨業務講

習會。 

八月卅一日 資訊中心召開「第二次衛星接收有線播放系

統規劃事宜」會議。 

 教育部委託推廣部與英文系辦理國民小學

英語師資培訓課程（第一期）結業典禮。 

九月一日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召開第一次籌備會議。 

 學生事務處承辦大專院校體育總會劍道委

員會、田徑委員會及棒球委員會。 

 婦女大學第九屆開學典禮，學生共計167人。 

九月六日 教務處召開大學聯合招生台北五考區試務

檢討會。 

九月八日 校務改革研議小組第十一次會議。 

 總務處召開總務主管臨時會議。 

九月九日 中原大學各級主管蒞校參訪。 

 教務處召開第一學期教務工作協調說明會。 

 人事室召開第一次教師評審委員會。 

九月十三日 學生輔導中心舉辦實習生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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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縣政府社會局委託推廣部辦理八十七

學年度第三期兒童福利助理保育人員研習

會結業典禮。 

九月十四日 資訊中心遠端撥接設備新增二條 ISDN(PRI)

線路並擴充門號至一百六十門。 

九月十五日 公關室召開八十八學年度傑出校友遴選會

議。 

 教務處舉辦中等學校教育學程實習教師第

二次返校研習。 

九月十五日—十六日 學生事務處舉辦日間部新生、二年制新生、

轉學生健康檢查。 

九月十五—十月二十九日 校史室進行校史陳列室改館工程。 

九月十七日 教務處辦理新生註冊，學士班 3,743 人，註

冊率 94.52%；二年制學士班 78 人，註冊率

70.90%；碩士班 448 人，註冊率 86.15%；博

士班 29 人，註冊率 74.36%；教育學程 12 個

類科 98 人註冊。 

 學生事務處舉辦新生輔導教育。 

 宗輔中心舉行新生入學祈福禮。 

九月十八日 人事室召開第一次人事評議委員會。 

 推廣部舉辦一九九九年暑期海外語文研習

活動檢討會。 

九月中旬 依據教育部八十八年九月六日台（88）電字

第 88106046 號函「遠距教學計畫」獲教育

部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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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六日 第一次行政會議。 

九月十八日 學生事務處舉辦新僑生入學輔導講習及博

碩士班新生、餐廳供膳人員及實驗室新進教

職員工健康檢查。 

九月廿日 宗輔中心主持敦煌書局輔大書坊開幕祈福

禮；舉辦「好土地」慕道班第一次聚會。 

 教育部委託推廣部與英文系辦理國民小學

英語師資培訓課程（第二期）始業典禮。 

九月廿二日 教務處舉辦第一學期修讀教育學程（在校

生）期初研習暨會員大會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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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人員暨兒童福

利助理保育人員研習會始業典禮。 

九月廿三日 第一次參議會決議發起九二一大地震全校

教職員工自由認捐一日所得，全數捐款將贈

予財團法人新青明愛文教基金會。 

 教務處召開八十九學年度招生委員會臨時

會議，確認申請入學招生學系與名額。 

九月廿五日 學生事務處舉辦進修部新生、轉學生健康檢

查。 

九月廿五日—廿六日 宗輔中心舉辦宗輔研習會議，邀請耶穌會朱

蒙泉神父帶領研習。 

九月廿六日 學生輔導中心協辦台中曉明女中辦理之「九

二一災變心理重建研習會」（一）。 

九月廿八日 學生輔導中心舉辦心理重建義工講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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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廿九日 學生事務處舉辦新任全體導師暨院系導師

代表研習會。 

 宗輔中心假中美堂舉行921震災追思暨祈福

彌撒，由狄剛總主教主禮。 

 總務處召開總務主管會議。 

九月卅日 第五任校長遴選委員會第三次會議。 

 學生輔導中心協辦台中曉明女中辦理之「九

二一災變心理重建研習會」（二）。 

十月 本 校 與 澳 洲 拉 特 博 大 學 （ La Trobe 

University）締結姊妹校。 

十月一日 第一次校務改革公聽會。 

 教務處召開遠距教學相關事宜協調會。 

十月二日 教務處舉辦第一學期非教育學程學生選讀

教育學分作業。 

 學生事務處舉辦僑生迎新生活營。 

十月二日—十一月五日 學生事務處舉辦第一學期第一梯次全校餐

廳衛生檢查活動。 

十月四日 會計室召開會計與總務業務協調會議。 

十月四日—十一月六日 學生事務處舉辦第一學期第一梯次全校飲

水機衛生評鑑工作。 

十月五日 學生事務處舉辦身心障礙學生輔導協調會。 

 宗輔中心邀請呂慈涵老師擔任理工學院信

仰分享小組月聚會主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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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輔導中心支援國軍辦理心輔官「創傷治

療訓練」（一）。 

十月六日 教務處舉辦教育學程在校生期初研習說明

會。 

 學生事務處舉辦大一班代表研習會。 

 學生事務處派隊參加大陸廣東三水市、上海

市舉辦之「1999 年中國三水健力寶盃」國際

龍舟爭霸賽暨「1999 年上海中國龍國際龍舟

邀請賽」並榮獲公開組八百米直道競速第四

名。 

 學生輔導中心舉辦九二一震災後心理衛生

講座。 

十月六日—八十九年五月卅一日 

 學生輔導中心支援導師時間課程舉辦「班級

實施性向測驗及班級座談」。 

十月七日 第二次校務改革公聽會。 

 校務改革研議小組第十二次會議。 

 教務處召開八十七學年度第二學期學生成

績更正審查委員會。 

 學生事務處召開各級會議學生代表座談會。 

 學生事務處於中美堂舉辦「社團迎新 921 賑

災募款晚會」。 

 宗輔中心舉辦「種籽」慕道班第一次聚會。 

 學生輔導中心支援台中曉明女中辦理「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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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災變心理重建研習會」（三）。 

十月九日 校史室吳瑞珠主任應邀參加台北總主教公

署舉辦之「禮儀空間、服飾與器物研習課

程」。 

十月十一日 推廣部第八十七期進修課程暨八十八學年

度第一學期學分班系列課程開課。 

十月十二日 頒贈美國聖文森修院總院長諾衛基神父

（Nicholas Nowicki）榮譽哲學博士學位。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公務人力發展中心委託

推廣部辦理八十八學年度第一學期公教人

員外國語文進修班開課典禮；板橋郵局委託

之代訓員工電腦教育訓練課程始業典禮。 

十月十三日 教務處召開八十九學年度招生委員會第一

次全體委員會議，修訂組織規程細則、碩士

班甄試與申請入學招生簡章以及招生餘款

回饋系、所方式；舉辦中等學校教育學程實

習教師第三次返校研習。 

 學生事務處召開「第一學期日間部學生自治

組織暨社團指導老師與負責人座談會」。 

 學生輔導中心舉辦心理重建義工講座（二）。 

十月十四日 第二次行政會議。 

 教務處召開第一學期課程委員會會議。 

十月十五日 宗輔中心舉辦泰澤祈禱禮。 

 學生輔導中心支援新莊地區國中辦理「哀傷

陪伴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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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華盛頓州西華盛頓大學英語教學中心

主任 Steve Robinson 參訪推廣部。 

十月十五日—十一月卅日 研究發展處舉辦系所評鑑，計評鑑九個系

所。 

十月十六日 學生輔導中心支援各天主教學校輔導人員

「創傷後壓力症及重建研討會」。 

十月十六日—十七日 宗輔中心協助法管宗輔高天明老師參與台

北教區認養災區之重建協助，前往南投縣仁

愛鄉瑞岩部落。 

十月十八日 美國 ELS Language Centers 主任 Rupert 

Johnstone 參訪推廣部。 

十月十九日—十二月廿二日 學生輔導中心開辦四個成長團體課程。 

十月廿日 學生事務處舉辦大一新鮮人「健康 DIY」專

題演講（一）；舉辦宿舍輔導協調會。 

 學生輔導中心承辦教育部「兩性關係」輔導

週；邀請曹敏誨女士蒞校講演「為什麼我不

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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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人員研習會結

業典禮。 

十月廿一日 第二次參議會議。 

 校務改革研議小組第十三次會議。 

 研究發展處召開系所評鑑委員會。 

十月廿二日 台北市私立靜修女中師生蒞校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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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縣私立竹林中學蒞校參訪。 

 宗輔中心協助本校天主教教友教職員舉辦

「從 921 尋找台灣社會重建的心靈動力」祈

禱分享會。 

 美 國 聖 瑪 利 大 學 亞 洲 區 執 行 長 Jay 

A.Skranka 參訪推廣部。 

十月廿三日 宗輔中心於聖言會單位舉辦宿舍幹部領袖

培訓營。 

 宗輔中心假桃園德來活動中心舉辦「使命與

願景活動」。 

十月廿五日 會計室召開八十九學年度全校預算編列協

調會議案。 

 學生輔導中心陳美琴主任出席北區大學院

校輔導諮商中心主任會議。 

十月廿五日—十一月十日 宗輔中心協助國防部參與救災官兵心靈復

健計劃。 

十月廿六日 學生事務處成立教職員運動健康列車。 

十月廿七日 佛光會督導戴碧雲女士蒞校贈送心靈重建

書籍。 

 學生事務處舉辦大一至大三班代表座談會。 

 學生事務處舉辦大一新鮮人「健康 DIY」專

題演講（二）。 

 總務處召開總務主管會議。 

 學生輔導中心邀請林雪琴教授蒞校講演「無

【26】 行政單位  

緣的結局」。 

十月廿八日 依據行政院國科會國家高速電腦中心八十

八年八月廿五日（88）高電字第 0215 號函

通過「研究網路（TANET/I2）連線計畫」全

額補助。完成線路裝設工程並開放正式運

作。 

 美國 Diamond Bar 市長張文彬校友及

Cerritos 市長胡張燕燕校友蒞校參訪。 

 第一次教務會議。 

 人事室召開第二次教師評審委員會 

十月廿九日 學生事務處召開「第一學期大四班導師暨班

代表就業輔導座談會」；舉辦第一學期校內

暨校外宿舍急救安全講習活動；舉辦Ｂ型肝

炎疫苗第一劑注射。 

十月卅日 教務處舉辦教育學程志工研習營。 

 學生事務處舉辦進修部大一「健康 DIY」專

題演講（三）。 

 學生事務處舉辦輔仁盃系際籃球賽決賽，由

學務長克思明教授主持閉幕典禮。 

 會計室向國稅局申報本校八十七學年度決

算報告。 

十一月一日 學生輔導中心支援國軍辦理心輔官「創傷治

療訓練」（二）。 

十一月二日 宗輔中心邀請魏思齊神父擔任理工信仰分

享小組月聚會主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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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三日 學生事務處舉辦餐廳輔導協調會；舉辦大一

新鮮人「健康 DIY」專題演講（四）。 

 會計室召開八十九年度全校預算編列協調

會議。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訪視推廣部

辦理資訊軟體人才培訓計劃課程。 

十一月五日 教務處召開八十九學年度招生委員會臨時

會議，討論推薦甄選入學招生廿二個系、申

請入學招生十一個系、九二一災區受災高中

學生增額及資格條件放寬相關事宜。 

十一月六日 宗輔中心舉辦「和好 2000—新聖誕之和好大

使」第一次聚會。 

十一月六日—十二月十七日 學生事務處舉辦第一學期第二梯次全校餐

廳衛生檢查活動。 

十一月七日 輔仁盃系際保齡球賽假輔大保齡球館舉行。 

十一月八日—十二月十八日 學生事務處舉辦第一學期第二梯次全校飲

水機衛生評鑑工作。 

十一月九日 八十七學年度財務報表經會計師事務所查

核完竣、呈報董事會審議通過後，呈報教育

部核備。 

十一月十日 頒贈聯合報系發行人王效蘭女士名譽文學

博士學位典禮。 

 學生事務處召開第一學期日間部大一至大

三班導師座談會；舉辦「健康 DIY」專題演

講（五）；舉辦身心障礙學生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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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務處召開第一學期環保小組暨勞工安全

衛生委員會議。 

 學生輔導中心邀請曾昭旭教授蒞校講演「當

情人停止交談時」。 

十一月十一日 第三次行政會議。 

 校務改革研議小組第十四次會議。 

 本校男子壘球隊代表我國參加世界盃亞洲

會外賽獲第三名，並取得世界盃參賽權。 

十一月十二日 教務處舉辦「中等教育地方輔導—邁向學習

型組織的新校園」。 

十一月十七日 總務處召開第一學期總務會議。 

 學生輔導中心支援就輔室舉辦「生涯興趣量

表說明會」。 

十一月十八日 第三次參議會議通過「衛星接收有線播放系

統建置」。 

 教務處舉辦大學多元入學新方案說明會，邀

請大學入學考試中心李鍾元副主任蒞會說

明。 

 學生輔導中心支援國軍辦理心輔官「創傷治

療訓練」（三）。 

 校史室舉行校史陳列室改館完成「祝聖祈福

禮」。 

十一月十九日 台北縣兒童保育協會理事長鄧雲禎參訪推

廣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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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廿日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召開第二次籌備會議，討

論設置辦法。 

 校史室派員參加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

心籌備處舉辦之「日本古蹟文物修復專家震

災調查座談會」。 

十一月廿一日 學生事務處舉辦第一學期教職員保齡球賽。 

十一月廿一日—廿三日 若望保祿二世和平對話研究中心舉辦「宗座

正義和平委員會東南亞區研討會—人權—

以人為基礎」，並邀請宗座正義和平委員會

阮文順總主教輔仁年度和平演講「世界人

民、世界人權、世界和平」。 

十一月廿一日—廿六日 教廷傳信大學圖書館館長韓克爾（Willi 

Henkel）應邀蒞校訪問。 

十一月廿四日 學生事務處召開八十八學年度第一學期日

間部院系導師代表座談會。 

 總務處召開總務主管會議。 

 台北縣政府社會局委託推廣部辦理八十八

年度第二期兒童福利保育人員暨八十七學

年度第四期兒童福利助理保育人員研習會

結業典禮。 

十一月廿六日 校史室吳瑞珠主任應邀參加「慶祝遣使會來

華 300 年專題演講」。 

 台北縣政府社會局委託推廣部辦理八十八

學年度第二期兒童福利保育人員研習會始

業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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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廿七日 校史室吳瑞珠主任應邀參加天主教史料中

心舉辦之「台灣天主教二次開教一百四十年

學術研討會」。 

十一月廿八日 學生事務處與跆拳道協會共同合辦第二十

四屆全國中正盃跆拳道錦標賽圓滿閉幕。 

 宗輔中心舉行「收錄禮」。 

十一月廿八日—十二月四日 學生事務處舉辦創校七十活力、健康、邁向

新紀元體育系列活動。 

十一月廿九日—十二月三日 學生輔導中心於理圖劇場舉辦「兩性關係」

書展、海報展及影展。 

 春暉宣導週。 

十一月廿九日—十二月十二日 

 宗輔中心舉辦「基督宗教起源與傳播展」。 

十一月卅日 宗輔中心開辦基督徒合一聚會祈禱小團體。 

十二月 與 韓 國 梨 花 女 子 大 學 （ Ewha Womans 

University）及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分別締結姊妹校。 

 若望保祿二世和平對話研究中心雷敦龢主

任應邀參加臺灣和平研究中心成立典禮。 

十二月一日 宗輔中心邀請台大歷史系古偉瀛教授講演

「從展覽的架構談基督信仰在中國教會傳

教史的過程、影響及其障礙」。 

 總務處召開總務主管會議，通過輔仁大學學

生就學補助項目—清寒補助學金實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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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輔仁大學運動績優清寒學生就學獎助辦

法。 

 學生輔導中心邀請曾陽晴先生蒞校講演「成

長的故事」。 

十二月二日  教務處召開遠距教學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會

中擬訂網路與遠距教學委員會設置辦法（草

案）及委員會名單及執行方針；承辦之《輔

緣—七十週年校慶特刊》印製完成。 

 研究發展處召開第一學期校務發展委員會。 

十二月三日 學生事務處舉辦 B型肝炎疫苗注射第二劑。 

十二月四日 基隆市輔仁大學校友會成立。 

 教務處舉辦「教育學程 Home Coming Day」。 

 全校擴大升旗典禮。 

十二月四日—五日 學生事務處舉辦八十八學年度創校七十周

年校慶運動會及體育運動晚會。 

十二月四日—六日 公關室舉辦兩岸校友捐贈藝術品聯展。 

十二月五日 校慶七十週年園遊會。 

十二月六日 推廣部第八十八期進修課程開課典禮。 

 婦女大學第九屆全體學員參與七十週年校

慶園遊會義賣，所得捐助僑生生活費。 

十二月六日—七日 創校七十週年校慶。 

 秘書室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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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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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 

十二月七日 宗輔中心邀請闕碧芬女士擔任理工信仰分

享小組月聚會主講人。 

十二月八日 公關室主辦創校七十週年感恩晚會；並由婦

女大學學員六十五人擔任感恩大典。 

 教育部核覆本校八十八學年度預算案。 

十二月十日 教務處召開研究生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第

一次會議。 

 依據（88）輔教課字第 208 號函，各系所自

八十八學年度第一學期起針對本校專、兼任

教師實施教學評量。 

 宗輔中心邀請神學院張春申神父與台大哲

學系孫效智教授講演「面對今日的文化與社

會，基督宗教如何在台灣具體的環境中發揮

其力量」。 

 台北縣政府社會局委託推廣部辦理八十八

學年度第二期兒童福利專業主管人員暨八

十八學年度第一期兒童福利丙類保育人員

研習會始業典禮。 

十二月十一日—十二日 學生事務處舉辦第一梯次「CPR 初級急救訓

練班」。 

十二月十三日 宗輔中心舉辦星光大道點燈禮。 

十二月十五日 學生事務處召開期中訓育委員會。 

十二月十六日 第四次行政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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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七日 依據教育部八十八年十二月十七日台（88）

電字第八八一五九四八三號函辦理。由總務

處及資訊中心召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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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縣調查局新進同仁蒞校參訪。 

十二月十八日 人事室召開第二次人事評議委員會 

十二月廿日 秘書室舉辦「新式公文格式說明會暨寫作講

座」。 

 宗輔中心舉辦校本部聖誕慶祝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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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結業典禮。 

十二月廿一日 學生事務處舉辦僑生冬至湯圓之夜。 

 板橋郵局委託推廣部代訓員工電腦教育訓

練課程結業典禮。 

十二月廿二日 教務處八十九學年度碩士班甄試招生放榜

會議，確定錄取標準及錄取名單，錄取率

29.8%。 

 宗輔中心舉辦文藝醫學院聖誕聯歡會。 

 總務處召開第一學期校園規劃小組會議，討

論校門口景觀改善及真善美聖廣場雕塑設

置案。 

 學生輔導中心邀請王邦雄先生蒞校講演「中

國人的心理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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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廿三日 第一學期校務會議。 

十二月廿四日 宗輔中心舉辦慶祝輔大 70 聖誕聖言會單位

感恩教職員工祝福茶會。 

 國防部心理衛生中心工作人員蒞校參訪學

生輔導中心。 

十二月廿八日 學生事務處資源教室舉辦「跨越九九、迎接

千禧」聖誕晚會。 

十二月廿九日 總務處召開總務主管會議。 

 行政院委託推廣部辦理之加強資訊軟體人

才培訓方案（第一期）開課日。 

十二月卅日 第四次參議會議。 

 人事室召開第三次教師評審委員會。 

 校史室應邀參加織品服飾博物館與舉辦之

「織品搬遷研習」。 

十二月卅一日 以（88）輔校教字第 89010001 號函及（88）

輔教註字第 221 號函，檢送「八十、八十一

學年度博、碩士論文摘要集」至國家圖書館

等相關單位。 

 教務處召開八十八學年度第一次師資培育

規劃委員會，決議自八十九學年度暫停招生

學士後中等學校教師職前學分班（夜間

班），並由學程中心開始籌辦國小教育學程

（在校生），確實貫徹本校師資培育之宗旨

與目標。 

 學生事務處舉辦「1999 跨千禧年暨慶祝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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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年校慶閉幕舞會」。 

八十九年 

一月 與 日 本 京 都 產 業 大 學 （ Kyoto Sangyo 

University）締結姊妹校。 

一月六日 學生事務處假桃園青溪國中承辦「大專院校

體育總會劍道冬令營」；舉行教職員運動代

表隊代表會議。 

一月八日—九日 學生事務處舉辦第二梯次「CPR 初級急救訓

練班」。 

一月十二日 桃園縣私立大華高中師生蒞校參訪。  

 教務處舉辦中等學校教育學程實習教師第

六次返校研習。 

 學生事務處完成甲組運動代表隊人員資料

普查。 

一月十三日 第五次行政會議。 

 推廣部八十八學年度第二次課程審查小組

會議。 

一月十四日 頒贈授宗座一心委員會主任委員高路德總

主教名譽文學博士學位典禮。 

一月十五日 校史室印製中式聖像書籤及協助天時文藝

館林天時先生所繪中式聖經故事畫作紀念

明信片完成。 

 人事室召開第一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一月中旬 宗輔中心舉行楊生神父及福若瑟神父銅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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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幕儀式；為理外民教職員工剛離世的近親

舉行追思禮。 

一月十七日 北平輔仁旅美校友范蘩女士捐款設立獎學

金。 

一月十九日 學生輔導中心舉辦導師輔導知能研習「認識

精神疾患」。 

 教務處舉辦教育實習輔導委員會暨實習機

構校長第一次座談會。 

一月廿日 第五次參議會議。 

一月廿一日 總務處召開第一學期飲水機評鑑座談會。 

 香港城市大學蒞校參訪學生輔導中心。 

一月廿四日 資訊中心召開校園網路策進小組會議。 

 學生事務處舉辦僑生春節祭祖與感恩餐會。 

一月廿五日—廿六日 學生事務處假桃園復興鄉青年活動中心舉

辦學生代表研習共融營。 

一月廿五日—廿九日 宗輔中心舉辦全國大學青年第五期回歸生

活體驗營。 

一月廿六日 人事室召開全校職員綜合座談會。 

 總務處召開總務主管會議，研擬八十八學年

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使用計劃核

銷原則。 

一月廿七日 高雄縣私立明誠中學師生蒞校參訪。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公務人力發展中心委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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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部辦理八十八學年度第一學期公教人

員外國語文進修班期末座談會。 

一月廿八日 教育部委託英文系與推廣部辦理國民小學

英語師資培訓課程（第二期）結業典禮。 

一月廿九日 推廣部八十八學年度第一學期學分班系列

課程結業日。 

一月卅一日 教務工作手冊印製完成。 

二月 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衛蘭文教社區中心龐

君華先生、香港基督徒學會堵建偉先生參訪

若望保祿二世和平對話研究中心。 

二月一日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正式成立，由化學系周善

行教授擔任主任。自八十九學年度起正式施

行全人教育課程。 

 宗輔中心舉行新舊任校長交接彌撒。 

 鄭穆熙神父接任學生輔導中心主任；織品服

裝學系周功鑫教授接任教育發展資金室主

任。 

二月十二日—十八日 宗輔中心協同神學院至南投縣埔里鎮瑞岩

部落教授主日學。 

二月十四日 新春團拜。 

二月十五日 第二學期教務工作協調說明會。 

二月十六日 學生事務處召開期末訓育委員會。 

 學生輔導中心舉辦實習生訓練。 

二月十七日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接續教務處召開課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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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會議決議八十九學年度課程中心之職員

由文藝共同科（1位）、理外民共同科（1位）

及專業倫理課程委員會（1 位）共三位納編

至全人教育課程中心。 

二月十八日—十九日 學生事務處假台中體育場承辦八十九年全

國大專院校中區田徑資格賽。 

二月十九日—廿日 學生事務處假新莊體育場承辦八十九年全

國大專院校北二區田徑資格賽。 

二月廿一日 教務處舉辦第二學期修讀教育學程（在校

生）報到作業。 

 第一次行政主管會報。 

二月廿一日—三月十日 學生事務處招募資源教室志工。 

二月廿一日—四月十二日 學生事務處徵選資源教室標誌。 

二月廿二日 資訊中心新增一條 T1 專線接教育部，以增

加本校連外頻寬提高網路傳輸速率。 

二月廿二日—廿三日 學生事務處假高雄市立體育場承辦八十九

年全國大專院校南區田徑資格賽。 

二月廿三日 教務處舉辦第二學期修讀教育學程（在校

生）期初研習暨會員大會。 

 研究發展處舉辦網路教學評鑑。 

 總務處召開總務主管會議。 

二月廿四日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公務人力發展中心委託

推廣部辦理八十八學年度第二學期公教人

員外國語文進修班始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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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廿五日 學生事務處舉辦全校餐廚人員第二學期健

康檢查。 

 推廣部第八十九期進修課程開課典禮 

二月廿九日 學生事務處假板橋體育場承辦八十九年全

國大專院校北一區田徑資格賽。 

 教育部委託推廣部辦理八十八學年度第二

學期學分班系列課程始業日國民小學英語

師資培訓課程（第三期）始業典禮。 

三月一日 第二次行政主管會報。 

 學生事務處舉辦進修部大一免費肝癌篩檢

活動（一）。 

三月三日 學生事務處舉辦進修部大一免費肝癌篩檢

活動（二）。 

三月四日 學生事務處舉辦進修部大一免費肝癌篩檢

活動（三）。 

三月四、五日 宗輔中心假三芝「熱帶嶼」舉辦醫學院全體

教職員新春共融營。 

三月四日—卅一日 學生事務處舉辦第二學期第一梯次全校餐

廳衛生檢查活動。 

三月六日 台灣微軟公司續簽主要軟體之全校授權，並

將相關軟體置於本校首頁供同仁自行下載

使用。 

 行政院委託推廣部辦理之加強資訊軟體人

才培訓方案（第二期）開課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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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六日—四月十五日 學生事務處舉辦第二學期第一梯次全校飲

水機衛生評鑑工作。 

三月七日 上海外語學院教授蒞校參訪。 

 教務處召開第一學期學生成績審查委員

會，共計更正二十二筆。 

 宗輔中心邀請李寧遠校長擔任理工學院信

仰分享小組月聚會主講人。 

 校史室派員參加國科會數位博物館專案推

廣辦公室舉辦之「數位博物館專案訓練課

程—資料呈現及網路教學設計」。 

三月八日 教務處召開網路與遠距教學委員會第三次

會議。 

 與 菲 律 賓 德 拉 沙 大 學 （ De La Salle 

University-Dasmarinas）締結姊妹校。 

三月九日 第六次行政會議。 

 教育發展資金室與台北國際商業銀行爭取

「輔大認同卡」回饋金之比例，由原千分之

二．五增至千分之二．七五。 

三月十日 行政主管共融。 

 日本東洋大學教授蒞校參訪。 

三月十三日 研究發展處舉辦第一次提昇研發能量審查

會議。 

三月十四日 學生事務處舉辦北區大專院校衛生保健組

主任(組長)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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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五日 教務處舉辦中等學校教育學程實習教師第

七次返校研習。 

 學生事務處舉辦大一至大三班代表座談會。 

 學生輔導中心舉辦午餐約會（一）「自助留

學」。 

 推廣部辦理之輔仁大學 2000 年暑期海外語

文研習活動合作單位業務籌備會。 

三月十五日—卅一日 研究發展處舉辦系所評鑑，第二學期計評鑑

十一個系所。 

三月十六日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召開八十九學年度通識

教育課程規劃會議，訂定本校通識教育課程

規劃之基本原則。 

 推廣部舉辦「推廣部婦女大學未來發展研討

會」。 

三月十七日 嘉義市私立興華中學師生蒞校參訪。 

 學生輔導中心舉辦午餐約會（二）「研究所

考試應戰守則」。 

三月十八日 人事室召開第三次人事評議委員會。 

三月廿日 第六次參議會議。 

三月廿一日 學生輔導中心舉辦午餐約會（三）「國小師

資班」。 

三月廿二日 祭天敬祖。 

 總務處召開總務主管會議，研擬學雜費調漲

幅度及全校統收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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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廿三日 臨時行政主管會報。 

 日 本 流 通 經 濟 大 學 （ Ryutsu Keizei 
University）教授蒞校參訪。 

 教務處召開第二次師資培育規劃委員會。 

三月廿四日 教育學程中心舉辦生命教育與教育革新學

術研討會。 

 學生事務處舉辦身心障礙學生輔導協調

會；舉辦第二學期校內暨校外宿舍急救安全

講習活動。 

三月廿六日 研究發展處舉辦第二次提昇研發能量審查

會議。 

三月廿七日 校史室評選應美系三年級十四位學生作品

以為野聲藝廊初展佈展作品。 

 推廣部舉辦「推廣部婦女大學—校本部推廣

部協調會議」，會中決議婦女大學業務回歸

校本部推廣部續辦，並確定婦女大學結餘款

移交事宜。 

三月廿八日 八十九學年度招生委員會申請入學暨甄選

入學招生放榜會議，共計分別錄取一百二十

八人與一百三十九人。 

 學生事務處召開八十八學年度第二學期日

間部大一至大三班導師座談會。 

 「財團法人行天宮文教基金會—九二一震

災助學金」專案致贈典禮。 

 學生輔導中心支援課外活動組辦理導師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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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會。 

 新莊地方版各報記者參訪中國天主教文物

館暨校史館。 

三月廿九日 學生事務處舉辦身心障礙學生自強活動。 

三月卅日 學生事務處召開第二學期大四班導師暨班

代表就業輔導座談會。 

三月卅一日 研究發展處提報本校八十七學年度中程校

務發展計畫執行成效報告書暨量化資料至

教育部。 

四月一日 若望保祿二世和平對話研究中心雷敦龢神

父應邀參加由新世紀基金會假國立臺灣大

學法學院主辦之「國家安全與兩岸關係會

議」。 

四月一日—五月廿日 學生事務處舉辦第二學期第二梯次全校餐

廳衛生檢查活動。 

四月五日 棒球代表隊參加八十九年春季聯賽獲第七

名。 

四月五日—七日 學生事務處舉辦僑生花蓮、台東春季之旅。 

四月十一日 宗輔中心邀請周宇超教授擔任理工學院信

仰分享小組月聚會主講人。 

四月十二日 教務處召開網路與遠距教學委員會第四次

會議；舉辦中等學校教育學程實習教師第八

次返校研習。 

 學生事務處舉辦宿舍輔導協調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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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仁盃系際排球賽決賽。 

四月十三日 第七次行政會議。 

 教務處召開第二次課程委員會議。 

 教育發展資金室協助成立英文系「李國沛先

生獎助學金」。 

四月十四日 研究發展處召開系所評鑑委員會，會中推選

六個系所參與優良系所評選。 

 中華日報記者參訪校史館。 

四月十五日 學生事務處編印社會新鮮人手冊；舉辦 CPR

搶救生命活動。 

四月十七日～五月卅一日 學生事務處舉辦第二學期第二梯次全校飲

水機衛生評鑑工作。 

四月廿日 第七次參議會議。 

 宗輔中心舉行聖週四「主的最後晚餐」。 

 東吳大學諮商輔導組參訪學生輔導中心暨

經驗分享。 

四月廿一日 研究發展處召開優良系所評鑑會議，由食品

營養學系、哲學系及統計系三系獲得優良系

所，並各獲參佰萬元獎補助經費。 

四月廿二日 本校僑生參加「八十九年北區大學院校僑生

卡拉 OK 歌唱比賽」，新聞二馬來西亞劉益鳴

同學榮獲第二名。 

 宗輔中心舉行聖週六「復活前夕彌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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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廿四日—五月六日 交通安全宣導週。 

四月廿五日 教務處召開教學評量研議小組第五次會

議，檢討第一學期教學評量讀卡結果分析報

表，並由教務處轉報分析結果與校教評會。 

四月廿六日 研究發展處召開督學視導籌備會。 

 學生輔導中心邀請黃正旭先生蒞校講演「生

涯規劃」。 

 台北縣政府勞工局委託推廣部開辦原住民

電腦實務應用班開課典禮。 

四月廿七日 第二次教務會議，討論「修訂學生抵免科目

規則」等六案。 

 教務處舉辦「八十九學年申請教育學程說明

會」。 

 人事室召開第四次教師評審委員會。 

四月廿七日－廿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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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與建

築：邁向新博物館之路」。 

四月廿八日 頒贈前校長羅光總主教名譽文學博士學位

暨感恩彌撒。 

 本校組隊參加全國大專運動會。 

 學生事務處舉辦Ｂ型肝炎疫苗注射第三劑。 

 學生輔導中心舉辦午餐約會（四）「分手路

上的愛與礙」。 

四月廿九日 教務處舉辦「八十九學年度實習教師分發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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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四月廿九日—三十日 學生事務處舉辦第三梯次「CPR 初級急救訓

練班」。 

五月 與 美 國 史 屈 大 學 （ Cardinal Stritch 

University ）、韓國西江大學（ Sogang 

University）、韓國大邱大學（Catholic 

University of Taegu）、日本東洋大學（Toyo 

University）分別締結姊妹校。 

五月一日—五日 僑生週。 

五月一日—六日 學生事務處舉辦「奔騰 2000 企業校園徵才

博覽會暨說明會」。 

五月一日—卅一日 學生事務處舉行學生自治組織暨社團負責

人、各級會議學生代表改選活動及選舉月。 

五月二日 宗輔中心邀請郝惠娟修女擔任理工學院信

仰分享小組月聚會主講人。 

五月三日 學生事務處舉辦餐廳輔導協調會。 

 學生輔導中心邀請杜金換先生講演「信仰生

活與心理健康」。 

五月三日—四日 八十九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報名人數

6,892 人，到考率 80.77%。 

五月四日 第八次行政會議。 

 教務處召開八十九學年度招生委員會轉學

生招生第一次會議。 

五月五日 台中市私立曉明女中師生蒞校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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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碩士在職專班招生報名，總計四系所辦理招

生，報名人數 397 人，錄取 85 人。 

 推廣部第九十期進修課程開課典禮。 

五月五日—六日 教務處舉辦輔仁大學教育學程第三屆教師

教學知能研習營—拔萃營。 

五月七日 本校僑生參加「八十九年度大專院校僑生

國、英語演講比賽」。國語組新聞二馬來西

亞劉益鳴同學榮獲第三名，新聞一馬來西亞

彭泉豐同學獲優勝獎。英語組音樂二泰國林

文卉同學獲第四名，英文四巴西潘立言同學

獲優勝獎。 

五月八日 第二學期教務小組會議。 

 教務處課務組、資訊中心及全人教育課程中

心共同召開全人教育課程實施網路選課相

關作業協調會議。 

五月八日—五月十二日 學生事務處舉辦全校健康週系列活動。 

五月十日 第八次參議會議。 

 學生事務處舉辦身心障礙學生座談會；舉辦

畢業生祝福茶會。 

 總務處召開第二學期總務會議。 

五月十一日 教育部督學視導。 

 嘉義市私立輔仁中學師生蒞校參訪。 

 第二學期督學定期視導。 

五月十二日 第四次行政主管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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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二日—十三日 八十九學年度重點運動績優學生招生學科

及術科考試，總計報名人數共 380 人，到考

率為 90.5 ﹪。 

五月十四日 本校僑生參加北區大專院校應屆畢業僑生

歡送會，並有二十一位同學獲頒學行優良僑

生表揚。 

 跆拳道隊男子選手許夆池與高銘鍵榮獲

2000 年亞洲盃跆拳道錦標賽輕量級銀牌及

中乙級銅牌。 

五月十五日—廿四日 學生事務處舉辦學生自治組織暨社團評鑑

與觀摩活動。 

五月十六日 第九次參議會議。 

五月十六日—十八日 教務處舉辦八十九學年度申請修讀教育學

程（日間班）第一階段書面審查作業。 

五月十七日 學生事務處舉辦帶動社區中小學社團發展

成果展；召開期中訓育委員會。 

 總務處召開第二學期校園規劃小組會議。 

 學生輔導中心舉辦午餐約會（五）「大學生

的親密關係發展」。 

 教育發展資金室召開「募款作業校內協調

會」第一次會議。 

五月十八日 研究發展處召開第二學期校務發展委員

會，會中除審查校務會議提案，尚研議於九

十一學年度增設系所、班組申請案及九十學

年度之在職專班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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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縣政府社會局委託推廣部辦理八十八

學年度第三期兒童福利專業主管人員研習

班暨第二期兒童福利丙類保育人員研習班

始業典禮。 

五月十九日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召開八十八學年度第二

次課程召集人會議，規劃二年制技術系之全

人教育課程，另研議修正全人教育課程之抵

免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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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人員暨第

一期兒童福利助理保育人員研習班結業典

禮。 

五月十九日—廿二日 本校僑生代表參加全國大專院校僑生研習

會。 

五月廿日 學生輔導中心協助哲學系學生舉辦讀書會。 

五月廿二日 大陸工程公司轉贈本校中美堂興建工程照

片留存校史室。 

五月廿三日 教務處舉辦「教育實習輔導委員會暨實習機

構校長第二次座談會」。 

五月廿四日 學生事務處舉辦千禧盃暨慶祝母親節三對

三籃球賽；舉辦體育成果呈獻會。 

 宗輔中心舉辦全校「基督徒合一敬拜讚美祈

禱會」。 

 總務處召開總務主管會議。 

五月廿五日 依據經濟部工業局八十九年五月廿三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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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二字第 0893202694 號函，同意本校

申請登錄為「公司導入電子化投資抵減項目

認定服務」機構。 

 校史室協助桃花園文化工作會拍攝中國天

主教文物館之特色以製作「台灣印象系列鄉

土教學錄影帶」。 

 教育部訓輔工作成就訪視。 

五月廿六日 台北市市立華江高中師生蒞校參訪。 

 教育發展資金室與學務處輔園舉行「劉清

章、羅不夫婦清寒獎學金」頒獎餐會。 

五月廿七日 宗輔中心與天主教主教團正義和平委員

會、天主教男女修會聯合會正義和平小組、

台北總教區教友傳教協進會等聯合舉辦「天

主教會在台灣社會之角色與使命研討會」。 

五月廿七日 校史室吳瑞珠主任應邀參加輔仁大學中國

社會文化文化中心主辦之「天主教在台灣社

會的角色研討會」。 

五月卅日 學生事務處舉辦資源教室「薪火相傳」晚

會；八十九級畢業紀念冊出版。 

五月卅一日 八十九學年度碩士班招生第一次放榜會

議，確定錄取標準及名單。 

 學生事務處召開第二學期日間部學生自治

組織暨社團指導老師與負責人座談會。 

 研究發展室召開協調會決議提出「行動多媒

體網路系統技術之研究發展與應用」等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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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報本校申請國科會提昇研發能量專案。 

 總務處召開第二學期環保小組暨勞工安全

衛生委員會議。 

 教育發展資金室召開「募款作業校內協調

會」第二次會議。 

六月 由資訊中心林宏彥主任指導、資訊工程系 85

級同學製作之校史室網頁完成初步架構。 

六月一日 畢業僑生祝福茶會與畢業成果展。 

 人事室召開教師評審委員會第一次臨時會。 

六月二日 學生輔導中心舉辦導師輔導知能研習「輔導

室常用的心理測驗」。 

六月三日 八十九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招生考試，報名

人數共計 397 人，錄取率 21.4%。 

 學生事務處召開新任各級會議學生代表研

習會。 

 若望保祿二世和平對話研究中心協辦校牧

田默迪神父主持之「基督宗教與希羅文化論

文發表會」。 

六月三日—四日 教務處舉辦八十九學年度申請修讀教育學

程（日間班）第二階段甄選面試作業。 

六月五日 學生事務處舉辦端午節僑生聯誼會。 

 台北縣政府勞工局委託推廣部受辦理原住

民電腦實務應用班結業典禮。 

六月七日 教務處舉辦八十九學年度教育學程祈福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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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結業典禮暨謝師茶會。 

 學生事務處舉辦新任班代表研習會。 

 學生輔導中心支援生輔組舉辦班代表研習。 

六月八日 第二學期校務會議。 

六月十日 宗輔中心主持畢業典禮祈福禮。 

六月十一日 龍舟代表隊榮獲 2000 年台北國際龍舟錦標

賽社會男子組團體第一名。 

 婦女大學第九屆結業典禮，共一百二十八位

學員順利結業，其中六位學員榮獲校長頒贈

「勤學獎牌」。 

六月十二日 法國巴黎第四大學校長 Georges Molinie 夫

婦蒞校參訪。 

 教務處公告「八十九學年度申請修讀教育學

程（日間班）」錄取名單。 

六月十三日 行政院委託推廣部辦理加強資訊軟體人才

培訓方案（第一期）結業典禮。 

六月十三日—十六日 教務處辦理「八十九學年度申請修讀教育學

程（日間班）」新生報到作業。 

六月十四日 學生事務處召開第二學期日間部院系導師

代表座談會。 

 東吳大學發展處企劃組參訪校史室。 

六月十五日 第九次行政會議。 

 教務處召開八十九學年度重點運動績優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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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招生放榜會議。 

 教育部委託推廣部與英文系辦理國民小學

英語師資培訓課程（第三期）結業典禮。 

六月十六日 第五次行政主管會報。 

 台北縣政府社會局委託推廣部辦理八十八

學年度第二期兒童福利專業主管人員研習

班結業典禮。 

六月十八日 學生事務處假強棒保齡球舉辦教職員保齡

球賽。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印製「全人教育課程簡

介」。 

六月十八日－廿日 校史室吳瑞珠主任應世界宗教博物館之邀

請參與「天主教狄剛總主教訪靈鷲山」對談

行程。 

六月十九日 人事室召開第二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總務處召開總務主管臨時會議。 

 台北區就業服務中心委託推廣部辦理美工

設計與影像處理實務班及餐飲管理班始業

典禮暨開課日。 

六月十九日—廿一日 學生事務處假桃園復興鄉青年活動中心舉

辦學生領袖研習營。 

六月廿日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公務人力發展中心委託

推廣部辦理八十八學年度公教人員外國語

文進修班結業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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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廿－日廿九曰 校史室協助評選織品服裝學系靜態組蔡靜

玉暨顏晨曦同學之作品以為野聲藝廊—六

月特展之作品。 

六月廿一日 義大利自由專欄作家 Mr. Dominik Morawsky

夫婦蒞校參訪。 

 若望保祿二世和平對話研究中心舉辦《生命

的勇者—親愛的孩子，你要活的起勁》新書

發表會。 

 推廣部辦理輔仁大學 2000 年暑期海外語文

研習活動領隊老師協調會議。 

六月廿二日 八十九學年度招生委員會碩士班招生第二

次放榜會議，確定錄取標準及名單。 

 學生事務處召開新任院系導師代表研習會。 

六月廿三日 資訊中心召開校園網路策進小組會議。 

 教務處舉辦教育實習實務研習活動。 

 總務處召開第二學期飲水機評鑑座談會。 

 推廣部辦理金陵女中 2000 年暑期海外語文

研習活動行前說明會。 

六月廿三日—廿五日 學生事務處假積健樓及棒壘球場承辦大專

院校體育總會棒球教練講習會。 

六月廿七日 香港京港學術交流學者蒞校參訪。 

 學生事務處舉辦房東聯誼座談會。 

 研究發展處召開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執行成

效報告先期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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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學院 
 

八十八年 

八月一日—八十九年七月卅一日 

 廣告傳播學系施群芳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

題研究計畫「國家外訪新聞報導中的國家認

同」。 

 圖書資訊學系張淳淳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

題研究計畫「各類型圖書館工商資訊服務研

究」；林麗娟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

畫「資訊社會與終身學習—大學生資訊素養

與終身學習模式探討（Ⅰ）」；曾元顯老師獲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音樂內容查詢不

匹配問題與檢索模式之研究」與「多國語文

OCR 文件之資訊擷取與檢索」。 

 應用心理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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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子計畫—當代傑出科技人才創造發

展的社會環境分析」；王震武老師獲國科會

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推理中的假說行為—規

則的『證明』或『應用』」；林文瑛老師獲國

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青少年犯罪問題與

其防治對策—學校教育對青少年犯罪的影

響及其防治對策（Ⅱ）」；陳秀蓉老師獲國科

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監控傾向、認知預期

評估對個人因應壓力事件的影響」；陳學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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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笑話中幽

默因子的訊息整合歷程研究」；劉兆明老師

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組織中的情緒

與情感經驗：由工作動機的觀點探討

（1/2）」；夏林清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

計畫「消失的國界？全球化，民族國家與文

化形成—全球化、關廠、與再就業：臺灣與

香港之調查研究」。 

 新聞傳播學系林靜伶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

題研究計劃「選舉語言中的戰爭比喻及其互

文性」；陳順孝老師、林麗雲老師獲國科會

補助其共同專題研究計劃「新聞報導如何再

現事實？語言層面的探討—社會結構、語言

機制與認同建構：美麗島事件做為個人經驗

與集體記憶的認同構塑」；陳順孝老師獲國

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劃|「探討記者查證、訪

問、寫作的知識基礎：專家能力的特質

（2/3）」。 

八月一日—八十九年九月 新聞傳播學系林靜伶老師獲教育部顧問司

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人文社會科學第三期中

程教育改進計劃—傳播學門規畫計劃」；林

麗雲老師獲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

會補助專題研究計劃「二次大戰後台灣民間

報業與二二八事件之初探」。 

八月 圖書資訊學系盧荷生、張淳淳、吳政叡老師

應邀參加假國家圖書館舉辦之「第十一屆新

興資訊科技國際會議」；盧荷生老師應邀參

加假國家圖書館舉辦之「華文書目資料庫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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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發展研討會」；張淳淳老師應邀至台北市

立圖書館講演「工商參考資源」；曾元顯老

師應邀至 ACM SIGIR 講演「Content-Based 
Retrieval for Music Collections」。 

八月一日 陳福濱教授接任文學院院長。 

 中國文學系趙中偉老師應邀參加「第四屆海

峽兩岸周易學術研討會」。 

 歷史學系改聘雷俊玲老師為專任副教授，新

聘克思明老師為專任副教授、劉文賓老師為

專任助理教授。 

 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成立。 

八月四日—七日 應用心理學系林文瑛主任應邀於中央研究

院民族所暨台灣大學心理學系合辦之「亞洲

社會心理學會（ASPP）國際學術研討會」

發表論文。 

八月八日 應用心理學系陳秀蓉副教授應邀至台北地

方法院司法院調解事件相關法律事務講習

會講演「人際溝通技巧」。 

八月十二日 應用心理學系翁開誠教授應邀至觀音線協

談講演「同理心的開展」。 

八月十三日—廿一日 歷史學系王芝芝老師應邀至東海大學講演

「口述歷史的起源及變遷」。 

八月廿日—廿二日 歷史學系王芝芝老師應邀至中研院近史所

講演「口述歷史的起源及變遷」。 

八月廿一日—廿三日 中國文學系鍾宗憲老師應邀參加「海峽兩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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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雪林教授學術研討會」。 

八月卅日 第一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九月 中國文學研究所發行《輔大中研所學刊》第

七輯。 

 中國文學研究所發行《先秦兩漢論叢》第一

輯。 

 歷史學系張淑勤老師應邀至比利時Roiselaal
講演「 Chinese Travelogue and European 
Context」。 

 哲學系丁福寧主任應邀擔任教育部「人文社

會科學第三期中程教育改進計劃」哲學門委

員。 

九月七日—九日 應用心理學系林文瑛主任應邀參加由中央

研究院分子生物所主辦之「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al Biology」。 

九月十八日—十九日 應用心理學系林文瑛老師應邀參加中國心

理學會研討會。 

九月十九日 應用心理學系陳秀蓉老師應邀至臺灣大學

心理系發表〈中國心理學年會臨床心理學組

心理病理系列報告—高血壓患者注意症狀

的型態與個人生病行為的關係〉。 

九月廿日 廣告傳播學系謝明順老師應廣角攝影俱樂

部之邀於高雄市文化中心講演「題材與創意

理念」。 

九月廿二日 第一學期第一次院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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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心理學系林文瑛主任應邀至桃園大勇

國小講演「進入孩子的心裡花園」。 

十月 圖書資訊學系曾元顯老師應邀參加假國家

圖書館舉辦之「中文主題詞表修訂小組」第

一次工作會議；曾元顯老師應邀至大同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講演「Content-Based Retrieval 
for Music Collections」。 

 應用心理學系王震武老師應邀參加「大學教

育改革研討會」並發表論文；夏林清老師應

邀至中國北京考試中心參加「興趣量表與中

學生生涯發展研討會」；劉兆明副教授應邀

至政大心理系講演「工作動機理論的建構與

論證：初步模式的建立」；劉兆明副教授應

邀至政戰學校講演「領導的理論與應用」。 

十月—八十九年九月 廣告傳播學系蕭富峰老師應中華民國資訊

管理學會之邀主持「企業文化與電子商務專

案研究」專題計畫。 

十月六日 中國文學系第一學期臨時系務暨系評會議。 

 圖書資訊學系第一學期第一次系教師評審

委員會。 

十月七日—八日 應用心理學系林文瑛主任應邀參加於中央

研究院社會專題研究推動委員會主辦之「大

學教育改革研討會」發表論文。 

十月十二日 廣告傳播學系林榮觀老師應邀參加「國際教

授美展參展」發表作品。 

十月廿日 第二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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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廿一日 新聞傳播學系邀請蕃薯藤網站蕭景登副總

經理蒞系講演「當傳統媒體遇上網際網路」。 

十月廿五日 圖書資訊學系第一學期第二次系教師評審

委員會。 

十月廿七日 中國文學系第一學期臨時系評暨獎學金評

審會議。 

十月廿七日—廿八日 應用心理學系林文瑛主任應邀參加由東吳

大學、荷蘭高等教育國際交流會合辦之「一

九九九台荷高等教育研討會」。 

十月廿九日 新聞傳播學系陳順孝老師應邀至陽明大學

講演「記者摸象：淺談新聞事實的篩選、重

組與命名」。 

十一月 圖書資訊學系吳政叡、曾元顯老師應邀參加

假臺灣大學總圖書館舉辦之「The Second 
Asian Digital Library Conference」；曾元顯老

師於會上講演「Automatic Cataloguing and 
Searching for Retrospective Data of Multiple 
Languages by Use of OCR Text」。 

 應用心理學系劉兆明老師應邀參加「精擘人

力、策躍千禧：21 世紀人力資源管理新思潮

研討會」並擔任主持人。 

十一月三日 中國文學系第四屆「紀念傅試中老師詩詞吟

唱比賽」。 

 新聞傳播學系舉辦「聯合報系新聞專題校園

講座」（一），邀請聯合報總編輯辦公室歐陽

元美主任蒞系講演「新聞資訊與網路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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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五日 新聞傳播學系陳順孝老師應邀至陽明大學

講演「記實避禍的報導文化」。 

十一月九日 天主教史料研究中心與比利時魯汶大學南

懷仁文化協會簽訂協議取得天主教史料及

圖書一批。 

十一月十日 新聞傳播學系舉辦「聯合報系新聞專題校園

講座」（二），邀請聯合報採訪中心副主任兼

攝影組組長龍啟文先生蒞系講演「如何拍攝

一張好的新聞照片」。 

十一月十一日 圖書資訊學系系評鑑第一次會議。 

十一月十五日 歷史學系莊尚武老師應邀至 TNT 寶島新聲

電台講演「科索夫問題初探」。 

十一月十七日 第三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第一學期第二次院務會議。 

十一月十八日 廣告傳播學系陳尚永老師應邀至台北市立

中正高中講演「新聞傳播學群簡介」。 

十一月十九日—廿日 應用心理學系林文瑛主任應邀參加由社會

學系主辦之「青少年犯罪防制國際學術研討

會—學校因素」並發表論文。 

十一月廿日 新聞傳播學系陳順孝老師應邀至社會再生

基金會營隊講演「記者摸象：淺談新聞事實

的篩選、重組與命名」。 

十一月廿二日 歷史學系莊尚武老師應邀至 TNT 寶島新聲

電台講演「淺談歐洲一些歷史翻案問題」。 

十一月廿五日 新聞傳播學系陳順孝老師應邀至台灣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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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部講演「新聞編輯學與術：我的探索歷

程」。 

十一月廿五日—廿六日 教育部與哲學系合辦「倫理教育學術研討

會」。 

十一月廿六日 影像傳播學系習賢德主任應邀於「倫理教育

學術研討會」發表〈當代新聞從業人員的倫

理困境〉。 

十一月廿七日 天主教史料研究中心舉辦「慶祝台灣天主教

二次開教一百四十年學術研討會」；歷史學

系張淑勤老師應邀發表〈臺灣現代小說中的

基督宗教意識〉，鄧世安老師擔任評論人。 

十一月廿九日 廣告傳播學系謝明順老師應邀於焯炤館講

演「如何拍出好照片」。 

十一月廿九日—十二月三日 中文週。 

十一月卅日 哲學系與天津南開大學簽訂合作交流協議。 

十二月 廣告傳播學系洪雅慧老師於《廣告雜誌》103
期發表〈總統候選人！你知道是誰在看你的

網站嗎？〉。 

 圖書資訊學系盧荷生、張淳淳老師應邀參加

假國家圖書館舉辦之「網際網路與圖書館發

展研討會」。 

 圖書資訊學系林麗娟老師應邀參加假美國

夏 威 夷 舉 辦 之 「 1999 WebNet World 
Conference on the WWW and Internet, 
Honolulu, Hawaii,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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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資訊學系曾元顯老師應邀至臺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講演「Content-Based Retrieval 
for Music Collections」。 

 圖書資訊學系吳政叡應邀參加假台北市中

國圖書館學會舉辦之網際網路與圖書館發

展研討會講演「都柏林核心集的發展現況與

其在圖書館的應用」。 

十二月一日 天主教史料研究中心應中西文化研究中心

委託進行「中國天主教近五十年史料蒐集」

研究計畫。 

 新聞傳播學系舉辦「聯合報系新聞專題校園

講座」（三），邀請聯合晚報採訪中心嚴智徑

副主任蒞系講演「政治與政治新聞」。 

十二月三日 應用心理學系翁開誠副教授應邀至新埔學

院講演「諮商員的精進」。 

十二月六日 新聞傳播學系系所評鑑。 

 圖書資訊學系系評鑑第二次會議。 

十二月七日 香港中文大學心理系陳烜之主任應邀至應

用心理學系講演「華文認知的理論與應用研

究」。 

十二月九日 廣告傳播學系謝明順老師應邀至文化大學

講演「風景攝影」。 

十二月十日 廣告傳播學系謝明順老師應邀至東吳大學

講演「天人合一」。 

十二月十日—十一日 應用心理學系舉辦「21 世紀私立大學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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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展望研討會」。 

十二月十日—十二日 歷史學系邵台新老師應邀擔任「第一屆簡帛

學術討論會」評論人。 

十二月十一日—十二日 歷史學系舉辦「第廿五屆全國大專院校史學

盃球類邀請賽」，榮獲男籃冠軍及女排亞軍。 

十二月十三日 應用心理學系林文瑛主任應邀至政戰學校

講演「時代變遷與兩性關係」。 

十二月十五日 新聞傳播學系舉辦「聯合報系新聞專題校園

講座」（四），邀請聯合新聞網易行總經理蒞

系講演「民意測驗與數字新聞」。 

 應用心理學系林文瑛主任應邀至高雄師範

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講演「從發展觀點看科

學教育」。 

十二月十六日—十八日 歷史學系戴晉新主任應邀在「國史上中央與

地方的關係學術討論會」發表論文。 

十二月十七日 圖書資訊系系評鑑第三次會議。 

 應用心理學系張郁雯老師應邀參加「一九九

九年教育與心理測驗學術研討會」並發表論

文。 

十二月十八日 廣告傳播學系陳尚永老師應邀於「一九九九

年台灣地區人權指標系列研討會—社會人

權『勞工人權與新聞人權』」發表論文。 

十二月十九日 中國文學系趙中偉老師參加「師範大學研究

生論文發表會」。 

 中國文學系參加「第十七屆全國大專青年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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吟大會」，榮獲吟唱團體第一名。 

十二月廿一日 歷史學系邀請美國南加州大學歷史學系教

授費俠莉講演「中西歷史中身體與家庭之呈

現」。 

十二月廿二日 第四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歷史學研究所舉行「八十八學年度第一學期

研究生論文初稿發表會」。 

  新聞傳播學系舉辦「聯合報系新聞專題校園

講座」（五），邀請聯合報涂明君副總編輯蒞

系講演「新聞資訊與網路新聞」。 

十二月廿七日 歷史學系克思明老師榮獲教育部僑民教育

委員會頒發「八十八年度僑民教育績優人員

獎」。 

十二月廿九日 新聞傳播學系舉辦「聯合報系新聞專題校園

講座」（六），邀請聯合新聞網易行總經理蒞

系講演「聯合新聞網」。 

十二月廿九日—卅日 廣告傳播學系蕭富峰老師應邀出席「一九九

九中華民國商業流通研討會」擔任主持人及

講評人。 

 應用心理學系林文瑛主任應邀參加由中央

研究院社會研究推動委員會暨社會學研究

所主辦之「臺灣社會問題研究學術研討會」

發表論文。 

十二月卅日 新聞傳播學系陳順孝老師應邀至內湖國小

講演「少年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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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九年 

 廣告傳播學系吳宜蓁老師於《新聞學研究》

第 62 期，發表〈危機溝通策略與媒體效能

之模式建構—關於腸病毒風暴的個案研

究〉。 

一月 天主教史料研究中心主任陳方中教授應聘

擔任《于斌樞機傳》執筆。 

 應用心理學系夏林清老師應邀主持「多元智

能與多元課程行動研究計畫—高中生學習

檔案與升學輔導行動研究會議（一）」。 

一月一日 中國文學系曾文樑老師應邀參加「民富社區

學院成立會議」。 

一月五日 應用心理學系夏林清教授應邀至高師大教

師會講演「知識份子與社會參與」。 

一月五日—六日 應用心理學系林文瑛主任應邀參加「第一屆

信誼 0 ~ 3 歲嬰幼兒發展研討會」。 

一月七日 廣告傳播學系陳尚永老師應邀於「邁向 21
世紀台灣廣告發展趨勢學術研討會」擔任評

論人。 

一月七日—八日 中國文學系舉辦「第二屆先秦兩漢學術全國

研究生論文發表會」。 

 歷史學系戴晉新主任應邀擔任「第二屆先秦

兩漢學術全國研究生論文發表會」評論人。 

一月八日 中國文學系趙中偉老師應邀參加「解嚴以來

台灣文學的國際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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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心理學系林文瑛主任應邀參加由法鼓

山人文社會學院主辦之「新時代的家庭倫

理—尊重與關懷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應用心理學系丁興祥老師應邀出席「技術創

造力的含意與開發研討會」擔任主持人並發

表論文。 

一月十日 哲學系邀請加拿大學者 William Sweet 蒞系

演講。 

一月十一日 中國文學系曾文樑老師應邀於中國廣播公

司新竹台專題演講「溫馨竹塹情，『社會教

育實務』民富社區學院」。 

一月十四日 哲學系舉辦「第九屆士林哲學與當代哲學學

術研討會」。 

一月十五日 應用心理學系林文瑛主任應邀至台北市中

山國中講演「青少年的理性與感性」。 

一月十八日 應用心理學系夏林清教授應邀至東吳大學

企管系講演「中階主管處境與領導」。 

一月十九日 第一學期第三次院務會議。 

一月廿日－廿一日 中國文學系舉辦「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八十

八學年度教師學術研討會」。 

一月廿一日 中國文學系第一學期第二次系務暨臨時系

評會。 

一月廿四日—廿五日 歷史學系克思明老師應邀至中華民國中小

企業協會教育訓練中心講演「兩岸關係的歷

史反省：盲點與變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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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廿五日 應用心理學系夏林清教授應邀至國立台北

師範學院講演「行動研究」。 

一月廿七日 中國文學系李毓善老師應邀擔任「教師學術

研討會」講評人。 

一月廿九日 應用心理學系丁興祥教授應邀至法務部訓

練所講演「創造潛能的培養」。 

一月卅一日 新聞傳播學系陳順孝老師應邀至永春高中

講演「編輯摸象：淺談新聞事實的篩選、重

組與命名」。 

二月 圖書資訊學系由吳政叡老師接任系主任。 

 圖書資訊學系張淳淳老師應邀參加假世貿

中心舉辦之「建立專屬全文資料庫研討會」

講演「談國內外工商資料庫之發展」。 

二月一日 歷史學系克思明老師應邀至中華民國中小

企業協會教育訓練中心講演「兩岸關係的歷

史反省：盲點與變數」（二）。 

二月—七月 應用心理學系夏林清教授應邀至中華民國

校護協會發表系列講演「震災經驗反思與校

護專案工作發展工作坊」，為期六個月。 

二月十日 應用心理學系夏林清教授應邀至台北市勞

工教育資訊發展中心講演「勞工生涯發展」。 

 應用心理學系林文瑛主任應邀至台北市刑

事警察大隊講演「談壓力」。 

二月十三日 新聞傳播學系陳順孝老師應邀至「第二屆全

國學生傳播聯會傳播研習營」講演「網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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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的發展」。 

二月十五日 應用心理學系陳秀蓉副教授應邀至埔前國

小講演「教師情緒管理與國小學生情緒輔

導」。 

二月十七日 影像傳播學系習賢德主任應邀參加安泰人

壽、奧美公關合辦之「與美國康乃迪克州三

一學院訪華團晚宴座談—廿一世紀教育機

構與民間企業合作趨勢與先機」講演「台灣

地區私立大學建教合作的模式與評價」；並

於專業倫理教育委員會主辦之「專業倫理教

育研討會」發表〈傳播專業倫理教育的基本

問題與省思〉。 

 應用心理學系陳秀蓉老師應邀參加「專業倫

理研討會」發表〈諮商專業倫理的幾點觀

感〉，翁開誠老師亦應邀參加並發表論文。 

二月廿三日 第五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第二學期第一次院務會議。 

二月廿四日 圖書資訊學系第二學期第一次系教師評審

委員會。 

二月廿五日 中國文學系邀請葉嘉瑩老師蒞系講演「從理

由到理論─為什麼愛情變成歷史」。 

三月 廣告傳播學系洪雅慧老師於《新觀念雜誌》

137 期發表〈美國負面政治廣告的借鏡〉。 

 影像傳播學系習賢德主任應邀擔任「中華民

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媒體消費委員會」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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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圖書資訊學系盧荷生、張淳淳、鄭恆雄老師

應邀參加假國家圖書館舉辦之「圖書資訊組

織與教學研討會」；林麗娟老師應邀至教育

學程中心講演「資訊素養融入各科的學習」。 

 應用心理學系黃月霞教授應邀至內湖國小

講演「社會技巧訓練：理論、活動介紹與演

練」（一）—（十）；應邀至胡適國小講演「自

尊團體：理論、活動介紹與演練」（一）—

（十）；應邀至民族國小講演「情感教育：

理論、活動介紹與演練」（一）—（十）。 

三月一日 應用心理學系翁開誠老師應邀於「息壤研討

會」發表論文。 

三月四日 歷史學系王芝芝老師應邀擔任「歷史意識重

要著作研討會」主席。 

三月八日 圖書資訊學系第二學期第二次系教師評審

委員會。 

 應用心理學系林文瑛主任應邀參加由新竹

師院特教系暨教育部、新竹市政府合辦之

「融合教育實務研討暨成果發表會學術研

討會」擔任主持人。 

三月十日 廣告傳播學系陳尚永老師應邀於中華民國

全國工業總會講演「廣告效果模式調查及研

究」。 

三月十日—十一日 中國文學系王初慶主任應邀參加中興大學

舉辦之「第二屆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學術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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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會」並發表〈由《左傳》中成語看雅俗之

變〉；王金凌老師亦出席擔任講評人。 

三月十四日 應用心理學系夏林清老師應邀至台北市勞

工教育資訊發展中心參加「生產合作社案例

研討會」。 

三月十五日 中國文學系邀請王贊禹老師蒞系講演「從讀

中文系到投身外交工作」。 

三月十七日 歷史學系邀請中華民國安全教育中心講員

謝蕹先生為大一新生進行消防宣導講習。 

 圖書資訊學系課程研討會。 

三月廿日 新聞傳播學系舉辦「大學推薦甄選指定項目

甄試」。 

 應用心理學系夏林清教授應邀至台北市政

府第二局講演「行動研究與政策制訂」。 

三月廿一日 應用心理學系夏林清老師應邀擔任「多元智

能與多元課程行動研究計畫—高中生學習

檔案與升學輔導行動研究會議（二）」課程

主持人。 

三月廿二日 第二學期第二次院務會議。 

  第六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中國文學系文韻獎。 

三月廿三日 廣告傳播學系陳尚永老師應邀於「展望新世

紀國際學術研討會」擔任評論人。 

三月廿四日 應用心理學系夏林清老師應邀主持「生涯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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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心理測驗服務與研習活動—八十九年興

趣量表使用說明會（一）」。 

三月廿四日—廿五日 中國文學系包根弟老師應邀擔任「第六屆近

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講評人。 

 歷史學系張淑勤老師應邀在「世界史教育研

討會」中發表〈低地國荷語區歷史論述的主

流模式及其轉變〉。 

三月廿六日 中國文學系王初慶老師應邀擔任由中央大

學中文系所舉辦之「第五屆近代中國學術研

討會」特約討論人；包根弟老師應邀發表論

文〈「詞概」創作法則論〉暨特約討論人。 

 新聞傳播學系陳順孝老師應邀至「天主教教

會網路研討會」講演「網際網路與社會服

務—以『生命力』與『哈哈國』為例」。 

 應用心理學系夏林清教授應邀至台南嘉南

療養院講演「因應慢性疾病：以心血管疾病

為例」。 

三月廿九日 應用心理學系夏林清老師應邀主持「生涯輔

導心理測驗服務與研習活動—八十九年興

趣量表使用說明會（二）」。 

四月 歷史學系林立樹老師著作《司徒雷登調解國

共衝突之理念與實踐》出版。 

 廣告傳播學系施群芳老師應邀於長庚大學

女研社講演「媒體與性別」。 

 應用心理學系劉兆明老師「The Concep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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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o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Organizational 
Research」獲國科會甲種研究獎。 

 應用心理學系陳秀蓉老師「個體對身體症狀

訊息之注意，解釋以及調節控制」獲國科會

甲種研究獎。 

四月五日 廣告傳播學系蕭富峰老師應邀擔任「工商縱

合區研討會」講評人。 

 圖書資訊學系鄭恆雄老師應邀參加假台北

市立圖書館舉辦之「公共圖書發展實務研討

會」。 

四月六日 歷史學系邵台新老師應邀擔任「復旦大學台

灣史學討論會」特約討論人。 

四月十日 新聞傳播學系陳順孝老師應邀至陽明大學

講演「『生命力』的故事」。 

四月十二日 影像傳播學系邀請蕭菊貞小姐講演「蕭菊貞

的紅葉傳奇—台灣紀錄片工作者看台灣紀

錄片生態」。 

四月十四日 應用心理學系翁開誠副教授應邀至陽明大

學講演「性別意志的自我覺察」。 

四月十四日—十五日 中研所舉辦「輔大中研所學刊第九輯研究生

論文發表會」。 

四月十五日 應用心理學系翁開誠副教授應邀至陽明大

學講演「台灣社會脈絡下的性別」。 

四月十六日 應用心理學系林文瑛主任應邀至桃園大勇

國小講演「有愛的孩子不會變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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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六日—十七日 中國文學系舉辦「第一屆先秦兩漢學術研討

會」。 

四月十八日 中國文學系包根弟老師、金周生老師應邀參

加由師範大學國文學系舉辦之「紀念許世瑛

先生九十冥誕學術研討會」發表〈「詞概」

創作技巧論〉應邀發表〈朱熹反切音與韻音

在研究語音史上的盲點─以《詩集傳》為

例〉。 

 應用心理學系陳秀蓉副教授應邀至東南工

專講演「教師壓力管理：從活力觀點來看」。 

四月十九日 中國文學系第二學期課程修訂會議。 

四月廿日—廿一日 中國文學系李添富老師應邀擔任中山大學

舉辦之「跨世紀國際研究生論文發表會」主

持人兼總講評人。 

四月廿一日 應用心理學系夏林清教授應邀至義守大學

教育學程中心講演「行動研究」。 

四月廿二日 歷史學系克思明老師應邀擔任「中國社科院

台研所副所長余克禮訪台學術交流座談會」

特約討論人。 

四月廿四日 中國文學系王初慶老師應邀擔任由逢甲大

學中文系主辦之「第十屆中國文字學全國學

術研討會」特約討論人。包根弟老師應邀於

台北市立師範學院講演「《四庫全書總目提

要》歷代詞家評論探析」。 

四月廿五日 中國文學系王初慶老師應邀至台灣師大國

文系講演「談治說文學與古文字學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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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心理學系夏林清老師應邀「多元智能與

多元課程行動研究計畫—高中生學習檔案

與升學輔導行動研究會議（三）」課程主持

人及台北市內湖高工講演「親師溝通與師生

溝通」。 

四月廿六日 哲學系邀請新光醫院精神科臨床心理師車

先惠蒞系講演「阿甘與阿丹—了解精神疾患

與精神疾患共處」。 

四月廿七日 應用心理學系夏林清教授應邀至長庚醫學

院幼保科講演「行動研究實例探討」。 

四月廿七日—廿八日 中國文學系廖棟樑老師應邀擔任由香港大

學亞洲文化中心舉辦之「明清國際學術研討

會」特約討論人。 

四月廿九日 中國文學系王金凌老師應邀擔任由東吳大

學舉辦之學術會議主持人，孫永忠老師及胡

正之老師亦同時應邀與會。 

 廣告傳播學系陳尚永老師、洪雅慧老師應邀

擔任「第八屆中華民國廣告暨公共關係學術

與實務研討會」主持人，張佩娟老師及林榮

觀老師同時應邀與會。 

 應用心理學系劉兆明老師應邀參加「人力資

源評鑑工具的發展及應用學術研討會」並擔

任主持人；林文瑛主任應邀至台北市西湖工

商講演「校園幫派的防制與對策」；丁興祥

教授應邀至台北縣蘆洲社區大學講演「生命

故事與自我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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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卅日 應用心理學系張郁雯副教授應邀至大安高

工講演「防治校園幫派之對策與輔導」。 

五月 歷史學研究所《史學研究》第十四期出版；

戴晉新主任著作《先秦史學史論稿》出版；

雷俊玲老師「清季首批駐英人員對歐洲的認

識」獲行政院國科會甲種研究獎；劉文賓老

師「近代中國企業管理思想與制度的演變

（1860-1949）」獲行政院國科會甲種研究獎。 

 哲學系邀請復旦大學哲學系徐洪興教授來

台講學「中國經學史」為期一個月。 

 圖書資訊學系鄭恆雄老師應邀參加假國家

圖書館舉辦之「美國 OCLC 王行仁先生演講

會」；吳政叡老師應邀參加假中央研究院舉

辦之「千禧年學術資源共享研討會」；盧荷

生、張淳淳老師應邀參加假台北市立圖書館

舉辦之「21 世紀圖書館管理趨勢研習會」；

林麗娟老師應邀參加於新加坡舉辦之「第四

屆全球華人資訊科技大會」、講演「動畫屬

性與學生空間能力不同之知識學習」；鄭恆

雄老師應邀至國立師範大學分部講演「新世

紀新理念」、「公共圖書館發展實務研討

會」；鄭恆雄老師應邀至新竹縣文化局舉辦

之公共圖書館館員在職訓練研討會講演「參

考服務」；張淳淳老師應邀至政治大學講演

「政府資訊與工商企業經營」。 

五月二日—十日 新聞週。 

五月四日 中文劇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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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五日 歷史學系邀請中國歷史博物館研究員李先

登講演「中國古代青銅藝術」。 

 影像傳播學系習賢德主任應邀擔任行政院

新聞局、中央電影公司合辦之「影劇藝文新

聞質量面面觀研討會」綜合座談主持人，並

主講「軟性新聞當紅後的專業省思」。 

五月五日—六日 中國文學系趙中偉老師應邀於政治大學舉

辦之「第三屆清代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

發表〈尊神重精，守氣合神─《太平經》「氣」

範疇的詮釋〉，李毓善老師、王令樾老師、

齊曉楓老師、胡幼峰老師、孫永忠老師亦應

邀與會；王初慶教授應邀擔任政治大學舉辦

之「漢代與思想研討會」主持人，黃湘陽教

授應邀發表〈王符潛夫論的經世思想〉。 

 應用心理學系林文瑛老師應邀擔任「社會變

遷與新世代文化研討會」引言人；翁開誠老

師應邀於「女性課程研討會」擔任回應人。 

五月八日 歷史學系邀請中國社科院近史所研究員楊

奎松講演「國共關係之研究」。 

五月八日—十二日 歷史週。 

五月十一日 中國文學系第二學期系評會議。 

五月十二日 圖書資訊學系第二學期第三次系教師評審

委員會。 

五月十二日—十四日 歷史學系戴晉新主任應邀擔任「歷史上的近

代中國學術討論會」評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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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八日 新聞傳播學系陳順孝老師應邀至平鎮市社

會大學講演「記者摸象：淺談新聞事實的篩

選、重組與命名」。 

五月十九日—廿日 教育部顧問室委託歷史學系承辦「第六屆全

國歷史學論文討論會」；由戴晉新主任擔任

大會主席及評審團召集人；邵台新老師應邀

擔任評論人。 

五月廿日 教育部委託哲學系舉辦「哲學課程規劃研討

會」。 

五月廿日—廿一日 中國文學系與中華民國聲韻學學會合辦「第

十八屆中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 

五月廿二日 新聞傳播學系陳順孝老師應邀至台中曉明

女中講演「記者摸象：淺談新聞事實的篩

選、重組與命名」。 

五月廿四日 文學院導師會議。 

五月廿六日 中研所舉辦「輔大中研所學刊第十輯研究生

論文發表會」。 

 歷史學系雷俊玲老師應邀於「第三屆史學與

文獻學學術討論會」中發表論文〈從張德彝

的《述奇》看十九世紀中葉的歐洲社會〉；

周雪舫老師並應邀出席擔任評論人。 

五月廿七日 歷史學系莊尚武老師應邀擔任「國家認同研

討會」評論人。 

五月廿八日 歷史學系莊尚武老師應邀至 TNT 寶島新聲

電台講演「談逃避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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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廿九日 歷史學系邀請 Jorn Rüsen 教授於文開樓

LE2A 教室講演「What is European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五月卅日 第二學期臨時院務會議。 

 應用心理學系夏林清老師應邀主持「多元智

能與多元課程行動研究計畫—高中生學習

檔案與升學輔導行動研究會議（四）」課程。 

五月卅一日 第七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歷史學研究所舉行「八十八學年度第二學期

研究生論文初稿發表會」。 

六月 中國文學系齊曉楓老師與鍾宗憲老師分別

以〈榜下臠娼的真與幻〉、〈黃帝研究—黃帝

神話傳說之嬗變與有關黃帝學術的源流問

題之辨正〉獲國科會論文獎勵。 

 歷史學系《輔仁歷史學報》第十一期及《史

苑》第六十期出版。 

 歷史學系邀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黃

愛平講演「十八世紀世界發展的趨勢與中國

的世界觀念」。 

 廣告傳播學系蕭富峰老師著作《行銷策略九

說》出版；施群芳老師應邀擔任「中華傳播

學會」主持人與講評人。 

 圖書資訊學系鄭恆雄老師應邀參加假國家

圖書館舉辦之「中文字集字碼研討會」；張

淳淳、鄭恆雄老師應邀參加假國家圖書館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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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之「學術期刊引用文獻索引研討會」；張

淳淳、曾元顯老師應邀參加假淡江大學舉辦

之「出版與圖書館研討會」。 

 應用心理學系夏林清老師應邀參加「災難重

建與社會互助研討會」。 

六月二日 廣告傳播學系謝明順老師應邀於交通大學

講演「集錦攝影藝術」。 

六月四日 應用心理學系翁開誠老師應邀擔任「行動研

究研討會」特約討論人。 

六月五日 新聞傳播學系於文友樓演講廳舉辦期末系

週會優良學生頒獎典禮。 

六月七日 中國文學系李添富老師應邀擔任由師範大

學中文系主辦之「第一屆中國修辭學學術研

討會」特約討論人。 

六月八日 校務會議通過士林哲學研究中心成立案。 

 應用心理學系張郁雯老師應邀參加「第二屆

僑民教育學術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應用心理學系邀請台北榮總神經醫學中心

臨床心理師林克能講演「從神經心理學、老

人心理學到失智症研究」。 

六月九日—十日 中國文學系李添富老師應邀擔任高雄師範

大學舉辦之「第二屆修辭學國際學術研討

會」特約討論人。 

六月十日 《哲學論集》三十三集出版。 

六月十二日 應用心理學系夏林清教授應邀至台北市少



文學院 【83】 

年輔導委員會講演「社區青少年協助方案」。 

六月十三日 新聞傳播學系舉行「2000 年新聞系畢業生畢

業典禮」。 

六月十四日 歷史學系邀請北區災害防治中心講員王俊

憲蒞系進行防災宣導講習。 

六月十七日 大傳研究所與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聯合舉

辦「研究生論文發表會」。 

六月十八日 廣告傳播學系施群芳老師應邀於美國波士

頓舉辦之「北美台灣藝術研討會」發表論文。 

六月十九日 中國文學系第二學期第一次臨時系評會議。 

 應用心理學系夏林清老師應邀主持「多元智

能與多元課程行動研究計畫—高中生學習

檔案與升學輔導行動研究會議（五）」課程。 

六月廿日 應用心理學系翁開誠教授應邀至觀音線講

演「成人之美的藝術」。 

六月廿一日 應用心理系夏林清教授應邀至台北市文昌

國小講演「行動研究」。 

六月廿四日 中國文學系廖棟樑老師應邀擔任由宜蘭市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舉辦之「文學批評研討

會」特約討論人。 

六月廿五日 影像傳播學系習賢德主任應邀至「淡江時報

編輯研習營講座」講演「淺談大學校園媒體

的經營之道」。 

六月廿七日 影像傳播學系習賢德主任應邀出席「中華傳

播學會 2000 年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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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廿九日—七月一日 中國文學系金周生老師、齊曉楓老師、廖棟

樑老師應邀參加「第三屆國際漢學學術會

議」。 

六月卅日 士林哲學研究中心正式成立，由丁福寧教授

兼任主任，高凌霞教授擔任秘書。 

七月 圖書資訊學系曾元顯老師應邀擔任假臺灣

大學舉辦之「中華民國計算語言學會年度學

術會議 ROCLING 2000」之議程委員及論文

審查委員；曾元顯老師應邀至世新大學舉辦

之「中國圖書館學會八十九年度圖書館與網

路資源應用研習班—網頁與資料庫製作基

礎班」演講。 

七月一日 新聞傳播學系陳順孝老師應邀至中和高中

講演「編輯摸象：淺談新聞標題與真實再

現」。 

七月四日 中國文學系李添富老師應邀出席師範大學

舉辦之「陳伯元教師榮退學術研討會」並發

表論文〈段玉裁形聲說商兌〉。 

七月五日—六日 應用心理學系劉兆明老師應邀參加「跨世紀

統合性政策暨計畫管理研習會」並發表論

文。 

七月六日—七日 文學院假石門水庫福華別館舉辦教育訓練

共融營。 

七月十日 應用心理學系翁開誠教授應邀至台中家庭

中心講演「電影、心理與人生」。 

七月十日—十二日 新聞傳播學系針對台北縣市高中生舉辦「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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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新聞編採營」，邀請華視新聞主播莊開

文小姐、本系習賢德主任及陳順孝老師擔任

講師。 

七月十三日 廣告傳播學系謝明順老師應邀至中山科學

院講演「彩光的藝術」。 

七月十四日 中國文學系黃湘陽教師應邀出席「政大儒家

國際學術研討會」並發表論文〈荀子的狷世

思想及意義探析〉。 

七月十六日—廿一日 應用心理學系林文瑛主任應邀至「跨文化國

際學術研討會第十五屆年會」發表論文。 

七月十七日—廿日 影像傳播學系與中國廣播公司合辦「輔大之

聲電台專業人員講習會」。分別以「輔大之

聲建台進度與整體規劃」、「輔大之聲營運構

想及節目規畫」、「輔大之聲人力培訓及實習

制度」、「輔大之聲行銷與公關策略」為研習

主題。 

七月廿日、廿四日 文學院系所助教教育訓練。 

七月廿三日 應用心理學系夏林清教授應邀至中華民國

社區大學協會講演「成人學習取向之社區大

學運動」。 

七月廿六日 文學院系所助教迎新送舊聯誼。 

 應用心理學系夏林清教授應邀至中華民國

單親家庭協會講演「單親家庭經驗與社會參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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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藝術學院  
 

八十八年 

八月 景觀設計學系新聘張清烈及黃文珊兩位專

任教師。 

 景觀設計學系張德煇副教授應邀赴奧地

利、義大利等國訪問。 

 音樂系高惠宗老師應中華民國電腦音樂學

會之邀於國立台北師範大學發表論文

〝Symphony in AC-3〞。 

八月一日 音樂系蘇慶俊老師指揮台北華新兒童合唱

團於台北國家音樂廳演出「大人聽的囝子

歌」。 

 應用美術學系主任林文昌著作《高中美術》

第一冊出版。 

八月五日 音樂系方銘健老師應邀於「1999 輔大樂團指

揮研習營」講授「西洋音樂與藝術之比較」。 

八月十一日—十八日 音樂系蘇慶俊老師指揮台北華新兒童合唱

團赴馬來西亞及新加坡演出。 

八月十五日 應用美術學系主任林文昌、馮永華副教授應

國立編譯館聘請，分別擔任國民中學美術教

科書審查委員會決審委員和初審委員。 

八月廿一日 音樂系蘇慶俊老師指揮台北華新兒童合唱

團於台北縣立文化中心演出「大人聽囝仔

藝術學院 【87】 

歌」。 

九月 青輔會聘請羅文賜博士擔任藝術學院助理

研究員，協助規劃學術研究活動與輔大藝術

節等活動。 

 音樂系方銘健老師、王逸超老師應邀參與於

輔園演出之「悼念九二一地震晚會」。 

九月—八十九年五月 景觀設計學系學生陳元釤獲「中冰兩國交換

學生計畫」全額獎學金，赴冰島修習冰島

語、歷史等人文課程。 

九月二日 應用美術學系林文昌主任、馮永華副教授應

聘擔任新莊市文藝中心美術申請展審查委

員。 

九月四日 應用美術學系陳國珍老師應邀參加於台北

世貿中心舉辦之「99 台北國際珠寶展－台灣

珠寶金工創作聯展」。 

九月五日、七日—八日 音樂系郭聯昌老師指揮海軍陸戰樂隊「五十

二週年隊慶音樂會」分別於高雄市文化中心

至德堂、台北國家音樂廳、台中中興堂演出。 

九月八日—十二日 音樂系王逸超老師應邀參與於台北國家戲

劇院演出之歌劇「蝴蝶夫人」。 

九月十日 景觀設計學系派林政權同學赴義大利參訪。 

九月十五日 音樂系唐鴻芬老師於台北國家演奏廳舉行

「中國藝術歌曲暨民歌獨唱會」。 

十月 景觀設計系黃文珊老師及 HLW International
設計團隊之「加州洛杉機福斯電影製片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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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x Studio 外部景觀空間設計」榮獲美國

「1997 景觀建築師學會加州地區傑出景觀

設計獎。 

 應用美術學系陳國珍老師於台北 D J 珠寶名

店舉辦「陳國珍、盧瑞芷珠寶創作聯展」。 

十月六日 應用美術學系出版《輔仁大學慶祝建校七十

週年—國際教授美展專輯》。 

十月九日 音樂系林玉卿老師應邀參加「台北十方樂

集」演出「潘皇龍作品發表會」。 

十月十日 音樂系蘇慶俊老師指揮高雄福爾摩沙合唱

團假高雄至德堂演出「飛吧！福爾摩沙—

921 大地震為臺灣祈福演唱會」；孫樹文老師

應邀於「新使者 NO.54」發表「浪漫中的宗

教情懷—音樂家李斯特的故事」。 

十月十二日—廿日 應用美術學系假國立國父紀念館中山國家

畫廊舉辦「輔仁大學慶祝建校七十週年—國

際教授美展」，同時舉行九二一義賣賑災活

動。 

十月十五日—十七日 音樂系於懷仁廳舉行「音樂演出與音樂研究

國際學術研討會」。 

十月廿日 音樂系於懷仁廳舉行協奏曲比賽。 

十月廿三日—廿四日 音樂系王逸超老師應邀參與於台北市立體

育館演出之音樂劇「聖經的故事」。 

十月廿七日 音樂系邀請胡乃元教授於懷仁廳舉行「小提

琴講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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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廿八日 應用美術學系林文昌主任應邀擔任行政院

環保署環保標誌競賽審查委員。 

十月卅一日 應用美術學系林文昌主任應邀擔任中原大

學主辦之「跨世紀人文科技設計學術研討

會」委員暨評論人。 

十一月 邀請錢志純主教蒞院進行系列演講。 

 景觀設計學系張德煇副教授應台北縣政府

之邀擔任「新莊公十四地下停車場暨青年活

動中心興建工程規劃設計案」期末報告審查

會委員，並應邀參加於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

中正藝廊展出之「飛躍九九－全國雕塑大

展」；張清烈副教授應「中華民國鋼筆收藏

協會」之邀，於台北市金山南路「寒舍展演

中心」發表「工業藝術設計於提昇生活品質

所扮演的角色」。 

十一月六日 音樂系教師應邀至彰化溪湖高中音樂班演

出。 

十一月十日 應用美術學系賴志彰老師、卜建平老師指導

三年級室內設計組，舉行室內設計觀摩展。 

十一月十五日—十六日 音樂系蘇慶俊老師指揮福爾摩沙合唱團假

台北新舞台、國家音樂廳演出「永恆的光」。 

十一月十七日 音樂系孫樹文老師受邀參與假桃園縣立文

化中心舉辦之「黃瀚民小提琴獨奏會」演奏。 

十一月廿日 音樂系郭聯昌老師指揮碧華國中音樂班弦

樂團假台北三重高中音樂廳演出「三重高中

音樂廳落成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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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廿六日 音樂系林玉卿老師受邀參加於台北國立藝

術學院演出「田園音樂之美」；孫樹文老師

受邀參與假台北國家音樂廳演奏廳舉辦之

「黃瀚民小提琴獨奏會」演出。 

十二月 邀請 Dr. Donald Simonson 蒞院舉辦聲樂講

習會。 

 景觀設計學系張德煇副教授應邀主持規劃

「嘉義縣布袋鎮體育運動公園改善工程」與

「嘉義縣布袋鎮觀光遊覽區人工沙灘闢建

工程」；張清烈副教授應邀參與中華民國鋼

筆收藏協會所舉辦之「99 年台北鋼筆收藏協

會鋼筆畫聯展」。 

十二月一日 應用美術學系陳國珍老師之「迴」、「霓」作

品應邀於新竹玻璃工藝博物館舉辦之「1999
竹塹國際玻璃藝術節」中展出。 

十二月三日 音樂系郭聯昌老師指揮新台北交響樂團假

台北國家音樂廳演出「苗栗藝術節—郭芝苑

樂展」；王逸超老師應邀參與於台北新舞台

演出「中華民國資訊月二十週年音樂會」。 

十二月五日 音樂系郭聯昌老師指揮新台北交響樂團假

苗栗文化中心演出「苗栗藝術節—郭芝苑樂

展」。 

十二月六日 音樂系與宗教系合辦聖樂創作比賽。 

十二月八日 音樂系管樂團應邀至圓山飯店參加「輔仁大

學慶祝建校七十週年校慶慶祝晚會」演出。 

十二月九日 音樂系交響樂團暨合唱團假台北國家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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廳舉行「輔仁大學慶祝建校七十週年感恩祈

福追思音樂會」。 

十二月十日 應用美術學系宗教裝置藝術展假輔園草坪

展出。 

十二月十一日 音樂系郭聯昌老師指揮碧華國中音樂班管

弦樂團假台北縣青少年音樂廳舉行 88 年度

公演；王逸超老師應民生學院之邀於濟時樓

參與開幕音樂會之演出。 

十二月十二日 音樂系蘇慶俊老師應邀指揮台南頌音合唱

團及高雄福爾摩沙合唱團於成功大學成功

廳演出「永恆的光—悼念九二一集集大地震

演唱會」。 

十二月十四日 音樂系於淨心堂舉辦巡迴音樂系列（一）。 

十二月十五日 音樂系假台北幼獅文化中心舉辦「協奏曲之

夜（一）」。 

十二月十六日 景觀設計學系葉美秀副教授應中國農業推

廣學會會員大會之邀至台中植物毒物藥物

試驗所講演「德國農業推廣考察報告－生

態、藝術生活化－由德國經驗談對台灣休閒

農業景觀設計觀念之啟發」。 

 音樂系假台中靜宜大學舉辦巡迴音樂系列

（二），並邀請比利時皇家音樂院爵士樂團

於懷仁廳舉行音樂會。 

十二月十七日 音樂系假屏東女中禮堂舉辦巡迴音樂系列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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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八日—十九日 應用美術學系假展覽廳舉行「設計科系素描

教育學術會議」。 

十二月廿日 音樂系王逸超老師應邀於「單國璽樞機主教

與全民有約」有線電視節目開播典禮中演

出。 

 應用美術學系陳國珍老師應行政院體委會

委託完成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會旗設計。 

十二月廿二日 音樂系假基隆文化中心舉辦「協奏曲之夜

（二）」。 

十二月廿二日—廿三日 音樂系林玉卿老師應邀參與假台中中興

堂、新莊文化中心演出之「九二一賑災音樂

會系列（八）—國立臺灣交響樂團 1999 現

代作曲家回顧演奏會」。 

十二月廿四日 音樂系與宗教系假淨心堂合辦聖樂比賽音

樂會。 

十二月廿六日 音樂系方銘健老師應邀於中國時報發表論

文〈大陸推廣藝術文化—值得借鏡〉。 

十二月廿七日 應用美術學系林文昌主任應邀擔任台北市

寫生比賽評審委員。 

十二月廿八日 音樂系邀請舊金山音樂學院朱麗安‧赫希於

懷仁廳舉行大提琴講習會。 

十二月卅一日 音樂系郭聯昌老師指揮桃園西門國小音樂

班管弦樂團假台北中正文化中心廣場演出

「跨年千禧音樂會」。 

八十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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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 景觀設計學系張德煇副教授應邀主持規劃

「高雄縣彌陀鄉濱海遊樂區綠化美化工

程」；趙家麟老師於《台灣建築雜誌—2000
台灣景觀作品集》中發表〈景觀設計專業在

台灣當前整體環境改造中應有的定位與省

思〉。 

 應用美術學系陳國珍老師以「觀宇意象－傳

統金工與漆藝結合應用之古藝新飾」獲財團

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第 89-1 期創作補

助。 

一月三日 音樂系林玉卿老師受邀參與假台北國家音

樂廳舉辦之「黃信介先生追思音樂會」。 

一月四日 音樂系郭聯昌老師率領台北縣教師管樂團

參加假嘉義文化中心演出之「亞太管樂節」。 

一月八日 音樂系郭聯昌老師指揮海軍軍樂隊假高雄

文化中心至德堂演出「管樂新風情系列

（一）」。 

一月十日 應用美術學系陳國珍老師指導學生黃碧

娟、林士丹、陳萬吉參加國際「C.K.Watch
『Dress Your Time』Award」獲得入圍。 

一月十三日—十七日 應用美術學系陳國珍老師以「伊甸園」潮水

系列參加於台北世貿中心舉辦之「第十一屆

台灣國際珠寶鐘錶展覽會」。 

一月十四日 音樂系蘇慶俊老師應邀指揮福爾摩沙合唱

團赴日本寶塚 Vegal Hell 演出「阪神震災 5
週年紀念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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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美術學系謝明錩副教授假台北市皇冠

藝廊舉辦水彩畫個展。 

一月十五日 音樂系蘇慶俊老師應邀指揮福爾摩沙合唱

團於日本寶塚 Vegal Hall 演出「921 震災復

興—為臺灣加油音樂會」。 

一月十七日 音樂系郭聯昌老師指揮海軍軍樂隊假台北

國家音樂廳演出「管樂新風情系列（二）」。 

一月廿三日 音樂系王逸超老師應邀於台北國家音樂廳

演出「來自耶魯大學的關懷」。 

二月 景觀設計學系張德煇副教授應新台灣交流

協會之邀參加「原住民部落再造研討會」講

演「景觀設計與原住民部落重整」。 

 音樂系高惠宗老師應中華民國電腦音樂學

會於高雄文化中心發表論文〝Symphony in 
AC-3〞。 

二月三日 音樂系胡小萍老師應邀於國語日報中心講

演「哈農的練習與運用」。 

二月廿一日 景觀設計學系黃文珊老師應邀參加由內政

部主辦之「九二一災後原住民部落再造研討

會：重建原鄉之路—九二一災後部落景觀設

計與再造」。 

二月廿六日 音樂系蘇慶俊老師指揮台北華新兒童合唱

團假台北捷運南勢角站廣場演出「新春慶合

樂」。 

二月廿七日 音樂系王逸超老師應邀參與假台北市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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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館西湖分館演出之「系列音樂會—開幕音

樂會」。 

二月廿八日 音樂系胡小萍老師應邀至台南教師聯誼會

講演「Haydn hob. ⅩⅥ：36 Scherzando and 
Bach Invention Ⅱ part No. 13 & Ⅲ part No. 
3」。 

三月 更新藝術學院電算中心電腦軟硬體設備，以

強化電腦輔助教學功能。 

 音樂系邀請馬麥可、王磊教授蒞院舉辦音樂

講習會。 

景觀設計學系張清烈副教授於《中華民國土

木工程學會學報》發表〈土木相關之環境模

擬實驗理論與技術關係發展可能之研究〉；

趙家麟老師應《建築師雜誌》之邀發表〈新

千禧的期待與都市圖像的內涵〉與〈想像—

紐約：由夢想所形成的都市歷史〉；黃文珊

老師分別應《筑境雜誌》、《輔仁大學藝術學

院八十八學年度課程委員會議專刊》之邀，

分別發表〈重建原鄉之路—九二一災後部落

景觀設計與再造〉、〈景觀設計教育規劃研究

報告〉。 

三月—六月 第一屆輔仁大學藝術節活動。 

三月六日 應用美術學系顧世勇副教授指導二年級同

學假展覽廳舉行立體設計觀摩展。 

三月九日 景觀設計學系葉美秀副教授應「校園規劃與

綠化美化研習班」之邀至台北市教師研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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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講演「花壇配置與迷你造景」。 

三月十二日 音樂系郭聯昌老師指揮天使之翼管樂團假

新竹縣立文化中心演出開幕音樂會。 

三月廿二日 音樂系管樂團假真善美聖廣場演出藝術節

開鑼音樂會。 

三月廿三日 音樂系於懷仁廳舉辦「輔大樂集（一）—「師

生聯合室內樂之夜音樂會」。 

三月廿四日 景觀設計學系系所評鑑。 

 音樂系假後埔國小錄製藝術饗宴音樂會。 

三月廿五日 音樂系合唱團應邀於花蓮天主教聖堂落成

典禮中演出；蘇慶俊老師指揮台北喜悅女聲

合唱團及台北華新兒童合唱團假台北縣立

文化中心演出。 

三月廿六日 音樂系郭聯昌老師指揮台北縣青少年交響

樂團假台北板橋新站演出「藝術饗宴」；唐

鴻芬老師應邀於行政院文建會主辦之「藝術

饗宴迎千禧」中聲樂獨唱。 

三月廿七日 錢志純主教蒞臨景觀設計學系講演「第三千

禧年天主教精神對本土文化的影響」。 

 應用美術學系假理圖外廊舉辦「輔大藝術

季—應美教師聯展」。 

三月廿七日—卅一日 景觀設計學系黃文珊老師參加假宜真學苑

舉辦之「輔大藝術節—景觀攝影教師作品

展」。 

三月廿八日 應用美術學系假輔園廣場舉辦「輔大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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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裝置藝術展」。 

三月廿八日—卅一日 應用美術學系林文昌主任應邀擔任全國技

能競賽裁判。 

三月卅日—卅一日 音樂系蘇慶俊老師指揮台北喜悅女聲合唱

團赴日本名古屋、寶塚演出。 

三月卅一日 音樂系應邀與國防部聯合樂團假國家音樂

廳演出「領航者的榮耀」。 

四月 音樂系受體委會委託創作「全國大專院校運

動會會歌」。 

四月八日—九日 音樂系王逸超老師應邀參與假國父紀念館

演出之音樂劇「國父的故事」。 

四月十日 音樂系郭聯昌老師指揮天使之翼管樂團八

十九年度公演。 

四月十二日 音樂系舉辦藝術節系列活動（一）「孫自弘

法國號講習會」 

四月十四日 景觀設計學系張德煇副教授應崑山科技大

學之邀於「纖維材料造形與創意研討會」講

演「景觀掛氈編織藝術」。 

四月十五日 音樂系林玉卿老師應邀參加「千禧弦歌—中

德慈善募款音樂會」之演出；孫樹文老師應

扶輪社之邀於年會中擔任聲樂伴奏。 

四月十六日 音樂系王逸超老師應邀參與「台北縣立交響

樂團—臺灣作曲之夜」之演出；唐鴻芬老師

應邀於行政院文建會假苗栗縣頭屋鄉頭屋

國小主辦之「藝術饗宴迎千禧」中聲樂獨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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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六日—卅日 音樂系蘇慶俊老師指揮福爾摩沙合唱團錄

製「蕭泰然合唱作品集」。 

四月十七日 景觀設計學系趙家麟老師參加「新竹火車站

前廣場及人行空間設計」公開競圖榮獲第一

名，「新竹市中正路人行空間(第二期)設計」

公開競圖第二名。 

 應用美術學系林文昌主任應邀擔任教育部

高職廣告設計科評鑑委員。 

四月十七日—廿二日 應用美術學系陳國珍老師、江怡瑩老師、惠

芳玲老師於展覽廳舉辦聯合「金工師生創作

展」。 

四月廿日 應用美術學系假展覽廳展出「輔大藝術季—

海因利斯四校聯展」。 

四月廿三日 音樂系胡小萍老師應邀於「第一屆國際鋼琴

會議」發表〈巴哈鍵盤音樂的小步舞曲〉；

唐鴻芬老師應邀於行政院文建會假新竹縣

竹東鎮農產展售中心禮堂主辦之「藝術饗宴

迎千禧」中聲樂獨唱。 

四月廿六日 音樂系舉辦藝術節系列活動（二）「陳必先

教授鋼琴講習會」。 

四月廿九日 應用美術學系林文昌主任應邀擔任新莊藝

文中心舉辦之「新莊美展」評審召集人。 

五月 景觀設計學系邀請中華民國雕塑學會郭清

治理事長蒞系演講。 

 音樂系高惠宗老師應邀於台北三立新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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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演「電影新聞音效所扮演功能」；方銘健

老師假懷仁廳舉辦「吉他與聲樂的對話」音

樂會。 

五月—八月 景觀設計學系張德煇副教授應力城工程顧

問有限公司委託規劃台中港務大樓外部開

放空間景觀設計。 

五月一日 應用美術學系向明光老師假展覽廳舉行「向

明光個展」。 

五月十日 音樂系德林傑老師、林玉卿老師、胡小萍老

師獲頒 88 年行政院三等服務獎章。 

五月十二日 音樂系舉辦藝術節系列活動（三）「金井信

子中提琴講習會」。 

 應用美術學系林文昌主任應教育部聘請擔

任八十九學年度公費留學美術類試務召集

人。 

五月十四日 音樂系王逸超老師應邀參與假台北國家音

樂廳演出第二屆國際巨星音樂會「母親節特

獻—溫馨四季情」。 

 應用美術學系林文昌主任應邀參展鳳甲美

術館之「2000 年五月畫展」。 

五月十五日 音樂系唐鴻芬老師假台北國家演奏廳演出

「宗教歌曲暨神劇選曲獨唱會」。 

 應用美術學系林文昌主任應邀擔任大專體

總全國海報競賽評審委員並由翁明正同學

獲得全國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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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六日 音樂系王逸超老師應邀參與於苗栗縣立文

化中心演出第二屆國際巨星音樂會「苗栗特

選鄉情之夜」。 

五月十八日—卅日 應用美術學系假台北市誠品敦南店展出八

十九級畢業展「應男用女」。 

五月十九日 音樂系王逸超老師應邀參與假台北國家戲

劇院實驗劇場演出「2000 年台北音樂創作比

賽—初審評審作品發表暨宣布決賽入圍名

單音樂會」。 

 音樂系方銘健老師應中山大學音樂系之邀

參加「文藝復興—比維拉探討文藝復興研討

會」。 

五月廿日 音樂系郭聯昌老師指揮 ISCM 室內樂團假國

家戲劇院實驗劇場演出「2000 音樂台北初賽

評審委員音樂會」。 

五月廿二日 音樂系假國家音樂廳演奏廳舉辦輔大樂集

（二）「弦樂之夜音樂會」。 

五月廿六日 國際樂儀旗隊外國表演隊伍參訪音樂系。 

 音樂系假懷仁廳舉辦輔大樂集（三）「管樂

之夜音樂會」。 

五月廿七日 音樂系孫樹文老師應邀參加假行天宮圖書

館舉辦演出「知心樂坊室內樂音樂會」。 

五月廿八日 音樂系郭聯昌老師應邀擔任假中正紀念堂

廣場演出之台北國際樂儀旗隊千人樂隊音

樂會大合奏總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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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卅日 景觀設計學系邀請花蓮師範學院美勞系潘

小雪教授蒞系講演。 

六月 藝術學院教室全面加裝冷氣設備。 

藝術學院專任教師成果報告書完成。 

景觀設計學系陳文錦老師應台北市政府教

育局之邀編纂《台北市幼稚園安全管理手

冊—環境與設備篇》。 

景觀設計學系假捷運忠孝復興站文化藝廊

舉行「第八屆畢業設計展覽」。 

應用美術學系陳國珍老師作品「霓彩接天」

入選國立台灣工藝研究所舉辦之第八屆工

藝設計競賽。 

六月二日 音樂系假國家音樂廳舉辦「慶祝第三千禧年

音樂會」並由林玉卿老師擔任女高音獨唱。 

六月三日 音樂系胡小萍老師應邀於國語日報中心講

演「小奏鳴曲教法與彈法（上）」；郭聯昌老

師指揮碧華國中音樂班管弦樂團假台北縣

青少年音樂廳演出「協奏曲之夜」。 

六月十日 音樂系王逸超老師應邀演出假台北市立圖

書館總館舉辦之「公元 2000 年終身學習藝

術活動系列之—和平與和諧」。 

六月十三日 音樂系郭聯昌老師指揮台北縣教師管樂團

假板橋文化中心舉辦年度公演。 

六月十六日 景觀設計學系葉美秀副教授應「校園規劃與

綠化美化研習班」之邀至台北市教師研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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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講演「花壇配置與迷你造景」。 

六月十七日 音樂系胡小萍老師應邀於國語日報中心講

演「小奏鳴曲教法與彈法（下）」。 

六月十九日 應用美術學系承辦由勞委會委辦之「美工設

計與影像處理實務班」。 

六月廿三日 音樂系蘇慶俊老師指揮台北市教師合唱團

假台北市社教館演出。 

六月廿四日 音樂系郭聯昌老師指揮台北縣立交響樂團

假台北縣板橋文化中心演出「八十九年定期

音樂會」；王逸超老師應邀演出假台北縣立

文化中心舉辦之台北縣交響樂團「德義薈

萃」。 

六月廿七日 音樂系蘇慶俊老師指揮高雄福爾摩沙合唱

團和台南頌音合唱團假高雄至德堂演出「火

金姑叨位去」。 

六月廿九日—七月十五日 應用美術學系林文昌主任應邀參展假嘉義

市立文化中心舉辦之「八方畫會聯展」。 

七月 景觀設計學系張清烈副教授於《中、日、韓

國際都市計劃學術論文研討會議期刊》中發

表〈城市中自然環境移植新策略研究〉；葉

美秀副教授於《中華鄉村發展學會期刊》中

發表〈永續栽培系統應用於休閒農業之探

討，鄉村發展〉；黃文珊老師於《第三千禧

年校園宗教藝術改造論文集》中發表〈文

化、景觀、空間形式—東西方文化景觀、地

景藝術與性別空間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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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一日 音樂系曾素芝老師假三峽週末社區舉行音

樂會。 

七月二日 音樂系曾素芝老師應邀於大安森林公園舉

行「動物在夏天起舞音樂會」。 

七月三日 音樂系蘇慶俊老師指揮台北喜悅女聲合唱

團假台北國家演奏廳演出；林玉卿老師應邀

演出假台北市政府大禮堂舉辦之「田園音樂

之美」。 

七月四日—十八日 音樂系蘇慶俊老師指揮台北華新兒童合唱

團赴維也納及巴黎參訪演出。 

七月五日 景觀設計學系趙家麟老師獲「板橋市雙十路

人行廣場設計」公開競圖第一名。 

七月九日 音樂系郭聯昌老師指揮台北縣青少年交響

樂團假板橋後埔國小演藝廳演出出國臨行

公演。 

七月十一日 音樂系王逸超老師應邀演出假國家音樂廳

舉辦之「東歐之旅—台北室內管弦樂團行前

音樂會」。 

七月十二日 音樂系郭聯昌老師指揮台北縣青少年交響

樂團於馬來西亞巴森瀛中學音樂廳演出。 

七月十二日—廿九日 音樂系王逸超老師應邀隨同台北室內管弦

樂團赴歐洲演出。 

七月十三日—十五日 景觀設計學系趙家麟老師應新竹市影像博

物館「竹塹 2000 青年城市設計師種籽營」

之邀展出「新竹火車站站前廣場及人行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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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設計」。 

七月廿一日—廿五日 音樂系與台北縣教師管樂團、中華民國海軍

軍樂隊聯合舉辦「2000 年樂團指揮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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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醫學院 
 

八十八年 

八月一日 醫學院院長、副院長分別由陸幼琴修女及蕭

淑貞女士接任。 

 護理學系新聘蕭淑貞教授為專任教師。 

八月九日 大陸同濟大學附設醫院院長蒞院參訪。 

八月十日 第四次醫學系籌設委員會會議。 

八月卅日 確定醫學系籌設委員會組織架構及委員名

單。 

八月卅一日 第五次醫學系籌設委員會會議。 

九月二日 護理學系邱碧如主任應考選部邀請擔任考

選部國家考試試題審查委員。 

九月十四日 第六次醫學系籌設委員會會議。 

九月廿一日 蕭淑貞副院長與醫學系劉希平老師等多位

師生前往鹿谷鄉協助飲用水調查，並建議緊

急籌建簡易自來水廠以改善當地之飲用水

質。 

九月廿二日 第一次行政主管會議。 

九月廿八日 第七次醫學系籌設委員會會議。 

九月廿九日 邀請狄剛總主教與耕莘醫院一、二級主管共

同敘餐。 

十月六日 第一次院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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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二日 第八次醫學系籌設委員會會議。 

十月十三日 第二次院務會議。 

 公共衛生學系健康講座（五）邀請楊長興博

士、黃月桂博士講演「台灣醫管教育的過去

、現在與未來」。 

十月十四日 第一次籌建委員會會議。 

十月十九日 第九次醫學系籌設委員會會議。 

十月廿一日 第二次行政主管會議。 

十月廿六日 第十次醫學系籌設委員會會議。 

 醫學院舉辦「撫傷、重建、希望 921 震災心

理復健研討會」。 

十月廿七日 公共衛生學系健康講座（六）邀請石磊玉博

士講演「社區健康營造：增進社區弱勢族群

服務之可近性—以美國南卡為例」。 

十月廿八日 第三次行政主管會議。 

十月卅日—十一月十九日 美國愛德華州州立大學護理學系二位交換

學生 Richard White 和 Jodie Davidson 至護理

學系實習並參與課程三週。 

十一月 蕭淑貞副院長至美國聖地牙哥參加國際榮

譽護理學會第卅五屆雙年會。 

十一月二日 第十一次醫學系籌設委員會會議。 

十一月四日 第三次院務會議。 

十一月七日 舉辦「PBL（Problem-based Learning）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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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十一月十六日 第十二次醫學系籌設委員會會議。 

十一月十七日 第四次行政主管會議。 

十一月十八日 第二次籌建委員會會議。 

十一月廿三日 第十三次醫學系籌設委員會會議。 

十一月廿四日 公共衛生學系健康講座(七)邀請陳健仁院長

講演「台灣公共衛生與預防醫學的跨世紀回

顧與展望」。  

十一月廿五日 心理復健學系系所評鑑。 

十二月一日 舉辦第一次共融營討論會。 

十二月二日 第三次籌建委員會會議。 

十二月八日 第一次學生事務委員會臨時會議。 

十二月十一日—十二日 公共衛生學系系師生至台北醫學院參加公

衛盃活動。 

十二月十三日 第四次籌建委員會會議。 

十二月十四日 舉辦第二次共融營討論會。 

十二月十四日 第十四次醫學系籌設委員會會議。 

十二月十五日 第五次行政主管會議。 

 第二次學生事務委員會臨時會議。 

 公共衛生學系健康講座(八)邀請中國醫藥學

院環境醫學研究所所長郭憲文講演「

Eskimates of Cancer Risk from Chloroform 
Exposure during Showering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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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廿日 第一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 

十二月廿一日 第十五次醫學系籌設委員會會議。 

十二月廿二日 第一次臨時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 

十二月廿七日 第五次籌建委員會會議。 

十二月廿八日 教育部核定醫學系自八十九學年度正式招

生，招生名額 45 名。 

十二月廿九日 第六次行政主管會議。 

 第一次院導師會議。 

 公共衛生學系健康講座(九)邀請行政院衛生

署醫政處處長譚開元講演「九二一震災之回

顧與展望」。 

十二月卅日 舉辦第三次共融營討論會。 

八十九年 

一月四日 第十六次醫學系籌設委員會會議。 

一月五日 第一次學術研究發展委員會會議。 

一月六日 第七次行政主管會議。 

 第一次教學發展委員會會議。 

一月十日 第六次籌建委員會會議。 

一月十一日 第十七次醫學系籌設委員會會議。 

一月十二日 第八次行政主管會議。 

一月十五日 第四次院務會議。 

一月十七日 舉辦 PBL 講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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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十八日 第十八次醫學系籌設委員會會議。 

一月十九日 舉辦第四次共融營討論會。 

一月廿五日 舉辦第一次共融營地點探勘。 

 第十九次醫學系籌設委員會會議。 

二月十六日 第九次行政主管會議。 

二月十七日 第一次老人醫學發展工作小組會議。 

 舉辦 PBL 講習會，邀請林瑞祥教授及台北榮

總蕭光明教授蒞院演講。 

二月十九日 成立「以問題為基礎的學習推動委員會」。 

二月廿一日 第七次籌建委員會會議。 

二月廿二日 第二十次醫學系籌設委員會會議。 

二月廿三日 第一次教學設備委員會會議。 

 第八次籌建委員會會議。 

二月廿四日 舉辦共融營第一次臨時行前討論會。 

二月廿六日—廿八日 護理學系邱碧如主任、梁淑玲老師帶領學生

赴長庚大學參加「中華民國第十一屆護理學

系大護年會」。 

二月廿九日 第二十一次醫學系籌設委員會會議。 

 第一次 PBL 推動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三月 蕭淑貞副院長榮任中華民國護理學會理事。 

 護理學系邱碧如主任榮任中華民國護理學

會護理教育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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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學系應邀與台北護理學院合辦遠距教

學課程「醫護法規概論」、「臨床護理教學策

略」。 

 護理週。 

三月一日 舉辦第五次共融營討論會。 

三月三日—四日 護理學系參加由台中嶺東商專主辦之「中區

技職校院博覽會」。 

三月四日—五日 醫學院共融營。 

三月七日 第二十二次醫學系籌設委員會會議。 

 第二次 PBL 推動委員會會議。 

三月八日 第十次行政主管會議。 

三月十三日 第二次教學設備委員會會議。 

三月十四日 第二十三次醫學系籌設委員會會議。 

三月十五日 第十一次行政主管會議。 

 護理學系八十九學年度申請入學方案共錄

取七名學生。 

三月廿日—廿四日 心復週。 

三月廿一日 第二十四次醫學系籌設委員會會議。 

 第三次 PBL 推動委員會會議。 

三月廿二日 舉辦共融營活動檢討會。 

三月廿八日 第一次臨時行政主管會議。 

 第二十五次醫學系籌設委員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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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卅一日—四月一日 護理學系參加由明志技術學院主辦之北區

「技職校院博覽會」。 

四月一日 第二學期第一次院務會議。 

四月十一日 第二十六次醫學系籌設委員會會議。 

 成立「師資遴選委員會」。 

 與實習醫院合作研究小組會議。 

 護理學系邀請成功大學學生諮商中心主任

饒夢霞老師於系週會講演「生涯規劃」。 

四月十三日 心理復健學系邀請潘珍妮博士講演「兒童心

理治療－從遊戲治療看如何走進兒童的世

界」。 

四月十七日 護理學系獲教育部核定准予籌劃九十學年

度增設護理研究所碩士班一案。 

四月十八日 第二十七次醫學系籌設委員會會議。 

四月十九日 第十二次行政主管會議。 

四月廿日 心理復健學系邀請林國光博士講演「心理治

療現代趨勢：焦慮症治療新方針」。 

四月廿五日 第二十八次醫學系籌設委員會會議。 

四月廿六日 護理學系於淨心堂舉辦加冠配章典禮，並由

蕭淑貞、毛新春、邱愛富、楊秋月、廖彩言

、陳紀雯教師獲頒「八十八學年度著作發表

獎」。 

四月廿七日 心理復健學系邀請盧小蓉博士講演「復健神

經心理的貢獻與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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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廿八日 與耕莘醫院合作研究小組聯合會議。 

五月一日 心理復健學系邀請馬長齡博士講演「如何面

對老年期心理調適」。 

五月二日 第二十九次醫學系籌設委員會會議。 

 公共衛生學系王進賢主任與電算中心邱瑞

科主任舉辦病歷管理心得交換小型會議。 

五月三日 第二學期第一次院導師會議。 

五月五日 第九次籌建委員會會議。 

五月五日—六日 護理學系參加由高雄技術學院主辦之南區

「技職校院博覽會」。 

五月九日 第三十次醫學系籌設委員會會議。 

五月十日 現有大樓空間規劃說明會。 

五月十一日 第十三次行政主管會議。 

 嘉義輔仁中學蒞院參訪。 

五月十二日 與耕莘醫院合作研究小組會議（一）。 

五月十三日—十五日 第二次與耕莘醫院合辦 PBL 講習會。 

五月十五日 第二學期第一次醫學系教評會。 

 第十次籌建委員會會議。 

五月十六日 醫學院與耕莘醫院合作研究小組會議（二）

。 

 第四次 PBL 推動委員會會議。 

五月十七日 第二學期第一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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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八日 第二學期第一次教學發展委員會會議。 

五月廿日 第二學期第二次院務會議。 

五月廿三日 第三十一次醫學系籌設委員會會議。 

五月廿四日 第十一次籌建委員會會議。 

五月廿五日 第一次總務協調會議。 

五月廿六日 台北市華江中學蒞院參訪。 

五月卅日 第三十二次醫學系籌設委員會會議。 

 醫學院與耕莘醫院合作研究小組會議（三）

。 

六月七日 醫學院大樓修繕及各單位空間使用說明會。 

六月十二日 第二學期第三次教學發展委員會會議。 

 醫學院十週年慶祝活動第一次籌備工作會

議。 

六月十三日 第三十三次醫學系籌設委員會會議。 

六月十四日 第二學期第一次臨時院務會議。 

 第二學期第一次臨時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新莊市社區健康營造計劃」校內說明會。 

六月廿日 第三十四次醫學系籌設委員會會議。   

六月廿二日 第十四次行政主管會議。 

 第十二次籌建委員會會議。 

六月廿三日 醫學院大樓修繕及空間規劃會議。 

 第一次臨時教學發展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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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廿七日 第三十五次醫學系籌設委員會會議。 

六月廿九日 第十三次籌建委員會會議。 

七月四日 第三十六次醫學系籌設委員會會議。 

七月五日 二年制護理學系首次參加技術學院聯合招

生，共招收 52 名學生。 

七月六日 第十四次籌建委員會會議。 

七月十一日 第十五次行政主管會議。 

 第三十七次醫學系籌設委員會會議。 

七月十四日 護理學系應屆畢業生六十四人參加醫事人

員檢覈筆試。 

七月十五日—十六日 於台北縣烏來鄉舉辦本院同仁自強活動。 

七月十八日 第三十八次醫學系籌設委員會會議。 

 大學博覽會行前訓練。 

七月廿一日 假台大校友會館召開「醫學系創設記者說明

會」。 

七月廿五日 第三十九次醫學系籌設委員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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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外語學院 
 

八十八年 

八月 院長林水福教授譯作《深河》（遠藤周作原

著）由立緒出版社發行。 

八月一日 義文系新聘義籍經濟貿易學碩士白安亞老

師、歐語學碩士歐齊亞老師、拉丁文學碩士

查蓮娜老師為專任講師，聘中文博士圖莉老

師為兼任助理教授。 

 翻譯學研究所楊承淑所長以「探討口譯的詞

彙教學」獲國科會甲種研究獎勵；獲國科會

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臺灣口筆譯認證制度之

研究」。 

 簡瑛瑛教授接任比較文學研究所所長；簡瑛

瑛所長「何處是女兒家：女性主義與比較文

學文化研究」獲國科會研究成果甲等獎；劉

紀蕙老師《變異之惡的必要：中國 /臺灣

1931-1937》獲國科會甲種研究獎。 

德文系王美玲副教授獲國科會國際合作處

雙邊國際合作研究學術獎；林劉惠安副教授

獲國科會補助計畫「中等學校德語語言教學

課程目標規劃與實踐的探討」。 

八月一日—八十九年七月二日 

 英文系鮑端磊教授應英文中國郵報之邀撰

寫每週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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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一日—八十九年七月卅一日 

 英文系那湯姆教授應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

驗中心之邀，擔任「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

測驗研究計畫諮詢委員會」委員；葉修文副

教授與袁韻璧副教授應國立編譯館之邀，擔

任「國立編譯館中小學教科書組教科書審查

委員」。 

 英文系主任劉雪珍以「The Woman Warrior
“ Re-Visioned ” ： Ntozake Shange’s 
Choreopoems’」計畫獲聖言會研究獎助；蕭

笛雷副教授、劉紀雯副教授與墨樵助理教授

分別獲國科會補助研究計畫「讀畫詩與英文

文學資料庫（2/2）」、「後現代都市與離散主

體：多倫多、溫哥華、台北的小說、電影中

的空間想像（1/3）」、「現代展：世界博覽會

與美國文學文化，1853-1907」。 

 比較文學研究所簡瑛瑛所長、劉紀蕙教師分

別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臺灣女性心

靈與文學/藝術表現（Ⅱ—Ⅰ）」、「臺灣/中國

現代主義文學與變異（Ⅲ—Ⅰ）」。 

八月三日—五日 英文系施琳達副教授應 American Theatre in 
Higher Education 之邀赴華盛頓出席第十四

屆年會，並講演「Feminine Spirituality and 
Masculine Survival：Retrospective of FJU 
Third International Religion and Literature 
Conference — “ Feminine Spirituality in 
Theatre, Opera and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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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六日 院長林水福教授應台北日僑工商會之邀講

演「我與遠藤周作」。 

八月七日 比較文學研究所羅基敏教師應邀赴奧地利

薩爾茲堡「國際比較文學會議」發表論文

〝 Der Opernfilm als Erweiterung der 
Buhne — Versuch einer Theorie〞。 

八月十日 印度總主教 Raphael Cheenath S.V.D.蒞院參

訪並參觀視教中心遠距教學設施。 

八月十七—廿二日 姊妹校日本聖母清心女子大學（Notre Dame 
Seishin University）神部宏泰教授及赤羽淑

教授蒞院開設「平安時代的和歌與物語」與

「日本口語的表現與特性」集中講義課程。 

八月十八日 英文系那湯姆副教授應美國 King City High 
School 之邀，赴該校進行「高中教師在職進

修雙語教學示範」。 

八月廿三日 德文系張善禮副教授應邀於日本福岡「第三

屆亞洲德語文學者會議」中演講。 

八月廿三日—廿五日 視教中心支援教務處辦理「課程與教材網路

化助理訓練課程」。 

八月廿八—廿九日 比較文學研究所劉紀蕙教師應邀於淡江大

學主辦之「第八屆國際比較文學會議」發表

論文〝The Importance of Being Perverse：
Schizoanalysis and the Taiwanese Perverse 
Poetics, 1931-1937〞。 

九月 日文系孫伯中與林蔚秦赴姊妹校日本桃山

學院大學（St. Andrew’s University）、魏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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琪與吳曉芳赴日本聖母清心女子大學（Notre 
Dame Seishin University）、謝蕙如與林姿君

赴日本費利斯女學院大學（Ferris University）
為交換學生。 

德文系查岱山副教授獲教育部資深優良教

師獎勵；古怡心副教授獲輔大中西文化研究

中心補助計畫「比較聖經與中國神話中創世

記載之異同」，葉聯娟講師獲補助計畫「德

語跨文化溝通教材製作研究」。 

九月一日—八十九年七月卅一日 

 英文系劉紀雯副教授獲校方補助研究計畫

「輔仁大學課程與教材網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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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十八日 院長林水福教授應邀出席行政院文化建設

委員會、中央日報社合辦之「文化與生活系

列座談」，講演「尋找台灣的文化生命力」。 

九月廿二日 法文系發動全體師生募捐救助地震災後重

建款項。 

九月廿八日 英文系劉紀雯副教授獲中華民國私立教育

事業協會頒發「第二屆模範教師獎」。 

 法文系所成立「徐珊教授紀念獎學金籌備委

員會」。 

九月廿九日 院長林水福教授擔任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

辦、遠流出版公司協辦的「從《努爾哈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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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國歷史小說座談會」與談人。 

十月 義文系主任康華倫教授率九名大三同學赴

義大利西也那大學（The University of Siena）
修習課程。 

 比較文學研究所所長簡瑛瑛應韓國比較文

學學會邀請參加「韓國比較文學學術會

議」，並發表論文〈東亞女性文學史〉。 

                         德文系林劉惠安副教授獲教育部補助計畫

「國內大學德文系『德語國家文化』與『現

代德國』課程內容整合之探討」。 

十月一日—八十九年六月卅日 

 英文系劉紀雯副教授獲教育部顧問室「人文

社會科學教育改進計畫」補助研究計畫「多

元化智慧英語教學課程」。 

十月一日—八十九年六月卅一日 

 比較文學研究所獲教育部顧問室「人文社會

科學教育改進計畫」補助研究計畫「比較文

化研究整合性學程」。 

十月二日 院長林水福教授應邀出席行政院文化建設

委員會、中央日報合辦之「文化與生活系列

講座」，講演「全民共同參與尋找台灣文化

生命力」。 

十月四日 比較文學研究邀請德國柏林自由大學音樂

系教授 Prof. Dr. Jurgen Maehder 講演「浦契

尼（Giacomo Puccini）的《姜尼‧斯吉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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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anni Schicchi）：一部源自但丁《神曲》

的歌劇」。 

十月四、六日 德文系張善禮副教授應邀於泰國曼谷

「DAAD 德國及亞洲六國德語文學者會議」

中演講。 

十月十一日 比較文學研究邀請德國柏林自由大學音樂

系教授 Prof. Dr. Jurgen Maehder 講演「雷昂

卡發洛（Ruggero Leoncavallo）的《梅第奇

家族》（I Medici）與十五世紀佛羅倫斯文化

史」。 

十月十二日 比較文學研究所邀請德國柏林自由大學音

樂系教授 Prof. Dr. Jurgen Maehder 講演「德

國浪漫文學與音樂中音響色澤的詩文化」。 

十月十三日 比較文學研究所「比較文學研究方法論專題

系列演講」（一），邀請德文系王美玲副教授

講演「主題與母題：中德比較文學研究」。 

十月十三日、廿日 視教中心舉辦「視聽資料的查詢說明會」。 

十月十四日—十七日 院長林水福教授應德國比較文學會邀請赴

韓國漢城梨花女子大學參加「1999 秋季韓國

比較文學學術發表大會（Ⅰ）」，並發表論文

〈留學與翻譯〉。 

十月十五日—十七日 比較文學研究所羅基敏教師於音樂系主辦

之「音樂演出與音樂研究研討會」發表論文

〈由劇樂論音樂之藝術特質—以麥耶貝爾

之《斯楚恩塞》為例〉。 

十月十九日 比較文學研究所邀請藝術創作者湯皇珍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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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鄉愁的黑洞：創作中的時空符號」。 

十月廿一日 西華聖頓大學主任 Steve Robinson 與 Todd 
Lundgren 參觀視教中心，並研商與本校進行

ESL 遠距教學合作事宜。 

十月廿七日 英文系劉雪珍老師以「女鬥士之『再現』：

鄉籍的舞蹈詩劇作研究」獲聖言會專題研究

計畫補助。 

 法文系楊光貞老師以「高中第二外語師資培

育課程計畫—法語教學法理論與實務之設

計」獲聖言會專題研究計畫補助。 

 日文系方美麗老師、黃瓊慧老師、中村祥子

老師分別以「移動動詞+空間名詞的結合關

係—日中文法對照比較」、「 NODA 、

MONODA 、 KOTODA 、 KARADA 、

SOUDA、YOUDA 等形式和語境的關係」、

「中國文學對日本文學的影響—物語類型

的相似性質與背離性」獲聖言會專題研究計

畫補助。 

十月廿八日 EF 行銷部門總裁 Bill Fisher、Pamela Kislak
參訪視教中心遠距教學設備，並討論在輔大

英語學習課程利用 EF 非同步遠距教材的可

行性。 

十月卅一日 德文系查岱山副教授、張善禮副教授、林劉

惠安副教授及施素卿講師應邀於「第八屆德

語教師年會高中德語教學討論」中演講。 

十一月一日－三日 姊妹校日本聖母清心女子大學片岡智子、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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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浩二位教授及廿位學生蒞日文系參訪並

進行教育實習。 

十一月三日 法國教育部國家教育總督察侯杰先生蒞法

文系參訪，並發表演說介紹法國當前教育概

況。 

十一月八日、十日 視教中心舉辦「非同步遠距教學系統展示說

明會」。 

十一月十七日 法文系所黃孟蘭老師榮獲中華民國第二屆

私立教育事業協會模範教師。 

十一月十九日 英文系劉紀雯副教授於「法文遠距教學研討

會」中發表論文〈文學教學與網路：多元刺

激與自我創作〉。 

 法文系所舉辦「展望二十一世紀法語遠距教

學研討會」。 

十一月廿二日 視教中心召開「第一次視聽教學委員會」。 

十一月廿七日 比較文學研究所「比較文學研究方法論專題

系列演講」（二），邀請中興大學外文系邱貴

芬教授講演「文學史研究：臺灣女性文學

史」。 

十一月廿九日 英文系主任劉雪珍應國立政治大學英文系

所之邀講演「Getting toward the Marrow：A 
Reading of Who’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 

十二月 比較文學研究所所長簡瑛瑛赴大陸出席「Art 
and Cultural Politics：China, Hong Kong and 
Taiwan 研討會」，並發表論文〝Sexual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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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Taiwanese Women 
Artists〞。 

 院長林水福教授譯作《深河》獲選為「1999
年中國時報十大好書」。 

 德文系查岱山副教授獲輔大資深教職員工

獎勵；王美玲副教授應邀於「中國符號與台

灣圖像研討會」中演講。 

十二月一日 日文系林文瑛老師以「天主教文學譯作──

─旅人的讚頌之旅」、徐雪蓉老師以「天主

教文學譯作：神污穢的手（上、下冊）」計

畫獲中西文化研究中心補助。 

 比較文學研究所「比較文學研究方法論專題

系列演講」（三），邀請臺灣大學外文系主任

張漢良教授講演「比較文學與理論研究：詮

釋學」。 

十二月一日—八十九年八月卅一日 

 英文系劉雪珍主任、施琳達副教授與蕭笛雷

副教授之「網路課程建構與規劃：聖經與文

學，中世紀英國文學與文化，中世紀戲劇」

計畫獲荷蘭基金會（Stichting Porticus Grant）
補助。 

十二月二日—五日 院長林水福教授應日本社會文學會地球交

流局邀請，赴日本法政大學出席「第二回日

台專題討論會—近代的日本與台灣」，發表

論文〈日本文學史不可缺少的一章〉。 

十二月四日 比較文學研究所「比較文學研究方法論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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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演講」（四），邀請臺灣大學外文系張惠

娟教授講演「跨學科研究：文學與科技」。 

 比較文學研究所羅基敏教師獲輔仁學術

獎；學生劉婉俐獲得「第二屆朱立民教授紀

念獎學金新人論文獎」第二名。 

十二月八日 法文系所黃孟蘭副教授榮獲輔仁學術獎。 

 比較文學研究所「比較文學研究方法論專題

系列演講」（五），邀請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

鍾玲教授講演「影響研究：中美詩學比較」；

美國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傳
播系張正平教授講演「層層剝列主體：有關

『觀視的反思』」。 

十二月九日—十二日 比較文學研究所羅基敏教師應邀赴葡萄牙

出席「Opera Staging Today 國際研討會」發

表論文〝Staging the Ouvertures for Opera 
Film and Television〞。 

十二月十一日 法文系所許綺玲老師應邀至中華攝影教育

協會發表論文〈攝影與文學的跨藝術研究初

探〉。 

 比較文學研究所「比較文學研究方法論專題

系列演講」（六），邀請清華大學外語系廖炳

惠教授講演「比較文學與理論研究：理論旅

行」。 

十二月十二日 視教中心與 EF 國際文教機構合辦「全國高

中英語演講比賽—跨越 2000，關懷臺灣，打

造臺灣新希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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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三日 日文系邀請新學友書局創意總監林慶旺先

生講演「從台灣出版談起」。 

十二月十四日 西文系所評鑑。 

十二月十五日 視教中心《第二期簡訊》出刊。 

十二月十六日—十八日 英文系於理圖劇場舉行畢業公演「夢‧情

執‧喜悟：莎翁《仲夏夜之夢》唐朝版」。 

十二月十七—十八日 外語學院與日文系共同舉辦「二十一世紀日

本文學的展望國際會議」。 

 比較文學研究所於聖言大樓國際展演中心

舉辦「中國符號與臺灣圖像學術研討會」。 

十二月十九日—廿日 比較文學研究所羅基敏教師應邀參加由台

北市立師範學院主辦之國立臺灣交響樂團

「二十一世紀臺灣當代音樂美學座談會」，

並發表論文〈二十世紀臺灣當代音樂美學〉。 

十二月廿日 院長林水福教授主編之《趕赴繁花盛開的饗

宴—飲食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由時報文

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十二月廿二日  英文系與西文系合辦「外語學院『外交認知』

系列講座」（一），邀請外交部國際組織司夏

立言司長蒞校講演「我與外交生涯」。 

 比較文學研究所「比較文學研究方法論專題

系列演講」（七），邀請英文系康士林教授講

演「文學與宗教研究」。 

十二月廿七日—廿八日 英文系主任劉雪珍應邀於香港中文大學舉

辦之「Conference on English Department i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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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Context in the 21st Century」中發表論

文 “ Internet and Multiple Interactions ：
Hypertext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Connections”。 

十二月廿九日 院長林水福教授擔任「1999 十大讀書新聞發

表座談會」與談人。 

 比較文學研究所「比較文學研究方法論專題

系列演講」（八），邀請外語學院院長林水福

教授講演「中日比較文學翻譯研究」。 

八十九年 

一月八日 院長林水福教授出席圓神出版社主辦之「山

田詠美《做愛時的眼神》座談會—凝視山田

詠美的眼神」，講演「山田詠美其人與作

品」。 

 視教中心與 EF 國際文教機構合辦「全國高

中英語演講比賽—跨越 2000，關懷臺灣，打

造臺灣新希望」（二）。 

一月八日、九日 比較文學研究所所長簡瑛瑛應邀出席由師

範大學中文系主辦之「解嚴以來臺灣文學國

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講評「邊緣發生解嚴

以來的臺灣同志小說」，劉紀蕙老師發表講

評「評郝譽翔世紀末的女性情慾帝國／迷宮

／廢墟」。 

一月九日 視教中心與 EF 國際文教機構合辦「全國高

中英語演講比賽—跨越 2000，關懷臺灣，打

造臺灣新希望」（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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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十四日 視教中心召開「第一次全校圖書館視聽資料

整合會議」。 

一月十五日 英文系施琳達副教授應「Space, Timing and 
Arts Studio」之邀至 Starts Studio 講演“Stage 
Performance and Foreign Language 
Pedagogy”。 

一月十六日 視教中心與 EF 國際文教機構合辦「全國高

中英語演講比賽—跨越 2000，關懷臺灣，打

造臺灣新希望」（四）。 

一月十七日 院長林水福教授應邀擔任「建立書評制度新

典範—中央閱讀一九九九十大好書評選會

議」評審委員。 

 視教中心召開「第二次視聽教學委員會」。 

一月廿三日 翻譯學研究所假谷欣廳舉辦「第四屆口筆譯

教學研討會」。 

一月廿四日 英文系舉辦「輔仁大學 2000 年網路遠距教

學討論會」。 

一月廿五日—廿八日 視教中心協辦舉辦「網路與遠距教材製作研

習班」。 

一月廿六日 視教中心支援圖書館舉辦之「URICA 年會」。 

二月廿三日 視教中心支援「網路與遠距教學委員會」之

教學網計畫評鑑。 

二月廿七日 英文系那湯姆副教授應維多利亞美語學校

之邀擔任假蘆洲林建生圖書館舉辦之「第二

屆維多利亞盃兒童美語說故事比賽」特邀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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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三月 日文系伍維誼與孔慧雯赴姊妹校日本聖母

清 心 女 子 大 學 （ Notre Dame Seishin 
University）、郭百汶與黃競儀赴日本費利斯

女學院大學（Ferris University）為交換學生。 

三月一日 英文系與西文系合辦「外語學院『外交認知』

系列講座」（二），邀請外交部北美司司長劉

志攻講演「我國與美國之外交關係」。 

三月五日 法文系所洪藤月教師應邀至高雄市立美術

館講演「橘園珍藏展的詩意與文學」。 

三月十一日 院長林水福教授應邀擔任由東吳大學外語

學院主辦之「跨世紀、跨文化、跨語言—現

代與傳統學術研討會」主持人。 

三月十二日 院長林水福教授應邀擔任「第二屆台灣文學

學術研討會—詩／歌中的臺灣意象」特約討

論人。 

 日文系邀請詩人陳千武先生蒞系講演「日本

詩與台灣現代詩」。 

三月十五日 法文系邀請外交部歐洲司劉祥璞司長蒞系

講演「我與歐洲國家之關係」。 

 視教中心舉辦視聽資料查詢說明會。 

三月十七日 作家垂水千惠蒞日文系講演「呂赫若の文学

の可能性」。 

三月廿日 西華聖頓大學主任 Steve Robinson 參訪視教

中心視聽設備及商討英語遠距教學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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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廿一日 德文系王美玲副教授、張善禮副教授應邀於

「國際化時代之外語教學會議」中演講。 

三月廿二日 視教中心舉辦視聽資料查詢說明會。 

三月廿七日 視教中心召開「第三次視聽教學委員會」。 

三月廿八日—廿九日 英文系於理圖劇場舉辦「英文系戲劇比賽」。 

三月卅日 比較文學研究所邀請俄國莫斯科州立大

學、語言學大學教授 Valery Belyanin 講演「從

精神醫學的角度談俄國文學」。 

四月 日文系楊錦昌教師獲日本財團法人住友財

團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平家物語』におけ

る漢籍の受容研究」。 

 比較文學研究所所長簡瑛瑛應邀出席由外

語學院及臺灣文學協會合辦之「當代臺灣小

說研討會」，並發表講評「平路《百羚箋》

中的性別、書寫和記憶」。 

四月十一日 英文系主任劉雪珍應邀赴國立華僑高級中

學講演「學習英文的有效途徑與出路」。 

四月十四日 視教中心邀請牛津字典總編輯 Paul Heacock
蒞校舉辦語言教學講座「Getting Students 
Into Dictionary」。 

四月廿一日 英文系舉辦「中世紀學術研討會」，並於淨

心堂演出〝The Wakefield Crucifixion and Last 
Judgment〞。 

四月廿二日 外語學院與臺灣文學協會，黃添壽文教基金

會共同假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舉行「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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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小說研討會暨寶島小說獎頒獎典禮」。 

四月廿四日 英文系蕭笛雷副教授應邀赴國立華僑高級

中學講演「Shakespeare’s Unruly Women, 
Patriarchy, and Female Communities」。 

 視教中心邀請 John Hagedorn 與 Richard 
Walker 蒞校舉辦語言教學講座「North Star/ 
How Recycling Helps Students Remember 
Language」。 

四月廿五日 比較文學研究所邀請藝術家陳順築講演「創

作中對家族老照片的運用」。 

四月廿六日 西文系主辦「外語學院『外交認知』系列講

座」（三），邀請僑務委員會副主委朱建一講

演「海外僑務工作之推展」。 

 視教中心邀請前淡江大學英文系主任林連

祥教師蒞校舉辦語言教學講座「英語學習

法」。 

四月廿九日 英文系康士林副教授應邀於國立中山大學

外交系所舉辦之「文藝復興節」中發表論文

〝China in England During the Reign of 
Queen Elizabeth Ⅰ：Dedications, Prefaces, 
and Compilations〞。 

五月 英文系康士林教師及劉紀雯教師獲選為國

科會甲種研究獎勵教師。 

 日文系林水福教師及方美麗教師獲選為國

科會甲種研究獎勵教師；徐雪蓉教師獲選為

國科會乙種研究獎勵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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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譯研所楊承淑教師獲選為國科會甲種研究

獎勵教師。 

 比研所簡瑛瑛教師及劉紀蕙教師獲選為國

科會甲種研究獎勵教師。 

 法文系所許綺玲教師應邀參加中央大學主

辦之「中華民國比較文學會會議」，並發表

論文〈佩修斯、月亮、鐵桶騎士：輕讀卡爾

維諾『美國課程』裡的〝輕〞文〉。 

 比較文學研究所簡瑛瑛所長應邀擔任「臺灣

女性文學與藝術現況座談會」主持人。 

 德文系包哲教授獲輔大聖言會教師研究獎

勵。 

五月一日 英文系碩士班三年級林孜郁同學通過美國

文化中心資助臺灣地區三名研究生暑期赴

美短期進修計畫，於七月五日—八月五日赴

耶魯大學進修。 

 視教中心邀請 Miss Christina Gitsaki 與 Mr. 
Richard P. Taylor 蒞校舉辦語言教學講座

「 Internet English ： www-Based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五月三日 外語學院、日文系與中央副刊合辦邀請陳千

武先生講演「日本詩與台灣詩」。 

 比較文學研究所與日研所合辦「臺灣女性作

家與藝術家系列演講」（一），邀請臺灣大學

外文系劉亮雅教授講演「性別、族裔與階

級：非裔美籍女作家的美學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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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四日 院長林水福教授獲「五四文藝雅集」頒發「文

學活動獎」。 

 第一屆義文系畢業公演於理圖劇場舉行。 

 英文系康士林副教授之〝 China in the 
Medieval Account of Odoric of Pordenone〞與

劉紀雯副教授之〝Family in the Postmodern 
`Non-Places’ in the Films by Atom Egoyan 
and Ming-Liang Tsai〞獲頒國科會研究甲種

獎勵。 

五月六日 英文系劉紀雯副教授應邀於中央大學所舉

辦之「2000 影像與表演藝術研討會」中發表

論文〈流動觀視 VS.水泥城市：雷而樸與羅

芝瑪電影中的女性與城市〉。 

 英文系葉修文副教授應邀於國立雲林科技

大學所舉辦之「第二屆大專院校應用外語實

務成果發表研討會」中發表論文〝The 
Application of Internet in Teaching English 
Writing〞。 

 德文系裴德副教授、王美玲副教授應邀於

「台灣第三屆德語文學暨語言學國際學術

研討會」中演講。 

五月八日 日文系邀請新學友書局創意總監林慶旺先

生蒞系講演「連鎖書店經營型態與未來發

展」。 

五月十日 英文系與西文系合辦「外語學院『外交認知』

系列講座」（四），邀請教育部國際文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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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處處長李振清講演「當前我國外語人才

培訓的前瞻與願景」。 

五月十一日 義文系年度戲劇公演。 

 日文系邀請名作家李喬蒞系講演「台灣文學

的文化觀察」。 

五月十三日 英文系與北區大專五校六系假台北實踐堂

聯合舉辦「北區大專五校六系英文戲劇聯展

Millay 之 Aria Da Capo」。 

 法文系所黃孟蘭教師及舒毅寧教師獲聖言

會教師研究獎勵。 

五月十五日 翻譯研究所系所評鑑。 

 比較文學研究所邀請美國女導演 Barbara 
Hammer 講演「溫柔小說：真實與謊言的建

構」。 

五月中旬 視教中心《第三期簡訊》出刊。 

五月十六日 外語學院與聯合報副刊合辦邀請台灣本土

作家李喬先生蒞院講演「臺灣文學的文化觀

察」。 

五月十七日 日文系林水福教師、黃瓊慧教師獲聖言會教

師研究獎勵。 

 視教中心支援教育部委託本校辦理國小英

語師資培訓課程；高教司黃司長暨視察委員

一行訪視本中心視聽教學設備。 

五月十八日 外語學院康士林教師、包哲教師、張淑英教

師、劉紀蕙教師、鮑端磊教師、黃瓊慧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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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水福教授、羅基敏教師、林劉惠宏教師、

劉小梅教師、舒毅寧教師、黃夢蘭教師獲選

為八十八學年度聖言會教師研究獎勵教師。 

五月廿日、廿一日 比較文學研究所羅基敏老師參加由中央大

學主辦之「第二十四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

符號與意義的跨時空旅行研討會」，發表論

文〈由閹歌手到女扮男—談歌劇中的性別置

換與人聲美感〉。 

五月廿二日 英文系二年級沈倩宇同學通過「2000-2001
中加大學交換學生」甄選。 

 比較文學研究所與日研所合辦之「臺灣女性

作家與藝術家系列演講」（二），邀請女性影

像藝術工作者侯淑姿講演「猜猜你是誰？」 

五月廿五日 英文系四年級潘立言同學參加「大專院校僑

生國語演講比賽」獲優秀獎。 

五月卅日 比較文學研究所邀請思想悟子（Mr. Christian 
Utz）講演「以音樂作為不同文化交流之論

述」。 

五月卅日—六月二日 由視教中心、國立中央大學電影文化研究

室、國立臺灣藝術學院電影系、加拿大駐台

北貿易辦事處主辦，英文系劉紀雯副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英文系林文淇副教授、國立臺

灣藝術學院電影系陳儒修副教授策劃之

「2000 加拿大動畫校園巡迴展」於外語學院

放映。 

六月 日文系橫路明夫副教授獲外語學院教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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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文學研究所劉紀蕙教師、羅基敏教師獲

聖言會單位研究獎。 

六月一日 德文系王美玲副教授獲輔大聖言會教學特

優獎；林劉惠安副教授獲輔大聖言會教師研

究獎勵。張善禮副教授應邀於「第四屆兩岸

外語教學研討會」中演講。 

六月—七月 英文系執行「新仁醫院護理人員英文會話進

修」方案委訓計畫。 

六月四日 法文系舒毅寧教師指導之劇場實務課「城市

系列」成果公演。 

六月五日 法文系所李煜庭教師獲聖言會教學特優獎。 

 英文系那湯姆副教授獲頒「外語學院教學特

優獎」。 

六月五日—六日 英文系於理圖劇場舉行「年度大戲公演」。 

六月十二日 視教中心召開「第四次視聽教學委員會」。 

 比較文學研究所邀請美國匹茲堡大學 Prof. 
Cecile Sun 講演「由中詩英譯的侷限看中西

詩歌的差異」。 

六月十五日 墨 西 哥 蒙 特 利 技 術 學 院 （ Instituto de 
Tecnolog í a de Estudios Superiores de 
Monterrey）師生一行三十五人蒞院參訪。 

六月十九日—廿三日 視教中心支援「網路與遠距教學委員會」網

路教材製作教學活動多媒體教學研習課程。 

六月廿二日 巴黎第四大學校長蒞法文系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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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廿五日—七月一日 英文系康士林副教授應邀於 Taoist Institute 
of the New Camaldoli Hermitage 舉辦之

「Purity of Heart：Contemplation in Christian 
and Asian Traditions」研討會中發表論文

〝Mystical Experience as Text：The Literary 
Expression of Transcending in the Cloud of 
Unknowing and The Platform Sutra of the 
Sixth Patriarch〞。 

六月卅日 日文系何思慎副教授獲交流協會日台交流

中心補助專題計畫「日米防衛協定新ガイド

ラインとアジア太平洋地域の安全保障協

力」。 

七月 比較文學研究所所長簡瑛瑛應台北縣文化

局邀請參加「美術館導覽人才培訓課程」，

並發表論文〈女性文學與藝術〉；應遠流出

版社邀請參加新書發表會發表論文〈一千零

一夜的性別與文化座談會〉。 

七月六日—八日 比較文學研究所羅基敏教師參加由英國City 
University主辦之「From Musical Exoticism to 
World Music：Constructing Ends of Centuries
（1900-2000）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

〝 Turandot — Phenomena in the 20th 
Century：National Identity of Multiple Cultural 
Misunderstanding〞。 

七月七日 英文系袁韻璧副教授應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之邀，出席「英文閱讀能力檢定考試規劃座

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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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一日 視教中心第三間語言教室驗收，預計於 89
學年度正式啟用。 

七月廿八日 視教中心召開「第二次全校圖書館視聽資料

整合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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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理工學院 
 

八十八年 

八月一日 蕭鴻銘副教授接任數學系系主任。 

 李國安教授接任化學系系主任。 

 生物系新聘周秀慧助理教授及林彥蓉助理教

授。 

 生物系楊美桂教授發表論文〝Identification of 
the Promoter Region of the Xanthomonas 
Campestris Pv.citri recA Gene Responsible for 
Induction by DNA-damaging Agents〞，曾婉芳

教授發表論文〝DT-diaphorase Protects against 
Menadione-induced Oxidative Stress〞，李永安

副教授發表論文〝A Gene Involved in Quinate 
Metabolism is Specific to one DNA Homology 
Group of Xanthomonas Campestris〞。 

 理外民電算中心新的計算主機 SGI Origin 
2000 正式上線。VAX4500 主機退出第一線服

務。 

八月一日—八十九年六月卅日 

 生物系藍清隆副教授獲農委會補助專題研究

計劃「水稻高附加價值基因轉移及基因組分

析研究」。 

八月一日—八十九年七月卅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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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系周秀慧助理教授、林彥蓉助理教授分

別獲聖言會單位補助專題研究計劃「滲透壓

緊迫對免疫細胞及其功能影響的定性分析」

、「影響水稻抽穗期的基因定位」。 

 生物系楊美桂教授獲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補助專題研究計劃「柑橘潰瘍病菌 recX 調控

recA 基因之表現」。 

 生物系李永安副教授及曾婉芳教授獲教育部

補助「生物技術科技教育改進計劃」。 

八月一日－八十九年九月卅日  

 生物系楊美桂教授獲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補助暑期大專生專題研究計劃「柑橘潰瘍病

菌 LexA 蛋白之功能」 

八月一日－八十九年十二月卅一日  

 生物系李永安副教授獲農委會補助專題研究

計劃「植物疫病診斷鑑定技術之研發」。 

 生物系藍清隆副教授獲生物技術開發中心補

助專題研究計劃「開發基因探針在含耐高溫

脂肪分解酵素之微生物（放射菌、細菌與黴

菌）篩選技術」。 

八月八日—十二日 數學系陳思勉老師應邀赴美出席「ASA Joint 
Statistical Meeting」。 

八月十二日—十四日 數學系陳思勉老師應邀赴美出席「 50th 
Anniversary Conference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 and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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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八月十五日 理外民電算中心所有網路設備通過 Y2K 檢測

。 

八月十八日－廿二日 張康院長赴韓國漢城出席「中韓機率及分析

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八月廿日 聖言會單位宿網網點檢修。 

八月廿六日 第一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八月廿九日 化學系林志彪教授應邀赴葡萄牙出席「第十

三屆歐洲有機金屬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八月卅日—卅一日 數學系馬鴻玉老師應邀參加理外民電算中心

舉辦之「八十八學年度暑期單位主管電腦班

」。 

八月卅一日 理外民電算中心 BBS 系統更新。 

九月一日 生物系楊美桂教授發表論文〝The pilA Gene 
of Xanthomonas Campestris pv. citri is 
Required for Infection by the Filamentous 
Phage cf〞。 

九月一日—八十九年八月卅一日  

 生物系楊美桂教授及藍清隆副教授分別獲中

西文化研究中心補助專題研究計劃「植物細

菌 Xanthomonas 之 DNA 修補系統」、「蘇力菌

cryIA(b)基因在轉基因植物中之表現」。 

九月三日 生物系主任陳擎霞應邀至中華血液基金會台

北捐血中心演講「關渡平原生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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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五日 理外民電算中心提供學生主機供學生儲存個

人資料。 

九月十一日—十六日 張康院長應邀赴大陸北京參加輔大校友會。 

九月十三日—十五日 數學系舉辦「多媒體教學教材製作研討會」。 

九月十七日—十二月卅一日 數學系李安莉老師應邀參加清華大學舉辦之

「NCTS Seminar on Fermat’s Last Theorm」。 

九月廿日 化學系舉辦「電激發光材料與薄膜技術研討

會」。 

九月廿九日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 North American Pacific 
Exports Inc. Kevin Yin Founder 講演「From 
the Classroom to the Workplace —Factors for a 
Smooth Transition」。 

十月一日 生物系楊美桂教授發表論文〝Detection of 
DNA-damaging Agents in the Environment by 
Using Bacteria Carrying a recA-luxAB or a 
lexA-luxAB Fusion〞。 

十月四日 第一次院務發展委員會。 

十月六日 理工學院消防安全演習。 

 生物系邀請中研院生物農業科學所曾驥孟助

理研究員講演「Inorganic Polyphosphate 的研

究」。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中原大學電機工程系教授

林法政博士講演「超音波馬達之驅動與控制

」。 

十月七日 化學系邀請淡江大學王文竹教授講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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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ble Helical Supramolecules with Metal Ion 
Spin」 

十月十三日 物理系邀請台大物理系林敏聰教授蒞系講演

「Magnetic Thin Film and Multilayer」。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台灣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

主任黃永達博士講演「CDMA Techniques in 
Wireless Information Networks」。 

十月十四日 化學系邀請中央大學化學系李光華教授講演

「 Synthesis and Structures of Organically 
Templated Metal Phosphates」。 

十月十四日—十六日 數學系李安莉老師應邀參加中央大學舉辦之

「數論及其應用國際會議」。 

十月十五日 第二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十月十六日—廿日 數學系張康老師、郭仲成老師、張茂盛老師

應邀參加中研院舉辦之「1999 非線性分析國

際研討會」。 

十月廿日 物理系邀請中研院原分所魏培坤教授蒞系講

演「空間與時間解析光譜學在共軛高分子上

之應用」。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工研院電通所江東輝博士

講演「中文口語交談系統簡介」。 

十月廿一日 化學系邀請中山科學研究院陳省三博士講演

「High Energy Density Matter 之發展與應用」

。 

 第一次「電算中心諮議委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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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廿二日 私立竹林高中蒞院參觀。 

張康院長應邀赴靜宜大學參加私立大學理學

院院長會議。 

十月廿七日 物理系邀請中研院物理所陳晉平教授蒞系講

演 「 Superheated Superconducting Granule 
System as Transition Radiation Detector」。 

 理外民電算中心組長潘東名、技士林孟郁、

助教林其盛、黃顥樺先生應邀參加「TANet 99
研討會」。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工研院電通所馬瑞良博士

講演「Java Processor and Jini」；邀請連宇電子

公司經理邱建華講演「科技人創業之路」。 

十月廿九日 化學系張鎮平教授應邀赴中山大學化學系講

演「Energy Transfer from Alq3 to some Emitting 
Molecules」。 

十月卅日 理外民電算中心組長潘東名接受 News 98 主

持人單小琳專訪，談網路上欺騙事件。 

 理外民電算中心邀請 SGI 資深工程師蔡德攸

蒞電算中心講演「Origin 2000 系統環境工具

」。 

十一月一日—二日 數學系陳思勉老師、黃文祥老師應邀參加中

央大學舉辦之「遠距教學教材編制與系統管

理班」。 

十一月二日 第二次院務發展委員會。 

十一月三日 物理系邀請交大光電所董正成教授蒞系講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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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固子通訊」。 

 生物系邀請生物自由作家楊玉齡講演「科普

寫作之經驗」。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台灣國際專利法律事務所

國內部負責人林志洋講演「淺談智慧財產權

」；邀請莊峰域博士講演「Field Emission 
Display Principle and Technology」。 

十一月四日 物理系邀請交大光電所楊淑君教授蒞系講演

「High Pressure Optical Studies in Sonjugate 
Polymers」。 

 化學系邀請師範大學化學系孫英傑教授講演

「 Molecular Dynamics Simulations ：

Cardiotoxins and Diamond Surfaces」 

十一月十日 物理系邀請中山大學物理系鄭德俊教授蒞系

講演「Non-radiative Recombination in Narrow 
Bandgap Semiconductor Quantum well Leser 
Structure」。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普誠科技設計部經理

 侯尊仁博士講演「A Short Course on Audio 
Coding Brief Introduction on AC-3,MPEG and 
other Audio Coding Schemes」。 

十一月十一日 物理系邀請中研院物理所陸念華教授蒞系講

演 「 Near-field Optical Characterization of 
Semiconductor Laser」。 

 化學系邀請東聯化學公司廖瑞芬博士講演「

Introduction to Molecular Re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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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十五日 物理系邀請中研院原分所張瑞麟教授蒞系講

演「An introduction of Light-emitting Polymers
」。 

 化學系林志彪教授應邀赴中山大學化學系講

演「Inoic Liquids and Liquid Crystalline Inoic 
Liquids」。 

十一月十七日 物理系邀請師大物理系劉祥麟教授蒞系講演

「Finessing photons：Interesting way in which 
Light is Manipulated by Strongly Correlated 
Metals」。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世界先進半導體公司經理

陳樁瑤博士講演「DRAM Technology」。 

十一月十八日 物理系邀請工研院電子所張靜潮教授蒞系講

演「Electro-optical Study of Nematic Gels」。 

十一月十八日—十九日 張康院長應邀至交通大學主持「教育部數學

科教學改進計畫成果發表研討會」暨出席會

議。 

十一月十九日—廿一日 化學系柏殿宏教授、李國安教授、許文賢教

授、管克新副教授應邀出席「中國化學會八

十八年年會」並發表論文。 

十一月廿日 生物系主任陳擎霞應邀赴用力學研究所國際

會議廳參加中華民國野鳥學會主辦之「第二

屆鳥類研討會」。 

十一月廿一日—廿四日 化學系柏殿宏教授、林志彪教授、周善行教

授、李國安教授、許文賢教授、管克新副教

授應邀出席「第八屆亞洲化學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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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廿五日—廿七日 中國電機工程學會主辦，電子工程學系協辦

「中國電機工程學會第45屆會員大會暨1999
年電機工程學術研討會」。 

十一月廿六日 第一學期院務會議。 

十一月卅日 理工學院通識教育課程—科學與宗教邀請華

梵大學校長馬遜教授蒞院講演「中國宗教傳

統與實驗科學—佛教」。 

十二月一日 物理系邀請中興大學物理系施明智教授蒞系

講 演 「 Structure and Phase Transition of 
Langmuir monolayers and LB Films」；邀請中

央大學地球物理所謝昭輝教授蒞系講演「從

地球碰撞談 921 地震」。 

 生物系林彥蓉助理教授發表論文〝A Sorghum 
Propinquum BAC Library,Suitable for Cloning 
Genes Associated with Loss-of-function 
Mutations during Crop Domestication〞。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工研院 IC 設計服務中心經

理 朱 元 華 講 演 「 A Step to the Design 
Automation」。 

十二月二日 化學系邀請中央研究院化學所張瑞麟博士講

演「Spectroscopy of Conjugated Polymer」。 

十二月四日 理工學院參加七十週年校慶運動會獲教職員

組拔河比賽冠軍及多項趣味競賽優勝。 

十二月五日 生物系楊美桂教授應邀參加「中華民國微生

物學會第三十三次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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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工程學系系友會」成立。 

十二月七日 生物系假聖言國際會議展演中心舉行「抗癌

基因療法研討會」，邀請任職於史丹佛大學醫

學中心、喬治城大學朗巴第癌症中心之第一

屆系友張惠平教授回國講演「抗癌基因療法

新進展」。 

十二月八日 生物系第一屆系友張惠平教授獲「傑出系友

獎」。 

十二月十一日—十二日 數學系學會參加中央大學及中原大學合辦之

「大數盃」活動，獲撞球團體冠軍、男壘第

四名及保齡球個人組第六名。 

十二月十四日 理工學院通識教育課程—科學與宗教邀請中

央研究院史語所宋光宇教授蒞院講演「中國

宗教傳統與實驗科學—民間宗教所浮現的科

學文化」。 

 生物系李永安副教授應邀參加「中華民國植

物病理學會八十八年年會」。 

十二月十五日 第三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物理系邀請中研院地球科學所黃怡禎教授蒞

系講演「高壓物理現況」。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中正理工學院電機系教授

楊耀波博士講演「展頻通訊技術及其在無線

通訊上之應用」。 

十二月十六日 化學系邀請中央研究院化學所陳錦地博士講

演「非對稱鎳錯合物之線性與非線性光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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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 

十二月十七日 生物系林彥蓉助理教授應邀至台灣大學農藝

學 系 講 演 「 Construction of a Sorghum 
Propinquum BAC Library, toward Positional 
Cloning of the Sorghum Shattering Gene (Sh1)」
。 

十二月廿一日 第三次院務發展會議。 

十二月廿二日 理工學院通識教育課程—科學與宗教邀請李

仲亮醫師蒞院講演「中國宗教傳統與實驗科

學—道家與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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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學系邀請中山科學研究院柯賢文博士講演

「Lab-on-a-chip 實驗室晶片化」。 

十二月卅日 生物系邀請生物技術開發中心林畢修平研究

員講演「微生物在環境保護上的應用」。 

十二月卅一日 《輔仁學誌》第三十三期出版。 

八十九年 

一月一日 生物系林彥蓉助理教授應邀參加聖地牙哥第

八屆植物動物基因組研討會發表論文〝

Progress toward Integrating Genetic.QTL and 
Physical Maps of Sorghum and Sugar Cane〞。 

一月五日—十日 理外民電算中心支援全校網路選課。 

一月七日 電子工程學系王元凱副教授代理院長出席義

守大學舉辦之「私立大學工學院暨電機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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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院長座談會」。 

一月八日—九日 數學系謝忠村老師、郭仲成老師應邀參加中

山大學舉辦之「第八屆微分方程研討會」。 

一月十二日 物理系邀請德國波昂大學物理化學所蔡志申

教授蒞系講演「Magnetic Properties、Structure 
and Alloy Formation of Ultrathin Material」。 

一月十七日—廿一日 數學系郭仲成老師應邀參加中山大學舉辦之

「2000 年國際數學分析及其應用研討會」。 

一月廿一日—廿二日 化學系李選能教授、宋博厚教授應邀出席「

2000 年高分子四合一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一月廿四日 生物系藍清隆副教授應邀擔任「2000 校內網

路教學討論會：遠距教學研習心得分享」引

言人。 

 第四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一月廿七日 化學系林志彪教授應邀赴中央研究院化學所

講演「Molecular Aggregation of Metal-carbene 
Complexes」。 

一月廿八日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集電電子公司林容益講演

「DSP 硬體模組專題講座」。 

一月卅日 生物系主任陳擎霞應邀至淡江大學科學教育

講演「植物學與生態學」。 

二月一日 第四次院務發展委員會。 

生物系楊美桂教授發表論文〝Construc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a recA Mutant of 
Xanthomonas Campestris pv. cit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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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八日 電子工程學系劉惠英副教授為主持「教育部

補助八十七學年度大學校院通訊科技教育改

進計畫」所編寫之《區域網路實習教材》獲

教育部頒贈特優獎牌。 

二月廿一日—三月廿一日 實驗室安全檢查。 

三月一日 生物系楊美桂教授發表論文〝Indentification 
of a lexA Gene in, and Construction of a lexA 
Mutant of Xanthomonas Campestris pv. citri〞；
李永安副教授發表論文〝The Design of 
Specific Primers for the Detection of Ralstonia 
Solanacearum in Soil Samples by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工研院前瞻科技中心副研

究員謝君偉博士講演「Content-Based Image 
Retrieval」。 

三月二日 化學系邀請中央研究院原分所劉國平博士教

授講演「From Molecular Beam Scattering to 
Thermal Rate Constant」。 

三月三日 理外民電算中心 Origin2000 主機驗收。 

三月四日 生物系主任陳擎霞應邀至台北縣中和市自治

國小講演「校園生態保育」。 

三月六日 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委託理外民電算中心辦

理「網路工程師班」第二梯次開課。 

三月八日 物理系邀請伊利諾大學郭明庭教授蒞系講演

「 Optical and Transport Properties of 
Nano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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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工研院電通所經理鄧天隆

講演「Bluetooth 技術趨勢與發展」。 

三月九日 化學系邀請演講中央研究院原分所劉定國博

士講演「Time-Resolver FTIR Emission of 
Fragments at 193 nm Photolysis of Vinyl 
Bromide」。 

三月十五日 物理系邀請恆嘉光電公司韓斌先生蒞系講演

「倍頻綠光雷射」。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普渡大學博士候選人張伯

浩講演「Design and Performance Analysis of a 
Fiber Optic Code-Division Multiple-Access 
System Based on Ultrabroadband 
SpectralEncoding」。 

三月十六日 第一次「通識教育—自然與科技類科課程」

討論會。 

 化學系邀請台北科技大學張淑美教授講演「

Application of Microwave-Assisted Extraction 
Environmental Analysis」。 

三月十七日 嘉義興華高中蒞院參訪。 

三月廿日—廿五日 張康院長應邀赴菲律賓馬尼拉大學出席「第

三屆中菲雙邊分析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三月廿二日 物理系邀請中研院物理所林更青教授蒞系講

演「用原子力微像術看納米尺度的物理現象

」。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東吳大學商用數學系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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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王偉彥博士講演「Fuzzy-Neural Network and 
Its Applications in Dynamic Systems」。 

三月廿三日 化學系邀請高雄師範大學化學系徐永源教授

講演「高分子發光材料在顯示器之開發」。 

三月廿七日 物理學系系所評鑑。 

三月廿八日 生物學系系所評鑑。 

三月卅日 理工學院課程委員會。 

 第二次「通識教育—自然與科技類科課程」

討論會。 

四月一日 生 物 系 林 彥 蓉 助 理 教 授 發 表 論 文 〝

Locus-specific Contig Assembly in 
Highly-duplicated Genomes, Using the 
BAC-RF Method〞。 

四月十二日 物理系邀請交大光電所魏明達教授蒞系講演

「Cavity Configuration Dependent Nonlinear 
Dynamics with Application to Solid-state 
Lassers」。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工研院電通所副組長鄭仁

傑講演「後 PC 時代資訊技術發展趨勢」。 

四月十五日 數學系張茂盛老師應邀參加本校教務處舉辦

之「人生旅程中人文精神的關懷與落實學術

研討會」。 

四月十七日 第五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四月十九日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中研院資訊所助理研究員

陳祝嵩博士講演「三維繪圖模型與平面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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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合成」。 

四月廿日—廿一日 化學系參觀化學工廠。 

四月廿日—廿四日 化學週。 

四月廿三日 第二學期院務會議，通過物理系、化學系申

請 91 學年度增班、91 學年度成立應用科學與

工程研究所博士班、生物系申請更名為生命

科學系、電子工程學系申請於 90 學年度增設

碩士班在職專班等案。 

四月廿五日—廿八日 生物系林彥蓉助理教授應邀參加「基因組大

量序列分析研討會暨研習會」。 

四月廿六日 學代會與大成報合辦「龍躍理工」大型演唱

會。 

 物理系邀請同步輻射中心黃玉山先生蒞系講

演「New Methods for Phase Determination of 
Macromolecule and Interface」。 

 數學系學會舉辦「展望未來、邁向人生—生

涯規劃」演講活動。 

 台北縣勞工局委託理外民電算中心開辦「原

住民電腦實務應用班」開課。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台灣大哥大營運長張孫堆

講演「台灣電信產業的發展與趨勢」。 

五月一日 理工月開幕。 

五月一日—五日 數學週。 

五月一日—六日 電子週、化學週、生物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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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三日 理工學院「通識講座」邀請謝長廷市長蒞院

講演「從港都看天下」。 

 物理系邀請中研院物理所何孟書教授蒞系講

演「Direct Observation of Si Magic Clusters on 
Silicon（111）-7x7 Surface」；邀請台達電子呂

光爵先生蒞系講演「投射電視機與物理系同

學的出路」。 

五月四日 化 學 系 邀 請 李 冠 明 博 士 講 演 「 Metal 
Containing Liquid Crystal and Crystal 
Engineering Based on Imidazolium Salts」。 

五月八日—十二日 生物週。 

五月八日—十三日 資工週、物理週、數學週。 

五月十日 舉辦「Mission Impossible」師生共融活動。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交通大學電子工程系助理

教授柯明道講演「積體電路之靜電放電防護

技術。 

五月十日—十二日 數學系陳思勉老師應邀赴美參加「Symposium 
Inference for Stochastic Processes」。 

五月十一日 嘉義輔仁中學蒞院參訪。 

 化學系邀請法國 Claude Berand Lyon 1 大學

Marco A. Ciufolini 教授講演「 Synthetic 
Studies on Heterocuclic Natural Product」。 

五月十五日 化學系李國安教授應邀赴東海大學化學系講

演 「 The Synthesis and Chemistry of 
Tricyclo[3.2.02,4]Nona-2(4), 6-Di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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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五日—廿日 數學系陳思勉老師應邀赴墨西哥參加「Fifth 
World Congress of the Bemoulli Society for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nd Probabilith and   
63rd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stitute of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五月十七日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北方電訊網路資深經理曾

旭 東 博 士 講 演 「 CDMA2000 Systems 
Architecture and its Evolution to Wireless 
Internet」。 

五月廿日 化學系柏殿宏教授出席「哲學課程規劃研討

會」並發表論文。 

五月廿二日 化學系周善行教授應邀赴淡江大學化學系講

演「雜環化合物在二次非線性光學之應用」。 

五月廿四日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中研院資訊所施純傑博士

講演「Two New Approaches for Selective 
Imagesmoothing」；邀請恒凱電子公司董事長

胡正陽、普誠科技公司設計部經理侯尊仁

 講演「系友會簡介」。 

五月廿五日 化學系邀請交通大學應化系陳金鑫教授講演

「 Introduction of OL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五月廿七日 生物系主任陳擎霞應邀至遠哲科學基金會講

演「台灣生態現狀」。 

五月廿九日—卅一日 生物系林彥蓉助理教授應邀參加「基因體醫

學研討會」。 

五月卅日 院導師會議暨歡迎將於八十九學年度改隸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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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學院的心理系全體教師餐會。 

五月卅一日 以「行動多媒體網路系統技術之研究發展與

應用」申請提昇私立大學校院研發能量計畫

。 

六月一日 化學系邀請中央大學化學系李文仁教授講演

「Development of Combinatiorial Solid Phase 
Synthesis」。 

 生物系曾婉芳教授發表論文〝Comparison of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Oral Granisetron 
with Intravenous Ondansetron and 
Dexamethasone to Control Nausea and 
Vomiting Induced by Moderate/Severe 
Emetogenetic Chemotherapy〞。 

六月一日—八十九年十二月卅一日  

 生物系李永安副教授獲農委會補助專題研究

計劃「建立重要植物檢疫病原細菌 Ralstonia 
Solanacearum race 2 之檢疫診斷系統」。 

六月三日 生物系主任陳擎霞應邀赴東吳大學參加「海

峽兩岸科學教育研討會」。 

六月五日 台北縣勞工局委託理外民電算中心辦理「原

住民電腦實務應用班」結業。 

六月九日 第三次「通識教育—自然與科技類科課程委

員會」。 

 化學系張鎮平教授應邀赴東華大學化學系講

演「Electron Energy Transfer from  Alq3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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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Emitting Molecules」。 

六月十三日 第六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六月十六日 生物系曾婉芳教授獲理工學院「教學最優教

師獎」。 

六月十七日 理外民電算中心工讀生聚餐。 

六月十八日 化學系邀請中央大學化學系陸駿逸教授講演

「The Low Frequency Dielectric Spectrum of 
Collidal System」。 

六月十九日 第七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六月廿一日 聖言會單位院系導師代表傳承會議。 

六月廿四日—廿五日 數學系張康老師參加成功大學舉辦之「2000
年第五屆計算數學研討會」。 

六月廿六日—卅日 數學系黃文祥老師主辦「多媒體研習營」。 

六月廿八日 生物系主任陳擎霞應邀至台北縣新莊政府市

政大樓講演「台灣植物生態簡介」。 

六月卅日—七月一日 數學系蕭鴻銘老師應邀參加大同大學舉辦之

「2000 年夏季組合數學研討會」。 

七月四日 化學系柏殿宏教授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講

演「科學與宗教：在台灣開課的經驗」。 

七月四日—廿五日 數學系李安莉老師應邀參加淡江大學舉辦之

「代數編碼學暑期研習會」。 

七月九日 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委託理外民電算中心辦

理課程「網路工程師」第三梯次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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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日 理外民電算中心 Compaq XP 1000 驗收。 

 電子工程學系白英文副教授帶領魏鴻棋、葉

彥顯、張博森三位同學參加教育部主辦之「

八十八學年度微電腦應用系統設計製作競賽

」獲得佳作。 

七月十日—十四日 張康院長應邀赴波多黎各出席「2000 年國際

工業及應用數學年會」並發表論文。 

七月十一日 理外民電算中心開設「暑期兒童電腦班」。 

七月十三日 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委託理外民電算中心辦

理「網路工程師班」第二梯次結業。 

七月十四日—十六日 數學系李安莉老師應邀參加清華大學舉辦之

「 2000 年 NCTS Summer Workshop on 
Number Theory」。 

七月十九日 高雄小港中學蒞院參訪。 

七月十九日—廿四日 化學系林志彪教授赴英國愛丁堡出席「第十

四屆歐洲有機金屬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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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民生學院 
 

八十八年 

八月—八十九年七月 食品營養學系高孝元同學至美國聖道大學

（University of the Incarnate）為期一年之交

換學生。 

九月 織品服裝學系所黃昭瓊老師應邀至都本公

司專題演講。 

 織品服裝學系所王怡美老師應邀參加假世

界貿易中心舉行之「TITAS設計師 1999/2000
秋冬服裝發表會」。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新增「零售經營組」

開始招生。 

九月—八十九年六月 台北醫學院附設醫院委託織品服裝學系設

計員工制服由吳振吉老師負責執行。 

九月十八日 於濟時樓舉辦「大學校院民生相關領域發展

研討會」。 

九月廿二日 織品服裝學系參加「中華民國第 9 屆織品設

計競賽」林佳妮同學榮獲針織類第一名、李

思樺同學獲第二名、吳慧亞同學獲第三名，

林詩萍同學獲梭織類第一名、周韶珍同學獲

第三名；陳慧芳同學獲「第 13 屆時裝設計

新人獎」成衣組優良設計獎、周裕穎同學獲

第三名、呂沚璉同學獲創意組佳作。 

十月 織品服裝學系所黃昭瓊老師及王怡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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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邀赴日本參加「第五屆亞太紡織會議」

中，並發表論文。 

 食品營養學系蔡敬民教授應邀赴印度新德

里參加「第七屆世界臨床營養研討會」。 

十月—十二月 織品服裝學系所與大魯閣纖維公司建教合

作「作業員多媒體輔助教育訓練」。 

十月二日 織品服裝研究所工業局人才培訓計畫第 10
屆結業式及第 11 屆始業式。 

十月卅一日—十一月廿八日 織品服裝研究所於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行「邊

域明珠—黔東南苗族服飾展」。 

十一月 織品服裝學系所《輔仁服飾辭典》出版。 

 織 品 服 裝 學 系 所 獲 推 薦 成 為

IFFTI(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Fashion 
Technology Institutions)組織中的董事，同時

被列為全世界最優秀的 20 所織品服飾教育

機構之一，由羅麥瑞修女及吳振吉老師代表

至巴西參加 IFFTI 年會。 

十一月一日—八十九年十月卅一日 

 織品服裝學系所羅麥瑞修女獲聖言會單位

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由落實本校全人教育使

命來評估織品服裝相關系所的教學品質計

畫」。 

十一月十日 織品服裝學系所邀請台灣力克公司蒞系並

頒發建教合作感謝狀；邀請中華電視公司頒

發「新蜀山劍俠劇服設計競賽」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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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十七日 織品服裝學系所邀請廣越公司總經理吳朝

筆先生專題演講。 

十一月十九日—十二月八日 織品服裝學系所於朝樓「織品服飾展演空

間」舉行「中國少數民族與台灣原住民服飾

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靜態展。 

十一月廿五日—廿七日 織品服裝學系所舉辦「中國少數民族與台灣

原住民服飾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十二月 織品服裝學系所胡澤民、何兆華、蔡玉珊等

老師獲民生學院第一學期「教師研究獎」，

蘇旭珺老師獲「教師服務獎」。 

十二月五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飾品設計組」首次

於「服飾實習商店」設立攤位，擺售同學自

行設計製作的飾品。 

十二月廿二日—八十九年一月九日 

 織品服裝學系所與桃園縣立文化中心合辦

「跨世紀全運藝術節」系列活動—「五族服

飾展」。 

十二月一日 第一學期院行政會議。 

十二月三日 織品服裝學系所工業局人才培訓計畫獲中

華工程師協會頒發「全國年度建教績優合作

單位」。 

十二月八日 織品服裝學系所於創校 70 週年晚會舉行「傳

統與創新服裝秀」；邀請日本 SHIMA SEIKI
公司部長蒞臨並頒發建教合作感謝狀；第 14
屆系友賴裕綺獲頒傑出校友；胡澤民老師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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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輔仁學術研究獎」。 

十二月卅日—八十九年二月廿九日 

 國立林口高中籌備處委託織品服裝學系設

計該校學生制服由吳振吉老師負責執行。 

八十九年 

一月 中山科學研究院第四研究所委託織品服裝

學系進行防護服委託測試，由喬昭華老師、

高碧惠助教負責執行。 

 織品服裝學系所胡澤民老師系列作品「輔仁

風采」、「來福來富」、「豐收有餘」、「迎春如

意」收錄於《中國設計年鑑》。 

 食品營養學系陳炳輝教授獲選國科會食品

學門召集人。 

一月—七月 織品服裝研究所黃堯慧、范雅嵐同學赴英國

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 進行為期半年的

學術交流計畫。 

一月一日—卅一日 織品服裝學系所與中華電視台合作舉辦「新

蜀山劍俠連續劇劇服設計競賽」，由陳華珠

老師負責執行。 

一月一日—十二月卅日 織品服裝學系所胡澤民老師獲中西文化研

究中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由落實輔仁大學

民生學院全人教育精神來分析及推動織品

服裝系所過去、現在、未來的教學品質」。 

一月五日 織品系所清潔週。 

二月 生活科學應用學系院長由黃韶顏教授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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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織品服裝學系所黃昭瓊老師應邀赴勞委會

保姆班講課「幼兒服飾選擇」（一）；應邀至

都本公司專題演講。 

 織品服裝學系所學生參加「第二屆 TIC100
全國科技創意暨創業競賽」，鄧啟蓉同學獲

產品眼光推薦獎，鄧啟蓉同學、潘靜中同

學、程國光同學及王智弘同學獲經營策略推

薦獎，鄧啟蓉同學、潘靜中同學、程國光同

學及王智弘同學獲 River Award，織研所-鄭
心瑩同學、鄧麗喜同學、織品系-林芊秀同

學、莊謹銘同學及呂沚璉同學獲 Baby 獎。 

二月十日 織品服裝學系所尤政平老師獲教育部顧問

室補助研究計畫「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計

畫」。 

三月 織品服裝學系所籌劃架設「高職教師進修網

站」，由吳振吉老師負責執行 

 織品服裝學系服裝設計組三年級學生參加

由衣蝶百貨公司舉辦的「解構重生造型設計

競賽」，趙政怡、林佑威、呂沚璉同學榮獲

第一名、；王麗華、王玉玲、陳思樺同學獲

第二名。 

 食品營養學系獲選優良系所評鑑第一名。 

三月—七月 織品服裝學系所與儒鴻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合辦員工在職訓練教育。 

三月一日—四月十五日 國立林口高中籌備處委託織品服裝學系協

助該校制服進行材料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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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三日 日 本 郡 山 女 子 大 學 （ Korryama Kaisei 
Gakuem University）師生蒞食品營養學系參

訪。 

三月三日—四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參加假嶺東技術學

院舉辦之「八十九學年度中區技職校院博覽

會」。 

三月十一日 織品服裝學系所假衣蝶百貨本館 5A 樓舉行

「第 27 屆畢業成果動態展」。 

三月十二日 織品服裝學系所評鑑日。 

三月十八日 織品服裝學系所辦理八十九學年度申請入

學招生口試。 

三月廿日—廿四日 美 國 University of Ulster 教 授 David 
Thurnham 來華進行「中英機能性食品暨生

物技術研討會」雙邊合作研究訪談事宜。 

三月卅一日—四月一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參加假明志技術學

院舉辦之「八十九學年度北區技職校院博覽

會」。 

四月 辦理中餐烹調技術士乙、丙級術科考試。 

 織品服裝學系學生黃文傑榮獲 2000 年

「Avon 雅芳 2000 年彩妝造型大賽」第一名。 

 食品營養學系陳炳輝教授應邀赴美國聖地

牙哥參加「第四屆國際天然色素研討會」，

並獲頒最優論文獎。 

四月—五月 織品服裝學系所王怡美老師應邀參加「郭木

生文教基金會『身上衣 V.S.身外物』」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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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二日 織品服裝學系週會，邀請建教合作廠商代表

本盟公司蒞臨並頒發感謝狀。 

四月十五日 織品服裝學系所舉辦碩士在職進修專班招

生說明會。 

四月十五日—八月十九日 織品服裝學系所配合工業局人才培訓計畫

與大魯閣纖維公司建教合作，辦理職員訓練

課程。 

四月十九日 第二學期院行政會議。 

四月十九日—廿三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假國父紀念館「翠亨

藝廊」舉行「飾品設計組」第二屆畢業生成

果展。 

四月十九日—四月卅日 織品服裝學系假國父紀念館舉辦「第 27 屆

靜態成果展」。 

四月廿二日—八月六日 織品服裝研究所中華服飾文化中心假高雄

市立美術館協辦「紅妝大眾—台灣前輩畫家

繪畫中的女性影像與時尚品味」。 

四月廿三日 織品服裝學系所何兆華老師及吳振吉老師

應邀協辦「北區扶輪社 3250 地區年度會議—

龍騰千禧擁抱台北展示中國歷代服裝動態

活動」。 

四月廿六日 食品營養學系舉辦企業校園徵才說明會。 

五月 織品服裝學系所吳振吉老師應邀赴桃園東

南扶輪社邀請講演「婦女社交穿著禮儀」。 

 織品服裝學系李思樺同學、王佳蕾同學、吳

慧亞同學、揚晨沛同學獲毛衣公會「獎勵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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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設計優秀學生活動案」補助至國外見習。 

 織品服裝學系所吳振吉老師獲第二學期民

生學院「教師服務獎」，胡澤民、羅麥瑞、

喬昭華、王怡美、蔡玉珊、何兆華獲「教師

研究獎」。 

 織品服裝學系所王怡美老師應邀參加「韓國

2000 Taegu Textile Fashion Festival 」國際織

品設計展。 

五月五日—六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參加假國立高雄科

學院技術學院舉辦之「八十九學年度技職校

院博覽會」。 

五月六日 織品服裝學系所與德育護專假台北福華飯

店合辦「妝織藝術—解讀 Y 世代服裝設計概

念活動」。 

五月十一日 嘉義輔仁中學蒞織品服裝學系所參訪。 

 美國Kent State University的Dr. Rhodes蒞織

品服裝學系所參訪。 

五月十二日 依教育部八十九年五月十二日台（八九）高

（二）字第 89055732 號公文通過授與二年

制流行設計經營系畢業生學位中英文名稱

如下：「飾品設計組」設計學士 Bachelor of 
Design (B. Des. )，「零售經營組」商學學士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B.B.A.) 

五月十三日 織品服裝學系所與故宮、奇美博物館、聯合

報系文化基金會、民生報合辦「世紀的新

生—西洋美術中的兒童形象特展—詮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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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創服裝發表會」，由王怡美老師統籌「19
世紀畫中的兒童服飾」。 

五月十五日—十九日 食營週。 

五月十七日 織品服裝學系邀請本盟紡織公司黃炤嘉董

事長蒞臨演講。 

五月廿三日 織品服裝學系所喬昭華老師應邀至 TOPPY
公司辦理服裝材料專業研習（一）。 

五月卅日 織品服裝學系所喬昭華老師應邀至 TOPPY
公司辦理服裝材料專業研習（二）。 

六月 織品服裝學系蘇旭珺老師負責執行海洋大

學委託碩士服及博士服之設計案。 

 織品服裝學系所與佰龍機械廠股份有限公

司合辦網站作品徵稿活動。 

六月三日 織品服裝研究所在職專班招生口試。 

六月七日 畢業生家長茶會。 

六月廿四日 織品服裝學系所工業局人才培訓計畫第 11
屆結業服裝秀假華山藝文特區舉行。 

七月 民生學院與鍊珍堂股份有限公司於圓山飯

店合辦「餐飲文化資訊網路檢索系統發表

會」。 

 織品服裝學系所黃昭瓊老師應邀赴勞委會

保姆班講課「幼兒服飾選擇」（二）。 

 織品服裝學系所王怡美老師應邀於「第一屆

亞太流行色彩研討會」發表論文及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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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織品服裝學系所分別與美國德州理工大學

博物館及廣越公司越南廠合辦暑期專業實

習；出版《中國少數民族與台灣原住民服飾

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應屆畢業生王意

婷，參加由大東山珠寶集團舉辦之「尊容和

平希望 2000—珍珠&珊瑚設計競賽」，其三

項參賽作品分別榮獲經濟部工業局局長

獎、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獎及緯和發

明獎。 

七月二日—廿五日 織品服裝學系所舉辦「歐洲研習營」。 

七月廿二日 織品服裝學系所舉辦三十週年系友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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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法學院 

 

八十八年 

八月—八十九年二月 社會學系積極籌備成立研究所擬以第二順

位向教育部提報申請案。 

八月—八十九年十二月 社會工作學系與新莊市公所合辦「木棉花專

線服務」方案。 

八月一日 王淑女教授接任社會學系主任。 

八月一日至八十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經濟學系李阿乙老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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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文雅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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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

慧中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劃「所得

結構與儲蓄」；姚睿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

研究計劃「小型開放經濟之貨幣法則評估」

；林克釗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劃「

地方政府地價稅稅基差異之研究」；陳秀淋

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劃「長期貨幣

需求函數再探討：非線性分析法之應用」；

張俊仁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劃「效

率工資、組織目標與工作努力」。 

 經濟學系蔡雪芳老師、魯慧中老師、陳秀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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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張俊仁老師分別獲國科會甲種研究獎

勵。 

八月十五日—八十九年二月廿一日 

 社會學系學生薛富吉、陳聿潔赴美國史屈學

院(Cardinal Stritch College)為為期一學期之

交換學生。 

九月一日 第一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九月一日—八十九年八月卅一日 

 經濟學系陳秀淋老師獲中西文化研究中心

補助專題研究計劃「中日韓三國利率的收斂

性：非線性分析法之應用」。 

九月三日—四日 社會工作學系與天主教福利會合辦「管理、

靈修與社會工作研習營」。 

九月六日 社會學系邀請與美國德州 A&M 大學社會所

博士班學生李金開先生舉行分享美國最新

社會研究統計方法座談會。 

九月九日 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吳德美

教授參訪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 

九月十五日—十九日 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關秉寅與研究

員楊開煌赴河南省進行為期五天的學術訪

察活動，並拜會河南社會科學院。 

九月十六日 社會工作學系鄭玉英老師應邀於台北縣政

府社會局講演「婚姻與家庭治療」。 

九月十七日 社會工作學系舉辦大一新生家長座談會、碩

士班新生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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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廿二日 第二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社會工作學系舉辦迎新活動。 

 社會工作學系許臨高老師應中華民國兒童

保健協會之邀講演「如何與國、高中階段孩

子溝通」。 

九月卅日 第一次院導師會議。 

十月 社會工作學系獲台北縣政府補助進行「台北

縣九二一大地震災後心理暨社會重建」方案

。 

十月一日 經濟學系戴台馨老師應邀擔任「經濟安全、

尖端科技與身心障礙生的未來研討會」主持

人，並發表論文〈科技、輔具與身心障礙生

的全人發展〉。 

 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尹美琪修女應邀參

加「經濟安全、尖端科技與身心障礙生的未

來學術研討會」，並發表論文〈身心障礙大

學生支持性服務之研究－以輔仁大學為例〉

。 

十月四日 社會工作學系鄭玉英老師應國民黨婦女工

作會之邀講演「生命重建的新契機」。 

十月七—八日 社會工作學系暑期實習成果發表會。 

十月八日 第一次主管會議。 

十月十三日 法律學系邀請德國佛萊堡大學 Blaurock 教

授蒞系講演「德國關係企業法」。 

十月十四日 經濟學系陳秀淋老師應邀至台大經濟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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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 Long-Run Money Demand Revisited: 
Evidence from a Nonlinear Approach」。 

十月廿二日 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邀請台灣大學政治

系石之瑜教授主講「少數民族漢化問題」。 

十月廿五日 社會工作學系蘇景輝老師應台北市中正區

公所之邀講演「里鄰營造」。 

十月廿七日 法律學系陳猷龍老師應邀擔任司法官訓練

所「司法官養成精進研討會」評論人。 

十月卅日 經濟學系舉辦「校慶七十週年系列活動—總

體經濟與國際金融學術研討會」。 

十一月四日 經濟學系李阿乙老師應台灣經濟研究院之

邀出席「如何強化及發展我國與區域債券市

場研討會」，並發表論文〈金融資產證券化

與債券市場的擴大〉。 

十一月五日—六日 社會工作學系舉辦「社會工作教育學術研討

會－社會工作與宗教」。 

十一月八日 經濟學系張文雅老師應邀至中山大學經研

所講演「Social Status, Education, and Growth 
Effects of Fiscal Policies」。 

十一月十七日 財經法律學系邀請盧俊義先生蒞系講演「如

何由大學生活豐富我們的生命」。 

十一月十七日—八十九年七月十二日  

 社會工作學系與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合辦「員

工協助方案(EAPs)—社會服務機構專業人

員訓練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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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十九日 第二次主管會議。 

十一月十九日—廿日 社會學系舉辦「輔大創校七十週年—一九九

九青少年問題及其防制對策國際學術研討

會」。 

十一月廿日 社會工作學系許臨高老師應台北地院觀護

人室之邀講演「直接服務的省思」。 

十一月廿三日 社會工作學系鄭玉英老師應恆毅中學之邀

講演「家庭系統與個人分化」（一）。 

十一月卅日 社會工作學系鄭玉英老師應恆毅中學之邀

講演「家庭系統與個人分化」（二）。 

十二月 法律學系雷敦龢老師應邀擔任ACUCA會議小

組討論主席。 

十二月二日 淡江大學大陸研究所楊景堯教授率該所學

生參訪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 

十二月十日 第三次主管會議。 

十二月十一日—十二日 經濟學系陳能靜老師應中山大學財管所之

邀出席「第八屆證券暨金融市場理論與實務

研討會」，並發表論文〝The Information 

Content for Futures Prices in 

Non-Cash-Trading Periods：Evidence from 

the SIMEX MSCE Taiwan Futures Contracts

〞。 

十二月十五日 第一次院務會議。 

 社會工作學系舉辦大學部師生座談會 

十二月十六日 第三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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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七日 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邀請台灣大學農業

推廣系陳昭郎教授主講「河南鄉村的社會變

遷」。 

十二月十七日—十八日 經濟學系張文雅老師應邀出席中研院經濟

所舉辦之「經濟成長國際學術研討會」，並

發表論文〝Anticipated Inflation, Social 

Status, and Transitional Dynamics in a 

Cash-in Advance Economy〞。 

十二月廿二日 社會工作學系舉辦碩士班師生座談會。 

十二月廿三日 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邀請香港中文大學

范麗珠女士發表論文〈中國大陸新興宗教〉

。 

十二月廿五日 法律學系邀請王澤鑑大法官蒞系講演「民法

七十年的回顧與展望」。 

十二月廿九日 經濟學系導師會議邀請劉可屏老師講演「面

對壓力要如何走出困境」。 

 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邀請美國加州大學

聖地牙哥分校社會系教授 Richard Madsen

博士演講「今日中國天主教：悲劇與希望」

。 

十二月卅日 財經法律學系於濟時樓國際會議廳舉辦「慶

祝七十週年校慶系列活動—國際貿易法暨

智慧財產權法學術研討會」。 

 經濟學系林克釗老師應邀至台灣大學經研

所講演「Coping with Property Tax Payment 

by Reverse Mortg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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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九年 

一月五日 財經法律學系陳昭華老師帶領財法一學生

參觀板橋地方法院。 

一月十三日 社會工作學系林桂碧老師應行政院勞委會

之邀講演「員工協助方案服務模式」。 

一月十三—卅日 社會工作學系羅四維老師帶領研究生至菲

律賓 Navotas 漁村進行生活體驗。 

一月十四日 第四次主管會議。 

 社會工作學系鄭玉英老師應花蓮善牧中心

之邀講演「性傷害的輔導」。 

一月十四日—十五日 經濟學系陳能靜老師應邀出席台灣大學財

務金融學系舉辦之「2000 國立台灣大學財務

金融國際研討會」，並發表論文〝The 

Information Content for Futures Prices 

in Non-Cash-Trading Periods: Evidence 

from the SIMEX Nikkei 225 Futures 

Contract〞。 

一月十九日 經濟學系張文雅老師至中研院社科所講演

「Anticipated Inflation, Social Status, 

and Transitional Dynamics in a Cash-in 

Advance Economy」。 

 社會工作學系林桂碧老師應行政院勞委會

之邀講演「方案形成與需求調查」。 

一月廿一日 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邀請北京廣播學院

調查統計研究所所長柯惠新及沈浩、肖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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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教授就「媒體與調查統計」為題，進行深

入的分析與研究。 

二月—六月 社會工作學系邀請美國 State University 

of West Georgia 詹歷堅博士客座教學「犯

罪社會心理學」。 

二月一日 第五次主管會議。 

二月九日—十三日 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關秉寅與研究

員楊開煌教授赴廣州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北

京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央民

族大學民族學研究院暨民族學系、南京大學

宗教研究所、哲學系及金陵協和神學院等地

參訪。 

二月廿二日 福建省統計學會林壽琦理事長、廈門統計局

鐘將才局長、漳州市統計學會李經邦副會長

、廈門大學計劃統計系曾五一系主任參訪中

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 

三月 財經法律學系出版《國際貿易法暨智慧財產

權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社會工作學系林桂碧老師應行政院勞委會

之邀講演「員工協助方案實務研討」。 

三月一日 淡江大學大陸研究所楊景堯教授率該所學

生參訪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 

三月三日 第六次主管會議。 

三月九日 法律學系陳猷龍老師應邀擔任中華民國仲

裁協會「仲裁問題研討會」討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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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日 社會工作學系鄭玉英老師應台中市社會局

之邀講演「婚姻暴力」。 

三月十四日 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邀請台大農業地理

系教授、人口與性別研究中心創辦人姜蘭虹

教授主講「中國大陸的人口流動」。 

三月十七日 社會工作學系林桂碧老師應台灣電力公司

之邀講演「員工協助方案理論與實務」。 

三月廿日—廿四日 財法週。 

三月廿—廿五日 社工週。 

三月廿三日 第四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法律學系陳榮隆老師應邀擔任銘傳大學「展

望新世紀國際學術研討會」評論人。 

三月廿四日 社會工作學系系所評鑑。 

三月廿五日—廿六日 財經法律學系假三芝佛朗明哥渡假俱樂部

舉辦「第二屆系務發展研討會」。 

 社會工作學系鄭玉英教師帶領碩士班及大

學部同學，對南投地利村原住民受災戶進行

「由悔改邁向和好—人際溝通促進方案」。 

三月卅日 社會工作學系鄭玉英老師應光仁中學之邀

講演「悲傷輔導」。 

四月十五日 法律學系陳猷龍老師應邀擔任司法官訓練

所「新世紀律師在職進修之展望研討會」評

論人。 

四月十九日 第七次主管會議。 

【178】 法學院 

四月廿日 法律學系陳榮隆老師應邀至台北縣登記專

業代理人公會講演「民法債編修正之因應」

。 

四月廿四日 社會工作學系鄭玉英老師應國民黨婦女會

之邀講演「生命重生的契機」。 

四月廿六日 舉辦「族群情節與和好 2000 座談會」。 

財經法律學系陳昭華老師帶領財法一學生

參觀調查局。 

五月二日 法律學系陳榮隆老師應邀至台灣銀行講演

「民法物權編修正之衝擊」。 

 法律學系陳猷龍老師應邀擔任政大法學院

財經法研究中心「財經法新趨勢研討會（五

）」討論人。 

五月三日—四日 財經法律學系碩士班首屆招生。 

五月八日—十二日 社會學系「第二十八屆畢業生學士論文發表

會」。 

 社會學系邀請台大社會系、政大社會系、東

吳社會系、台北大學社會系等系主任蒞系演

講。 

五月九日 經濟學系張文雅老師至中研院經研所講演

「Inflation and Long-Run Growth in a 

General Two-Sector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 with Cash-in Advance 

Requirements」。 

五月十日 第二次院務會議。 



法學院 【179】 

 法律學系邀請司法官訓練所所長林輝煌博

士蒞系講演「法治教育的昨日、今日、明日

」。 

 財經法律學系系所評鑑。 

五月十一日 社會工作學系邀請美國堪薩斯大學社會學

院 Dr. Deborah Page-Adams 蒞系講演 「

Effects of Economic Resources on Spouse 

Abuse： Implications for Policy Practice 

& Community」。 

五月十七日 社會學系為慶祝第三千禧年，舉辦「美麗人

生」演講比賽。 

五月十八日 法律學系陳榮隆老師應邀至警察大學講演

「知識經濟之法律價值」。 

五月廿日 社會工作學系鄭玉英老師應中華航空公司

之邀講演「同理心訓練—災變後一對一陪伴

人員訓練」。 

五月廿四日 法律學系邀請王如玄律師蒞系講演「婦女與

法律」。 

五月廿五日—廿六日 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邀請香港聖神研究

中心林瑞琪、香港樹仁學院葉啟恩、香港理

工大學李潔文及天主教會內團體及兄弟姐

妹分享「香港及台灣民眾對西方/西方文化

及基督宗教之態度與反省」研究結果。 

五月廿七日 法律學系陳榮隆老師應邀至台北縣勞工局

講演「最近民事實務見解之嬗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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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廿八日 社會工作學系林桂碧老師應行政院之邀講

演「核心技術」。 

六月一日 社會工作學系鄭玉英老師應觀音線協會之

邀講演「家庭互動」。 

六月二日—三日 金融所舉辦「2000 年財務金融學術暨實務研

討會」。 

六月三日 法律學系陳猷龍老師應邀擔任「公元 2000

年基督信仰之生命力研討會」主持人。 

六月六日—十日 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楊開煌

教授赴河南省鄭州市及新密市訪問考察。 

六月九日 第八次主管會議。 

六月九—十日 社會工作學系舉辦「全國第五屆婦女國事會

議」並邀請劉可屏老師負責規劃論壇(二)。 

六月十日 社會學系於焯炤館一樓演講廳舉辦「第二十

八屆畢業慶典」。 

六月十六日 期末院導師會議。 

經濟系張文雅老師至中山大學經研所講演

「Inflation and Long-Run Growth in a 

General Two—Sector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 with Cash-in Advance 

Requirements」。 

六月十七日 法律學系史慶璞老師應邀參加國立中正大

學舉辦之「進口貿易救濟與案例介紹研討會

」，並發表論文〈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於國

會『州際商業規範權』解釋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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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工作學系林桂碧老師應行政院勞委會

之邀講演「員工協助方案服務模式」。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副所長周

弘教授等六位學者參訪中國社會文化研究

中心。 

六月十七日—十八日 法律學系假三芝佛朗明哥渡假俱樂部舉辦

「第三屆教學及系務發展研討會」。 

六月十九日 第五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六月廿一日 社會工作學系林桂碧老師應台北市電器工

會之邀講演「勞資關係」。 

六月廿一日—廿四日 社會工作學系教師與碩士班學生應邀至香

港中文大學進行學術交流，並參訪香港社會

服務機構。 

六月廿四日 法律學系陳猷龍老師應邀擔任「2000 年第五

屆企業跨國經營管理研討會」主持人。 

六月廿六日 第六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六月廿八日—七月二日 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關秉寅與狄明

德神父赴河南省孟州市趙和鄉中臨泉村作

田野研究。 

六月廿八日—七月四日 社會學系王淑女主任帶領學生至日本流通

經濟大學參加「亞洲學生文化學術交流研習

營」及「第三千禧年美麗人生國際演講比賽

」。 

六月卅日 法律學系陳猷龍老師應律師職前訓練所邀

請至台北律師公會講演「律師生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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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一日 社會工作學系林桂碧老師應中華民國勞資

關係協進會之邀講演「勞工教育制度與規劃

及勞工福利之定位與結合」。 

七月一日—六日 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狄明德神父赴四川

成都參加「環保、發展與宇宙觀研討會」，

並發表論文〈生態的維度：空間與時間〉。 

七月四日 遴選八十九學年度校務會議、課程委員會教

師代表之院教師代表。 

七月八日 社會學系成立三十週年系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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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管理學院 
 

八十八年 

八月 資訊管理學系楊銘賢副教授及苑守慈副教

授獲國科會甲種研究獎勵費。 

八月一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黃登源老師及陳瑞照老師

分別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對數線性模型

之模型選擇研究及其在抽樣調查設計之應

用」、「期望總延遲與提早完工成本最小化的

單機隨機排程之研究」。 

 統計學系邵曰仁老師、侯家鼎老師、梁德馨

老師與謝邦昌老師分別獲國科會補助研究

計畫「整合統計製程管制、工程製程控制、

及類經網路以分辨製程干擾型態之研究」、「

邏輯迴歸模式之參數估計方程式族的研究」

、「模糊理論在顧客滿意度分析上的應用—

以務業為研究對象」、「統計指導」。 

八月一日—八十九年七月卅一日 

 企業管理學系林思伶老師、邱志洲老師與統

計系邵曰仁老師、邱志洲老師、許培基老師

與貿金系葉銀華老師、吳桂燕老師、吳冬友

老師、翁明祥老師分別獲國科會補助研究計

畫「臺灣省高級中學實施生命教育課程方法

與成果研究」、「整合工程製程品管與類神經

網路在發展相關性製程參數平移量辨識系

統之應用」、「利用類神經網路發展相關性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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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參數平移量之辨識系統」、「資訊不對稱與

融資契約：理論與模擬」、「企業失敗之預測

—現金管理模式與財物比率模式之比較」、「

條件參數導向加速壽命試驗可靠度估計模

式」、「石化工業產品—市場轉型策略及關鍵

要素影響之研究」。 

 企業管理學系高人龍老師與李天行老師、邱

志洲老師與楊百川老師、許培基老師與貿金

系葉銀華老師分別獲法管學院補助研究計

畫「產業集中度之研究：臺灣地區製造業民

國 65-85 年之實證分析」、「信用卡行銷策略

與持卡者資料探勘之研究」、「基金績效、投

資者搜尋成本、與基金流量關係之研究」。 

 企業管理學系翁明祥老師、李天行老師與統

計系邵曰仁老師分別獲中西文化研究中心

補助研究計畫「機械工業產品—市場轉型策

略之研究」、「法管兩院教育服務品質之研究

—利用品質機能展開法」。 

 企業管理學系邱志洲老師以「步進應力加速

衰退試驗暨高可靠度產品壽命之研究—以

發光二極體為例」獲國科會甲種工程類獎。 

 企業管理學系李天行老師以「結合模糊時間

序列與 Box-Jenkins 模式在台北市失業率預

測上之應用」，高義芳老師「影響業務人員

控制制度的因素之研究—整合觀點」獲國科

會甲種人文類獎。 

 企業管理學系學生黃瑋貞、沈志鴻、黃曉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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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鈺舜以「網路時代生存競爭策略」入圍

第四屆惠普盃全國大專院校企業經營論文

獎。 

八月三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吳開霖董事長蒞系講

演「我國民營企業之產業現況及未來發展」

。 

八月九日—十三日 資訊管理學系楊銘賢副教授應邀赴愛爾蘭

出席「第十五屆國際生產研究會議」發表論

文〝A Fuzzy Set Approach of Shelf Space 
Allocation Problem〞。 

八月十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吳開霖董事長蒞系講

演「我國民營企業之產業資產結構分析」。 

八月十一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梁世財董事長蒞系講

演「接待來華觀光，日本旅客業務剖析」。 

八月十七日 金融研究所舉辦第十屆新生座談會。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吳開霖董事長蒞系講

演「我國民營企業之產業負債及淨值結構分

析」。 

八月十八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沈其正總經理蒞系講

演「飯店管理」。 

八月廿四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吳開霖董事長蒞系講

演「我國民營企業之產業收入及費用分析」

。 

八月卅日 第一次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八月卅一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吳開霖董事長蒞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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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全體民營企業資產負債調整前後之佔比

狀況及成長率分析與解釋」。 

九月一日  管理學院《輔仁管理評論》第六卷第二期出

刊。 

九月十三日 學程推動小組第一次會議。 

九月十五日 資訊管理學系舉辦「大學部新生家長座談會

」。 

 統計學系辦公室遷移至羅耀拉大樓二樓。 

九月十六、十七日 統計學系系學會假台北福隆海水浴場舉辦

新生營新生活營。 

九月廿二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師生共融餐會。 

十月五日 會計學系第一次教師評審委員會。 

十月七日 學程推動小組第二次會議。 

十月八日—十日 企業管理學系假林口尋夢谷舉辦「第三十七

屆新生營新生活營」。 

十月十一日 醒吾商專任校長一行十四人蒞院參訪。 

十月十八日 第二次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職訓局委託資訊管理學系辦理八十八年下

半年「電腦輔助軟體設計 AutoCAD」課程開

課。 

十月廿一日 學程推動小組第三次會議。 

十月廿二日 企業管理學系第三屆系友返校同學會，假濟

時樓國際會議廳頒發第三屆系友獎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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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廿七日—廿八日 資訊管理學系舉辦「第十五屆資訊系統專題

發表會」。 

十月廿八日 美國芝加哥 St. Mary 商學院院長 James 暨 
Program Director Jay 蒞院參訪。 

十一月二日 資訊管理學系邀請 CISCO 思科網路公司吳

協理講演「網路安全與實務建置」。 

十一月三日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青年輔導委

員會派員訪視「資料庫應用程式設計班」開

課情形。 

 統計學系邀請牛頓雜誌黃崇城董事長蒞系

講演「統計資訊與策」。 

十一月五日 金融研究所假新莊鴻金寶黃金帝國餐廳舉

辦迎新師生共融聚餐。 

十一月九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丁迺迪博士蒞系講演

「統計在藥物研究發展方面之應用」。 

十一月十一日 學程推動小組第四次會議。 

十一月十七日 邀請行政院經建會薛琦副主委蒞院講演「從

亞太營運中心到全球運籌中心」。 

十一月廿日—廿三日 資訊管理學系楊銘賢副教授應邀赴美國新

奧爾良出席「1999 Annual Meeting of the 
Decision Sciences Institute」發表論文〝A 
Special Application of Two-Dimensional 
Multiconstraint Knapsack Problems〞。 

十一月廿二日 會計學系邀請現任桃園縣農會總幹事吳振

東系友蒞系講演「生涯的會計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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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廿四日 全院教學與研究座談會（一）。 

十一月廿七日 管理學院管理技術研習班第一期開課邀請

吳開霖老師講演「如何做好年底快速盤點」

。 

十二月一日 會計系評鑑。 

十二月二日 學程推動小組第五次會議。 

十二月八日 邀請美國哈佛大學生物統計系魏立人教授

蒞院講演「統計於臨床實驗之應用」。 

十二月十二日 會計學系舉行系友暨在校師生聯誼座談會。 

十二月十三日 第三次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十二月十四日 「統計之夜」歌唱比賽。 

十二月十五日 資訊管理學系舉辦碩士班甄試入學口試。 

十二月十七日 資訊管理學系苑守慈副教授應邀赴日本京

都 出 席 「 2nd Pacific Rim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Multi-Agents」發表論文“

Unified Agent Cooperation Interface — a 
Critical-Mass Success Factor for MAS Design
”。 

 資訊管理學系邀請台科大商業自動化與管

理研究所林榮和副教授講演「電子商務—電

子銀行」。 

 資訊管理學系與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合

辦「第一屆全國大專院校資訊管理專題成果

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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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七日—十八日 會計學系獲中區大會盃比賽團體組冠軍。 

十二月十八日 資訊管理學系與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合

辦「1999 資訊管理教育研討會—企業資管人

才需求與資管教育策略」。 

十二月十九日 學程推動小組第六次會議。 

 統計學系舉辦「三峽大阪根之旅」系友活動

。 

十二月廿七日 研究所課程整合座談會（一）。 

十二月廿八日 職訓局及青輔會委託資訊管理學系與推廣

部開辦「資料庫應用程式設計」。 

十二月廿九日 金融研究所課程說明會。 

八十九年 

一月四日 學程推動小組第七次會議。 

一月十二日 第一次院務會議。 

一月十四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陳瑞照老師應邀至國家衛

生研究院講演「聯合分析應用在中藥複方各

藥品重要性研究」。 

一月十五日 企業管理學系於濟時樓國際會議廳舉辦「中

小企業國際發展研討會」。 

一月十七日 期初全院導師座談會（一）。 

一月十九日 期初全院導師座談會（二）。 

一月廿日 期初全院導師座談會（三）。 

一月廿一日 期初全院導師座談會（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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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北京廣播學院調查研究所柯惠新教授

、肖明老師、沈皓老師蒞統計學系參訪。 

一月廿二日 管理學院管理技術研習班邀請吳開霖老師

主講「兩稅合一之結算與申報」。 

二月廿三日 本學年度第四次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二月廿四日 研究所課程整合座談會（二）。 

三月一日 管理學院《輔仁管理評論》第七卷第一期出

刊。 

三月二日 學程推動小組第八次會議。 

三月八日 企業管理學系邀請第九屆系友華郁旅行社

商務部副總經理謝豪先生講演「2000 年旅遊

藝術」。 

三月十日 金融研究所碩士論文大綱研討會。 

三月十三日 資訊管理學系邀請英特連公司總經理林伯

伋先生蒞系講演「電子商務產業縱走」。 

三月十六日 學程推動小組第九次會議。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鄭惟孝教授蒞系講演

「On the“Single”Control Chart for the 
Variables Data」。 

三月十七日 金融研究所邀請第三、四、五屆所友返校參

加所友座談會；邀請台北市票券金融商業同

業公會彭宗正總幹事講演「票券業的過去與

未來」。 

三月廿日 資訊管理學系舉辦大學部推薦甄選口試；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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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局委託辦理八十九年上半年「電腦輔助軟

體設計 AutoCad」課程開課。 

三月廿一日 邀請政治大學管科所李仁芳教授蒞院講演

「知識經濟時代之創新管理」。 

三月廿二日 第二次院務會議。 

三月廿四日 金融研究所邀請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邱

顯比教授講演「共同基金投資與績效評估」

。 

三月廿七日 資訊管理學系邀請華彩軟體公司萬雲龍先

生蒞系講演「建立大中華軟體發行體系」。 

三月廿八日 學程推動小組第十次會議。 

三月廿八日 第三屆「台北縣產經大學」開課。 

三月卅日 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商學院院長 Roger N. 
Wolff 教授及耿慶武教授蒞院參訪並商談暑

期學院事宜。 

四月十二日 金融研究所邀請臺灣工業銀行陳文郎副總

經理講演「高鐵投資計畫評估與融資決策」

。 

四月十三日 學程推動小組第十一次會議。 

 舉辦「核心課程規劃會議—會計學第五次會

議」。 

四月十七日 第五次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資訊管理學系邀請花旗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資深副總經理閔庭祥先生蒞系講演「花旗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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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全新願景與未來規劃」；碩士班招生考試

舉行口試。 

四月十九日 全院教學與研究座談會（二）。 

四月廿一日 金融研究所邀請第四、五、六屆所友返校座

談參加所友座談會；邀請日盛證券公司張萬

同執行副總講演「臺灣金融衍生性商品市場

之現狀與展望」。 

四月廿五日 學程推動小組第十二次會議。 

四月廿六日 會計學系假圓周率及品築藝術舉辦系友座

談會。 

四月廿七日 職訓局派員訪視資訊管理學系「電腦輔助設

計軟體 AutoCAD」開課狀況。 

四月廿八日 金融研究所財務專題講座（Ⅰ）邀請中央大

學財務管理學系張森林教授講演「

Introduction to Exotic Options 」。 

四月廿九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所友返校。 

五月一日 管理月。 

五月三日 企業管理學系於濟時樓舉辦「第四十三屆畢

業專題發表會」。 

五月五日 金融研究所邀請 ACUCA 亞洲巡迴演講員

Pr. Roy Sembel 蒞臨講演「 Initial Public 
Offering：Anomalies,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and Empirical Evidence」。 

五月十日 舉辦學程選課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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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研究所財務專題講座（Ⅱ）邀請中央大

學財務管理學系張森林教授講演「Numerical 
Methods in Finance Research」。 

 企業管理學系舉辦「台新銀行」校園徵才；

「課程說明會」。 

五月十一日 邀請台北商專校長林昇平教授蒞院講演「迎

接知識經濟時代之來臨」。 

五月十四日 企業管理學系邀請第三屆系友暨企業管理

學系系友會會長葉紫華女士講演「企業倫理

」。 

五月十五日 統計學系《統計人—輔仁統計系友訊》第二

期出刊。 

五月十七日 大學部學生專題研究成果認證發表會。 

 企業管理學系邀請玉山銀行電子金融部經

理陳嘉鐘先生演講。 

五月十八日 企業管理學系舉辦「B&Q 特力屋—許你一

個未來」校園徵才。 

五月十九日 企業管理學系舉辦「安泰人壽」校園徵才。 

五月廿—廿一日 資訊管理學系張銀益副教授參加「第十一屆

全國資訊管理學術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Intranet Web-Based EIS 網路效能之模擬分析

〉，及獲選為最佳論文獎論文〈傳統教室與

虛擬教室學習成效之研究〉；楊銘賢副教授

亦於會上發表論文〈電子商店建構模式之研

究—消費者、建置者與管理者之整合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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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廿三日 研究所課程整合座談會（三）。 

五月廿四日 邀請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劉馨正主任蒞院講

演「提升中小企業之競爭力」。 

五月廿五日 學程推動小組第十三次會議。 

五月廿七日 會計學系謝師宴暨畢業餐會。 

五月廿九日 資訊管理學系邀請陳贊祥教授蒞校講演「電

子商務 E-Commerce」。 

五月卅一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丁承教授蒞系講演「On 
the Computation of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quare of the Sample Multipl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會計學系系友臺灣德聯高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總經理吳明育蒞系講演「新經濟時代的會

計任務」。 

六月二—三日 金融研究所舉辦「2000 年財務金融學術暨實

務研討會」。 

六月三日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招生考試。 

六月三日—七日 資訊管理學系苑守慈副教授應邀赴西班牙

巴 塞 隆 納 出 席 「 Four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utonomous Agents」發表論文

“An Enabling Environment for Engineering 
Cooperative Agents”。 

六月九日 學程推動小組第十四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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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日 金融研究所碩士班招生口試。 

 應用統計研究所畢業共融餐會。 

 統計學系假淨心堂召開系友大會暨系友迎

新活動。 

六月十二日 第六次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 Arjun K. Gupta, 
Distinguished Prof. 蒞 系 講 演 「 New 
Applications of Statistics」。 

六月十九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鄧利源教授蒞系講演

「Random Number Generation for the New 
Century」。 

六月十九日—廿日 企業管理學系假宏碁渴望學習中心舉辦「八

十八學年度教育工作研討會」。 

六月廿一日 金融研究所謝師宴、送舊暨所友聚餐晚會。 

六月廿二日 期末全院導師會議。 

六月廿五日 企業管理學系學生蘇品人、周雅弘、徐瑞敏

「衍生性金融商品與企業避險」及葉琬琳「

應用多變量分析與類神經網路在信用評等

之研究」入圍全國碩士論文暨大專專題競賽

。 

六月廿七日—廿八日 會計學系教育工作研討會。 

六月廿八日 第三屆「台北縣產經大學」結業。 

七月十一日 職訓局及青輔會委託資訊管理學系與推廣

部開辦第三梯「資料庫應用程式設計班」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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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開課。 

七月廿二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新生座談會。 

 資訊管理學系舉辦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

新生說明會。 

七月廿五日 金融研究所《2000 年財務金融學術暨實務研

討會論文集》出版。 

七月卅日 金融研究所《第二屆財務金融教學個案發表

暨座談會個案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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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部 
八十八年 

八月一日 楊汝誠中校、吳甲仙少校新任軍訓教官。 

八月十一日 八十八學年度進修部轉學生第二次會議，決

定轉學生錄取名單。 

八月十六日 公佈八十八學年度轉學生錄取榜單。 

八月廿七日  北區大學院校進修學士班聯合招生委員會

第三次全體委員會議，決定錄取標準、考生

違規處理、事宜及考生填劃志願參考資料並

寄發考生成績單。 

九月十日—十二日 假萬里達義營地舉辦八十八學年度新任社

團幹部領導才能營。 

九月十七日 共同科體育教學會議。 

九月十八日  共同科國文教學會議及英文教學會議。 

九月十九日 期初導師共融日。 

九月廿五日 假中美堂舉辦八十八學年度新生、轉學生健

康檢查。 

九月廿六日 假中美堂及教學大樓舉辦八十八學年度新

生入學輔導教育實施。 

十月五日  導師團體舉辦新任導師在職輔導知能研習

系列。 

十月十日—廿四日 各系分別舉辦迎新活動。 

十月十二日  假演講廳舉行八十九年度預官考選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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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五日 第一學期第一次班代表聯席會。 

十月十八日 為配合本部晚上第四節下課時間（10：10）

，與三重客運輔大站協調即日起將 513 路線

末班車（10：20）改由中美堂廣場發車。 

十月廿一日 導師團體邀請陳美琴老師講演「創傷壓力症

」。 

十月廿五日 部主任滕允中神父以便餐招待九二一受災

學生並致贈慰問金。 

 歷史系刊《史鐸－台灣專史》出刊。 

十月卅日 學生輔導中心舉辦成長團體課程。 

十一月四日  導師團體邀請神學院艾立勤院長講演「生命

倫理基礎」。 

十一月六日 八十九學年度進修學士班第一次招生會議

，通過進修學士班招生辦法，陳報教育部核

定後實施。 

十一月十五日 與晶銀印刷公司簽訂畢業紀念冊製作合約。 

十一月十九日 北區大學院校進修學士班聯合招生委員會

經費稽核委員會。 

十一月廿日 第一學期部務會議。 

十一月廿五日 導師團體邀請學輔中心鄭穆熙主任講演「心

理學與靈修」。 

十一月廿九日—十二月三日 新生盃男籃女排球賽。 

十二月一日 主任教官徐永生調任崇佑企專總教官，由曹

常壁教官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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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二日 教育部核定進修學士班招生辦法。 

十二月四日 參加七十週年校慶運動會，共獲得獎項計：

教職員組五項、學生團體組七項、個人組十

五項。 

十二月十日 八十九學年度進修學士班第二次招生會議

，通過八十九學年度進修學士班招收新生簡

章。 

十二月十三日 輔韻合唱團承辦系際合唱比賽。 

十二月十七日 學生愛心基金委員會撥款補助九二一震災

受災學生。 

十二月十八日 第一學期週會。 

十二月廿二日 第一學期第二次班代表聯席會。 

十二月廿五日 十四系學會聯合舉辦「輔夜搖擺聖誕夜」舞

會。 

十二月廿九日 北區大學院校進修學士班聯合招生委員會

第四次全體委員會議。 

八十九年 

一月六日 第一學期導師期末工作檢討會。 

一月十日—廿四日 八十八學年度第一學期一般課程教學意見

問卷調查。 

一月廿日  導師團體邀請張曼琳修女講演「左右腦的開

發」。 

二月一日  部主任滕允中神父退休由林吉基神父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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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文化服務社寒假山地社區服務隊出

隊授旗典禮。 

二月十一日—十三日  仁愛服務社學生廿人組隊赴南投信義國中

參加九二一震災災區學童輔導服務。 

二月十一日—十七日 原住民文化服務社山地社區服務隊赴新竹

五峰鄉服務。 

二月廿一日—三月六日 戒菸宣導週。 

二月廿四日 第二學期導師期初會議。 

二月廿九日—三月四日 「統計週」、「愛心週」。 

三月一日 導師團體成立「建議小組」、「導師手冊小

組」、「導師發展小組」。 

三月九日 導師團體邀請牧世家神父講演「如何活得輕

鬆－生活哲學」。 

三月十三日—十七日 哲學週、企管週。 

三月十五日 第二學期第一次班代表聯席會議。 

三月十八日  學生輔導中心舉辦生涯規劃系列、工作坊系

列等活動。 

三月廿日 八十九學年度預算研討會。 

三月廿日—廿四日 英文週。 

 十四系學會聯合舉辦系際盃師生拔河比賽。 

三月廿日—卅一日 會計系為慶祝成立三十週年擴大舉辦會計

雙週活動。 

三月廿一日 年度導師工作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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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廿三日 導師團體邀請張曼琳修女講演「多元智慧開

發」。 

三月廿六日 師生保齡球比賽。 

三月廿八日  八十九學年度招生委員會申請入學、推薦入

學放榜會議。 

本部受災學生計十二人獲「財團法人行天宮

文教基金會九二一震災助學金」。 

四月一日—十五日 辦理八十九學年度進修學士班招生申請入

學登記，共計有一，三二七人申請登記。 

四月二日 導師團體李秀華督導應神學院《神學論集》

邀請撰寫〈迎接千禧和好與對話－輔導與和

好〉。 

四月八日 舉辦「學生安全教育」，邀請新莊消防隊及

憲兵單位派員蒞臨指導。 

四月十三日—十五日 學輔中心王麗玲助教應邀參加八十八學年

度全國大專院校兩性平等教育工作。 

四月十五日 第二學期部務會議。 

四月十九日 導師團體邀請李幸珠修女講演「人格九型」

。 

四月廿一日—廿二日 導師團體假桃園勞工育樂中心舉辦「輔導知

能研習－生命調理法」，並邀請何華丹博士

主持。 

四月廿四日—廿九日 十四系學會舉辦聯合系際盃男籃女排球賽。 

 貿金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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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一日—五月六日 十四系學會舉辦聯合系際盃女籃男排球賽。 

五月三日 轉系放榜會議。 

五月四日 八十九學年度進修部招生轉學生第一次會

議，通過招收轉學生作業日程表及八十九學

年度招收轉學生簡章。 

 導師團體邀請詹德隆副校長講演「導師輔導

工作倫理」。 

五月五日—六日 歷史系系刊《史鐸》參加全國大專院校學生

期刊比賽，榮獲學術性雜誌型優等獎。 

五月八日 中文週。 

五月十日 夜間部最後一屆畢業生祈福茶會及「祝福派

遣禮」。 

五月十一日 教育部蒞部視導。 

 第二學期第二次班代表聯席會議。 

五月十二日 中文系於演講廳舉辦八十八學年度「中文劇

展－錦瑟之戀」。 

五月十六日 八十九學年度進修學士班第三次招生會議

，決定申請入學各系最低錄取標準及錄取名

單。 

五月十七日 進修部助教座談會。 

五月十八日 公佈八十九學年度進修學士班申請入學錄

取榜單。 

 導師團體邀請林芳蘭老師講演「音樂治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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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廿日 第二學期週會；會中並頒獎予會計系于正浩

同學以表揚其擒獲搶劫販賣公益彩券殘障

人士之歹徒交由警方處置之義舉。 

五月廿一日 學生社團「哈特現代舞集」假理圖劇場舉辦

八十八年度公演。 

五月廿三日 八十九學年度新任班代表聯席會。 

五月廿三日—五月廿六日 八十八學年度學會社團績效評鑑。 

五月廿四日 部主任林吉基神父與新任導師晤談。 

五月廿五日 教育部訓輔經費執行暨成效訪視。 

五月廿八日 中文系系刊《文濤》、企管系系刊《管理者

》、圖資系系刊《書藝》、貿金系系刊《貿

金人》出刊。 

五月卅一日 輔韻合唱團假理圖劇場舉辦期末公演。 

 學生社團新舊任負責人座談會。 

六月一日 假耕莘樓舉行導師期末工作檢討會及感恩

祭 

六月二日 學生社團民俗舞蹈社成果展。 

六月七日 進修部部教評會。 

六月十三日 臨時系主任會議。 

六月十五日 導師團體邀請嚴任吉神父講演「視聽媒體與

輔導工作－以電影為例」。 

六月廿三日—廿五日 八十八學年度學會及社團幹部研習營。 

七月六日 進修部轉學考監試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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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七日—廿日 學生社團「仁愛服務社」參加馬偕醫院慈善

服務隊。 

七月廿日 進修部部教評會。 

七月廿一日 參加南區大學博覽會。 

七月廿三日—廿六日 辦理八十九學年度進修學士班考試入學報

名，共計 10,304 人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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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輔仁大學八十八學年度行事曆 
 

八十八年 

八月一日 第一學期開始。 

八月十六日 于故樞機逝世週年。 

八月廿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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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六日—十三日 日、夜間部網路選課。 

九月九日 教務工作協調說明會。 

 校教評會（新聘、改聘）。 

九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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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十二日 暑假結束。 

九月十三日—十四日 夜間部前學期學期考試請假學生補考。 

九月十四日—十六日 日間部學士班前學期學期考試請假學生補

考。 

九月十五日—十六日 日間部學士班新生健檢（含二年制新生、轉

學生）。 

九月十五日—十七日 夜間部延修生選讀生註冊。 

 僑生、外籍生、蒙藏生、派外子女註冊。 

九月十六日 第一次行政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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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七日 日間部學士班新生輔導教育。 

九月十八日 八十八學年度第一次人事評議委員會。 

 夜間部轉學生註冊。 

 博碩士班新生健檢。 

 新僑生輔導講習。 

九月廿日 開始上課（含碩、博士班新生及轉學生）。 

 教育學程學生報到。 

九月廿日—廿二日 日間部重考生申請抵免。 

九月廿二日 八十八學年度第一學期教育學程期初研習

營。 

九月廿三日 第一次參議會議。 

九月廿四日 中秋節放假一天。 

九月廿五日 夜間部新生註冊、健檢（含轉學生健檢）。 

九月廿六日 夜間部新生輔導教育（中美堂）。 

九月廿七日—十月四日 日間部辦理加退選。 

九月廿七日—卅日 日夜間部相互選課。 

九月廿八日 教師節放假一天。 

九月廿九日 總務主管會議。 

 新任導師研習會。 

 夜間部新生開始上課。 

十月四日 日間部學生學期學業成績更正截止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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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六日 日間部大一班代表研習會。 

十月七日 各級會議學生代表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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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十三日 日間部學生自治組織暨社團指導老師與負

責人座談會。 

十月十四日 第二次行政會議。 

 課程委員會議（下午）。 

十月十五日 八十九學年度招生委員會成立大會。 

 夜間部第一次班代表聯席會議。 

十月廿日 宿舍輔導協調會。 

十月廿一日 第二次參議會議。 

十月廿二日 受理本學期新聘教師（依聘期起資者）學位

送審截止日。 

十月廿七日 日間部大一至大三班代表座談會。 

 總務主管會議。 

十月廿八日 教務會議。 

 校教評會（教師著作升等）。 

十月廿九日 大四班導師暨班代表就業輔導座談會。 

十一月三日 餐廳輔導協調會。 

 校園規劃小組會議。 

十一月四日 學生事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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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十日 日間部大一至大三班導師座談會。 

 環保小組暨勞工安全衛生委員會議。 

十一月十一日 第三次行政會議。 

十一月十二日 國父誕辰放假一天。 

十一月十七日 總務會議。 

十一月十八日 第三次參議會議。 

十一月廿日 夜間部部務會議。 

十一月廿一日 耶穌君王節。（中美堂） 

十一月廿日—廿六日 日間部期中考試。 

十一月廿二日—廿七日 夜間部期中考試。 

十一月廿四日 總務主管會議。 

十二月二日 校務發展委員會（審查校務會議提案）。 

十二月四日—五日 全校擴大升旗典禮暨運動會。 

十二月五日 園遊會。 

十二月八日 校慶慶祝大會。（中美堂） 

 感恩大典。 

 校友返校日。 

十二月九日 補假一天。 

十二月十五日 訓育委員會。 

十二月十六日 第四次行政會議。 

十二月十八日 八十八學年度第二次人事評議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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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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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廿三日 校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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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廿九日 總務主管會議。 

十二月卅日 第四次參議會議。 

 校教評會（新聘、改聘）。 

八十九年 

一月一日 開國紀念日放假一天。 

一月五日—十二日 日間部網路選課。 

一月六日 夜間部導師工作檢討會。 

一月七日 日間部學生申請休學截止日。 

一月十三日 第五次行政會議。 

一月十五日—廿一日 日間部學期考試。 

一月十七日—廿二日 夜間部學期考試。 

一月廿日 第五次參議會議。 

一月廿一日 飲水機評鑑座談會。 

受理預聘教師（系、科教評會通過，89 年 2
月起資者）學歷查證截止日。 

一月廿四日 寒假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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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僑生春假祭祖會餐。 

一月廿五日—廿六日 學生代表研習共融營。 

一月廿六日 總務主管會議。 

一月卅一日 第一學期結束。 

二月一日 第二學期開始。 

 日間部學生學期學業成績繳交截止日。 

二月上旬 研究所、大四預官考試。 

二月二日 日間部開放學期成績語音暨學生Stmail網路

查詢。 

二月五日 春節。 

二月十一日 繳交學雜費及各項費用截止日。 

二月十五日 教務工作協調說明會。 

二月十五日—十八日 夜間部網路選課。 

二月十五日—十七日 夜間部前學期學期考試請假學生補考。 

二月十六日 訓育委員會。 

 日間部寄發學生學期學業成績通知單。 

二月十六日—十八日 僑外、外籍生、蒙藏生、派外子女註冊。 

 日間部學士班前學期學期考試請假學生補

考。 

二月十七日—十九日 夜間部延修生選讀生註冊。 

二月十九日 寒假結束。 

二月廿一日 開始上課、教育學程學生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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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廿三日 總務主管會議。 

 八十八學年度第二學期教育學程期初研習

營。 

二月廿八日 和平紀念日放假一天。 

二月廿九日—三月六日 日間部辦理加退選。 

二月廿九日—三月二日 日夜間部相互選課。 

三月六日 日間部學生學期成績更正截止日。 

三月九日 第六次行政會議。 

三月十五日 日間部大一至大三班代表座談會。 

 夜間部第一次班代表聯席會議。 

三月十六日 第六次參議會議。 

三月十八日 八十八學年度第三次人事評議委員會。 

三月廿二日 總務主管會議。 

 祭天敬祖典禮。 

三月廿八日 日間部大一至大三班導師座談會。 

三月廿九日 青年節放假一天。 

三月卅日 大四班導師暨班代表就業輔導座談會。 

三月卅一日 受理八十九學年度課程異動截止日。 

四月三、四、六日 春節放假三天。 

四月五日 民族掃墓節放假一天。 

四月七日 調整放假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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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二日 宿舍輔導協調會。 

四月十三日 于樞機冥誕。 

 第七次行政會議。 

 校教評會受理教師著作升等複審截止日。 

 課程委員會議（下午）。 

四月十五日 夜間部部務會議。 

四月十六日—廿二日 聖週（耶穌受難週）。 

四月十四日—廿日 日、夜間部期中考試。 

四月十八日—廿日 申請轉系。 

四月廿日 第七次參議會議。 

四月廿一日 追念耶穌受難日（下午及夜間停課、停班，

準備及參與禮儀）。 

 受理本學期新聘教師（依聘期起資者）學位

送審截止日。 

四月廿三日 復活主日。 

四月廿四日—廿九日 應屆畢業生申請保留雙主修、輔系、教育學

程資格。 

 申請教育學程。 

四月廿六日 總務主管會議。 

四月廿七日 校務會議。 

 校教評會（教師著作升等、獎勵及延長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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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一日—五月卅一日 五月選舉月。 

五月一日—六日 就業輔導週。 

五月三日 餐廳輔導協調會。 

 畢業生祝福茶會。 

五月四日 第八次行政會議。 

 轉系審查委員會議。 

五月五日 公布轉系學生核定名單。 

五月六日 夜間部週會（二、三年級參加）。 

五月八日—十日 申請雙主修。 

五月十日 總務會議。 

 夜間部畢業感恩祭。 

五月十一日 第八次參議會議。 

 夜間部第二次班代表聯席會議。 

五月十二日 日間部應屆畢業生申請休學截止日。 

五月十五日—廿四日 學會暨社團評鑑與觀摩。 

五月十七日 訓育委員會。 

 校園規劃小組會議。 

五月十八日 校務發展委員會。（審查校務會議提案） 

 學生事務會議。 

五月十九日 公布雙主修學生核定名單。 

五月廿二日—廿四日 申請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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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廿日—廿六日 日間部學士班應屆畢業生學期考試。 

五月廿二日—廿七日 夜間部學士班應屆畢業生學期考試。 

五月廿三日 夜間部新任班代表聯席會議。 

五月廿四日 總務主管會議。 

五月卅一日 環保小組暨勞工安全衛生委員會議。 

 日間部學生自治組織暨社團指導老師與負

責人座談會。 

六月一日 夜間部導師工作檢討會。 

六月一日—二日 日間部學士班應屆畢業生學期考試請假學

生補考。 

六月二日 日間部畢業班學期學業成績繳交截止日。 

六月三日 新任各級會議學生代表研習會。 

 夜間部畢業班學業成績繳交截止日。 

 日間部開放應屆畢業生學期成績語音暨學

生 Stmail 網路查詢。 

 日間部學生申請休學截止日。 

六月五日 公布輔系學生核定名單。 

六月六日 端午節放假一天。 

六月七日 日間部新任班代表研習會。 

 教育學程結業典禮。 

六月八日 校務會議。 

 教育學程畢（結）業生成績繳交截止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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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日 應屆畢業生畢業典禮。 

六月十一日 聖神降臨節。 

六月十二日—十七日 日、夜間部學期考試。 

六月十五日 第九次行政會議。 

六月十九日 暑假開始。 

六月十九日—廿一日 學生領袖研習營。 

六月廿一日 新任院系導師代表研習會。 

六月廿二日 第九次參議會議。 

六月廿三日 飲水機評鑑座談會。 

六月廿八日 總務主管會議。 

六月廿九日 校教評會（新聘、改聘）。 

七月一日 日間部學生學期學業成績繳交截止日。 

七月三日 日間部開放學期成績語音暨學生Stmail網路

查詢。 

七月十一日 訓育委員會。 

七月十三日 第十次行政會議。 

 日間部寄發學生學期學業成績通知單。 

七月廿日 第十次參議會議。 

七月廿一日 受禮遇聘教師（系、科教評會通過，89 年 8
月起資者）學歷查證截止日。 

七月廿七日 八十八學年度第四次人事評議委員會。 

七月卅一日 第二學期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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