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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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仁大學八十九學年度大事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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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九年 

八月十四日 董事會校務整合小組第十三次會議會前會。 

八月卅一日 董事會校務整合小組第十三次會議。 

十月廿六日—廿七日 董事王愈榮主教代表董事長單國璽樞機主

教參加假東海大學舉行的 ACUCA （

Association of Christia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年會。 

十月廿八日—十一月九日 董事鄭再發主教參加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文

教協會為加強海峽兩岸文化學術交流所舉

辦之「大陸教育訪問團」。 

十一月十五日 董事會校務整合小組第十四次會議。 

十二月十二日 董事長單國璽樞機主教與耕莘醫院董事長

狄剛總主教共同主持本校與耕莘醫院建教

合作契約書簽約儀式，雙方為教育機構與教

會醫療的整合開啟新的扉頁。 

十二月廿六日 董事長單國璽樞機主教指派李寧遠校長參

加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文教協會第五次與教

育部長教育座談會。 

九十年 

一月三日 為爭取時效，申請統計學系自八十七學年度

入學生起更名為「統計資訊學系」，並列入

九十學年度大學入學招生簡章乙案，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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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09.11 會晤北京校友會王光美會長。 89.09.25 訪問淡江大學。 

89.09.29荷蘭Porticus Stichting基金會代

表 Peter Merkx 蒞校參訪。 
89.10.19 宏都拉斯共和國駐華大使杜瓏 
（Margarita Duro’n de G’alvez）來訪。 

90.03.09 頒授徐亨董事長榮譽文學博

士。 
90.04.15 美國華府校友聯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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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九年 

八月一日 拜訪蘇貞昌縣長。 

八月二日 出席國立歷史博物館「中國少數民族服飾

展」記者招待會。 

八月三日 出席「中國少數民族服飾展」開幕典禮並致

詞。 

八月八日 主持「新世紀台北縣發展藍圖研討會預算會

議」。 

八月十四日 主持「校務整合小組會議會前會」。 

八月十六日 主持「于斌樞機逝世追思彌撒」。 

八月十七日 出席「2000 國際健康體能與有氧運動研討

會」。 

 出席「社區健康營造說明會」致詞。 

 主持「野聲樓增建說明會」。 

八月廿二日 出席夜間部轉學生放榜會議。 

八月廿三日 出席夜間部新生放榜會議。 

八月廿四日－廿七日 出席「ASEACCU 東南亞暨遠東地區天主教

大專院校協會年會」。 

八月廿九日 出席聖神會新竹省會院吳秉雅修女殯葬彌

撒。 

八月卅日 主持新生輔導教育籌備會。 

九月一日 主持「89 學年度新進人員說明會」。 

【6】 校長室 

九月二日 出席「醫學系新生及家長歡迎會」。 

九月四日－九日 拜會駐教廷大使館、義大利台北代表處及梵

諦岡博物館館長。 

 出席「世界大學校長會議 The University for a 
New Humanism 研討會」。 

九月九日－十四日 出席「北京輔仁大學校友會」。 

 與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外語大學、上海外語

大學締結姊妹校。 

九月十五日 主持第一次行政會議。 

九月十六日 出席新僑生輔導講習。 

九月十八日 主持宗教系主辦之「與山共舞—原住民關懷

暨 921 心靈重建巡迴展」開幕式。 

 主持運動會籌備會。 

九月十九日 出席申請入學臨時會議。 

九月廿日 出席「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開辦典禮暨研

究生迎新」致詞。 

九月廿五日 參訪淡江大學。 

九月廿六日 出席社團迎新晚會。 

九月廿九日 接見荷蘭 Porticus Stichting 基金會代表

Perter Merkx。 

 主持「于樞機主教百歲冥誕紀念籌備會」。 

 出席「高等教育現存的問題與改革方向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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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卅日 出席「千禧年運動與體重控制研討會」致詞。 

 出席「呂鴻荃教授退休研討會」。 

十月五日 主持第二次行政會議。 

 出席「原住民培訓計劃」致詞。 

十月六日 出席「金鐘獎頒獎典禮全體評審委員會議」。 

十月七日－十一日 率隊參加「第三屆炎黃盃龍舟系列比賽」並

參訪廈門大學與廣州中山大學。 

十月十一日－十三日 出席美國德州聖道大學亞洲教育中心開幕。 

十月十三日 出席大學聯合招生委員會第四次會議。 

 出席「國際運動營養研討會」。 

十月十四日 出席「聖言會創立 125 週年慶典」。 

 接見聖路易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代表 James 
C. Romeis 暨 Michael A. Counte 教授。 

十月十六日 主持四十週年校慶第一次籌備會。 

十月十八日 出席「運動重點績優學生甄試交接典禮」。 

 主持中程計劃會議。 

十月十九日 出席「九十學年度招生委員會成立大會」。 

 宏都拉斯共和國駐華大使杜瓏（Margarita 
Duro’n de G’alvez）來訪。 

十月廿一日 出席「提昇生活品質研討會」致詞。 

 出席「通識課程中第二外語教材教法研討

會」致詞。 

【8】 校長室 

十月廿二日 出席「第四十三屆世界童軍空中暨網路大

會」致詞。 

十月廿六日 主持校務會議。 

 出席校評會。 

 出席「第三次團體膳食研習會」致詞。 

十月廿七日 出席「大學招生策進會第一次全體會議」。 

十月卅日 接見哲學系講座教授 Dr. Mani Jacob。 

 主持「教育部僑生教育委員會訪問本校僑生

座談會」。 

十月卅日 主持「教育學程教育輔導委員會暨實習機構

校長座談會」。 

十月卅一日－十一月二日 出席「亞太地區大學發展研討會」。 

 會晤香港中文大學秘書長梁元生。 

十一月二日 出席學務會議「新的方向，新的挑戰」開幕

致詞。 

十一月三日 接見聖路易斯大學校長 Lawrence Biondi 暨
副校長 Donald J. Whelan。 

十一月六日 接見英國 University of Ulster 學者 David 
Thurnham 暨 Michael Green 等。 

十一月七日 出席「中英機能性食品研討會」並致詞。 

 出席「國際姊妹校校長論壇」。 

十一月八日 出席「大一至大三班導師座談會」致詞。 

十一月九日 主持第三次行政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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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訪捷運大安站。 

十一月十一日 出席「第三千禧年女性心靈之旅」致詞。 

 出席「聖神會陶成組奉獻禮」。 

十一月十三日 接受「大學報」訪問。 

十一月十四日 出席「兩性平等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致詞。 

十一月十五日 出席校務整合小組會議。 

十一月廿二日 出席沈世恩先生追思彌撒。 

十一月廿三日 主持「第三個千禧年哲學的展望－基督宗教

哲學與諸國文化交談開幕式」。 

十一月廿四日 主持四十週年校慶第二次籌備會。 

十一月卅日 出席司法院召集教育界座談會。 

 主持「中程校務發展計劃前置會議」。 

十二月一日 接見以色列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 Mr. 
Menashe Zipori。 

十二月二日 主持「校慶祈福會」。 

 出席「食科會第 30 次年會」。 

十二月五日 出席「職工代表座談會」。 

十二月七日 主持校務發展委員會 

十二月八日 主持校慶慶祝會。 

十二月十日 出席「中華民國體育學八十九年度會員大

會」。 

十二月十一日 出席「梁實秋文學獎頒獎典禮」致詞與頒獎。 

【10】 校長室 

十二月十三日 接見聖吳蘇樂羅馬聯合會總會長。 

 出席招生委員會議。 

十二月十四日 主持第四次行政會議。 

十二月十五日 接見海德堡大學校長 Dr. Jurgen Siebke 暨副

校長 Dr. 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 

 出席「大考中心九十學年度聯合招生委員會

第一次會議」。 

十二月十六日 出席「關懷障礙研討會」致詞。 

 出席「聖言會與教育研討會」致詞。 

十二月廿一日 出席「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基金會第三屆第六

次董事會」。 

 出席「碩博士班招生委員會議」。 

十二月廿二日 出席「外語學院近代日本與台灣研討會」致

詞。 

十二月廿三日 出席「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第二次會員大

會」。 

十二月廿六日 出席「私校教育座談會」。 

十二月廿七日 出席醫學院中程計劃會議。 

十二月廿八日 主持校務會議。 

十二月廿九日 出席「大學校長會議」。 

九十年 

三月九日 主持頒授徐亨董事長榮譽博士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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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廿八日 出席台北市校友會理監事會議。 

三月廿九日－四月二日 出席「九一年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 

四月六日－十七日 訪問美國校友團。 

四月廿一日－廿二日 出席「新世紀港澳校友聯誼會」。 

五月十日 主持行政會議。 

 主持臨時參議會。 

 出席外交部領事事務局詹憲卿局長晚宴會

見菲國訪客。 

五月十一日─十五日 出席「IMHE Seminar」。 

五月十五日 出席「第二屆寶島文學獎頒獎典禮」並接受

數位科技採訪。 

五月十六日 參加前校長楊敦和教授夫人之追思彌撒。 

五月十七日 主持校務發展委員會。 

五月十九日 主持「營養學會年會」開幕式和閉幕式。 

 出席「台北巿校友會會員大會」並致詞。 

五月廿日 出席「台南校友會會員大會」。 

五月廿三日 接受《遠見雜誌》專訪。 

五月廿五日 出席「過動症國際研討會」並致詞。 

 出席「台灣天主教健康照護協會成立大會暨

第一屆理監事會議」。 

五月廿六日 出席「消基會消費者報導雜誌創刊 20 週年

慶暨寶特瓶回收織品創意設計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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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應美系畢業展開幕茶會」並剪綵。 

五月廿七日 出席「國際射箭邀請賽開幕式」。 

 出席「新趨勢新視野新管理研討會」。 

五月廿八日 出席中廣與大學合辦校園活動。 

五月廿九日 出席「台客語演講比賽」並致詞。 

 參加「美的世界」現場節目連線並介紹輔仁

大學。 

五月卅日 出席學生活動「鐵獅玉玲瓏」並致詞。 

 出席「水上運動會」並致詞。 

 出席「社團指導老師座談會」並致詞及頒獎。 

 出席「大學聯考五考區試場學校工作協調

會」。 

五月卅一日 出席「校務整合小組會議」。 

 主持教育部訪視本校教評會。 

六月一日 出席「企業跨國經營研討會」。 

六月二日 出席「學校革新研討會」。 

六月三日 出席「第九屆大專青年社會服務獎」並致詞

及頒獎。 

六月四日 出席「全國大專院校跆拳道錦標賽開幕式」。 

六月五日 澳門高等校際學院校長盧永祥榮譽會員來

訪。 

六月六日 出席「斐陶斐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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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七日 主持校務會議。 

 出席「財經名人講座課程閉幕」並致詞。 

六月八日 出席英文系陳希聖老師追思彌撒。 

六月九日 主持畢業典禮。 

六月十二日 主持營養學會理監事會議。 

 主持職員代表會議。 

六月十三日 接受「輔大新聞網」訪問。 

 出席「院系導師代表傳承座談會」並致詞。 

六月十四日 主持行政會議。 

六月十六日 出席全人教育中心劉文郎老師追思彌撒。 

 出席「文藝醫學生領袖共融營」。 

六月十八日 出席「高等教育與知識經濟學術研討會」。 

 出席「大學入門研習會」並致詞。 

 出席「第五考區試務工作人員工作說明會」。 

六月廿日 出席「北醫公衛營養學院院長遴選委員會會

議」。 

 出席人事室教育訓練課程並致詞。 

六月廿一日 主持參議會。 

六月廿二日 出席「大學聯合招生記者會」。 

六月廿三日 出席「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恤基金管理委

員會會議」。 

六月廿四日 出席「廢除死刑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幕式」並

【14】 校長室 

致詞。 

六月廿六日 出席「台北五考區監考人員座談會」。 

 出席「二○○一年時間數列分析與預測講習

會開幕式」並致詞。 

六月廿八日 出席「大考中心術科委員會會議」。 

六月廿九日 出席「第九屆國防管理學術暨實務研討會開

幕式」。 

七月四日 出席資金委員會議。 

七月五日 主持行政會議。 

七月七日 主持推廣部「e 少年夏令營結訓典禮」並致

詞。 

七月七日－十七日 出席「德國大學校長會議」。 

七月十八日 出席家政學會雙年會開幕式並主持主題演

講。 

七月十九日 出席「專科護理師制度推展研討會」並致詞。 

七月廿日 出席「荷蘭貿易投資辦事處獎學金頒獎典

禮」。 

七月廿一日 出席「新世紀新福傳座談會」。 

七月廿四日 主持第十次參議會。 

七月廿五日 接見北京大學郭自立教授。 

七月廿六日－卅一日 出席「馬來西亞南、中、北區輔仁大學校友

會籌備會成立大會」並訪問寬柔中學、韓江

學院、韓新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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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08.16 于斌樞機逝世二十二週年追思典禮。 
（中：黃俊傑副校長） 

90.04.11 梵蒂岡教廷新聞部編輯 Ms. Joan Lewis
來訪。（左：詹德隆副校長） 

90.04.25 理外民復活共融暨關懷服務座談會

於淨心堂舉辦。（左二：郭維夏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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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九年 

八月一日—廿五日 理外民學院開辦全校同仁子女安親班。 

八月十六日 法管學院羅耀拉大樓落成典禮。 

八月廿九日—卅一日 法管學院假八里聖心女中舉辦新進工作人

員共融營。 

九月一日 理外民學院新進同仁歡迎會。 

九月十八日—廿七日 法管學院聯合迎新週。 

九月十九日 文藝學院於冠五樓會議室召開第十七次行

政會議。 

九月廿七日 理外民學院種子志工班期初共融營。 

九月廿九日 理外民學院種子志工班培訓開班(每週五定

期培訓)。 

十月 法管發展委員會支援法管學院各系「大學入

門」課程。 

十月四日 法管學院舉辦「貿二甲參訪龍山、育仁啟能

中心」。 

十月六日—八日 法管學院假世新會館舉辦法管新進老師共

融營。 

十月七日—十二月二日 法管學院於每週六舉辦「資管三桃園少年輔

育院電腦教學志工」。 

十月十一日—九十一年一月三日 

 法管學院於每週三舉辦「貿二乙『龍山啟能

中心』產品製作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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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四日 理外民學院舉辦「聖言會創會 125 週年紀念

研討會—聖言會與本地教會」。 

十月十八日 法管學院舉辦「貿二甲參訪龍山、育仁啟能

中心」。 

十月廿六日 理外民學院所屬宿舍服務人員共融營。 

十月廿七日 理外民學院師生同仁「愛維重殘養護中心服

務體驗日」。 

十一月 法管發展委員會支援法管學院各系「大學入

門」課程。 

十一月四日—五日 理外民學院大一班代「開放自己、成功學習」

共融營。 

十一月廿日 理外民學院舉辦聖言會創會 125 週年為期一

個月紀念靜態展。 

十一月廿日—廿四日 法管學院舉辦「潛艇 MAC  MAC. －馬克

杯認養活動」。 

十一月廿二日 法管學院舉辦「織品四服務課程說明會」。 

十一月廿三日 理外民學院所屬宿舍服務人員共融營。 

十一月廿四日 理外民學院師生同仁「愛維重殘養護中心服

務體驗日」。 

十一月廿七日 法管學院舉辦「織品四龍山、育仁啟能中心

戶外生活教育」。 

十一月廿九日—九十年一月三日 

 法管學院於每週三舉辦「資二乙龍山啟能中

心電腦教學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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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五日 法管學院教師午餐分享與分饗（一）「與中

國大陸的學術交流」。 

十二月六日 法管學院教師午餐分享與分饗（二）「與中

國大陸的學術交流」。 

十二月七日 法管學院教師午餐分享與分饗（三）「與中

國大陸的學術交流」。 

 法管學院舉辦「經濟四服務課程說明會」。 

十二月八日 理外民學院師生同仁「愛維重殘養護中心服

務體驗日」。 

十二月十日 法管學院舉辦「經濟四街頭義賣－籌募遲緩

兒早期療育基金會」。 

 法管學院舉辦「社會一街頭義賣－籌募遲緩

兒早期療育基金會」。 

十二月十一日 法管學院教師午餐分享與分饗（四）「與中

國大陸的學術交流」。 

十二月十五日 理外民學院所屬宿舍服務人員共融營。 

 法管學院教師午餐分享與分饗（五）「與中

國大陸的學術交流」。 

十二月廿日 法管學院舉辦「潛艇晚會－才華洋溢 無法

可管」。 

十二月廿二日 法管學院聖誕共融晚會。 

 理外民學院同仁「聖誕節共融—謙謙聖言新

世紀、樂居人間有活力」餐會。 

十二月廿六日 理外民學院舉辦「聖言會創會 125 週年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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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聖言會與教育」。 

 法管學院舉辦學生午餐聚會分饗與分享

（一）「溝通的五個型式、認識自我的方

法、傑出領導者的十項法寶」。 

十二月廿七日 法管學院舉辦學生午餐聚會分饗與分享

（二）「溝通的五個型式、認識自我的方

法、傑出領導者的十項法寶」。 

十二月廿八日 理外民學院所屬宿舍服務人員共融營。 

十二月廿九日 法管學院舉辦學生午餐聚會分饗與分享

（三）「溝通的五個型式、認識自我的方

法、傑出領導者的十項法寶」。 

九十年 

一月三日 文藝學院於冠五樓會議室召開第十八次行

政會議。 

一月三日—四日 法管學院舉辦學生午餐聚會分饗與分享「傳

承經驗分享」。 

一月十二日 理外民學院職工同仁「歲末感恩共融—輔大

有我、我有輔大」餐會。 

一月十三日 理外民學院師生同仁「愛維重殘養護中心服

務體驗日」。 

二月一日 文藝學院成立使命特色發展委員會，由黃俊

傑副校長兼任委員會主任。 

二月十三日—十四日 法管學院於桃園勞工育樂中心舉辦「2001 年

法管學生代表共融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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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廿二日—三月二日 法管學院舉辦「第十屆亞特盃義工說明會」

共計十七場。 

二月廿四日 理外民學院師生同仁「愛維重殘養護中心服

務體驗日」。 

三月六日 文藝學院於冠五樓會議室召開第十九次行

政會議。 

三月九日 理外民學院所屬宿舍服務人員共融營。 

三月九日—六月六日 法管學院舉辦「亞特龍美術比賽」。 

三月十日—五月十二日 法管學院舉辦「資管三桃園少年輔育院電腦

教學志工」共計八次。 

三月十二日 法管學院舉辦「企管四龍山、育仁戶外生活

教育」。 

三月卅日 理外民學院所屬宿舍服務人員「宿舍管理經

驗分享共融」。 

三月卅一日 理外民學院師生同仁「愛維重殘養護中心服

務體驗日」。 

四月九日 法管學院舉辦「企管四龍山、育仁戶外生活

教育」。 

四月九日—五月四日 法管學院舉辦「亞特盃義工訓練課程」。 

四月十八日 法管學院新教友迎新會。 

四月廿一日—廿二日 法管假清泉舉辦工友共融營。 

四月廿三日—廿七日 理外民學院服務與關懷「看見蝴蝶靜態展」。 

四月廿五日 理外民學院同仁慶祝復活節共融餐會。 

【20】 副校長室 

 理外民學院關懷生命「解讀痛苦之密碼講

座」。 

四月廿八日 理外民學院師生同仁「愛維重殘養護中心服

務體驗日」。 

五月六日 法管學院舉辦「2001 年第十屆『亞特盃』台

灣北區心智障礙者運動會」。 

五月十四日、廿二日、廿三日 

 法管職員們午餐「分享與分饗：談尊重與溝

通」。 

五月廿六日 理外民學院師生同仁「愛維重殘養護中心服

務體驗日」。 

五月卅日 法管學院舉辦「傳承營說明會」。 

六月一日 文藝學院於冠五樓會議室召開第二十次行

政會議。 

六月五日 法管期末茶會暨熱心公益獎頒獎典禮。 

六月七日 理外民學院所屬宿舍服務人員共融營。 

六月十八日—廿日 理外民學院九十學年度學生「超越自己、服

務他人」領袖共融營。 

六月十九日—廿一日 法管學院舉辦法管十一系系學會幹部訓

練：「2001 傳承共融法管營」。 

六月廿二日 法管遠景小組研討「天主教信仰」結業式。 

六月廿九日—卅日 文藝學院假雪霸國家公園舉辦教職員工自

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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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九日 理外民學院開辦為期八星期之全校同仁子

女安親班。 

七月十二日—十三日 理外民學院同仁「關懷 921 重建區自強活

動」。 

七月十三日 法管學院假八仙樂園舉辦自強活動。 

七月十七日 理外民學院所屬宿舍服務人員培訓（一）

「福音中之服務觀」。 

七月十九日—廿一日 法管教職員「清泉朝聖」共融營。 

七月廿三日 理外民學院所屬宿舍服務人員培訓（二）

「如何籌畫學生培育活動」。 

七月廿六日—廿七日 理外民學院同仁「關懷 921 重建區自強活

動」。 

七月卅一日 理外民學院所屬宿舍服務人員培訓（三）

「新生住宿說明會之內容與進行方式」。 



肆、行政單位

89.08.01 中國天主教文物館應邀參與「2000
年基隆中元祭藝文華會展陳活動」。 
左起：天主教史料研究中心陳方中主任、禮儀

中心錢玲珠老師、姚宗鑑副主教、狄剛總主教

、基隆市李進勇市長、校史室吳瑞珠主任、宗

輔中心蕭慧瑛主任。 

90.01.06「新世紀新福傳，走向生命走向愛

—天主教對社會關懷之談話 DVD 義賣活

動」暨單國璽樞機主教權戒入館揭幕式。 

90.03.08 耕莘診所開幕典禮。 90.01.29 新春團拜。 

 

90.03.29 與美國夏威夷州立大學希羅分

校締結姊妹校。 
90.04.13 耶穌受難日彌撒於淨心堂舉行。 

90.04.25 學輔中心邀請尤美女律師蒞校講

演「玫瑰戰爭」影片賞析。 
90.04.21 全人教育中心人生哲學課程「藝

術與人生」研討會。（右：周善行主任） 

90.05.06 第十屆「亞特盃」台北區心智障

礙運動會。（左：呂秀蓮副總統） 
90.05.09 社圖於濟時樓國際會議廳舉辦「

台灣經濟新報暨路透社資料庫研習會」。（

左六：謝美玲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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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九年 

八月 本校於八十九學年度起全面實施新制之全

人教育課程；全人教育課程中心專業倫理課

程委員會獲歐洲基金會繼續補助專業倫理

研究。 

 本校與西班牙馬德里大學(Universidad 

Complutense de Madrid, Spain)、法國巴

黎第四大學 (University of De Paris- 

Sorbonne, Paris IV, France)分別締結姊

妹校。 

 進修部宗輔室由 ES218 喬遷至 ES109。 

 進修部宗輔室聶達安神父、范玉玟小姐離

職，由邱一凡神父、陳梅珍修女任職。 

八月－九十年四月 藝術學院宗輔室籌劃「藝術與人生之研討

會」。 

八月一日 新任主任秘書黃湘陽教授（中文系專任，前

文學院長）履新。秘書室分為兩組，原總務

處文書組改隸秘書室。 

 教育學程中心林思伶主任轉任教育領導與

發展研究所所長，學程中心賴麗珍副教授接

任中心主任一職。 

八月一日—九十年一月卅一日 

 中國天主教文物館應基隆市文化中心之邀

請協同天主教史料研究中心、神學院禮儀研

究中心、宗輔中心及主徒修女會共同策劃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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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參與其主辦之「二○○○年基隆中元祭藝

文華會展陳活動」。（刊於自由時報八十九年

八月二日第十二版） 

八月一日－九十年七月卅一日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梁崇民副教授獲國科會

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區域發展及融合政策」。 

 民生學院宗輔室每週固定一次「使命與特色

發展委員會會議」；每學期固定參加期初和

期末民生學院行政會議；每學期一次為教師

或學生舉辦心靈成長活動；每週一中午固定

舉辦民生學院教友教職員信仰生活讀經分

享。 

 文學院宗輔室資助學生就學生活共 6人，款

項共 60,000 元。 

八月二日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國文科課程委員會於文

學院會議室舉辦第一次教師評審委員會。 

八月二日－三日 八十九學年度轉學生招生考試，共計報名人

數12,823人，缺考3,955人，到考率69.16%。 

八月九日 推廣部八十九學年度第一次課程審查委員

會議。 

八月十日 德國輔仁校友會舉行年度會員大會。 

八月十四日 會計師進行查核本校八十八學年度財務報

表。 

 八十九學年度招生委員會轉學生招生放榜

會議，共計 52 個系級組招生，報名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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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23 人，錄取 350 人，錄取率 2.73%。 

八月十五日 宗輔中心舉行主管暨職員就任彌撒。 

八月十六日 宗輔中心舉行于故樞機主教追思紀念禮。 

 推廣部接受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

台北區就業服務中心委辦餐飲管理班結業

典禮。 

 校史室為廣徵各界對舉辦「于樞機百歲誕辰

系列活動」之意見邀請教會組織、社會機

構、校友等相關人士召開座談會。 

八月十七日 總務處於野聲樓三樓會議室舉辦總務、會計

業務協調說明會。 

八月十八日 大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學生藝術團應邀蒞

臨本校參訪及表演。 

八月廿一日 校史室邀請歷史學者、創校相關修會團體及

資深校友代表召開「創校年代釋疑諮詢座談

會」。 

八月廿五日 若望保祿二世和平研究中心雷敦龢主任應

邀參加由台灣促進和平文教基金會假國父

紀念館舉辦之創建儀式。 

 推廣部承辦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

台北區就業服務中心委辦美工設計與影像

處理實務班結業典禮。 

八月廿九日 資訊中心協同教務處召開「網路選課前置作

業協調會」。 

 理工學院宗輔室每週定期參與理外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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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籌備會議。 

八月卅一日 國防大學蒞校參訪。 

 推廣部承辦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

台北區就業服務中心委辦八十八年下半年

度及八十九年度護工班結業典禮。 

九月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專業倫理課程委員會出

版專業倫理與教育論文集(三)。 

 與 大 陸 上 海 外 國 語 大 學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北

京外國語大學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及 北 京 師 範 大 學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分別締結姊妹校。 

 各學院宗輔室出席每月「全校宗教輔導月

會」共商全校的宗輔工作。 

 進修部宗輔室整理歸類新生繳回的資料，從

信仰資料卡中找出平信徒同學並建立通訊

錄資料。 

 進修部宗輔室每週四的同學會聚會。 

九月－十一月 社圖於濟時樓八樓大視聽室，為全校師生作

圖書館導覽－資源服務與利用。 

九月－九十年一月 文圖整修書庫及遷移流通櫃檯於一樓。 

九月一日 人事室於聖言樓國際會議廳舉辦「新進教職

員工歡迎會暨業務講習會」並由校史室於會

中介紹校史。 

 學生事務處承接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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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第四屆之田徑棒球、劍道及跆拳道委員

會。 

九月四日 學生輔導中心於學輔中心會議室實行輔導

老師訓練。 

九月五日 總務處於羅耀拉大樓一樓會議室舉辦第一

場總務整合說明會。 

九月六日 總務處於野聲樓谷欣廳舉辦第二場總務整

合說明會。 

九月七日 第一次教師評審委員會。 

 總務處於文開樓三樓會議室舉辦第三場總

務整合說明會。 

九月八日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專業倫理課程委員會於

濟時樓九樓國際會議廳舉辦「專業倫理教育

與醫療照護倫理座談會」。 

九月九日－十日 本校划船隊參加於宜蘭冬山河舉辦之「2000
宜蘭盃國際名校划船邀請賽」，獲得男子組

八人單槳第十名。 

九月九日－十二日 公關室、校史室隨同校長參加「北京輔仁校

友會恢復活動十六週年校友返校活動暨紀

念陳垣校長誕辰 120 週年慶祝活動」。校史

室於期間進行核對查證北平輔仁大學 1925
～1952 年間檔案目錄保存狀況暨轉達本校

創校年代釋疑各論點徵詢北京輔仁校友會

具體意見。（訪談記錄分主題摘錄刊登於《益

世評論》第 265、266、267 期，《輔人》第

1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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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三日 八十九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務工作協調說明

會。 

 理工學院宗輔室心理系歡迎茶會。 

九月十三日－十四日 學生事務處舉辦日間部新生、轉學生、復學

生及二年制新生健康檢查。 

九月十四日 教務處召開本校研究生獎助學金發給辦法

研修小組第二次會議，完成「輔仁大學研究

生獎助學金發給辦法」（草案）。 

九月十五日 第一次行政會議。 

 新生開學典禮，宗輔中心協助舉行入學祈福

禮，校史室應邀為新生介紹校史。 

九月十六日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國文科課程委員會舉辦

八十九學年度僑生國文能力分班測驗。 

 公關室協助中部校友會舉行年度會員大會。 

 學生事務處舉辦博碩士班新生，進修部新

生、轉學生，餐廳供膳人員及實驗室教職員

工健康檢查。 

 總務處於谷欣廳舉辦第四場總務整合說明

會。 

九月十六日 校史室協助法學院宗教系主辦之「與山共

舞—原住民關懷暨 921 心靈重建巡迴展」野

聲藝廊佈展事宜。 

九月十七日 若望保祿二世和平研究中心雷敦龢主任應

邀參加由台灣和平基金會假台灣大學社科

院國際會議廳舉辦之「和平展望研討會」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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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宗教與和平」場次。 

九月十八日 第一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九月十九日 教育發展資金室寄發李寧遠校長致校友問

候信函共五萬餘件。 

 九十學年度招生委員會臨時會議，會中確認

九十學年度申請入學招生學系與名額、修訂

招生簡章、作業日程表。 

 進修部宗輔室與同學會同學研擬八十九年

度行事曆。 

九月十九日－廿三日 主教公署借展中國天主教文物館「中華殉道

圖」十幅假靜修女中舉辦之「中華殉道聖人

列聖活動」。 

九月廿日 總務處於谷欣廳舉辦第一學期環保小組暨

勞工安全衛生委員會議。 

 宗輔中心推動 921 在校園內「靜默七分鐘」

祈禱。 

 社圖網頁設計完成並公開使用。 

九月廿日—九十年六月五日 學生輔導中心支援多位導師實施班級性向

測驗及班級座談。上學期十九場，下學期五

場。 

九月廿一日 第一次主管會報。 

 第一次參議會。 

 宗輔中心協助天主教教友教職員聯誼會舉

行「921 暨開學彌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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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修部宗輔室參加導師們的聚會。 

 推廣部承辦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公務人力發

展中心委託本校推廣部辦理八十九學年度

公教人員外國語文進修班開課典禮。 

九月廿二日 宗輔中心推動中華殉道聖人於羅馬列聖品

之九日敬禮。 

九月廿二日－廿四日 秘書室統籌公關室協辦「台北縣政府政策研

討會」並由資訊中心承辦「台北縣新世紀發

展藍圖研討會」網路節點佈置及網頁製作即

時將會議論文資料登錄於縣政府網站。 

九月廿三日 進修部宗輔室舉辦開學迎新祈福禮。 

九月廿三日－廿四日 本校男女甲組田徑隊參加「台北市千禧年國

際田徑分齡公開賽」，體育系黃如婷同學榮

獲女子組 1500 公尺第三名；男子組榮獲 400

公尺接力第四名。 

九月廿五日 推廣部承辦台北縣政府社會局八十八—八

十九年度第四期兒童福利專業主管人員研

習班始業典禮；八十九學年度第一學期學分

班系列課程開課日；第九十二期進修課程開

課典禮。 

九月廿六日 課外組舉辦社團迎新晚會。 

九月廿七日 新任全體導師暨院系導師代表習會。 

 推廣部婦女大學第十屆開課典禮。 

九月廿九日 舉行「八十九學年度第一學期師資培育規劃

委員會議」，會中討論通過向教育部申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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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國小教師教育學程計畫案，並決議繼續暫

緩辦理幼教學程。 

 學生事務處舉辦五十一期預官說明會。 

 推廣部承辦台北縣政府社會局委託辦理八

十八－八十九年度第三期兒童福利保育人

員及第二期兒童福利助理保育人員研習班

結業典禮。 

九月卅日 第一次人事評議委員會。 

十月 外語學院宗輔室於每週定期參與發展委員

會例會；進修部宗輔室同學會商討行事曆的

更正。 

十月—十一月 提出「全人教育課程改進計畫」構想書以申

請教育部「提昇大學基礎教育計畫」。 

 教育發展資金室與台北國際商業銀行合

作，推廣全校認同卡申請活動。 

 法管學院宗輔室及醫學院宗輔室參與「大學

入門」課程。 

十月－十二月 文圖於檢索室為新生做「圖書館資源」講解。 

十月一日 文圖門禁系統正式啟用。 

十月一日－十日 龍舟代表隊參加大陸「2000 年第三屆炎黃盃

世界龍舟龍獅系列賽」中榮獲總成績第四

名。 

十月二日 新生註冊；碩士班 500 人註冊率 87.11%，碩

士班在職專班 77 人註冊率 90.59%，博士班

36 人註冊率 100%。日間部學士班（不含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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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3864 人註冊率 95.31%，二年制學士班

108人註冊率96.43%，89級教育學程100人。 

十月三日 公關室協助民生學院與中國時報合作開辦

每週五「輔大民生天地衣食育樂講座」。 

 龍舟代表隊參加大陸「天津首屆大學生龍舟

邀請賽」榮獲一萬公里拉力賽冠軍。 

 理工學院宗輔室信仰分享小組月聚會邀請

簡鴻模老師擔任主講人。 

 校史室協助回復織品服裝學系「原風再創」

之野聲藝廊佈展。 

十月三日－十二月廿九日 藝術學院宗輔室教友及慕道友之定期約談。 

十月四日 學生輔導中心支援學生事務處生輔組班代

表座談「兩性相處與兩性平等」專題演講講

師人選。 

十月四日－五日 外語學院配合發展委員會舉辦大一班代共

融營。 

十月五日 第二次行政會議。 

 教育發展資金室假富都飯店召開「輔仁大學

教育發展資金委員會第九次會議」。 

 教務處網路與遠距教學委員會規劃小組參

訪文化大學推廣部網路教學概況。 

 校史室吳瑞珠主任接受中國時報記者訪問

關於「北京輔仁校友會恢復活動十六週年校

友返校活動暨紀念陳垣校長誕生120週年慶

祝活動」相關報導。（刊於中國時報八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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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十月十日第十九版）。 

十月六日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第一次課程委員會。 

 總務處於野聲樓三樓會議室舉辦第一學期

校園規劃小組會議。 

十月六日－八日 法管學院宗輔室參與「教授講座會議」。 

十月七日 本校正式備文向教育部申請設立國小教師

教育學程，規劃於九十一學年度正式開辦，

共計招收 100 名在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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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廣部舉辦「2000 年暑期海外語文研習活動

檢討會」。 

十月八日 本校教職員工保齡球隊參加「台北縣尊師盃

保齡球賽」，榮獲男女混合三人組第一、二

及五名。 

十月九日 公關室安排 ACUCA 巡迴講員 PORFESSOR 

SENUNG SOO KIM 蒞校參訪。 

 學生事務處舉辦第一學期第一梯次飲水機

評鑑工作。 

十月九日－十月卅日 藝術學院宗輔室教友新生之個別約談。 

十月九日—十二月卅日 學生輔導中心八十九學年度上學期共六個

成長團體及工作坊陸續開課。 

十月十一日 總務處於野聲樓三樓會議室舉辦第一學期

總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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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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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十二日 第二次參議會。 

 教務處召開八十九學年度第一學期課程委

員會會議。 

 學務處就輔組舉辦「奔騰 2001 職涯規劃講

座」（第一學期）。 

 研發處召開「大學基礎教育院長協調會」。 

十月十三日 校史室協助召開「輔仁大學在台復校首任校

長于斌樞機主教百歲誕辰暨在台復校四十

週年慶祝活動」籌備委員會成立暨第一次會

議。 

十月十三日－十五日 文學院宗輔室三好營於南投仁愛鄉夢谷山

莊舉行千禧擴大慶祝校慶 70 週年活動，共

40 人參與。 

十月十四日 公關室協助法律系舉行年度系友大會。 

 美國 Aspect 國際語言學校亞洲區經理蒞校

參訪推廣部。 

十月十五日 本校獲得教育部補助225萬元設立九個國高

中及高職教師在職進修網站，各網站首頁正

式完成，參與合作的系所包括英文系、日文

系、生活系、織品系、心復系及教育學程中

心。 

 宗輔中心主任參與第二屆亞洲青年日天主

教台灣主教團第一次籌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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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語學院宗輔室舉辦隔週電影欣賞活動。 

十月十六日 學生輔導中心專兼任輔導老師期初工作討

論會暨聚餐。 

十月十六日－廿日 文圖於宜真學院舉辦第一屆書展。 

十月十七日 藝術學院宗輔室新教友新生之迎新聚餐。 

 社圖公告訂定完成之「圖書館書刊資料介購

辦法」為讀者介購資料之依據。 

十月十八日 李寧遠校長、陳猷龍教務長、體育學系楊志

顯主任率同教務處章祖垚秘書及承辦同仁

黃雪英小姐，參加由國立體育學院主辦之

「八十九學年度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

良畢業生升學輔導甄審甄試」並接辦九十學

年度試務。 

 學生事務處舉辦大一新鮮人「健康 DIY」專

題演講(一)—文學院及專題演講(二)—民

生學院。 

 本校教職員工保齡球隊參加「台北縣尊師盃

保齡球賽」，榮獲男女混合三人組第一、二

及五名。 

 研發處中程發展計畫先期討論會、在職專班

研討會。 

 學生輔導中心於野聲樓谷欣廳邀請明華園

孫翠鳳老師蒞校講演「戲劇話人生」。 

十月十九日 第二次主管會報。 

 第一次臨時教師評審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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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務處召開九十學年度招生委員會成立大

會，討論通過「九十學年度碩士班甄試招生」

與「九十學年度申請入學招生」之招生簡章。 

 第一學期日間部社團指導老師與負責人座

談會。 

 學務處就輔組舉辦「奔騰 2001 職涯規劃講

座」（第一學期）。 

十月廿日 學生事務處舉辦第一學期校內暨校外宿舍

急救安全講習。 

十月廿一日 推廣部城區分部「2000 年輔仁大學專題系列

演講（一）」。 

十月廿二日 公關室協助會計系舉行年度系友大會。 

十月廿三日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通識教育人文藝術課

程—「藝術欣賞」洪進丁老師師生一行八十

人參訪國立故宮博物院。 

 推廣部承辦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

台北區就業服務中心委辦八十九年度中高

齡電腦操作班始業典禮。 

十月廿三日－廿五日 法管學院宗輔室參與菲律賓耶穌會大學宗

教輔導會議。 

十月廿四日 學務處就輔組舉辦「奔騰 2001 職涯規劃講

座」（第一學期）。 

 學生輔導中心於學輔中心會議室召開北區

大學院校輔導諮商中心主任第三組工作討

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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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廿五日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專業倫理課程委員會於 

野聲樓第一會議室舉辦第一學期課程委員

會第一次會議。 

 若望保祿二世和平研究中心於羅耀拉大樓

舉辦之年度和平演講，邀請台灣國家和平安

全研究協會理事長林哲夫博士講演「群眾防

衛—談國家安全的和平」。 

 學生事務處舉辦大一新鮮人「健康 DIY」專

題演講(三)—醫、藝術學院。 

 宗輔中心參與天主教男女修會聯會等共同

籌備聖誕節；協助高聯會之竹友會同學為應

數一沈世恩同學溺水事件進行哀傷輔導。 

十月廿六日 第二次教師評審委員會。 

 八十九學年度第一次教務會議，討論「學則

第三十四條退學規定」等十一項議案。 

 學生事務處舉辦Ｂ型肝炎疫苗第一劑注射。 

十月廿七日 推廣部承辦台北縣政府社會局辦理八十八

學年度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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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習班結業典禮。 

十月卅日 會計室向國稅局申報本校八十八學年度決

算報告。 

十月卅一日 公關室協助高雄市校友會召開理監事會議。 

 學生輔導中心於學輔中心001團輔室為中心

內專兼任輔導老師舉辦小型個案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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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田默迪副教授於「宗教交

談學術研討會」發表〈基督宗教在西方歷史

中面對其他信仰(和思想)的態度〉；林德玲

老師於「the 9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nglish Teaching 」 發 表 〝 Student 

Revision from Teacher Feedback in a 

Writing Conference〞；梁崇民副教授赴外

交部專題講演「歐盟經濟與文化政策」；專

業倫理課程廖湧祥老師應邀參加假德國法

蘭克福舉辦之「企業倫理評鑑研討會」發表

論文。 

 教育發展資金室於《輔人》第十七期發起「一

人一千，每年一千」愛校捐助運動。 

 本校與宏都拉斯天主教大學(Catholic 

University in Honduras)、美國聖道大學

(University of the Incarnate  Word, 

Texas, U.S.A.)及英國諾丁罕傳德大學(The  

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 U.K.)及美

國聖路易斯大學(St. Louis University , 

U.S.A.)分別締結姊妹校。 

 進修部宗輔室將臨期佈置、發送將臨期四週

的「期待救主卡片」給老師及教職員們。 

 外語學院宗輔室進行理外民大一領袖為期

一年後續培育。 

十一月一日 學生事務處舉辦大一新鮮人「健康 DIY」專

題演講(四)—理工學院及專題演講(五)—

外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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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務處就輔組舉辦「奔騰 2001 職涯規劃講

座」（第一學期）。 

 理外民學生領袖共融營行前會議。 

十一月一日－十二月廿二日 藝術學院宗輔室於藝術學院大廳、外半圓聖

誕佈置之籌劃與執行。 

十一月二日 總務處於野聲樓三樓會議室舉辦資訊、電

訊、網路系統中長程規劃會議。 

十一月三日 總務處於野聲樓三樓會議室舉辦兼任教師

授課鐘點業務協調會。 

 台北市私立靜修女子高級中學師生共計五

十五人蒞校參訪。 

 國立澎湖技術學院王教務長明輝教授及電

算中心黃主任國光教授參訪本校教務，陳猷

龍教務長率二級主管等陪同參觀資訊中心

作業。 

 本校棒球代表隊參加全國協會盃榮獲團體

第三名。 

 學務處就輔組舉辦「奔騰 2001 職涯規劃講

座」（第一學期）。 

 推廣部接受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

台北區就業服務中心委辦八十九年度保母

培訓班始業典禮。 

十一月三日 台中王愈榮主教指示捐贈「羅馬聖部列聖聖

人畫像」七十一幅入中國天主教文物館館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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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三日－四日 宗輔中心主任參與亞洲主教團(FABC)第二

屆亞洲青年日第二屆籌備會。 

十一月四日 第二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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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務處於野聲樓三樓會議室舉辦學生就學

獎補助業務協調會。 

 宗輔中心支援耶穌會會士慶祝晉鐸五十週

年之共祭。 

 推廣部城區分部「2000 年輔仁大學專題系列

演講（二）」。 

十一月四日－五日 外語學院宗輔室參與理外民大一領袖共融

營。 

十一月六日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第二次課程委員會。 

 研發處召開「大學基礎教育審查委員會」。 

十一月六日－九日 教育發展資金室邀請旅美募款專家亦本校

法文系第二屆校友雷重瑞女士訪校。 

十一月七日 理工學院宗輔室信仰分享小組月聚會邀請

陳猷龍老師擔任主講人。 

十一月八日 學生事務處舉辦大一新鮮人「健康 DIY」專

題演講(六)—進修部及專題演講(七)—法

學院；舉辦八十九學年度第一學期日間部大

一至大三班導師座談會。 

 學生輔導中心鄭穆熙主任應邀參加由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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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假台大會議中心舉辦之「北區大學院校輔

導工作協調諮詢中心規劃委員會議」。 

十一月九日 第三次行政會議。 

 公關室辦理遴選傑出校友會議，八十九學年

度傑出校友計：劉振、范淵達、吳東賢、葉

菊蘭、馮小龍及吳明育。 

 進修部宗輔室期初共融彌撒。 

十一月十日 舉辦「健康 DIY」專題演講二場。 

 身心障礙學生座談會。 

十一月十二日 獲教育部 89.11.12 台(89)電字第 89152702

號函同意新增五條 T1 專線接教育部。 

十一月十三日 教育學程中心新任組員蘇惠平小姐正式到

職，接替洪正和小姐職缺。 

 學生事務處舉辦第一學期第二梯次飲水機

評鑑工作。 

 推廣部承辦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

委辦「加強資訊軟體人才方案」網路工程師

班結業典禮。 

十一月十四日 學生輔導中心於野聲樓 301 會議室舉辦「兩

性平等教育委員會」八十九學年度第一次會

議。 

十一月十五日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大學入門」課程於淨心

堂舉辦教學研討會。 

 理工學院宗輔室參與全院導師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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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輔中心主任參與台灣主教團第二屆亞洲

青年日第三次籌備會；參與教育部為回應李

慶安立法委員所詢問按現行私校法第九條

第二項之規定所召開之會議。 

十一月十六日 第三次參議會。 

 第三次教師評審委員會。 

 李寧遠校長、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林思伶

所長、以及教育學程中心賴麗珍主任應邀參

加「天主教學校校務促進會八十九學年度常

會」(在台中衛道中學舉辦)。 

 總務處於野聲樓三樓會議室舉辦十一月份

總務主管會議。 

 進修部宗輔室參加導師聚會。 

十一月十七日 進修部宗輔室舉辦週一西班牙文班。 

 外語學院宗輔室舉辦德文系查岱山老師母

親周志英夫人追思彌撒。 

 狄剛總主教指示前板橋華福堂十九幅陶瓷

苦路繼續借存中國天主教文物館。 

十一月十八日 理工學院宗輔室回歸志工第四期培訓課程。 

 學生輔導中心邀請心復系林玉華老師主持

「心理分析衡鑑—Tavistock 模式」個案研

討會。 

十一月十八日－十九日 學務處承辦「八十九學年度運動與女性研習

會―生理特質健康減重的教學實用篇」，共

計一百六十五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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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廿日 本校八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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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通識教育人文藝術課程

委員會於文學院會議室舉辦第一學期第一

次教師代表會議。 

十一月廿一日 學生事務處就輔組舉辦「奔騰 2001 職涯規

劃講座」（第一學期）。 

 推廣部城區分部「2000 年輔仁大學專題系列

演講（三）」。 

十一月廿二日 教務處舉行「八十九學年度教育實習合作機

構校長暨實習輔導委員第一次座談會」，以

研商畢結業實習教師暨代理教師輔導事宜。 

 宗輔中心協助理工學院宗輔老師設計與執

行應數一沈世恩同學追思禮。 

十一月廿三日 第三次主管會報。 

 德國輔仁校友會楊嫚妮會長蒞校參訪。 

 教務處於主管會報中簡報教務處工作。 

 推廣部第九十三期進修課程開課典禮；「推

廣部開放進修計劃—通識課程」由劉陽明律

師主講「女性法律空間」及蔡詩萍老師主講

「新聞中的女性議題」。 

十一月廿三日－廿四日 學生輔導中心承辦教育部活動，邀請呂嘉惠

老師主講「無懼面對性挑戰—性侵害諮商實

務研習會」，參加對象為北區大學院校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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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 

 校史室派員參加樹火紀念紙博物館舉辦之

「博物館紙質文物保存修復人才培習會」學

習典藏維護新知。 

十一月廿四日 藝術學院宗輔室中國聖職單位為新領洗教

友舉行慶生會。 

 進修部宗輔週三英文班，邀請有興趣的同學

參加。 

十一月廿五日 若望保祿和平研究中心雷敦龢主任應邀參

加由哲學系於濟時樓舉辦之「第三個千禧年

哲學的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講演「中國義

戰論」並擔任主持人。 

 文學院宗輔室隨春暉專案訪基督教晨曦會

苗栗村，捐贈基督教晨曦會戒毒村 5,000 元。 

 外語學院宗輔室參與為期一年之愛維服務

課程。 

十一月廿五日－廿六日 學生事務處舉辦第一梯次初級急救訓練班。 

 宗輔中心協助台北傳教協進會於淨心堂舉

行天主教台北教區成立五十週年所舉辦之

兩天共融營；協助於中美堂舉行的耶穌基督

君王節感恩彌撒。 

十一月廿六日 學生事務處辦理八十九學年度輔仁盃保齡

球賽，比賽結果：第一名 體育學系；第二

名 統計學系；第三名 企業管理學系；第四

名 數學系(進)；第五名 公衛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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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廿七日 宗輔中心暨各院宗輔室參與國防部心理衛

生中心於陽明山中山樓舉辦為「新航空難」

搬運遺體之官兵「宗教哀傷輔導」。 

 台北縣政府社會局委託本校推廣部辦理八

十八—八十九年度第五期兒童福利專業保

育人員暨八十八—八十九年度第四期兒童

福利助理保育人員研習班始業典禮。 

十一月廿七日－卅日 學生事務處就輔組舉辦「奔騰 2001 職涯規

劃講座」（第一學期）。 

十一月廿八日 教務處召開「本校實施網路加退選之可行性

會議」，獲得共識：九十學年度第一學期開

始試辦全校網路加退選作業，試辦期間應有

補救措施。 

十一月廿九日 私立東方工商專校師生五十二人蒞校參訪。 

 學生事務處舉辦Ｂ型肝炎疫苗第二劑注射。 

 學生輔導中心邀請交通大學閔肖蔓老師蒞

校講演「網路情人」。 

十一月卅日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專業倫理課程委員會於

羅耀拉大樓201會議室舉辦第一學期教師研

習會第一次會議。 

 教務處網路與遠距教學委員會規劃小組第

四次會議，就參訪文化大學、台灣大學二校

網路與遠距教學設備及實施情況交換心得。 

 進修部宗輔室舉辦期中彌撒、慶生、吃火鍋。 

 學生輔導中心支援學生事務處就輔組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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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興趣量表」施測結果講解。 

十一月底 新增一條 ADSL 連 Hinet 供圖書館專用。 

十二月 教育發展資金室發動全校教職員募款活動。 

 本校與韓國忠南大學(Chungnam National 

University, Korea)締結姊妹校。 

 醫學院舉辦教職員聖誕晚會。 

 外語學院宗輔室協助理外民聖誕餐會節目。 

 世界宗教博物館商借中國天主教文物館藏

品影像資料以為館訊介紹使用。（刊登於《宗

博》第二十二期）。 

十二月一日 宗輔中心協助學聯會共同設計與執行「星光

大道點燈禮」。 

十二月一日－二日 校慶運動會。報名參賽情形如下：學生組 56

隊，1150 人次報名參賽；師生混合組 6 隊，

177 人報名參賽；教職員工組 15 隊，603 人

次報名參賽；社區民眾組 1隊，15 人報名參

賽。 

十二月二日 若望保祿二世和平研究中心協助校牧田默

迪神父舉辦「基督宗教在中世紀研討會」。 

 新生盃籃球賽。比賽成績：女子組前三名分

別為體育學系、廣告學系和圖書資訊學系，

男子組前三名為體育學系碩士班、體育學系

和西班牙語文學系。 

 校牧田默迪神父主持新運動場試用祈福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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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婦女大學第十屆學員組隊參加校慶運動

會；推廣部城區分部舉辦「2000 年輔仁大學

專題系列演講（四）」及舉行部務共融會議。 

十二月三日 教育學程中心舉辦歷屆校友返校日活動，並

慶祝學程中心成立五週年。 

 學系博覽會。 

 校慶園遊會。 

 推廣部婦女大學第十屆學員組隊參加園遊

會並榮獲攤位 佳特色獎。 

十二月五日 國防中正大學理工學院教育長劉思源教授

等一行計二十三人蒞校參訪。 

 理工學院宗輔室信仰分享小組月聚會邀請

于柏桂神父擔任主講人。 

 推廣部承辦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

台北區就業服務中心委辦八十九年度保母

培訓班結業典禮。 

十二月六日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

法經校長核定實施。 

 學生輔導中心邀請張明德老師蒞校講演「時

間管理與生命管理」。 

十二月七日 研發處召開校務發展會議。 

十二月八日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謝錦桂毓副教授於校慶

慶祝大會獲頒「輔仁學術研究獎」及「教師

教學績優獎勵」；張寶燕教授獲頒「輔仁學

術研究獎」；林桶法副教授應邀參加由中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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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近史所舉辦之「關鍵的年代學術研討會」

發表〈一九四九年中共接管北平經緯〉。 

 宗輔中心協助學務處生活輔導組實施「校慶

感恩典禮」。 

十二月九日 校史室派員至台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觀

摩學習典藏知識及技術。 

十二月十日 本校與耕莘醫院簽訂合作契約書簽約典禮。 

 若望保祿二世和平研究中心雷敦龢主任應

邀參加公共電視台假台北市舉辦之「原住民

人權」節目。 

 教務處九十學年度研究生獎助學金審查委

員會第一次會議，複審各系所研究生獎助學

金名冊。 

 校史室吳瑞珠主任回應江綺雯爵士為單國

璽樞機主教之權戒入中國天主教文物館所

撰〈聖神與權戒同在〉撰〈讀「聖神與權戒

同在」之感受與聯想〉。（刊登於善導週刊八

十九年十二月十日第九版）。 

十二月十一日 宗輔中心於淨心堂舉行「校慶暨聖誕節慶祝

系列活動」中「行動中的愛展覽」開幕禮。 

十二月十二日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第三次課程委員會；通識

教育人文藝術課程—「傳播與現代生活」吳

瑞國老師師生一行八十人參訪聯意製作股

份有限公司(TVBS)。 

 外語學院宗輔室舉辦理外民大一班代聖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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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慶祝會。 

十二月十三日 召開招生委員會臨時全體委員會議，修正招

生委員會設置辦法，通過籌設招生企劃與推

動中心。 

 宗輔中心主任參與第二屆亞洲青年日天主

教台灣主教團第四次籌備會。 

 外語學院宗輔室舉辦外語學院同仁聖誕節

慶祝。 

 民生學院宗輔室參加理外民院務會議。 

十二月十四日 第四次行政會議。 

十二月十五日 德國海德堡大學校長 PROF. Fr. Jurgen 
Siebke 及 副 校 長 Prof.  Dr.  Susanne 
Weignlin- schwiedrzik 一行三人蒞校參訪座

談。 

 總務處於野聲樓三樓會議室舉辦十二月份

總務主管會議。 

 學生輔導中心於學輔中心會議室舉辦「兩性

平等教育委員會課程規劃研究小組」小組工

作討論會議。 

 推廣部承辦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

台北區就業服務中心委辦八十九年度中高

齡電腦操作班結業典禮；城區分部舉行八十

九學年度教學會議。 

十二月十六日 第三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若望保祿二世和平研究中心雷敦龢主任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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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參加由南華大學歐洲研究所假中央研究

院歐美研究所舉辦之「新世紀中華民國與歐

洲合作展望學術研討會」專題講演「歐洲的

未來」。 

 醫學院宗輔室帶領二十六位同學至樂生療

養院聖誕探訪。 

 推廣部城區分部「2000 年輔仁大學專題系列

演講（五）」。 

 校史室派員至中央研究院民族所觀摩學習

典藏知識及技術。 

十二月十七日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林桶法副教授應邀參加

由國史館舉辦之「歷史上的中央與地方學術

研討會」發表〈戰後的中央與地方軍系－蔣

李關係之探討〉。 

十二月十八日 宗輔中心舉辦「校慶暨聖誕節慶祝系列活

動」中「行動中的愛祈禱會」。 

十二月十九日 外語學院宗輔室至德文系導師時間分享聖

誕節意義。 

 學生輔導中心於學輔中心001團輔室為中心

內專兼任輔導老師舉辦小型個案研討會。 

 社圖於濟時樓國際會議廳舉辦「資料庫檢索

暨圖書資訊新知研習會」。 

十二月廿日 全人教育課程於谷欣廳舉辦第一學期教師

座談會；專業倫理課程委員會於羅耀拉大樓

201 會議室舉辦第一學期教師研習會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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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 

 外語學院宗輔室舉辦德文系秘書、工讀生聖

誕節慶祝會。 

 藝術學院宗輔室中國聖職單位聖誕節教職

員工聯歡會。 

十二月廿一日 第四次主管會報。 

 第四次參議會。 

 第二次臨時教師評審委員會。 

 九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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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人數 503 人，錄

取 100 人，錄取率 19.88%。 

 藝術學院宗輔室聖誕節三系學生卡拉 OK 歌

唱大賽。 

 進修部宗輔室報佳音。 

 進修部宗輔室參與導師團體慶祝聖誕之聚

會。 

十二月廿二日 醫學院宗輔室帶領五位同學至台北監獄報

佳音。 

 理外民宗輔室舉辦理外民師生聖誕節共融

餐會。 

十二月廿四日 宗輔中心於淨心堂舉行耶穌聖誕子夜彌撒。 

十二月廿六日 總務處於焯炤館一樓會議室舉辦九十年度

預算編列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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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發處召開校內院所系合作座談會。 

十二月廿七日 教務處網路與遠距教學委員會規劃小組第

五次會議，討論網路發展計畫簡介製作之企

劃內容。 

 宗輔中心協助理工宗輔老師辦理生物系一

年級王治鈞同學追思禮。 

 社圖於濟時樓國際會議廳舉辦「產經資料庫

專題座談會」。 

十二月廿八日 第一次校務會議。 

 進修部宗輔室十二月份聖誕與慶生共融活

動。 

 學生輔導中心出版《活在當下》手冊。 

十二月廿九日 資訊中心為配合行政院主計處辦理八十九

年戶口普查將相關之學生資料檔建置完成

並以電子郵件傳送教育部統計處。 

 學生事務處舉辦心肺復甦術急救研習。 

 研發處召開「獨立研究所發展研議會」。 

 宗輔中心與天主教大專青年會青年團體召

開第二屆亞洲青年日國內第四次籌備會。 

十二月卅日 第二次人事評議委員會。 

十二月卅一日 學生事務處舉辦 2000 年跨年舞會。 

九十年 

一月 本校與美國天主教大學(The Catho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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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of America, U.S.A.)締結姊妹

校。 

一月二日—四日 若望保祿二世和平研究中心雷敦龢主任應

邀參加由東吳大學政治系假圓山大飯店舉

辦之「國家人權委員會與人權的促進與保障

國際學術研討會」擔任評論者。 

一月三日 學生輔導中心主任應邀參加由教育部假淡

江大學舉辦之「北區大學院校輔導中心主任

工作暨輔導實務研討會」。 

一月四日 宗輔中心協助「輔大之聲」電台啟用祈福禮。 

 進修部宗輔室期末共融彌撒。 

 高苑技術學院余玲雅董事長與前高雄縣長

余陳月瑛女士參觀社圖。 

 校史室獲北京輔仁大學校友會正式函覆創

校年代共識：「北京輔仁大學創辦于 1925

年，原名北京公教大學附屬輔仁社，1927 年

更名為北京輔仁大學。」 

一月四日－五日 理工學院宗輔室舉辦理外民大一班代領袖

共融營。 

一月五日 推廣部於校本部舉行部務會議。 

一月五日－七日 宗輔中心參與來自亞洲主教團青年辦公室

召開「第二屆亞洲青年日之國際籌備會」。 

一月六日 教育發展資金室及公關室發起單國璽樞機

主教應非凡電視台之邀錄製「新世紀新福

傳，走向生命走向愛－天主教對社會關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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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話」DVD 義賣活動，所得全數作為「單樞

機獎助學金」。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一九七九年頒贈單國

璽樞機主教之權戒，於「為失智老人打造一

個愛的家園」義賣餐會中募得 280 萬之經費

後轉贈中國天主教文物館永久典藏入館揭

幕儀式。 

 校牧室主辦若望保祿二世和平研究中心協

辦「基督信仰之生命力研討會（三）－西方

文化與中國文化如何相遇」。 

 教育學程中心暨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合

辦「天主教學校校長暨主任研習會」。 

一月九日 總務處於野聲樓三樓會議室舉辦各項獎助

學金發放配合作業協調會 

一月十日 會計室召開九十年度預算編列協調會議。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梁崇民副教授應邀參加

於國父紀念館舉辦之「第四屆孫中山與現代

中國學術研討會」擔任〈跨黨派小組、國統

會、國統綱領、兩岸關係（作者：潘錫堂教

授）〉評論人。 

 總務處於谷欣廳舉辦第一學期飲水機工作

座談會。 

 宗輔中心與天主教大專青年會青年團體召

開亞洲青年日之國內第五次籌備會。 

 學生輔導中心於野聲樓 330 會議室舉辦「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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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平等教育委員會活動輔導暨校園安全小

組」小組工作討論會議。 

一月十一日 第五次行政會議。 

 學生輔導中心於學輔中心001團輔室為中心

內專兼任輔導老師舉辦小型個案研討會。 

一月十二日 外語學院宗輔室協助理外民工友尾牙聚餐。 

一月十三日 理外民宗輔室協助帶領志工同學，到八里淡

水愛維養護中心服務。 

一月十三日－十四日 學生事務處舉辦第二梯次初級急救訓練班。 

一月十三日－六月廿四日 理工學院宗輔室配合台中教區兒童牧靈組

在台中開設第一期兒童宗教教育師資培訓

初級課程。 

一月十四日－六月十五日 宗輔中心預備安排淨心堂主日與平日彌撒。 

一月十五日 第四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資訊中心召開「校園網路技術小組會議

（一）」。 

 教務處召開「研討校務會議人員組成案」第

一次會議，會中對於組成人選及總人數，達

成初步共識。 

一月十六日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國文科課程委員會於中

研所諮商室舉辦第一學期期末科評會。 

 資訊中心召開「校園網路策進小組會議

（二）」。 

 宗輔中心與天主教大專青年會青年團體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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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亞洲青年日之國內第六次籌備會。 

 進修部宗輔室預算會議。 

一月十六日－十七日 學生事務處假桃園勞工育樂中心舉辦寒假

社團幹部研習營。 

一月十七日 人事室於利瑪竇大樓演講廳舉行「全校職員

綜合座談會」。 

 高雄市私立明誠中學師生計二一五人蒞校

參訪。 

 教務處召開「九十學年度中等以上學校運動

成績優良畢業生升學輔導甄審甄試」委員會

第一次會議，訂定工作日程表及實施細則，

並致送委員及幹部聘書。 

 推廣部八十九學年度第二次課程審查委員

會議。 

一月十八日 第五次主管會報。 

 第五次參議會。 

一月十八日－十九日 教育學程中心賴麗珍主任參加教育部主辦

「八十九學年度教育學程業務研討會」，深

入瞭解教育部推動九年一貫課程的政策方

向和策略。 

一月十九日 中國海事商業專科學校校務發展組黃正飛

組長蒞校參訪推廣部並洽談暑期委辦海外

語文研習活動相關事宜。 

一月廿日 推廣部八十九學年度第一學期學分班系列

課程結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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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廿九日 宗輔中心協助新春團拜祈福禮。 

一月廿九日－卅一日 文學院宗輔室帶領殘障者至埔里訪問殘障

者做心理復健活動。 

二月 外語學院宗輔室舉辦「慕道 go go go」慕道

班。 

 校史室商借織品系胡澤民教授六幅畫作及

教務處註冊組林勝鐘先生廿三幅字畫做為

野聲藝廊「90’新春系列」佈展作品。 

二月－五月 文圖於檢索室、社圖於濟時樓八樓大視聽室

對全校師生作「資料庫資源」講解。 

二月一日 公關室協助台北市校友會舉辦理監事會議。 

 推廣部城區分部承辦台北市政府社會局九

十年度兒童福利戊類主管人員 A 班始業典

禮。 

二月三日－四日 田徑隊參加國際室內撐竿跳比賽，榮獲男子

團體第三名。 

二月三日－六日 推廣部辦理「2001 年輔仁大學英語冬令營活

動」。 

二月五日 北愛爾蘭奧斯特大學杜斐教授蒞若望保祿

二世和平研究中心參訪。 

二月六日 宗輔中心於主教團秘書處召開「于斌樞機主

教百歲誕辰紀念暨輔仁大學在台復校四十

週年典禮」籌備會。 

 學生輔導中心於學輔中心會議室實習輔導

老師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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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七日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第四次課程委員會通過

中心圖書及視聽教材介購及借閱辦法。 

 學生事務處辦理五十一期預官考選。 

二月八日 教務處邀集一級單位主管於文友樓118室簡

報「輔仁大學網路教育發展計畫」。 

 研發處召開「教育部督學視導籌備會」。 

二月十二日 全人教育各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修定案經

校長核定實施。 

 高雄市立左營高中師生計一四○人蒞校參

訪。 

二月十三日 八十九學年度第二學期教務工作協調說明

會。 

二月十三日－十五日 跆拳道隊參加 2001 世界盃及東亞運動會國

手選拔賽，人選儲備國手計有：吳燕妮、唐

沅汶及游國豪等 3人。 

二月十四日 前文興高中校長劉掁修女蒞校參訪。 

二月十六日 教務處召開八十九學年度研究生獎助學金

審查委員會第二次會議，研議本校「研究生

獎助學金發給辦法」（草案），修正第二條第

二項有關獎助學金之分配標準。 

二月十九日 推廣部承辦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九十年

度兒童福利丙類保育人員A班暨甲類助理保

育人員 A班始業典禮。 

 推廣部「2001 輔仁文化講堂」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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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廿日 總務處於野聲樓三樓會議室舉辦二月份總

務主管會議。 

二月廿一日 推廣部第九十四期進修課程開課典禮。 

二月廿二日 臨時參議會通過教育發展資金室提案於美

國成立「輔仁大學基金會」（ Fu Jen 

University Foundation）。 

 推廣部承辦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公務人力發

展中心八十九學年度第二學期公教人員外

國語文進修班始業日；台北市政府社會局九

十年度兒童福利丙類保育人員 B 班始業典

禮。 

二月廿二日 進修部宗輔室參加導師會議。 

二月廿三日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通識教育人文藝術課程

委員會於文學院會議室舉辦第二次教師代

表會議。 

 公關室辦理美國聖道大學蒞校洽談學術交

流。 

 學生事務處舉辦全校餐廳供膳人員第二學

期健康檢查。 

二月廿四日 理外民宗輔室協助帶領志工同學，到八里淡

水愛維養護中心服務。 

 淨心堂協助方濟會巫福生修士、禹成勳修士

晉執事聖職典禮之場地與禮儀用品服務。 

二月廿五日 李寧遠校長、資金室周功鑫主任及公關室李

青松主任應邀參加高雄市校友會假高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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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山聯誼會舉行之高雄市輔仁大學校友會

新春聯誼會。 

二月廿六日 公關室辦理馬來西亞韓新傳播學院蒞校洽

談學術交流。 

 推廣部八十九學年度第二學期學分班系列

課程始業日。 

二月廿八日 宗輔中心協助與參與學務處所舉辦之「全校

學生事務工作同仁共融研習會」。 

三月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專業倫理課程廖湧祥老

師 應 邀 參 加 由 Association  for 

Professional Ethics 假美國舉辦之「專業

倫理研討會」發表論文。 

 學生事務處就輔組彙編之「奔騰 2001 社會

新鮮人」致贈應屆畢業生。 

 本校與美國夏威夷州立大學希羅分校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Hilo, U.S.A)

締結姊妹校。 

 校史室承辦專案之《狄總主教文集》出版完

成。（相關報導刊登於教友生活周刊九十年

三月十一日第八版、善導週刊九十年三月十

八日第八版）。 

三月一日 推廣部承辦台灣電路板協會委辦商用英文

訓練課程；婦女大學第十屆下學期開學。 

三月二日 理工學院宗輔室舉辦理圖同仁張澤生女士

追思彌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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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三日 公關室協助基隆市校友會舉行年度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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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三日－六月廿四日 理工學院宗輔室配合台中教區兒童牧靈組

在員林開設第一期兒童宗教教育師資培訓

初級課程。 

三月五日 教育學程中心完成教育實習輔導合作學校

合作契約換約及新訂約作業，本學年度換約

學校共計 51 所、新簽約學校共計 9所。 

 學生事務處舉辦第二學期第一梯次飲水機

評鑑工作。 

 進修部宗輔室辦理週二慕道班、週一西班牙

文班、週三英文班（電腦網際網路課程）；

參與學生事務單位共融營及宗輔中心各院

系的宗輔會議。 

 2001 輔仁文化講堂第一期於推廣部城區分

部開課。 

三月六日 教務處召開八十九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生成

績更正審查委員會，共計更正成績 61 筆。 

 理工學院宗輔室舉辦信仰分享小組月聚會

邀請柏殿宏神父擔任主講人。 

三月七日 教育部核覆本校八十九學年度預算案。 

 總務處於野聲樓三樓會議室舉辦第二學期

總務會議。 

 宗輔中心協助輔大耕莘診所開幕典禮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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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 

三月七日－四月十三日 藝術學院宗輔室參與聖週五耶穌苦難禮儀

之準備。 

三月八日 第六次行政會議。 

 輔大耕莘診所成立暨開幕典禮。 

 總務處於野聲樓谷欣廳舉辦第二學期環保

小組暨勞工安全衛生委員會議。 

 進修部宗輔室期初共融彌撒與慶生。 

三月八日－六月七日 學生輔導中心八十九學年度下學期舉辦三

種主題的主題式諮商討論會陸續開課。 

三月九日 頒授徐亨先生榮譽文學博士學位。 

 宗輔中心協助頒發徐亨先生名譽博士學位

之聖道禮儀。 

 推廣部承辦台北縣政府社會局八十八學年

度第四期兒童福利保育人員暨八十八學年

度第三期兒童福利助理保育人員訓練班結

業典禮；辦理「輔仁大學 2001 年暑期海外

語文研習活動」合作單位業務籌備會。 

三月九日－五月三十日 學生輔導中心八十九學年度下學期舉辦六

個成長團體及工作坊陸續開課。 

三月十二日 學生輔導中心邀請吳寶芬老師蒞校講演「口

裡乾坤談營養」。 

三月十二日－十七日 橄欖球隊榮獲台灣區第十五屆社會組橄欖

球賽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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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四日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專業倫理課程委員會於

耕莘樓104會議室舉辦第二學期課程委員會

第一次會議。 

 進修部宗輔室與狄主教、輔大校長、副校

長、各院系院長及宗輔之福傳聚會。 

三月十五日 第六次參議會。 

 推廣部承辦台北市政府社會局九十年度兒

童福利乙類保育人員 A班始業典禮。 

三月十五日－十六日 學生事務處就輔組舉辦「奔騰 2001 職涯規

劃講座」（第二學期）。 

三月十六日 國際扶輪社台北縣第三、六分區團體研究交

換團 GSE 等一行 15 人蒞校參訪。 

 學生事務處舉辦第二學期校內暨校外宿舍

急救安全講習。 

三月十六日－十八日 宗輔中心主任代表台灣籌備會至菲律賓馬

尼拉參與亞洲主教團青年辦公室及各國青

年領隊代表籌備第二屆亞洲青年日國際籌

備會議。 

三月十七日 美國北加州校友會在 Sharaton  Gatwway  

Hotel,San  Francisco  International  

Airport  舉行北加州年會。 

三月十八日 教職員工保齡球賽。名次一至八如下：男子

組王文鋒(醫圖)、謝鎮偉(進修部)、王建畯

(體育室)、黃顥樺(理工電算)、黃國男(進

修部)、吳仲平(進修部)、謝明順(廣告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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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國信(進修部)；女子組黃美雪(體育室)、

賴桂蘭(課外組)、陳翠華(課務組)、陳良瓊

(註冊組)、周淑英(軍訓室)、陳蓁蓁(生輔

組)、陳儷勻(體育室)、廖貞枝(大傳所)。 

三月十九日 上海東華大學師生計四人及美國扶輪社參

訪團計十五人蒞校參訪。 

 推廣部樂麗琪主任應邀至國防部討論參與

「國軍幹部全方位終身學習方案」合作事

宜。 

三月十九日－廿四日 教育學程中心舉辦教育週活動。 

三月十九日－廿五日 理工學院宗輔室代表本校參與亞洲主教團

第二屆平信徒大會。 

三月十九日－五月十一日 藝術學院宗輔室協助宗輔中心招募亞洲青

年日活動之義工。 

三月廿日 資訊中心派員參加教育部所舉辦之「教育部

電子資料交換作業案系統建置說明會」。 

 教育部督學視導。 

三月廿一日 網路與遠距教學委員會規劃小組第六次會

議，討論「網路科技與教育發展應用研討會

企劃案」申請細節及分工。 

 宗輔中心於中美堂舉行全校「祭天敬祖感恩

典禮」。 

三月廿二日 第六次主管會議。 

 會計室召開九十年度預算編列協調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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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廿二日－廿三日 學務處就輔組舉辦「奔騰 2001 職涯規劃講

座」（第二學期）。 

三月廿三—廿五日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社會科學--認識原住民

及歷史與文化—賽德克歷史與文化」課程教

師簡鴻模老師假南投舉辦「原住民部落參

訪」校外教學活動。 

三月廿四日 理工學院宗輔室舉辦化學系退休同仁蔣時

聰教授追思彌撒。 

三月廿四日－廿五日 學生事務處舉辦第三梯次初級急救訓練班。 

三月廿五日 推廣部與英文系協辦英孚國際文教機構

「2001 年全國高中英語演講比賽」總決賽。 

三月廿六日 教務處召開「研討校務會議人員組成案」第

二次會議，討論各類代表之組成與人數；召

開「研究生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第三次會

議，討論分配三單位獎助學金發給人數、金

額。 

 研發處召開「校內重點儀器設備補助審查

會」。 

 推廣部承辦台北縣政府社會局九十年度第

一期兒童福利丙類保育人員研習班始業典

禮。 

三月廿六日－廿七日 學務處就輔組舉辦「奔騰 2001 職涯規劃講

座」（第二學期）。 

三月廿七日 會計室召開九十年度預算編列協調會議。 

 九十學年度招生委員會申請入學招生放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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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報名人數共計 4,750 人，錄取 1,128
人（含 921 專案），錄取率 23.74%；推薦甄

選入學招生放榜會議，報名人數共計 2,224

人，錄取 207 人，錄取率 9.30%。 

 男子籃球隊榮獲第一屆新世紀大學籃球對

抗賽冠軍。 

三月廿七日 推廣部承辦台北縣政府社會局九十年度第

一期兒童福利乙類保育人員研習班始業典

禮。 

三月廿八日 公關室李青松主任同李寧遠校長探望校友

會第一任會長吳祖坪校友。 

 學生事務處八十九學年度第二學期日間部

大一至大三班導師座談會。 

 總務處於野聲樓三樓會議室舉辦第二學期

校園規劃小組會議。 

三月廿九日 第三次臨時教師評審委員會。 

 狄總主教委託中國天主教文物館保管原屬

台北市延吉街顯靈聖牌天主堂 St. Vincent 

drP'B.H. a Marillar'B.C. Laboure'B. 

Prrboyree 等四座聖髑。 

三月卅日 本校與台灣微軟公司(Microsoft)續簽主要

軟體之全校授權，並將相關軟體置於網站供

同仁自行下載使用。 

 北市華江高中計師生一三六人蒞校參訪。 

 澳洲國立天主教蒞校洽談大學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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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卅日—五月一日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專業倫理課程委員會舉

辦專業倫理學生徵文活動—「社會責任或公

共利益的認識與想法」。 

三月卅一日 女子籃球隊參加八十九學年度大專院校籃

球聯賽，榮獲大女甲組一級團體季軍。 

 理外民宗輔室協助帶領志工同學，到八里淡

水愛維養護中心服務。 

四月 本校與韓國釜山天主教大學(Catholic 

University of Pusan, Korea)、大陸昆明

理工大學(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分別締結姊妹校。 

 外語學院宗輔室協助理外民舉辦復活節「匠

人棄而不用的廢石，成了屋角的基石」活

動；協助宗輔中心舉辦聖週四活動。 

 文學院宗輔室完成合作募款支援921及土石

流災民抽油煙機計劃，共 107 台。其中由教

研所林思伶所長介紹募得35台共144,000元
整。第二波募款活動已募 26,300 元整。 

 校史室吳瑞珠主任接受北縣文化局《北縣文

化》記者潘文仁訪問介紹本館之特色。（刊

登於《北縣文化》第六十八期）。 

 校史室承辦之《于斌樞機傳》、《于斌樞機言

論續集》、《野聲》--于斌樞機言論續集精簡

本、Cherish the memory--于斌樞機簡介、

《野聲詩集》、「于斌樞機肖像卡片」、「于斌

樞機多媒體光碟製作」皆如期完成，並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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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復校首任校長于斌樞機主教百歲誕

辰」專案系列活動接受各媒體訪問。（刊登

於中國時報九十年四月十日第十九版、中央

日報九十年四月十三日第十三版、中央日報

九十年四月二十四日第十四版、自由時報九

十年四月二十四日第九版、聯合報九十年四

月二十五日第十九版、中國時報九十年四月

二十九日第十七版。） 

四月－五月 「全人教育課程改進計畫」通過教育部初審

並提出詳細計畫書供複審。 

四月二日－七日 外語學院宗輔室設計十四處苦路文宣。 

四月三日 學生事務處舉辦第二學期第二梯次全校餐

廳衛生檢查。 

四月六日—十六日 李寧遠校長率同耶穌會張宇恭神父、黃俊傑

副校長、聖言會羅麥瑞教授、教育資金發展

室周功鑫主任、公關室李青松主任及林素碧

秘書等七人赴美參加加州及紐約地區所舉

辦之于樞機百歲紀念活動，並拜訪南加州、

北加州、東北及華盛頓地區校友會。 

四月六日－七日 跆拳道世界盃國手選拔賽本校比賽成績

為：吳燕妮及游國豪獲第二名（儲備國手）、

唐沅汶獲第三名。 

四月八日 公關室協助日文系系友會舉辦幹部交接會

議。 

四月八日－十四日 宗輔中心實施聖週禮儀，主題「交出自我，

為愛作犧牲成為全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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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九日 八十九學年度教職員工健康休閒系列活動

陸續開課，共有高爾夫球、桌球、保齡球、

舞蹈、游泳等五個項目。 

四月九日－十日 划船隊榮獲大專盃男子團體冠軍（四金一

銀）、女子團體亞軍（一金）。 

四月十日 公關室辦理浙江法學團蒞校舉行學術座談。 

 香港樂善堂顧超文中學由黃志坤校長率領

教師一行二十人蒞校參訪座談。 

 研發處召開「系所主任校務中程發展說明

會」。 

 理工學院宗輔室舉辦信仰分享小組月聚會

邀請葉秀涼女士擔任主講人。 

 進修部宗輔室復活節希望之蠟的製作與分

送。 

 學生輔導中心於001團輔室為中心內專兼任

輔導老師舉辦小型個案研討會。 

四月十一日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專業倫理課程委員會於

耕莘樓203會議室舉辦九十學年度理工學院

「專業倫理—科技倫理」課程暨教學評鑑規

劃會議。 

 梵蒂岡教廷新聞信編輯 Ms. Joan 蒞校訪問。 

 進修部宗輔室四旬期的祈禱─尋找屬於的

天空。 

 推廣部城區分部獲提供場地予台北市大安

區衛生所辦理社區居民健康檢查感謝狀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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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 

四月十一日－十三日 九十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共計報名人數

8,371 人，缺考 1,267 人，到考率為 84.86%。 

四月十二日 第七次行政會議。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自然與科技通識課程邀

請生物技術開發中心廖美智分析師於 LH103

教室講演「生物技術產業現況與趨勢」。 

 林園高中師生共計一八○人蒞校參訪。 

 輔仁盃籃球賽。男子組第一名體育學系四年

級甲班，第二名體育學系三年級甲班，第三

名體育學系碩士班；女子組第一名圖書資訊

學系，第二名護理學系甲班，第三名中國文

學系。 

 九十年全國青年射箭錦標賽暨世界盃國手

選拔賽，本校男選手莊明文獲第七名（成績

1202 分），女子選手李諭貞獲第七名（成績

1212 分）。 

 進修部宗輔室復活節共融祈禱。 

 推廣部承辦台北縣政府社會局八十八—八

十九年度第四期兒童福利主管人員暨八十

八學年度第二期兒童福利丙類保育人員研

習班結業典禮。 

四月十三日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國文科課程委員會於中

研所諮商室舉辦第二學期第一次科評會。 

四月十四日 中部校友會召開會員大會，改選理事長為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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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櫻校友(現任雲林縣立崇德國中校長)。 

四月十六日 學生事務處舉辦第二學期第二梯次飲水機

評鑑。 

 資訊中心公佈本校網頁競賽實施辦法。 

 推廣部 2001 輔仁文化講堂獲台北縣政府補

助新台幣 10,000 元 

四月十六日—五月十一日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專業倫理課程委員會舉

辦九十學年度輔仁大學專業倫理課程研討

會徵稿—「社會責任、公共利益與專業倫

理」。 

四月十七日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第五次課程委員會。 

 進修部宗輔室小蛋糕的贈送慶復活。 

四月十八日 總務處於野聲樓三樓會議室舉辦四月份總

務主管會議。 

四月十九日 第七次主管會報。 

 第七次參議會。 

 教務處召開八十九學年度第二次課程委員

會議。 

 學生輔導中心甯國興老師支援中央大學辦

理個案研討會。 

四月廿日－廿六日 足球校隊參加大專盃榮獲男子組甲組亞軍。 

四月廿一日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人生哲學課程於濟時樓

國際會議廳舉辦「藝術與人生」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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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望保祿二世和平研究中心雷敦龢主任應

邀參加由台灣促進和平文教基金會假台灣

大學法律系舉辦之「和平學介紹研討會」講

演「和平教育」。 

 藝術學院宗輔室於濟時樓九樓國際會議廳

舉行「藝術與人生」研討會。 

四月廿三日 藝術學院宗輔室為慶祝復活節舉辦找復活

蛋活動。 

 公關室主辦校史室協辦召開「《于斌樞機傳》

出版暨百歲誕辰系列活動」記者會。 

四月廿四日 校史室於中國天主教文物館舉行「于斌樞機

畫像入館揭幕式」。 

四月廿五日 民生學院宗輔室主辦理外民宗輔室協辦於

淨心堂舉辦慶祝復活節餐會及座談會，主題

「巧巧藝術揮灑，愛維生命乍現」，。 

 民生學院宗輔室參加理外民院務會議。 

 宗輔中心協助秘書室召開校內第二屆亞洲

青年日籌備會。 

 學生輔導中心邀請尤美女律師蒞校講演「玫

瑰戰爭」影片賞析。 

四月廿六日 第四次教師評審委員會。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會議設置辦法經校長核

定實施；專業倫理課程委員會於羅耀拉大樓

201 會議室舉辦第二學期教師研習會第一次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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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事務處舉辦第三劑Ｂ型肝炎預防注射。 

 宗輔中心蕭慧瑛主任同董事長單國璽樞機

主教與李寧遠校長出席靜宜大學召開之「天

主教學校福傳方向與策略」會議。 

 「推廣部開放進修計劃Ⅱ－通識課程」由林

谷芳老師主講「中國音樂裡的人文世界」。 

四月廿六日－五月三日 龍舟隊參加 2001 年中國荊州國際龍舟錦標

賽榮獲第二名、2001 中國宜昌『三峽潮』國

際龍舟拉力賽榮獲 1000 米第六名。 

四月廿七日 于斌樞機百歲誕辰紀念會假國家圖書館舉

行。 

四月廿八日 公關室協助貿金系召開系友大會暨「台灣產

業發展的挑戰與未來研討會」。 

 理外民宗輔室協助帶領志工同學，到八里淡

水愛維養護中心服務。 

四月廿九日 進修部宗輔室參與導師聚會。 

 學生輔導中心舉辦外籍勞工「勞工問題、心

理學與信仰研討會」。 

四月卅日 美國德州聖道大學四人蒞校參訪事宜。 

四月卅日－五月四日 保齡球隊八十九學年度大專院校保齡球錦

標賽，榮獲大男甲組團體亞軍。 

 學生事務處就輔組舉辦「奔騰 2001 企業校

園徵才說明會」。 

五月 與英國歐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Ul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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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K.)、菲律賓聖多瑪斯大學(University of 

Santo Tomas, Philippines)、日本福岡大

學(Fukuoka University, Japan)及法國天

主教高等研究學院(Institut Cathollique 

d’Etudes Superrieures, France)分別締

結姊妹校。 

 教務處與郵局合作電子郵遞服務於八十九

學年度下學期開始實施。 

五月一日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通識教育人文藝術課

程—「創造性研究」邀請戴炎輝文教基金會

周美惠執行長於文開樓 4A 教室講演「二十

一世紀環保產業面面觀」。 

 資訊中心召開「九十學年度開課加退選說明

會」。 

 公關室安排德國國會外交委員會副主席史

龐格蒞校參訪座談。 

 教務處召開「九十學年度實施網路加退選相

關問題研討會」，邀集相關單位及學生代表

等，對新學年度將實施之網路加退選所衍生

之相關問題作充份討論。 

 學生事務處就輔組舉辦「奔騰 2001 企業校

園徵才博覽會」。 

五月一日－卅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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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發處召開獨立研究所發展研議會第二次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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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輔導中心甯國興老師支援徐匯中學辦

理個案研討會。 

 推廣部第九十五期進修課程開課典禮。 

五月三日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專業倫理課程委員會於

羅耀拉大樓246會議室舉辦第二學期課程委

員會第二次會議暨教師評審委員會第一次

會議。 

 資訊中心召開「校園智慧財產權宣導研討

會」成立『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

組』。 

 八十九學年度第二次教務會議，討論「學則

第三十七條條文修訂」等十五項提案。 

 九十學年度碩士班招生第一次放榜會議，確

定中文系等十六個系所錄取標準及錄取名

單。 

五月四日 若望保祿二世和平研究中心雷敦龢主任應

邀參加由台灣促進和平文教基金會假烏來

那魯灣飯店舉辦之「青年和平大使營隊」主

持「和平圓桌」一場會議。 

 總務處於野聲樓三樓會議室舉辦體育室暨

學生活動中心規劃案協調會。 

五月四日－五日 教育學程中心舉辦「第四屆實習教師暨代理

教師教學知能研習－拔萃營」。 

五月四日－六日 橄欖球隊八十九學年度大專院校橄欖球錦

標賽團體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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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四日－九日 網球隊參加「九十年大專運動會」榮獲大男

乙組冠軍、大男甲組殿軍、大女甲組殿軍，

射箭隊榮獲大女甲組第四名、大男乙組第三

名，游泳隊榮獲個人三面金牌、一面銀牌、

接力銅牌、大女甲組團體錦標第六名，本校

榮獲團體總成績監察院長獎。 

五月五日 理工學院宗輔室帶領同學到台北縣八里鄉

愛維養護中心實施體驗教學。 

五月六日 本校與中華民國身心障礙服務推展協會及

台北市身心障礙服務推展協會共同舉辦第

十屆「亞特盃」台灣北區心智障礙運動會。 

 藝術學院宗輔室帶領學生參與「亞特盃」身

心障礙生運動會擔當義工。 

五月七日 五月份臨時參議會。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通識教育人文藝術課程

委員會於文學院會議室舉辦第二學期第一

次課程委員會議。 

 研發處召開「校務發展總量管制說明會」。 

 推廣部承辦台北縣政府九十年度第一期兒

童福利甲類助理保育人員暨九十年度第二

期兒童福利乙類保育人員研習班始業典禮。 

五月七日－十一日 學生事務處舉辦全校健康週系列活動。 

五月八日 理工學院宗輔室舉辦信仰分享小組月聚會

邀請陳福濱院長擔任主講人。 

五月九日 學生輔導中心邀請郭宏碁老師蒞校講演「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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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助人工作與助人技巧」。 

 社圖於濟時樓國際會議廳舉辦「台灣經濟新

報及路透社資料庫研習會」。 

五月十日 第八次行政會議。 

 理工學院宗輔室舉辦應數一鄒奇英同學追

思彌撒。 

 學生輔導中心於001團輔室為中心內專兼任

輔導老師舉辦小型個案研討會。 

 推廣部樂麗琪主任參訪高雄明誠中學洽談

合作事宜。 

五月十日－十三日 女子壘球隊參加八十九學年度大專院校女

子壘球錦標賽，榮獲團體亞軍。 

五月十一日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通識教育人文藝術課

程—「創造性研究」邀請永茂父子有機農場

鍾茂樹負責人於文開樓 4A 教室講演「親愛

的，我把餿水變黑金了!(環保的農業、有機

的農場)」。 

 菲律賓聖多瑪斯大學副校長 Rev. Dr. Jose 

Aureada,O.P.等一行十人蒞校參訪。 

 輔仁盃排球賽。男子組第一名體育學系四年

級甲班，第二名企業管理學系，第三名法律

學系；女子組第一名企業管理學系，第二名

圖書資訊學系，第三名心理復健學系。 

 推廣部承辦經濟部商業司暨元大企管顧問

公司「全國傳統市場暨攤販集中區專業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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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才培訓班」開課典禮。 

五月十二日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國文科課程委員會假文

開樓 3A 會議室舉辦八十九學年度教學研討

會。 

 九十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招生考試，共計報

名人數 913 人，缺考 81 人，到考率 91.13%。 

五月十四日 推廣部承辦台北縣政府九十年度第一期兒

童福利戊類主管人員研習班始業典禮。 

五月十四日－廿三日 學生自治組織暨社團評鑑與觀摩活動。 

五月十五日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通識教育人文藝術課

程—「傳播與現代生活」吳瑞國老師師生一

行八十人參訪聯意製作股份有限公司

(TVBS)。 

 資訊中心「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

組」成員到校內各電算中心、圖書館及宿舍

訪視。 

 曉明女中師生計二二四人蒞校參訪。 

 總務處於野聲樓三樓會議室舉辦五月份總

務主管會議。 

 推廣部城區分部承辦台北市政府社會局九

十年度兒童福利乙類保育人員B班暨甲類助

理保育人員 B班始業典禮。 

五月十六日 陸興高中師生計三四八人蒞校參訪。 

 教務處舉行「八十九學年度第二學期師資培

育規劃委員會議」，會中研商九十學年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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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學校教師教育學程開設類科、修讀生遴選

方式及作業時程。 

 學生事務處舉辦帶動社區中小學社團發展

成果展。 

 研發處召開增調系所會議。 

 學生輔導中心邀請黃冠球醫師蒞校講演「壓

力與調適」。 

五月十七日 第八次參議會。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梁崇民副教授應邀參加

淡江大學國企系舉辦之專題講演「歐盟競爭

策略」；專業倫理課程委員會假羅耀拉大樓

201 會議室舉辦第二學期教師研習會第二次

會議。 

 教務處邀集研發長、各學院院長、全人教育

課程中心主任、進修部主任及各學院二位系

所主任召開教育部大學學門評鑑「學門分類

之合適性」校內研商會議，討論分類之合適

性並提出諸多建議。 

五月十八日 輔仁中學師生計二四六人蒞校參訪。 

五月十九日 公關室協辦護理系系友會召開會員大會暨

座談會；協辦台北市校友會假立法院群賢樓

召開會員大會，改選理監事。 

 宗輔中心於淨心堂協助耶穌會李驊修士、梅

謙立修士晉執事聖職典禮之場地與禮儀用

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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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九日－廿七日 男子西式划船選手張建雄、蔡宏盟二位選

手，代表國家參加東亞運動會榮獲雙人單槳

銀牌。 

五月廿日 公關室協辦台南市校友會召開校友會會員

大會。 

 男子籃球隊參加 2001 年聯電盃春季籃球公

開賽，榮獲團體第二名。 

五月廿一日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林桶法副教授代表作「一

九四九年中共接管北平經緯」榮獲國科會甲

種研究獎勵費。 

 美國聖文森學副務長 Alice J. Kaylor.及匹

茲堡大學資註冊組人員 Timothy Thompson

等一行七人蒞校參訪。 

五月廿一日 推廣部承辦凱碩科技公司委辦英文訓練課

程。 

五月廿二日－廿五日 羽球隊參加八十九學年度大專院校羽球錦

標賽榮獲大女甲組個人賽銀牌、大女乙雙打

銅牌。 

五月廿三日 公關室辦理義大利《視野週刊》副總編輯

Mr.Pion Buongiorno拜會義大利語文學系及

宗教系老師。 

 教務處召集第七屆大學博覽會第一次籌備

會議，邀集相關協辦單位討論通過工作計

畫。 

 藝術學院宗輔室為應屆畢業教友同學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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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送會。 

五月廿四日 第八次主管會報。 

 第五次教師評審委員會。 

 九十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招生第一次放榜

會議，確認錄取名單；碩士班招生第二次放

榜會議，確定語言所等二十個系所錄取標準

及錄取名單。報名人數共計 8,371 人，錄取

520 人，錄取率 6.21%。 

五月廿五日 德國漢語教學協會會長暨美因茲大學應用

語與文化學院長柯彼德及研究員高立希博

士蒞校參訪。 

五月廿六日 理外民宗輔室協助帶領志工同學，到八里淡

水愛維養護中心服務。 

五月廿六日－廿七日 劍道隊參加八十九學年度大專院校劍道錦

標賽，表現優異，榮獲大男甲組團體過關賽

冠軍（個人賽：大男甲組朱建維金牌、鄧傑

銀牌）。 

 理工學院宗輔室於台南天主教碧岳活動中

心舉辦全國性暑期兒童道理班師資培育營。 

五月廿八日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第六次課程委員會。 

五月廿九日 學生事務處舉辦第一屆語文比賽；申請行政

院體育委員會輔導大專院校發展特色運動

經費補助，計有橄欖球、跆拳道、女子壘球、

棒球、划船等 5 個種類（培訓選手 88 人、

教練 1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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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事務處就輔組輔導之畢編會發放 90 級

畢業紀念冊。 

五月廿九日－卅一日 教務處委辦之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

畢業生升學輔導甄審甄試之命、印題工作人

員入闈。 

五月卅日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劉文郎副教授因病逝世。 

 發送全校九十學年度全人教育課程簡介。 

 八十九學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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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事務處辦理水上運動會，共有教職員工

16 人，學生 134 人，共計 150 人參加。 

 學生輔導中心邀請呂嘉惠老師蒞校講演「運

用本能管理危機—談自我保護概念」。 

五月卅日－卅一日 「九十學年度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

畢業生升學輔導甄審甄試」學術科考試，報

名共計人數 1,294 人，缺考 116 人，到考率

91.04%。 

五月卅一日 教育部至本校訪視教師升等審查作業，授權

本校自九十學年度起自審。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自然與科技通識課程邀

請活菌博士生技公司鄭俊明研發長於 LH103

教室講演「生物技術之臥虎藏龍」。 

 嘉義市立興華高級中學師生共計三二○人

蒞校參訪。 

六月 教務處彙編系所簡介手冊（分為一～四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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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印竣，提供招生宣傳活動之用。 

六月一日 本 校 透 過 美 國 Wasserman ， Comden & 

Casselman L.L.P 律師事務所向美國聯邦政

府與加州政府辦理「輔仁大學基金會」(Fu 

Jen University Foundation)申請成立手

續。 

六月二日 公關室協辦社工系系友會召開會員大會暨

遴選下任會長為謝東儒校友。 

六月二日－廿六日 教育學程中心辦理九十學年度教育學程修

讀生遴選作業，二十六日公告錄取學生名

單，本次計錄取十二科、101 位修讀生。 

六月三日－四日 九十學年度重點運動績優學生招生考試，共

計報名人數 404 人，缺考 129 人，到考率

68.07%。 

六月四日 輔大耕莘診所管理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六月四日－七日 承辦八十九學年度大專院校跆拳道錦標賽

於中美堂舉行，計有 79 所學校，108 隊參賽，

862 人參加。本校選手榮獲大男甲組團體亞

軍（個人成績：2金 5銅）、大女甲組團體（個

人成績：2 金、1 銀、1 銅）、大女乙組個人

成績 2銅，計 4金、1銀、8銅。 

六月五日 澳門高等校際學院校長 Joao Loureuco 蒞校

參訪。 

 「九十學年度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

畢業生升學輔導甄審甄試」委員會第二次會

議，決定甄審錄取分發方式及甄試 低取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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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之榜單。 

 外語學院宗輔室舉辦英文系陳希聖老師追

思禮儀。 

六月六日 全人教育課程於谷欣廳舉辦第二學期教師

座談會。 

 公關室協辦台北市校友會假悅賓樓召開第

三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並選出理事長為吳

東亮校友。 

 教育學程中心舉行「應屆準實習教師暨準合

格教師祈福派遣禮」，並正式出版本屆實習

教師實習心得彙編－「愛不止息」。 

 學生事務處舉辦新任各級會議學生代表研

習會。 

 學生輔導中心邀請呂嘉惠老師、蘇芊玲老師

蒞校講演「從性別相處談性別平權的教育概

念」座談會，演講對象為校內老師。 

六月七日 第二次校務會議。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自然與科技通識課程邀

請行政院科技顧問組何志煌博士於LH103教

室講演「生物技術之天龍八部－植物組織培

養」。 

 進修部宗輔室參加導師期末共融彌撒。 

 學生輔導中心承辦教育部「北區諮商中心大

型個案研討會」。 

六月八日 學生事務處就輔組於中美堂舉辦畢業生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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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晚會。 

 宗輔中心協助「畢業典禮」中祈福禮。 

 進修部宗輔室期末共融彌撒。 

六月九日 宗輔中心協助「畢業生祝福茶會」中祈福禮。 

 校史室協助終身講座教授龔士榮神父於畢

業典禮講演「創業維艱」之影音製作及串場。 

六月九日－十日 理工學院宗輔室於新竹天主教香山靈修中

心舉辦全國性暑期兒童道理班師資培育營。 

六月十二日 澳洲國立坎培拉大學布里本分校副校長 Don 

Aitkin, Kerry Kennedy 等一行六人蒞校參

訪。 

六月十三日 法國”十字架報”亞洲版編輯 Mr.Dorian 

Malovic 蒞校參訪。 

 學生事務處舉辦八十九學年度日間部新舊

任院系導師代表傳承座談會。 

 總務處於野聲樓三樓會議室舉辦六月份總

務主管會議；於谷欣廳舉辦第二學期飲水機

工作座談會。 

 推廣部辦理金陵女中 2001 年暑期海外語文

研習活動行前說明會。 

六月十四日 第九次行政會議。 

 人事室於第一會議室轉頒八十九年私立學

校服務獎章。 

 本校網頁競賽成績揭曉，校長親自頒發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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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獎金。 

 進修部宗輔室學期末邀請導師們參與新生

迎新祈福禮籌備會議。 

六月十五日 九十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招生第二次放榜

會議，確認錄取名單。總計在職專班報名人

數 913 人，錄取 195 人，錄取率 21.36%。 

 教育學程中心舉辦「第五屆準實習教師職前

講習」，以加強實習教師的專業準備。 

六月十六日 理外民宗輔室配合理外民發展委員會舉辦

第二屆理外民學生領袖共融營行前會議。 

 推廣部婦女大學第十屆畢業典禮暨歷屆校

友返校慶祝活動。 

 校史室吳瑞珠主任應邀於婦女大學第十屆

畢業典禮暨歷屆校友返校慶祝活動講演「輔

仁～我的母校」；應邀於體育系共融營講演

「積健為雄  體苑常春—輔仁大學體育活

動到體育學系的歷程」。 

六月十六日－十七日 龍舟隊參加台北縣議長盃第九屆龍舟錦標

賽，榮獲學生男子組冠軍、總決賽第四名。 

六月十八日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大學入門」課程於濟時

樓國際會議廳舉辦課程發展及改進會議。 

六月十八日－廿日 學生事務處假桃園勞工育樂中心舉辦學生

領袖研習營。 

 理外民宗輔室配合理外民發展委員會舉辦

第二屆理外民學生領袖共融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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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語學院宗輔室協助理外民大二至大四領

袖共融營。 

六月十八日－七月卅一日 教育學程中心獲得教育部「九十年度發展卓

越師資培育充實教學設施計畫」補助款 286

萬元。 

六月十九日－廿一日 民生學院宗輔室於桃園德來活動中心舉辦

九十學年度學生領袖研習營，理外民宗輔室

協助辦理。 

六月十九日－廿二日 九十學年度博士班招生考試，共計報名人數

107 人，缺考 5人，到考率 95.32%。 

六月廿日 推廣部辦理中國海專 2001 年暑期海外語文

研習活動行前說明會。 

 天主教史料研究中心陳方中主任參加銘傳

大學「兩岸資訊社會的史學與運用學術研討

會」發表論文〈台灣地區有關天主教史料研

究的概況與發展〉。 

六月廿一日 第九次主管會報。 

 第九次參議會。 

 九十學年度重點運動績優學生招生放榜會

議，報名人數共計 404 人，錄取 60 人，錄

取率 14.85%。 

 推廣部承辦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公務人力發

展中心八十九學年度第二學期公教人員外

國語文進修班結業典禮。 

六月廿二日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國文科課程委員會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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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會議室舉辦第二次教師評審委員會。 

 香港樂善顧超文中學台灣教育交流團共計

二十人蒞校參訪。 

 進修部宗輔室新生迎新祈福禮的各項前置

作業。 

六月廿二日－廿五日 龍舟隊參加 2001 台北國際龍舟錦標賽，榮

獲公開男子組第四名。 

六月廿四日—廿六日 若望保祿二世和平研究中心與法律系於濟

時樓共同舉辦「廢除死刑國際學術研討會」。 

六月廿五日 若望保祿二世和平研究中心於濟時樓舉辦

新書發表會。 

六月廿六－廿八日 文學院宗輔室三好營學生活動舉行，共 45

人參與。 

六月廿八日 第三次人事評議委員會。 

七月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田默迪副教授於「公元

2000 年基督信仰之生命力研討會」發表〈探

討希臘羅馬文化及社會的特徵〉。 

 本校與澳門高等校際學校（Instituto 

Inter-Univeersitário de Macau）締結姊

妹校。 

 民生宗輔室於谷關舉辦八十九學年度教職

員工暑期自強活動，分二梯次，理外民宗輔

室協助辦理。 

 醫學院宗輔室主辦「愛的行蹤」暑期學生志

工服務，於十一所天主教醫療事業機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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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共 54 位同學參加，26 梯次。 

七月一日 教育學程中心輔導八八級實習教師暨代理

教師參加教育實習，輔導人數共計 93 名。 

七月一日－四日 田徑隊參加香港邀請賽，獲男子八百公尺第

二名。 

七月二日－七日 推廣部辦理 2001 年暑期 e 少年英語夏令營

（一）。 

七月二日－十四日 推廣部辦理 2001 年暑期活力兒童夏令營。 

七月四日 總務處於谷欣廳舉辦「捷運輔大站規劃設計

及交通維持計畫說明會」。 

 推廣部第九十六期進修課程開課典禮。 

七月五日 第十次行政會議。 

七月九日—十四日 推廣部辦理 2001 年暑期 e 少年英語夏令營

（二）。 

七月十日 教務處召開「輔仁大學碩、博士論文寫作裝

訂標準格式」研議小組委員第一次會議，討

論「輔仁大學學位論文印製格式統一規定

（草案）」。 

 教務處召開「輔仁大學學程設置辦法」研議

小組委員第一次會議，討論「輔仁大學學程

設置辦法（草案）」。 

 推廣部城區分部承辦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委

託九十年度兒童福利戊類主管人員B班始業

典禮；台北市政府社會局九十年度兒童福利

戊類主管人員 A班結業典禮。 

【90】 行政單位  

七月十一日 九十學年度招生委員會博士班招生放榜會

議，報名 107 人，錄取 53 人，錄取率 49.53%。 

七月十二日 第十次參議會。 

七月十二日－十三日 理工學院宗輔室舉辦理外民暑期自強活動

關懷之旅第一梯次出隊。 

七月十三日 推廣部承辦台北縣政府九十年度第二期兒

童福利甲類助理保育人員暨九十年度第三

期兒童福利乙類保育人員研習班始業典禮。 

七月十六日 推廣部承辦台北縣政府社會局八十八—八

十九年度第五期兒童福利專業保育人員暨

八十八—八十九年度第四期兒童福利助理

保育人員研習班結業典禮。 

七月十七日 本校九十學年度預算呈報董事會審議通過

後呈報教育部核備。 

 資訊中心召開「校園網路技術小組會議」。 

七月十八日－十九日 九十學年度轉學生招生考試，共計報名人數

9,822 人，缺考 2,369 人，到考率 75.88%。 

七月十九日 第十次主管會報。 

七月廿二日－廿四日 教務處參加中時晚報在北、中、南三區舉辦

的第七屆國際大學博覽會。 

七月廿三日 台北縣泰山鄉李國書鄉長等一行人蒞校參

訪並與推廣部洽談與泰山鄉鄉民大學合作

事宜；推廣部承辦泉勝鋼模有限公司委辦英

文訓練課程。 

七月廿六日－廿七日 理工學院宗輔室舉辦理外民暑期自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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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之旅第二梯次出隊。 

七月廿六日—卅日 李寧遠校長及校內師長一行參加馬來西亞

新山、吉隆坡及檳城三地區校友會籌備會活

動及拜會相關單位。 

七月卅日 學生輔導中心出版《愛情、生活、信仰》。 

七月卅一日 資訊中心召開「校園網路技術小組會議」。 

 講義組辦事員潘碧珊屆齡退休，該職缺移轉

至新設立之「招生企劃與推動中心」，並奉

准提升為組員。 

 總務處於野聲樓三樓會議室舉辦七月份總

務主管會議。 



89.09.08 法律系與中國人 
民大學法學院於北京合辦 
「首屆兩岸民商法學術研 
討會」。 

伍、教學單位 
 

 

 

 

 

 

 

 

 

 

 

 

 

 

 

 

 

 

 

 

 

 

 

 89.12.03 大眾傳播研究所於濟時樓演講

廳舉辦「第三屆媒介與環境學術研討

會」。 

89.09.20 醫學系於醫學院會議室舉辦成

立慶祝大會。 

89.09.20 管理學院於濟時樓 
國際會議廳舉辦碩士班在職 
專班開辦典禮暨研究生迎新 
茶會。 

89.12.02 統計學系於羅耀拉大樓舉辦「兩

岸統計成果：增進基礎抽樣調查與統計諮

詢教學之研究研討會」。 

90.03.12 西文週開幕式。 

 
 
 
 
 
 
 
 
 
89.9.20 國際貿易與金融

學系邀請蕭萬長先生參與

財經名人講座。 

 

 

 

 

 

 

 

 

 

 

 

 

 

 

 

 

 

 

 

 

 

 

 

 

 

 

90.04.18 織品所師生一行人應邀參加上海

東方廣告公司舉辦之「流行在中國研討

會」。左十：黃韶顏院長。 

90.05.23 視聽教學中心於聖言樓遠距教學

教室舉辦「網路輔助閱讀教學講習會」。 

90.05.05 德文系於聖言樓國際展

演中心舉辦「台灣第四屆德語文

學暨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90.03.23 藝術學院邀請由曾建次主教（左

一）所領導的「天主教原住民聖歌團」於

真善美聖廣場演出。 

90.04.28 中國文學系於谷欣廳 
 舉辦「第二屆先秦兩漢學術研 
 討會」。 

90.06.30 公衛系至南投縣民間鄉弓協國小

災區服務。 
前排：陸幼琴院長、劉希平系主任。 

 
 
 
 
 
 
 
 
 
 
 
90.05.07 新新聞

雜誌王建壯社

長蒞新聞傳播

學系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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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學院 
 

八十九年 

八月 中國文學系李添富老師應邀參加徐州師範

大學舉辦之「第六屆漢語音韻學國際學術研

討會」發表〈宋保《諧聲補逸》「一聲之轉」

索解〉。 

 歷史學系《七十年來中西交通史研究的回顧

與展望—以輔仁大學為中心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出版。 

 歷史學系林立樹老師應邀至大陸復旦大學

講演「美國的魅力與中國人之反省」；應邀

於「仁學與當代倫理學術討論會」中發表論

文〈仁學與兩性平權〉。 

 體育學系吳錦雲副教授（教練）帶隊贏得「第

十三屆亞洲盃田徑賽撐竿跳高」銅牌；曾慶

裕副教授（教練）帶隊贏得「世界盃男子壘

球錦標賽」第十六名；謝茂松副教授（教練）

及楊志顯教授（領隊）帶隊贏得「第七屆世

界大學划船錦標賽」男子八單第六名、女子

四單第六名、男子輕量級單雙第八名。 

八月－十二月 影像傳播學系習賢德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

題研究計畫「臺灣地區體育競賽的傭兵現

象：以臺灣區運挖角風氣的政經分析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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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藝術學院  
 

八十九年 

八月 音樂系孫樹文老師於〈新使者〉63 期刊發表

〈布魯克納的音樂人生〉；胡小萍老師應邀

於「第一屆台北國際鋼琴教學研究論文研討

會」發表〈巴赫鍵盤音樂的小步舞曲〉；音

樂系唐鴻芬老師應邀參加於谷欣廳舉辦之

教職員講座講演「古典音樂」。 

八月—九月 景觀系陳文錦老師獲碩園環境規劃公司委

託合作計畫「台北市育航幼稚園遊戲場改善

工程」及「台北市永吉國小遊戲場改善工

程」。（始於八十八年八月） 

八月—十月 景觀系陳文錦老師獲碩園環境規劃公司委

託合作計畫「台北市信義國小遊戲場改善工

程」。（始於八十八年九月） 

八月—十一月 景觀系陳文錦老師獲碩園環境規劃公司委

託合作計畫「台北市東門國小遊戲場改善工

程」。（始於八十八年十月） 

八月一日 應用美術學系主任林文昌出版高職《美術

Ι》教科書（上冊），由三民書局出版印行。 

八月一日－十二日 應用美術學系陳國珍老師獲財團法人國家

文化藝術基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觀宇意

象－傳統金工漆藝結合應用之古藝新飾」。 

八月一日－廿五日 應用美術學系承辦勞委會委託「美工設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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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處理實務班」之建教合作案。 

八月一日—十一月卅一日 景觀系趙家麟老師應邀參加由新竹市政府

假新竹火車站大廳舉辦之「新竹火車站站前

廣場整體設計」展覽。 

八月一日－十二月卅一日 景觀系陳燕靜老師獲七星生態保育基金會

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士林官邸(園藝管理所)
植栽調查」。（始於四月一日） 

 景觀系陳文錦老師(毛穎芝共同主持)獲台北

市教育局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台北市幼稚園

安全管理手冊編撰計畫(環境與設備篇召集

人)」。（始於七月一日） 

八月一日－九十年三月卅一日  

 景觀系張清烈老師獲研發處補助專題研究

計畫「環境模擬實驗研究中西宗教建築之環

境心理效應的轉換」。（始於八十九年一月一

日） 

八月一日－九十年五月卅一日  

 景觀系張德煇老師獲研發處補助專題研究

計畫「環境藝術的復興和創新」。（始於八十

八年三月一日）；張清烈老師獲中華民國鋼

筆收藏協會補助合作研究計劃「工業設計展

演空間經濟開發研究」。 

八月一日－九十年七月卅一日  

 景觀系葉美秀老師獲頭城農場補助建教合

作計畫「永續栽培系統應用於休閒農場之研



【136】 藝術學院  

究」。（八十八年—九十年） 

 景觀系張清烈老師獲教育部補助專題研究

計畫「環境模擬實驗改進教學研究計劃」。

（始於八十九年一月一日至九十年十月卅

一日） 

 景觀系張清烈老師獲農委會補助專題研究

計畫「農委會福山植物園環境衝突評估研

究」。（始於一月一日至九十一年六月卅日） 

 景觀系張清烈老師獲台北縣政府補助專題

研究計畫「台北縣環境藝術執行實施計畫效

應評估研究（專案委員會）」。（始於三月一

日至九十一年七月卅一日） 

 景觀系趙家麟老師獲新竹市政府補助專題

研究計畫「新竹火車站站前廣場整體規劃設

計」。（始於八十九年五月一日） 

八月一日—九十年九月卅日 景觀系陳文錦老師獲台北市教育局補助專

題研究計畫「台北市幼兒校中校之環境與建

築研討」。（始於八十九年四月一日） 

八月十日 音樂系蘇慶俊老師於國家音樂廳指揮台北

華新兒童合唱團「2000 千禧音樂會」。 

 應用美術學系主任林文昌出版高職《美術

Ι—教師手冊》（上冊），由三民書局出版印

行。 

 應用美術學系顧世勇老師，應文建會邀請，

發表「驅動程式 2000」新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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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一日 應用美術學系顧世勇老師參加新竹市立文

化中心主辦的「2000 竹塹美展」。 

八月十三日 音樂系唐鴻芬老師應邀參加由行政院衛生

署假台北醫院舉辦之「古典音樂」講座。 

八月十五日 音樂系劉志明老師出版由全音樂譜出版社

發行之《文藝復興時代音樂史》。 

九月 景觀系饒文忠老師於《造園季刊》發表〈畢

業設計之省思〉一文。 

九月一日 音樂系方銘健老師於〈益世評論〉第 262 期

發表〈基督宗教高等教育協會國際論壇所聞

所見〉。 

 應用美術學系顧世勇老師於《藝術家》雜誌

發表〈藝術好吃嗎？〉；應台北縣文化局之

邀於板橋新站舉辦之「台北國際科技藝術展

－發光的城市」發表創作作品。 

九月五日 應用美術學系陳國珍老師應忠信國際珠寶

公司委託，建教合作「一抹彩虹」系列飾品

開發設計。 

九月八日 應用美術學系陳國珍老師應邀由台灣珠寶

同業工會於台北世貿中心舉辦之「2000 台北

國際珠寶展－台灣珠寶金工創作協會聯展」

發表創作。 

九月九日 音樂系曾素芝老師應邀至淡水國際扶輪社

青年領袖營演講。 

九月十日 應用美術學系卜建平老師於《現代美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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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發表〈室內設計美學〉專文。 

九月十五日 應用美術學系馮永華老師獲研發處通過研

究計畫「民族風格設計現代化問題研究」。 

九月廿日 景觀系葉美秀老師應邀參加「苗栗縣政府休

閒農業經營管理人才儲訓及鄉土休閒農業

解說員訓練班」發表講義〈休閒農業，資源

規劃〉。 

九月廿一日 景觀系張德煇老師應邀參加由天主教台灣

地區主教團天主教九二一賑災中心假南投

草屯舉辦之「無聲之聲」九二一週年紀念大

會會場設計一案。 

 景觀系葉美秀老師應邀參加「農委會花蓮區

農改場休閒農業經營輔導班」發表〈農業資

源在休閒農業之應用〉。 

九月廿二日 應用美術學系林文昌主任配合新世紀台北

縣發展藍圖研討會舉行「北縣風情畫」個展

於濟時樓國際會議廳。 

九月廿八日 應用美術學系林文昌主任、顧世勇老師，獲

中華民國私立教育學會頒「優良教師獎」。 

九月卅日 音樂系郭聯昌老師應邀參加由台北縣教育

局主辦之「台灣音樂班的前景與未來」座談

會中演講。 

十月 景觀系張清烈老師於《中華民國建築學會論

文集》中發表〈都市環境藝術於自然轉化立

場效應之後續研究〉；張清烈老師於

UNI-BERICHT STUTTGART GERMANY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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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FELSEN UND BAEUME ALS MODEL 
IN NRT-SIMULATION〞。 

十月一日 音樂系劉志明老師出版由全音樂譜出版社

發行之《嚴格對位》。 

 應用美術學系卜建平老師主持中華電視公

司「室內設計與佈置」藝術類節目；顧世勇

老師應台北市立美術館之邀請，參加「2000
年台北雙年展新風格」之展出。 

十月二日 音樂系郭聯昌老師應邀參加由台北市台南

縣市同鄉會假台北市國際會議廳主辦之音

樂會指揮新台北愛樂管絃樂團演出。 

十月六日 音樂系曾素芝老師假國家音樂廳舉辦「浪漫

玫瑰情」個人獨奏會。 

 應用美術學系林文昌主任擔任行政院環保

署義工徽章圖案徵選審查委員。 

十月九日 音樂系郭聯昌老師應邀參加於僑務委員會

國慶晚會中指揮新台北愛樂管絃樂團演出。 

十月十日－十四日 音樂系王逸超老師應邀參加由國立中正文

化中心、民生報、聯合報、牛耳藝術假國家

戲劇院聯合主辦之「芭蕾巨星之夜」，擔任

樂團首席。 

十月十四日 音樂系郭聯昌老師應邀參加於「安寧療護音

樂會」中指揮新台北愛樂管絃樂團演出。 

 景觀系陳燕靜老師應邀參加由華視視聽中

心演講會假華視演講廳舉辦之演講會，講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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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一個人與自然共榮的生活空間」。 

十月十七日 音樂系邀請國立藝術學院校務研究發展中

心主任顏綠芬博士於懷仁廳講演「台灣作曲

家的音樂世界」講習會。 

十月廿日 音樂系方銘健老師於〈曉明之星〉第十八期

發表〈無聲之聲 921〉。 

十月廿一日 音樂系王逸超老師應邀參加由弘音藝術廖

家弘音樂工作室假台中中山堂主辦「古典

心，電影情音樂會」擔任樂團首席。 

十月廿一－廿二日 音樂系所舉辦「音樂論壇與多媒體演出國際

學術研討會」會中邀請高惠宗老師發表

「Symphony in AC-3 with video」。 

十月廿七日 音樂系唐鴻芬老師應邀參加導師活動系列

講演「古典音樂」講座。 

十月廿九日 音樂系王逸超老師應邀參加由弘音藝術，廖

家弘音樂工作室假國家音樂廳主辦「古典

心，電影情音樂會」擔任樂團首席。 

十月卅一日 應用美術學系林文昌主任出版發行《黑與白

的對話－林文昌銅版畫原作特集》由色彩美

學工作室印行。 

十一月 音樂系方銘健老師假台北聖家堂舉辦「天恩

五十齊頌揚」音樂會。 

十一月十二日 景觀系陳文錦老師應邀參加「輔大教學網」

發表〈景觀設計二「敷地計畫」網路教學網

頁及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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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一日 音樂系方銘健老師於〈益世評論〉第 266 期

發表〈飆車一族可以導正嗎〉。 

 應用美術學系陳國珍老師金工作品「新

月」、「赤焰」兩件榮獲台北縣政府文化局收

藏。 

十一月一日－九十年二月 應用美術學系陳國珍老師應邀由台北鴻禧

美術館舉辦之「金翠流芳－現代金工飾品創

作展」展出作品。 

十一月四日 音樂系郭聯昌老師應邀參加於「八方風雲會

中州」指揮新台北愛樂管絃樂團演出。 

十一月五日 應用美術學系顧世勇老師應邀於「中華攝影

教育協會國際研討會」發表〈影像在潛意識

活動中的優異性〉。 

十一月七日 音樂系方銘健老師應邀於復興電台發表〈古

典音樂製作要領〉。 

十一月十一日 音樂系德林傑老師假台北市基督教浸信會

懷恩堂舉行「李斯特之夜」音樂會。 

十一月十二日 景觀系葉美秀老師應邀參加「石岡鄉農會休

閒農業導覽解說人員訓練班」發表〈石岡鄉

休閒農業整體發展規劃與農業資源應用〉。 

十一月十五日 音樂系曾素芝老師應邀參加由牛耳藝術經

紀公司假台南市立文化中心主辦之「胡乃元

與莫札特小提琴協奏曲」音樂會演出。 

十一月十六日 音樂系方銘健老師於〈益世評論〉第 266 期

發表〈表演唱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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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系曾素芝老師應邀參加由牛耳藝術經

紀公司假彰化縣立文化中心主辦之「胡乃元

與莫札特小提琴協奏曲」音樂會演出。 

十一月十八日 音樂系曾素芝老師應邀參加由台北聖家堂

主辦之「中國主教公署五十週年慶音樂會」

演出。 

 景觀系葉美秀老師應邀參加「台中縣觀光果

園解說人員研習班」發表〈休閒資源在觀光

農園上之應用〉。 

十一月十九日 音樂系邀請前柏林愛樂長笛首席艾曼鈕帕

胡德於懷仁廳舉辦大師班長笛講習會。 

十一月廿三日 音樂系王逸超老師應邀於台北縣立文化中

心擔任音樂會「客家作曲家之夜」樂團首席。 

十一月廿八日 音樂系蘇慶俊老師於國家音樂廳指揮福爾

摩莎合唱團首演蕭泰然清唱劇「浪子」。 

十二月 音樂系蘇慶俊老師於淡江中學學生週會指

揮輔大音樂系合唱團演出「輔大樂集」。 

 音樂系胡小萍老師於《輔仁學誌》第 27 期

發表〝Bartok's "Mikrokosmos〞。 

 景觀系陳燕靜老師獲台北市公園處頒「協助

台北市花卉展有功」。 

 景觀系張德煇、葉美秀及黃文珊老師應邀參

加由景觀設計學系假文學院草坪舉辦之

「『校園展置藝術』基本設計戶外作品景觀

展」展覽；陳文錦老師應邀參加由中國園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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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假台北舉辦之研討會發表〈從江南傳統

庭園植栽手法探討板橋林園之植栽特質〉。 

十二月一日 應用美術學系陳國珍老師出版發行個人創

作專輯《陳國珍作品集 Metalworks by 
CHEN,KUO-JEN》。 

十二月一日－九十年五月卅一日  

 景觀系張德煇、張清烈及黃文珊老師獲台灣

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基

站融合週遭環境設計」。 

十二月一日－九十年六月卅日  

 景觀系葉美秀老師獲台中市農會補助專題

研究計畫「台中市休閒農業觀光帶整體規

劃」，獲苗栗縣政府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苗

栗縣五鄉鎮休閒農業觀光帶規劃」。 

十二月五日 應用美術學系林文昌主任應邀參加「新莊美

展」，作品「化石風景」。 

十二月十三日 音樂系於懷仁廳舉辦由郭聯昌老師指揮弦

樂團演出「輔大樂集—協奏曲之夜」。 

十二月十五日 音樂系孫樹文老師應邀參加由中平國中舉

辦之「音樂與美術教學會議」講演「樂中有

畫，畫中有樂」。 

十二月十六日 音樂系郭聯昌老師應邀指揮「台北縣碧華國

中音樂班管絃樂團」假台北縣青少年音樂廳

演出，應邀指揮「台北縣青少年管絃樂團」

假台北縣青少年音樂廳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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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八日 音樂系胡小萍老師應邀由新竹市建華國中

舉辦講演「舒伯特與布拉姆斯的鋼琴作品」。 

十二月十九日－卅一日 應用美術學系陳國珍老師應台北縣文化局

邀請，於特展室展出「觀宇意象 2000－陳國

珍金工個展」，同時編印發行創作專輯。 

十二月廿日 音樂系邀請中提琴演奏家黃心芸於懷仁廳

舉辦中提琴講習會。 

 音樂系王逸超老師應邀於台北縣立文化中

心參與「台北縣立交響樂團定期音樂會」演

出，擔任聲部首席；唐鴻芬老師應邀於新莊

市立文化中心參與「跨越 2000」音樂會演

出；曾素芝老師應邀參加由牛耳藝術經紀公

司假國家音樂廳主辦之「胡乃元與莫札特小

提琴協奏曲」音樂會演出。 

十二月廿一日 音樂系蘇慶俊老師於台南師院雅音樓指揮

台南頌音合唱團演出「浪漫與印象的對話」。 

十二月廿三日 音樂系管樂團應邀參加由新竹縣政府主辦

之「新竹花鼓節」於新竹縣政府廣場演出。 

十二月廿五日 音樂系交響樂團暨合唱團假國家音樂廳舉

辦「邁向廿一世紀」音樂會。 

 應用美術學系林文昌主任接受東森新聞台

專訪，發表〈女性紅色內衣的心理因素〉和

〈世紀末流行色彩〉兩項研究心得。 

 景觀系張德煇及黃文珊老師應邀參加由天

主教失智老人社會褔利基金會假台北舉辦

之「失智老人安養院景觀設計」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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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廿七日 音樂系王逸超老師及曾素芝老師於高雄至

善廳參與台北木笛室內樂團主辦「吳明宗木

笛巡迴音樂會－木笛的故事」室內樂演出。 

十二月廿八日 音樂系郭聯昌老師應邀指揮海軍軍樂隊假

高雄義守大學演出「管樂新風情」音樂會。 

十二月卅日 音樂系交響樂團暨合唱團郭聯昌老師指揮

假高雄師範大學活動中心舉辦巡迴音樂會。 

九十年 

一月 音樂系孫樹文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

計劃「美國廿世紀中期的鋼琴奏鳴曲研究」。 

 景觀系陳文錦老師獲國立台灣大學頒「國立

台灣大學園研所造園(landscape)組博士學

位」。 

 景觀系陳文錦老師發表〈從中國傳統庭園形

式之構成探討台灣傳統私家庭園形式之特

質〉博士論文。 

一月一日 音樂系郭聯昌老師應邀指揮海軍軍樂隊假

嘉義文化中心演出「嘉義管樂節音樂會」。 

一月一日－三月卅一日 景觀系張清烈老師獲輔大中西文化研究中

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環境模擬實驗研究中

西宗教建築之環境心理效應的轉換」。 

一月一日－七月卅一日 景觀系張清烈老師獲輔仁大學/教育部補助

專題研究計畫「環境模擬實驗改進教學研究

計劃」。 

一月四日 應用美術學系馮永華老師應邀於「藝術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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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學術研討會」發表〈藝術家筆下的生的禮

讚與死的憂懼〉；陳建韓老師應新古典藝術

基金會邀請主持「與電腦共舞」專案研究。 

一月五日 音樂系應邀至台北醫學大學杏春樓演出「輔

大樂集－管樂的魅力音樂會」。 

 應用美術學系受新莊市公所委託執行新莊

市興化公園彩繪計畫，由林文昌主任擔任創

意總監，孫志誠老師擔任技術指導，率領應

美系三位同學進行為期三個月的繪製工作。 

一月七日 音樂系郭聯昌老師應邀指揮海軍軍樂隊假

高雄市立文化中心至德堂演出「管樂新風

情」音樂會。 

一月八日 音樂系胡小萍老師應邀參加由台南鋼琴教

師聯誼會主辦講演「古典時期小奏鳴曲的歷

史背景」。 

一月十二日 音樂系王逸超老師及曾素芝老師應邀參加

由台北木笛室內樂團假台南市立文化中心

主辦之「吳明宗木笛巡迴音樂會－木笛的故

事」室內樂演出。 

一月十五日 音樂系王逸超老師及曾素芝老師應邀參加

由台北木笛室內樂團假台北國家音樂廳主

辦之「吳明宗木笛巡迴音樂會－木笛的故

事」室內樂演出。 

一月廿三日 應用美術學系林文昌主任接受東森電視台

熱線追蹤報導節目專訪，發表〈色彩的保健〉

和〈立法院的色彩問題〉兩項色彩心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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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 

二月 景觀系張清烈老師應邀參加假台北舉辦之

「永續發展學術論文研討會」發表〈永續性

質都市發展之探討〉、〈自然傾向建築實現關

鍵性問題研究〉及〈環境效力與環境模擬實

驗關係研究〉，應邀參加「地區建築光學儀

器發表會」發表〈環境模擬探視鏡週邊設備

改良研究〉技術發表。 

二月—七月 景觀系陳文錦老師受委託合作計畫「台灣醫

院公館院區警官設計許坤南建築師事務

所」。（至八月） 

二月一日 應用美術學系林文昌主任出版高職《美術

Ⅱ》與《美術Ⅱ－教師手冊》(下冊)，獲得

教育部審定通過，由三民書局發行。 

 應用美術學系陳國珍老師應行政院文建會

邀請參展假法國巴黎台北新聞文化中心、美

國紐約中華新聞文化中心、英國倫敦維多利

亞博物館舉辦之「漆藝之美創作巡迴展」。 

二月八日 音樂系胡小萍老師應邀參加由台南鋼琴教

師聯誼會主辦講演「古典時期小奏鳴曲的彈

法」。 

二月十七日 音樂系孫樹文老師應邀參加由台北縣三重

高中假國家音樂廳主辦之音樂會演出。 

二月廿四日 應用美術學系林文昌主任及向明光老師參

加「2001 新世紀亞太水彩畫展」於國立中正

藝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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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廿五日 音樂系王逸超老師應邀參加由財團法人世

紀音樂基金會假新莊市立文化中心主辦之

「貝多芬的新紀元 VIII 第四類接觸音樂會」

台北世紀青年管絃樂團擔任首席。 

二月廿七日 音樂系王逸超老師應邀參加由財團法人世

紀音樂基金會假國家音樂廳主辦之「貝多芬

的新紀元 VIII 第四類接觸音樂會」台北世紀

青年管絃樂團擔任首席。 

二月廿九日 景觀系黃文珊老師於《輔仁大學景觀設計學

系》發表〈現代紀念性空間景觀設計基本要

素及原則〉。 

三月 音樂系蘇慶俊老師指揮福爾摩莎合唱團錄

製 CD「愛與希望－蕭泰然合唱作品」。 

三月一日 應用美術學系賴志彰老師應邀於《彰化文

獻》發表〈彰化縣域市街的歷史變遷〉論文。 

三月一日－九十一年七月卅一日  

 景觀系張清烈老師獲台北縣政府補助專題

研究計畫「台北縣環境藝術執行實施計劃效

應評估研究(專案委員會)」。 

三月一日—七月卅一日 

 景觀系張清烈老師獲南德建築師公會補助

專 題 研 究 計 畫 「 TARN IN DER 
ARCH.-Umweltsimulation」。（至九十二年三

月卅一日） 

三月五日 應用美術學系賴志彰老師應邀於《宜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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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發表〈台灣神社之研究〉論文。 

三月十日 景觀系黃文珊老師於《輔仁大學景觀設計學

系》發表〈景觀建築美學於地景織理之慶用

與再現〉。 

三月廿日 應用美術學系應美藝廊舉辦「林政伯個

展」，林文昌主任並發表〈證明心境的藝術

家情緣－林政伯繪畫創作賞析〉之專文。 

三月廿三日 藝術學院邀請由曾建次主教所領導的「天主

教原住民聖歌團」於真善美聖廣場演出慶祝

于斌樞機百歲誕辰紀念活動。 

三月廿三日—廿五日 藝術學院於懷仁廳舉辦「音樂‧社會‧人國

際學術研討會」。 

三月廿四日 藝術學院邀請劉志明教授於懷仁廳講演「天

主教聖樂與社會的關聯」，邀請徐玫玲博士

講演「流行音樂在台灣」。 

三月廿五日 音樂系郭聯昌老師指揮台南市立交響樂團

假台南市藝術中心演出「春暖花開樂聲飄」

定期音樂會。 

 應用美術學系「新莊市興化公園彩繪」揭幕

儀式。學生並於現場為社區居民製作人像速

寫。同時出版《黃金印象－新莊市興化公園

彩繪藝術特輯》。 

三月廿六日 藝術學院邀請廖繼坤老師於藝術學院一樓

會議室講演「The Key Chain-A Perspective of 
the Tonal Structure in Mozart’s Three 
Concer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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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系邀請柏林愛樂木管五重奏雙簧管及

低音管演奏家於懷仁廳、懷德廳舉辦大師講

習會。 

三月廿八日 音樂系於懷仁廳舉辦「聲樂與作曲教師發表

音樂會」，邀請王逸超老師、林玉卿老師、

許明鐘老師、孫樹文老師、曾素芝老師演出。 

四月 景觀系張清烈老師應邀參加「ZEISS 光學研

討會」發表〈景觀建築觀測光學設備發展與

應用研究〉技術發表；黃文珊老師應世界建

築雜誌邀請，發表〈台灣當前景觀建築教育

之發展與省思〉。 

四月一日 應用美術學系林文昌主任、陳振輝老師及蔡

明勳老師應邀參加「2001 台北縣美術家大

展」於台北縣文化局；林文昌主任應國立台

灣藝術教育館邀請，於國立中正藝廊舉行專

題講演「水彩畫的色彩創意」；陳國珍老師

應邀於〈珠寶界雜誌〉58 期發表〈形簡漾彩

－看約翰、肯寧展演金屬本色〉。 

四月九日 應用美術學系陳國珍老師應邀於輔大應美

藝廊舉辦「Dazzling2001－輔大應美師生金

工聯展」發表作品。 

四月十一日 音樂系邀請師大音樂系教授林明慧於懷仁

廳舉辦專題演講「舒曼的音樂世界」講習會。 

四月十三日 音樂系王逸超老師應邀參加由扶輪社主辦

國際扶輪社 2001 年第三屆地區年會「慈善

音樂會」演出維瓦第四把小提琴協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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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六日 音樂系邀請鄧斯屏老師於懷仁廳演出「鄧斯

屏小號音樂會」；曾素芝老師應邀參加由國

際婦女協會假台北國際會議廳主辦之「亞太

論壇」獨奏演出。 

四月十八日 音樂系郭聯昌老師應邀指揮台北縣青少年

管絃樂團及美國洛杉磯郡 Duarte 青少年合

唱團假台北縣新莊文藝中心演出音樂會；王

逸超老師應邀參加於台南億載金城擔任「台

南藝術文化節音樂會」樂團首席。 

四月廿日 世界管樂協會前會長 Wolfgang Supang 蒞音

樂系參訪。 

四月廿一日 音樂系唐鴻芬老師於應邀參加由全人教育

中心主辦之「藝術與人生學術研討會」發表

論文〈音樂作品中對生命的禮讚〉。 

四月廿二日 音樂系曾素芝老師應邀參加春之聲樂團假

中壢藝術館主辦之協奏曲音樂會演出。 

四月廿三日 藝術學院邀請荀彩煥博士於藝術學院一樓

會議室講演「布拉姆斯 F 小調鋼琴奏鳴曲之

主題與變形與文學標題及意念的運用」。 

四月廿六日 音樂系與吹笛人室內樂團假國家音樂廳舉

辦「長笛與合唱的對話」音樂會。 

四月廿七日 音樂系邀請留美豎笛演奏家范磊於懷仁廳

舉辦講習會。 

 音樂系王逸超老師、曾素芝老師應邀參加假

國家圖書館舉辦之「于斌樞機百年誕辰紀念

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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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 音樂系劉志明老師於《禮樂集 20》發表歌曲

創作－母后萬福(Salve Regina)，救主之母

(Alma Redemptoris Mater)，萬福，天上母后

(Ave Regina Caelorum)，天上母后(Regina 
Caeli) 

 音樂系蘇慶俊老師獲頒行政院新聞局「八十

九年度金曲獎傳統暨藝術作品類最佳演

唱」。 

五月一日 應用美術學系陳國珍老師應新光三越高雄

三多店舉辦「王梅珍師生聯展」發表作品；

顧世勇老師應邀參加台北當代藝術館開館

展。 

五月二日 音樂系邀請留德聲樂家姚立含於懷仁廳舉

辦講習會。 

五月九日 音樂系室內樂團應邀至台北縣二重國小演

出音樂會。 

五月十日 音樂系胡小萍老師應邀參加由台南鋼琴教

師聯誼會主辦講演「由哈農看練琴的方法」。 

五月十一日 音樂系林玉卿老師於國家演奏廳參與台北

人室內樂團主辦「潘皇龍樂展」演出。 

五月十四日 音樂系德林傑老師假國家演奏廳演出「德林

傑鋼琴獨奏會－我鐘愛的李斯特」。 

五月十七日 音樂系於國家音樂廳舉辦「聖樂之夜－于斌

樞機百年誕辰紀念音樂會」，並由林玉卿老

師、蘇慶俊老師擔任演出。 

藝術學院 【153】 

五月十九日—廿一日 音樂系與佛光山文教基金會假台北道場合

辦「宗教音樂學術研討會」。 

五月廿二日 音樂系於國家演奏廳音樂會舉辦「輔大樂

集—弦樂之夜」，由王逸超老師、孫樹文老

師與弦樂團於國家演奏廳合作演出。 

五月廿五日 應用美術學系於台北市「紐約‧紐約」購物

中心舉辦九○級畢業展。 

五月廿六日 音樂系郭聯昌老師應邀指揮台北縣板橋後

埔國小音樂班弦樂團及新竹市立混聲合唱

團假台北縣板橋後埔國小演藝廳演出。 

六月 景觀系張德煇老師應邀參加由藝術學院於

藝術學院會議室舉辦之「人文藝術與生態環

境之探討研討會」發表〈景觀建築中的象

徵〉，饒文忠老師應邀發表〈虛擬實境中植

物模擬技術之探討〉；張清烈老師於研發處

學研組論文集中發表〈環境模擬實驗研究中

西宗教建築之環境心理效應的轉換〉；饒文

忠老師發表〈空間設計創造力評量〉。 

六月一日 音樂系管樂團於桃園縣立文化中心演藝廳

舉辦「輔大樂集—音樂系管樂團音樂會」。 

 應用美術學系編印發行《2001 應用美術》系

刊。林文昌主任、賴志彰老師、陳國珍老師

三人並發表論文及國際學府簡介。 

六月二日 音樂系蘇慶俊老師於台南文化中心指揮頌

音合唱團演出蕭泰然清唱劇「浪子」。 

六月十一日 藝術學院邀請保羅‧瑞利教授於聖言樓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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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展演中心舉辦「古典吉他獨奏會」。 

六月廿二日 音樂系王逸超老師於新竹市立影像博物館

舉辦「琴雨雅硯」王逸超老師學生發表會。 

六月廿八日 藝術學院於藝術學院一樓會議室舉辦「人文

與生態環境之研究學術研討會」並邀請方銘

健院長、徐玫玲博士分別於會中講演「音樂

與建築中之古典與浪漫」、「功能性音樂在生

活空間之展現」。 

七月 音樂系蘇慶俊老師指揮福爾摩莎合唱團錄

製「天頂的星」及清唱劇「浪子」之 CD。 

 景觀系張清烈老師應邀參加假高雄舉辦之

「中華民國建築學會論文發表研討會」發表

〈老人環境與養護關係的建築立場的研

究〉；發表〈環境模擬實驗機具改良研究－

立體影像收納與呈現計劃〉；饒文忠老師發

表〈解構創造力〉；指導學生賴麗巧、葉集

豪、羅期文、石宗哲參加台南市政府都市發

展局舉辦之「台南市湯德章紀念公園改造構

想學生競圖」獲得第一名。 

七月一日 應用美術學系顧世勇老師於《藝術家》雜誌

發表〈裝置的此時此地意義〉論文；應日本

水戶當代藝術館邀請參展「亞細亞散步－國

際大展」之創作展。 

七月二日 音樂系王逸超老師應邀於國立清華大學大

禮堂擔任音樂會「貝多芬的新紀元」樂團首

席；蘇慶俊老師於國家音樂廳指揮福爾摩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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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唱團演出「島國的旋律」。 

七月三日 音樂系王逸超老師應邀於國家音樂廳擔任

音樂會「貝多芬的新紀元」樂團首席。 

七月八日 音樂系郭聯昌老師應邀指揮台北縣青少年

管絃樂團臨行公演假台北縣板橋後埔國小

演藝廳澳門活動中心演出；蘇慶俊老師於高

雄文化中心至善廳指揮高雄福爾摩莎合唱

團演出「福爾摩莎頌」音樂會。 

七月十日 應用美術學系賴志彰老師應內政部邀請主

持「九二一震災霧峰林家厝清理文物搶救保

存工作紀錄及研究計畫」。 

 應用美術學系林文昌主任、劉江霖老師擔任

特定空間美化淨心堂、醫學院大體解剖室及

公共空間之創意監督和執行製作。 

七月十五日 音樂系林玉卿老師應邀於德國 Zehdnickh 參

與「Oberhavel 音樂節」演出。 

七月十九日 音樂系林玉卿老師應邀於德國音樂學院參

與「夏日音樂節」演出。 

七月廿日 音樂系林玉卿老師於德國 Zehdnickh 參與

「Oberhavel 音樂節」演出。 

七月廿一日－八月十九日 應用美術學系參加「全國大學院校美術相關

學系美術教育資料展」於國立中正藝廊。林

文昌主任並主持「設計教育趨勢與選讀導

引」座談會。 

七月廿三日－廿七日 音樂系假輔仁大學藝術學院懷仁廳舉辦「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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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屆樂團指揮研習營」。 

七月廿四日－八月十日 音樂系蘇慶俊老師於聖地牙哥、洛杉磯及溫

哥華指揮福爾摩莎合唱團至美加巡迴演出。 

七月廿五日 音樂系唐鴻芬老師應邀參加由桃園縣立文

化局假桃園縣文化局演藝廳主辦之「義大利

藝術歌曲獨唱會」演出。 

七月廿七日 景觀系陳文錦老師應邀參加由經濟部商業

司輔仁大學外語學院共同舉辦之「全國傳統

市場暨攤販集中區經理人景觀實務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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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醫學院 
 

八十九年 

八月 新聘林瑞祥教授擔任醫學院榮譽副院長；劉

希平副教授任公衛系主任；鄒國英教授任醫

學系主任；陳惠姿副教授兼任社區諮商中心

主任職務；劉香蘭小姐擔任宗輔人員。 

 護理學系汪慧鈴講師至美國北卡邏萊娜大

學攻讀博士學位。 

八月一日 醫學系成立，招生名額一般生 45 名，僑生 5
名。 

八月一日－八月卅一日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委託推廣部

及護理學系辦理為期一個月二期「護工班」

。（始於七月卅一日） 

八月二日 宗倬章紀念醫學院大樓整修工程簽約。 

八月三日 醫學院召開第一次行政主管會議。 

八月九日 醫學院召開醫學院大樓整建工程第一次會

報與討論。 

八月十一日 由教育部委託護理系於谷欣廳辦理「護理專

業行政主管北區座談會－提升護理專業競

爭力」，與會學者約 110 人。 

八月十五日 醫學院召開醫學院大樓安全規劃整合會議。 

八月十六日 醫學院召開醫學院大樓整建工程第二次會

報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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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衛系召開第一學期第一次系教師評審委

員會：魏中仁老師升等。 

八月廿四日 醫學院召開第一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九月一日 獲教育部正式通過成立護理碩士班研究所

於九十學年度起第一屆招生 10 名。 

 社區諮商中心新聘陳貴媛小姐擔任社區諮

商中心諮商心理師。 

 醫學院配合校方總務整合政策。 

 公衛系新聘曾怡凡先生擔任實驗室組員。 

九月二日 醫學系於野聲樓谷欣廳舉行八十九學年度

醫學系新生及家長歡迎會。 

九月六日 醫學院召開本院第二次行政主管會議。 

九月七日 醫學院召開醫學院第一次總務業務說明會

；現有大樓裝修工程簽約完工。 

九月八日 醫學院現有大樓裝修工程初驗。 

九月十一日 醫學院現有大樓裝修工程複驗。 

九月十四日 醫學院召開十週年院慶籌備會。 

九月十五日 醫學院於文開樓地下室一樓召開新生開學

典禮暨輔導教育。 

九月十六日 醫學院召開第一學期第一次院務會議。 

九月十八日 醫學院現有大樓裝修工程總驗。 

九月十九日 陸幼琴院長於高雄醫學大學濟世大樓參加

「第三十次全國私立醫學校院院長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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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廿日 醫學院舉辦「醫學系成立慶祝大會」。 

九月廿二日 醫學院聘任趙叔鍵副教授任醫學院顧問，聘

期一年。 

十月四日 醫學院召開第一次護理系主任人選徵詢會

議。 

十月七日 醫學院舉辦醫學院第一次導師會議暨研習

會議。 

十月九日 醫學院召開第二次總務整合協調會議。 

十月十二日 醫學院召開本院第三次行政主管會議。 

十月十三日 醫學院召開第三次總務整合協調會議。 

十月十五日－卅一日 醫學系鄒國英主任、陸幼琴教授、林瑞祥教

授、盧志峰助理教授、王嘉銓助理教授、蔣

台舟醫師及劉樹泉醫師七位 PBL 委員至加

拿大 McMaster University、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及夏威夷大學參訪 PBL 教學。 

十月十六日－廿一日 護理系於醫學院一樓辦理「中醫護理研習會

」，邀請河南省中醫院護理部王愛榮主任及

河南省體工大隊王玉敏醫師專題演講。 

十月廿日 董事會第十四屆第五次會議決議：「通過在

其他學院尚未整合歸屬之前，醫學院先行直

屬校長」。 

 醫學院於院內召開十週年院慶籌備會、第四

次總務整合協調會議及籌建委員會幹事會

議。 

十月廿一日 醫學院召開本院第一次學術研究展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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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主持人：邱碧如召集人） 

十月廿七日 醫學院召開第五次總務整合協調會議。 

十月卅一日－十一月三日 蕭淑貞副院長出國至香港參加募款研習會

議。 

十一月 醫學系研究室整建工程規劃完成。 

十一月一日 護理系週會邀請國際禮儀協會理事長黃馨

宜專題演講。 

十一月三日 醫學院召開第二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第

六次總務整合協調會議。 

十一月六日 教育部來文借調邱碧如主任至康寧護理專

科學校代理校長一職。（八十九年十一月十

日—九十年五月九日）。 

十一月八日 醫學院召開本院第四次行政主管會議。 

 校友雷崇芮蒞院拜訪。 

 醫學院於院內召開第二次護理系主任人選

徵詢會議。 

十一月十日 護理系邱碧如主任借調至康寧護理專科學

校任代理校長，原護理系主任職務由賴政秀

副教授兼代之。 

 醫學院召開第七次總務整合協調會議。 

十一月十三日－廿六日 陸幼琴院長應外交部邀請赴梵諦崗參與「第

十五屆國際醫療會議」。 

十一月十五日 醫學院召開行政主管會議：中長程發展規劃

案第一次加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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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系召開護理系主任代理說明會。 

十一月十七日 醫學院召開第八次總務整合協調會議。 

十一月十八日 醫學院召開本院第一次教學設備委員會議

。（主持人：鄒國英召集人） 

十一月廿日 醫學院暑假期間隔間工程案地下室隔間追

加工程開工。 

十一月廿二日 醫學院召開行政主管會議：中長程發展規劃

案第二次加開會議。 

十一月廿九日 醫學系邀請醫學評鑑委員會於本院醫學系

簡介醫學系評鑑事宜。 

十一月卅日 醫學院召開第九次總務整合協調會議。 

十二月一日 醫學院召開行政主管會議：中長程發展規劃

案第三次加開會議。 

十二月五日 醫學院召開十週年院慶籌備會協助職員之

會前會。 

十二月六日 醫學院召開行政主管會議：中長程發展規劃

案第四次加開會議。 

十二月七日 醫學院於野聲樓谷欣廳舉辦「醫學院十週年

院慶暨學術研討會」。 

十二月八日 心理復健系蕭宏恩老師、洪志美老師分別獲

頒「輔仁學術研究獎」、「教師教學績優獎勵

」。 

十二月八日－十日 公衛系學會及部分老師應邀參加由花蓮慈

濟大學所主辦之公衛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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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九日 醫學院假台北聯誼會舉辦「醫學院中長程發

展計劃共識研習會」。 

十二月十二日 輔仁大學暨財團法人天主教耕莘醫院簽訂

合作契約。 

十二月十三日 醫學院召開本院第三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議。 

十二月十四日 醫學院召開行政主管會議：中長程發展規劃

案第五次加開會議。 

十二月十五日 醫學院召開第十次總務整合協調會議。 

十二月十八日 宗輔室召開耶誕聯歡晚會會前會。 

十二月十九日 醫學院召開本院第一次學生事務委員會議

。（主持人：李天慈召集人） 

十二月廿日 宗教輔導室舉辦「你儂我儂大家融－聖誕晚

會」。 

 護理系邀請台灣大學醫學院小兒科吳美環

教授於醫學院演講。 

十二月廿一日 醫學院召開行政主管會議：中長程發展規劃

案第六次加開會議。 

十二月廿二日 醫學院召開第十一次總務整合協調會議。 

十二月廿五日 醫學院暑假期間隔間工程案地下室隔間追

加工程完工。 

十二月廿七日 醫學院召開行政主管會議：中長程發展規劃

案第七次加開會議。 

 醫學院召開教授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臨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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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十二月廿九日 醫學院召開第十二次本院總務整合協調會

議（檢討餐會）。 

九十年 

一月三日 醫學院召開本院上學期第二次院務會議。 

一月四日 醫學院召開本院第二次教學設備委員會議

。（主持人：鄒國英召集人） 

 醫學系邀請 Dr. Lee-Jun Wong（Director, 
Molecular Diagnosis Laboratory, Institute of 
Molecular & Human Genetics, Georgetown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蒞校講演「醫學

遺傳（Genetics in Medicine）」。 

一月九日 醫學院召開本院第二次學術研究展委員會

議。（主持人：賴政秀召集人） 

一月十日 醫學院召開本院第五次行政主管會議。 

一月十一日 醫學院召開本院第四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議。 

一月十七日 醫學院召開本院第六次行政主管會議。  

一月廿日 醫學院召開本院教學發展委員會議。（主持

人：劉希平召集人） 

一月廿九日—二月二日 醫學系鄒國英主任、卓貴美老師、余豎文醫

師、林恆毅醫師及陳鑑江醫師等五位 PBL
委員至夏威夷大學參加「Advanced Workshop 
on PBL Curric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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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卅日 醫學院召開本院行政職員「職場心理衛生」

研習會。 

二月 醫學系解剖學實驗室整建工程完成。 

二月一日 賴政秀副教授接任護理學系主任一職。 

二月八日 醫學院召開本院第三次教學設備委員會議

（主持人：鄒國英召集人）；第一次教學發

展委員會議（主持人：劉希平召集人）；第

二次學生事務委員會議（主持人：李天慈召

集人）及第三次學術研究發展委員會（主持

人：賴政秀召集人）。 

 心理復健系蕭宏恩老師通過本院教師補助

專題研究計劃「資訊性支持對於減少產後憂

鬱之致用」。 

 護理系賀姝霞老師通過本院教師補助專題

研究計劃「護理照護之生死向度」。 

 宗輔室召開本院共融營會議。 

二月十四日 醫學院召開本院第七次行政主管會議。 

二月十五日 醫學院召開本院第十三次總務整合協調會

議。 

二月十九日 李寧遠校長同意醫學院聘任朱秉欣教授任

醫學院顧問，聘期一年。 

二月廿一日 醫學院召開本院下學期第一次院務會議。 

二月廿八日 醫學院召開本院第八次行政主管會議。 

三月一日 醫學系邀請民生報綜合新聞中心主任李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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娟小姐講演「以醫藥為聽筒，探取社會的脈

動」。 

三月四日 醫學系完成醫學系評鑑自我評鑑書面報告。 

三月七日 醫學院召開本院籌建委員會會議。 

 公衛系於 DG312 舉辦系週會由陳麗美老師

專題演講「自助旅行」。 

三月十二日 醫學院召開本院第十四次總務整合協調會

議；本院國科會研究計劃協調會議及本院前

往高中介紹會前協調會。 

三月十二日－十六日 心復週。 

三月十四日 護理學系週會邀請朱仲祥先生專題演講。 

三月十五日—十六日 醫學系舉辦九十學年度推薦甄選考試之面

試，錄取九名學生及一名 921 專案生。 

三月十九－廿三日 護理週舉辦美容彩妝、專題演講、排球、籃

球等各種活動。 

三月廿一日 醫學院召開本院第九次行政主管會議。 

三月廿二日 醫學院財務交接於野聲樓第一會議室進行

。（主持人：李校長寧遠） 

三月廿八日 醫學系於野聲樓谷欣廳舉辦「 Recent 
Advance in Biomedical Research－現代生物

醫學研究之進展研討會」。 

四月七日－八日 護理學系學會與紅十字會舉辦 CPR 訓練，

共 60 位學生參加。 

四月十一日 醫學院召開第二學期本院第一次臨時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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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護理學系於利瑪竇國際會議廳舉辦加冠配

章典禮、頒發「實習愛心獎」及「八十九學

年度教師著作發表獎」。 

 公衛系召開第五次系教職會議－新增師資

面試事宜：唐進勝、張靜文；第二學期第一

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新增師資黃正源教

授聘任事宜。 

四月十八日 陸幼琴院長帶領醫學院同仁前往于樞機墓

園致敬。 

 護理學系於醫學院一樓會議室舉辦大學部

推薦甄試及申請入學之面試，分別預計錄取

10 名、6 名學生。 

 公衛系召開下學期第二次系教師評審委員

會－新聘師資聘任、陳富莉老師升等。 

四月廿三日 護理學系邀請耕莘醫院護理部至護理系參

加「就業輔導說明會」。 

四月卅日 醫學院召開輔大之聲與本院之合作企劃。（

主持人：習賢德台長） 

五月 醫學系邀請國家衛生研究院黃崑巖教授演

講。 

五月二日 醫學院召開本院第十次行政主管會議。 

 公衛系於 DG312 舉辦系週會由 Shandwick 
International 公司北京辦事處劉總監希平專

題演講「大學畢業就業情形及大陸公共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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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 

五月三日 醫學院召開本院第四次學術研究發展委員

會。 

 護理系蕭淑貞老師、毛新春老師；公衛系李

中一老師、陳富莉老師；心復系李錦虹老師

獲本院教師研究成果獎勵。 

五月六日 醫學院召開輔仁大學暨耕莘醫院第一次研

究發展委員會。 

五月九日 醫學院召開本院第二學期第二次院教師評

審委員會議。 

五月十四日 醫學系評鑑：國家衛生研究院醫學院評鑑小

組蒞校訪視。 

 護理學系於醫學院一樓會議室舉行研究生

口試。 

五月十五日 醫學院召開本院公文說明會。（黃主任秘書

湘陽主持） 

 陸幼琴院長、蕭淑貞副院長、劉希平主任與

聖路易大學 Dr. Romes 會餐。 

五月十九日 護理學系於醫學院一樓會議室舉辦「系友回

娘家」活動，增進師生與系友之交流。 

 公衛系李中一副教授負責主辦「醫學院醫學

研究資料收集與處理研習會」。 

五月廿日 護理學系於醫學院一樓會議室舉辦二年制

聯合推薦甄試之面試，預計錄取 10 名學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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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廿三日 醫學院召開本院下學期第二次院務會議。 

 護理學系邀請國泰醫院護理部至護理系參

加「就業輔導說明會」。 

五月卅日 宗輔室召開「在天主教醫學院中應保障的生

命倫理之基本價值觀」會議。（主講人：艾

立勤神父） 

六月—八月 醫學系進行研究室整建工程施工。 

六月一日 心理復健學系邀請美國馬里蘭州羅耀拉大

學臨床心理學教授 Joseph W. Ciarrocchi, Ph. 
D 於醫學院大樓 DG410 講演「成癮性賭博

」。 

六月二日 公衛系於 DG312 舉辦第一次系友回娘家活

動。 

六月三日 醫學系舉辦「以問題為基礎的學習（PBL）
」師資培訓初階工作坊。 

六月六日 醫學院召開本院第十一次行政主管會議。 

六月八日 興華高中參訪醫學院。 

六月十三日 公衛系召開第二學期第三次系教師評審委

員會－兼任教師及專任組員聘任事宜。 

六月十四日 醫學院召開本院第一次教學發展委員會議

。（主持人：劉希平召集人） 

 護理學系於醫學院一樓會議室舉辦「生物統

計研習會」，邀請邵文逸醫師專題演講。 

六月十六日 醫學院於院內召開本院第二次院導師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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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學系參加中時晚報於台北紐約紐約廣

場舉行「第一屆中華民國技職博覽會」。 

六月十六日－十七日 醫學院假萬里福華飯店舉辦本院共融營暨

自強活動。 

六月卅日－七月五日 公衛系服務隊師生共 45 人至南投縣民間鄉

弓協國小舉辦「小太陽健康成長營」。 

七月四日 護理學系於醫學院一樓會議室舉辦「研究生

迎新座談會」。 

七月十八日 醫學院召開第二學期本院第一次解剖會議

及本院第一次老人健康中心會議。 

七月十八日－十九日 護理學系招收二年級轉學生 5 名、三年級轉

學生 12 名。 

七月廿三日 醫學院召開第二學期本院第一次臨時教授

級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護理學系於谷欣廳舉辦「專科護理師制度的

推展與精神衛生專科護理實務運作研討會」

並邀請耶魯大學 Dr.Talley 專題演講。 

七月廿五日 醫學院召開第二學期本院第三次院教師評

審委員會議。 

七月廿八日－八月廿日 醫學系邀請加拿大 McMaster 大學李澤生教

授來台舉辦 PBL 進階研習會。 

七月廿九日 醫學系舉辦第一梯次「以問題為基礎的學習

（PBL）師資培訓進階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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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外語學院 
 

八十九年 

八月 德文系王美玲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

計畫「望子成龍：司篤姆兩部作品中的父子

關係－卡爾斯庫若托及漢思與海恩斯克爾

希」；葉聯娟老師獲聖言會補助專題研究計

畫「德語教學光碟軟體適用性分析」。 

 比較文學研究所簡瑛瑛所長於台北發表由

女書店出版之新書《女兒的儀典：台灣女性

心靈與文學／藝術表現》；應邀參加由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ICLA.國際比較文學協會假南非

舉辦「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Conference」發表〝Voicing Their 
Secrets：Taiwanese Grandma’s Narratives〞。 

八月—九十年五月 比較文學研究所簡瑛瑛所長獲國科會論文

研究獎勵甲等獎著作《何處是女兒家：女性

主義與比較文學/文化研究》。（始於八十九年

一月） 

八月一日 譯研所所長職務暫由劉敏華講師兼代一年。 

 英文系康士林老師（Bro. Nicholas Koss）升

等為教授。 

 法文系所主任洪藤月副教授卸任由黃孟蘭

副教授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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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魁北克電台口語表達顧問 Jacques 
Laurin 教授應詹德隆副校長之邀於暑假期間

開設免費法語課程供法文系學生進修。 

 語言中心主任由于柏桂神父接任。 

八月一日－七月卅一日 林水福院長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和

泉式部日記與讚岐典侍日記文體之對比研

究」；比較文學研究所簡瑛瑛老師獲國科會

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台灣女性心靈與文學/
藝術表現」，劉紀蕙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

研究計畫「台灣 /中國現代主義運動與變

異」；英文系劉紀雯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

研究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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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系舒毅寧、李瑞媛老師獲國科會

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比較外語發音傳統教學

與外語發音遠距教學之分析與研究－以初

學者法語發音課程為例」；譯研所楊承淑老

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口筆譯業務

管理體系之研究」；西文系張淑英老師獲國

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拉丁美洲文學之中

國符號－從現代到後現代」。 

 法文系楊光貞老師獲聖言會單位補助專題

研究計畫「『閱讀指導』之評估與詮釋」；日

文系馮寶珠老師獲聖言會單位補助專題研

究計畫「多媒體日語教學的教材開發及研究

－日文閱讀教材為主」，黃翠娥老師獲聖言

會單位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川端美學的研

究」；義文系白安亞老師獲聖言會單位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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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計畫「地理課本」。 

 英文系劉紀雯副教授獲本校補助專題研究

計畫「輔仁教學網」。 

 英文系那湯姆副教授（Mr. Thomas Nash）應

邀擔任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全民英

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研究計畫諮詢委員會

委員以及世新大學共同課程委員會「八十九

學年度學習自我評鑑規劃委員會」委員，袁

韻璧副教授應邀擔任國立編譯館審查台灣

省高中英文教科書約聘審查委員。 

八月一日－十二月卅一日 英文系林芍音兼任講師執行由教育部補

助、本校教育學程中心委託辦理之「高中高

職英語教師進修網站」計畫。 

八月十二日 林水福院長應邀參加由聯合文學舉辦的「二

千年全國巡迴文藝營」講演「談遠藤周作的

《深河》」。 

八月十七日 英文系墨樵助理教授（Dr. Joseph Murphy）
應英國 English First Language School 之邀於

英國劍橋與 Willa Murphy 共同講演「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American and British 
Usage」。 

八月廿五日 語言中心第一期新生訓練。 

八月卅一日－九月三日 林水福院長赴姊妹校日本梅光女學院大學

處理受贈圖書，並進一步洽談交流事宜。 

九月 比較文學研究所簡瑛瑛所長應邀參加師範

大學中文系舉辦之《解嚴以來台灣文學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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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討會》講評〈邊緣發聲：解嚴以來的

台灣同志小說〉。 

九月一日 語言中心第一期課程開始。 

九月一日－九十年六月卅日 英文系劉紀雯副教授獲教育部顧問室八十

九年度「人文社會科學教育改進計畫」補助

專題研究計畫「多元智慧英語教學課程（第

二年）」，葉修文副教授、那湯姆副教授（Mr. 
Thomas Nash）與袁韻璧副教授應邀參加該

計畫。 

九月四日—十一日 日本語文學系邀請日本東北大學文學部教

授仁平道明講演「日本近代文豪－夏目漱石

與芥川龍之介」之課題。 

九月五日—九日 日本語文學系於耕莘樓會議廳舉辦「日本近

代文學講習會夏目漱石與芥川龍之介兩大

文豪研討會」。 

九月十三日 視教中心舉辦「語言、視聽、綜合教室器材

操作說明會」。 

九月十四 視教中心舉辦「攝影棚、錄音室器材操作說

明會」。 

九月十六日 外代會於小巴黎舉行「外語學院學會幹部研

習營」，內容以幹部經驗傳承及實際課程為

主。 

九月廿二日 語言中心辦理第一期教育部核定外籍生普

通獎學金申請作業。 

九月卅日 義文系康華倫主任率大三學生計 20 名赴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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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西也那大學（L’Università per Stranieri di 
Siena）進行為期一年之語言研習計劃。 

十月—九十年六月 比較文學研究所承辦教育部「比較文化學

程」課程設計。 

十月三日 語言學研究所邀請畢業校友陳希聖於

LC305 教室進行「博士班考試說明會」。 

十月四日 第一學期第一次主管會議。 

 聖言會單位專題研究計畫補助評審會議。 

十月五日 英文系鮑端磊副教授（Fr. Daniel J. Bauer）
獲頒「中華民國私立教育事業協會第廿三屆

資深教師大勇獎」，施琳副教授（Dr. Lyn M 
Scott）獲頒「中華民國私立教育事業協會模

範教師獎」。 

十月五日－十二月卅一日 英文系舉辦「English Notebook Contest」。 

十月十一日 外語學院第一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西文系所邀請空勤學園劉平董事長於外語

學院視聽教室舉辦空勤講座講演「如何以第

一印象取勝」。 

十月十一日 視教中心舉辦「視聽資料查詢系統說明會」。 

十月十三日 英文系邀請第十九位 ACUCA 講者 Seung 
Soo Kim 教授於本校聖言樓 SF131 講演

「How to Read the Bible as Literature」。 

 德文系胡功澤老師應邀參加由國立台東師

範學院舉辦之「台灣童書翻譯與版權學術研

討會」擔任導論人暨評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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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五日、十七日 比較文學研究所劉紀蕙老師應邀參加由

INSTITUTE OF LITERARY RESEARCH,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POLISH ACADEMY OF 
SCIENCES, WARSAW 假 華 沙 Cultural 
Dilemmas During Transitions (變遷社會文化

困境)發表"The Gaze of Revolt: Chen Chieh- 
Jen’s  historical images and his aesthetic of 
horror"。 

十月十八日 全院導師會議。 

 「英國教育中心」一行蒞視教中心參訪。。 

十月廿一日 外語學院於聖言國際會議展演中心舉辦「通

識課程中第二外語教材、教法研討會」。 

十月廿二日－九十年五月廿九日  

 英文系鮑端磊副教授（Fr. Daniel J. Bauer）
應邀每週日於《英文中國郵報》（The China 
Post）發表專欄文章。 

十月廿四日 林水福院長應東海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之邀

於東海大學講演「日本現代文學評介－談遠

藤周作的《深河》」。 

十月廿六日 譯研所楊承淑副教授應邀參加由中國西安

外國語學院舉辦之「第三屆全國口譯理論與

教學研討會」發表〈探討口譯的核心詞彙及

其教學方法〉。 

十月廿七日 科 威 特 大 學 語 文 中 心 主 任 Dr. Suad 
A1-Bustan 偕夫婿 Abdullatef Al-Sinafi 由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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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部安排並陪同蒞譯研所參訪。 

十月廿八日－廿九日 英文系劉雪珍副教授應邀參加由中國北京

大學英語系舉辦之「綜合性大學英語專業教

學圓桌會議」講演「Re-constructing English 
Literature Curriculum」。 

十月廿九日 德文系胡功澤老師、張善禮老師應邀於國立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應用德語系舉辦之「第九

屆台灣德語文學者暨教師協會年會及研討

會」分別發表〈人物指稱在翻譯中的處理〉、

〈經邂逅異我而辨認自我－亞洲地區運用

德語童話進行文化教學實例〉。 

十一月 比較文學研究所簡瑛瑛所長主編輔仁大學

外語學院發行之《研究生畢業論文選刊》第

十五期。 

 比較文學研究所簡瑛瑛所長擔任由比較文

學研究所於輔大聖言會國際展演中心舉辦

之「女性心靈之旅－文學、藝術、影像國際

研討會」主持座談〈臺灣藝術與女性心靈再

現〉。 

十一月—九十年四月 比較文學研究所羅基敏老師受台灣師範大

學劉德義教授家屬編撰《劉德義作品目錄》。 

十一月三日 語言中心於故宮博物院舉辦秋季戶外教學。 

十一月六日 視教中心於聖言樓視聽討論室舉辦「第一次

視聽教學委員會議」。 

十一月七日 外語學院第二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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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八日 第一學期第二次主管會議。 

十一月十一日、十二日 比較文學研究所於聖言會國際展演中心舉

辦「浴震重生迎接第三千禧年：女性心靈之

旅—文學、藝術、影像國際研討會」。 

十一月十二日 英文系劉雪珍副教授應邀參加由宗教學系

於濟時樓舉辦之「宗教交談學術研討會」講

演「Shusaku Endo's Many-faced God」（遠藤

周作小說中的救贖）。 

十一月十三日 語言學研究所邀請畢業校友國立台北師範

學院詹餘靜教授於 LB505 教室進行「博士班

考試說明會」。 

十一月十八日 外語學院於聖言國際會議展演中心舉辦「基

督宗教與文學研討會」。 

 英文系袁韻璧副教授應邀參加由大學入學

考試中心於該中心舉辦之「指定科目考試與

學科能力測驗英文命題座談會」。 

十一月廿二日 院務會議。 

十一月廿二日—十二月十三日 

 外語月。 

十一月廿四日 語言中心第二期新生訓練。 

十二月 德文系張善禮老師獲輔仁大學學術研究獎。 

 日本語文學系林水福教授與德文系張善禮

副教授獲「輔仁學術研究獎」。 

 日本語文學系獲日文交流協會預計補助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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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萬日圓書款，日僑工商協會亦提供五萬元

供日文系購買視聽教材。 

十二月一日 英文系劉雪珍副教授應邀參加由財團法人

中央廣播電台與救國團總團部於中央廣播

電台小世紀劇場聯合舉辦之「中央電台盃大

專院校英語演講比賽」擔任評審與講評。 

 語言中心第二期課程開始。 

十二月二日 英文系劉雪珍副教授應邀參加由校牧室於

野聲樓舉辦之「公元 2000 年『基督信仰之

生命力』研討會：基督信仰在西方文化發展

中擔任的角色」擔任主持人。 

十二月六日 義文系康華倫主任負責辦理義大利國家級

語言檢定考試 CILS 首度在台灣設置考試。 

十二月八日 英文系蕭笛雷副教授（Dr. Raphael Schulte）
獲頒「教師教學績優獎勵」。 

十二月十一日 外語學院於亞太會館舉辦「第十三屆梁實秋

文學獎頒獎典禮」。 

十二月十一日—十三日 西文系所舉辦「花言巧語」活動。 

十二月十一日—九十年三月十一日 

 比較文學研究所、高雄市立美術館假高雄市

立美術館合辦「心靈再現—台灣女性當代藝

術展」。 

十二月十三日 英文系邀請謝蕹（謝榮泰）講師於聖言樓

SF131 舉辦「消防安全講習會」。 

十二月十四日 英文系邀請台北市文化局「都市吟遊－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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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駐市創作」專案活動國外學者 Bernard 
Cohen 先生於本校 LH103 演講。 

十二月十四日－十六日 英文系於本校舒德樓理圖劇場舉辦「畢業公

演」，劇目為蕭伯納（George Benard Shaw）

所撰之《聖女貞德》（St. Joan）。 

十二月中旬 日本語文學系甄選赴日本聖心母清心女子

大學、費利斯女學院大學交換留學生。 

十二月十五日 語言中心聖誕晚會。 

十二月十六日 譯研所楊承淑副教授應邀參加由國立雲林

科技大學舉辦之「國際口筆譯教師研討會」

講演「口譯教材之編選」。 

 英文系劉雪珍副教授應邀參加由法學院於

濟時樓舉辦之「第二屆關懷身心障礙生的未

來－第三千禧年『打造知識的原鄉』研討會」

擔任主持人。 

十二月十八日—廿日 西文系所舉辦「花言巧語」活動。 

十二月十九日 英文系邀請傅爾博萊特基金會客座教授

Thomas Ellis 博士於 LH101 講演。 

十二月廿日 第三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第一學期第三次主管會議。 

 法文系聖誕師生共融會於利瑪竇大樓舉行。 

 台北美國學校 Anna Hinds 應邀至義文系與

學生進行義大利美術導覽座談會。 

十二月廿一日 英文系邀請台北市文化局「都市吟遊－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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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駐市創作」專案活動國外學者 Greg 
Gatenby 先生於耕莘樓一樓會議室演講。 

 西文系所邀請化學系所於真善美聖廣場共

同舉辦「聖誕週系列—廟口給他唱之西方神

話」。 

十二月廿二日－廿三日 外語學院日本語文學系、台灣文學協會主辦

假國家圖書館舉辦「近代日本與台灣研討

會」。 

十二月廿二日－廿四日 語言學研究所學生邱建雄參加由中華民國

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協會假彰化舉辦之

「全國早期療育跨專業實務研討暨學術發

表會」發表〈象徵性遊戲在兒童語言發展上

的指標性意義之探討〉。 

十二月廿七日—卅日 語言中心派員參加「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華

語教學研討會」。 

十二月卅日 英文系劉雪珍副教授應國立華僑中學之邀

講演「Singing in the Dark: 捕捉陽光、光明

在望」。 

九十年 

一月一日－十二月卅一日 英文系劉雪珍副教授、劉紀雯副教授、蕭笛

雷副教授與墨樵助理教授參與由教育部顧

問室補助國立中央大學英文系執行之「人文

社會科學教育整合型課程改進計畫－英文

系文學課程的多媒體輔助教學計畫」。 

一月六日 譯研所劉敏華所長應邀擔任由台灣師範大

學翻譯研究所假該所舉辦之「第五屆口筆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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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研討會」中「New millennium: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 the role of translator and 
interpreters in the new century」講題之主持

人，楊承淑副教授應邀講演「從口譯的職業

分析探討口譯教學的方針」。 

一月十日 第一學期第四次主管會議。 

 視教中心於聖言樓視聽討論室舉辦「第二次

視聽教學委員會議」。 

一月十四日 英文系施琳副教授（Dr. Lyn M. Scott）應時

空藝術會場之邀於時空藝術會場講演「The 
Art of Acting and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一月十五日 視教中心於聖言樓視聽討論室舉辦「全校圖

書館視聽資料整合第三次會議」。 

二月廿日 英文系邀請劉承皓講師於聖言樓SF131講演

「消防安全講習會：火災與震災的基本逃生

技巧」。 

二月廿三日 語言中心第三期新生訓練。 

二月廿四日 英文系與 EF 國際文教機構於聖言樓舉辦

「全國高中英語演講比賽北區初賽」，劉雪

珍副教授應邀擔任評審與講評。 

 比較文學研究所羅基敏老師應邀至金山活

動中心講演「野聲合唱團：聲音的歷史與傳

承」。 

二月廿六日—廿七日 比較文學研究所羅基敏老師應邀至台北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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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敦南店講演「杜飛的 Nuper rosarum flores
與百花大教堂」。 

三月 英文系葉修文副教授應邀擔任國立編譯館

中學英文教科書審查委員。 

 比較文學研究所劉紀蕙老師主編之文學與

文化研究叢書第三冊《他者之域：文化身分

與再現策略》由麥田出版。 

三月一日 語言中心第三期課程開始。 

三月三日 英文系與國立中央大學英文系於國立中央

大學文學院舉辦「大學英文課程與多元教學

法研討會」，葉修文副教授應邀發表〝Team 
Design and CALL Curriculum〞，袁韻璧副教

授 應 邀 發 表 〝 The Multi-lmodality of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劉雪珍副教授應

邀擔任主持人。 

三月七日 第二學期第一次主管會議。 

 英文系於外語學院大樓三樓舉辦「九十學年

度申請入學與推薦甄選第二階段筆試與面

試」。 

 視教中心舉辦「視聽資料查詢系統說明會」

及「語言教室使用及應用說明會」。 

三月九日 比較文學研究所與日本語文學研究所於

LC501-502 教室邀請楊千鶴講演「花開時

節：日據時代台灣女性文學」。 

三月十一日—十二日 比較文學研究所、國立台南藝術學院及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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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館假高雄市立美術館及國立台南藝術

學院遠距教學教室合辦四場「二十 e 世紀女

性藝術文化座談會」，簡瑛瑛所長應邀主持

第四場「學術研究中的女性文化視點，談學

術研究中的兩性差異」。 

三月十二日 視教中心於聖言樓視聽討論室舉辦「第三次

視聽教學委員會議」。 

三月十二日—十六日 西文系所週，宏都拉斯大使夫婦及其公子、

林水福院長擔任開幕式嘉賓。 

 義文週。 

三月十六日—廿三日 英文週。 

三月十九日 比較文學研究所於 LC502 教室邀請清華大

學社會所教授張維安講演「現代主義與現代

性系列演講Ⅰ：韋伯與現代性」。 

三月廿日 國際扶輪社團體研究交換計畫第 6900 區團

長 暨 美 國 Asian American Language 
Services(AALS)總裁關學君（Garry Guan）
先生蒞譯研所參訪。 

三月廿一日 義 大 利 駐 台 北 經 貿 文 化 代 表 處 代 表 
Gallucio Alberto 先生應邀至義文系與師生

進行台灣與義大利政經關係、貿易現況座談

會。 

 視教中心邀請 Gary Sosa 老師舉辦「新聞節

目應用於外語教學講習會」，並邀請譯研所

楊承淑老師及法管外語實習所陳麗卿老師

擔任與談人，進行教學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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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廿二日 英文系葉修文副教授應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英語系之邀於該校講演「談與德州農工大學

的文化與教學交流」。 

 語言中心辦理第二期教育部核定外籍生普

通獎學金申請作業。 

三月廿二日－廿三日 英文系與義文系於舒德樓理圖劇場舉辦「輔

仁大學第二屆中世紀學術研討會：《十日談》

與《坎特伯利故事集》」。 

三月廿五日 英文系與 EF 國際文教機構於聖言樓舉辦

「全國高中英語演講比賽總決賽」，劉雪珍

副教授應邀擔任評審與講評。 

 德文系林劉惠安老師應邀參加由日本獨文

獨語教師協會舉辦之「Neue Perspektive der 
Textarbeit im Deutschunterricht－Text- und 
Lesetheoretische Grundlagen und ihre 
Anwendungen in der Praxis 」 發 表

〝 Lernerbezogene Landeskunde im 
DaF-Unterricht － am Beispiel der 
Textvermittlung von Stufen International〞。 

三月廿八日 語言中心春季戶外教學（北埔）。 

三月卅日 英文系二年級王詩情與鄧同斌二位同學獲

推薦參加「中加（拿大）短期交換學生計畫」

甄選。 

四月 德文系王美玲老師應邀參加由東吳大學英

文系舉辦之「比較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亞

洲觀點」擔任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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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六月 比較文學研究所羅基敏老師獲財團法人國

家政策研究基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地方

文化行政組織合理化之研究（一）：現況研

究」。 

四月四日 英文系袁韻璧副教授應邀參加由大學入學

考試中心於該中心舉辦之「高中英文常用詞

彙表編修研究計畫座談會」。 

四月九日 外語學院第四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比較文學研究所於 LC502 教室邀請政大新

聞系副教授方念萱講演「現代主義與現代性

系列演講 II：啟蒙的辯證－哈伯瑪斯、現代

性與公共領域」。 

四月九日—十日 比較文學研究所羅基敏老師應邀至台北誠

品敦南店講演「歌劇‧翡冷翠‧威尼斯」。 

四月十日 譯研所楊承淑副教授應邀參加由韓國外國

語 大 學 （ Hankuk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假漢城舉辦之「The 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Studies: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 Problems in Korea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研討會發表

〝 The Three Components of Interpreter 
Training: Language, Knowledge, and 
Technique〞。 

 英文系於 LB309 舉辦「八十九學年度輔仁大

學英語演講比賽」，鮑端磊副教授、墨樵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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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教授與張王黎文講師應邀擔任評審與講

評。 

四月十一日 英文系康士林教授與英文系劉雪珍副教授

獲頒「國科會八十九學年度國科會研究獎勵

（甲種）」。 

四月十六日 英文系張王黎文講師應邀參加由法鼓山佛

教基金會應聯合國宗教和平組織要求、內政

部教育局指導、假圓山大飯店舉辦之「宗教

與世界和平及心靈環保座談會」擔任同步口

譯。 

四月十八日 院務會議。 

四月廿一日 比較文學研究所羅基敏老師應邀參加由全

人教育中心舉行「輔仁大學藝術與人生研討

會」發表〈e 世代的聲音思考〉。 

四月廿七日 視教中心邀請”Integrated English”一書作

者 Linda Lee 於遠距教學教室舉辦「英語聽

講教材發表會」，講題為「Four skills 及
Reading skills development and vocabulary 
building」。 

四月廿八日－廿九日 英文系康士林教授應邀參加由中文系於該

系舉辦之「紀實與浪漫－史記國際研討會」

發表〝The Shih-chi in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as Cultural Object〞（《史記》V.S. 當代文化

產物－從《史記》三種譯本談起）。 

 西文系所學生應邀參加由淡江大學西班牙

語文學系於淡大舉辦之「大西盃」—籃球、

外語學院 【187】 

排球比賽。 

五月 英文系劉雪珍副教授應國立藝術學院之邀

於該校講演「Spatial Relations: The Structure 
and Presentation of Space in Restoration 
Dramatic Works」。 

 法文系陳淑珍老師榮獲聖言會教學特優教

師獎勵。 

 法文系舒毅寧老師指導之劇場實務課「城市

系列之三」成果公演。 

 日本語文學系為慶祝輔大在台復校 40 週年

系列活動特邀請山崎陽子修女於耕莘樓 220
會議室舉辦演講。 

 比較文學研究所羅基敏老師獲聖言會教師

研究獎。 

 比較文學研究所簡瑛瑛所長應邀參加由馬

來西亞，星洲日報假吉隆坡舉辦之「21 世紀

華裔婦女國際研討會」發表〈台灣當代女性

藝術〉；應邀參加國立暨南大學於南投舉辦

之「中華民國比較文學會議」講評「『九二

一地震』心靈重建戲劇」，應邀參加東吳大

學舉辦之「比較文學國際研討會」講評「Back 
to the Classroom: Awakening Female 
Sexuality and Subjectivity through Sula and 
The Color Purple」，應邀參加元智大學舉辦

之「新世紀華文文學發展國際研討會」講評

「女性自傳文學的重建與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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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文學研究所羅基敏老師獲國科會研究

成 果 甲 等 獎 「 Schauspielmusik als 
musikalische Interpretation des Dramas – 
Giacomo Meyerbeers Musik zu Michael 
Beers」。 

五月二日 義文系於理圖劇場舉行年度戲劇公演。 

五月四日 比研所、日研所與英研所合辦演講於 LC501
教室邀請美國猶他大學(University of Utah)
少數族裔研究及政治學系連培德教授講演

「亞裔及原住民之文化與族裔認同：由華美

女性的經驗談起」。 

五月五日 英文系劉雪珍副教授應邀參加聖德基督學

院於該校舉辦之「九十年度校際大專院校英

語演講比賽」擔任評審與講評，應邀參加由

視聽教學中心與牛津出版社於聖言樓九樓

舉辦之「牛津出版社 Vicki Hollett 新書發表

會」擔任講評。 

五月五日－六日 德文系於聖言國際展演中心舉辦「台灣第四

屆德語文學暨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五月七日 視教中心邀請 Vicki Holett 老師於遠距教學

教室舉辦「英語聽講教材發表會」講演

「Getting down to business English」。 

五月九日 外語學院第五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西文系所邀請大大樹音樂圖像負責人鐘適

芳女士於聖言樓 131 室講演「樂士浮生錄」。 

五月十日 西文系所於國際展演廳舉辦「西韻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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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一日 英文系康士林教授應邀參加由國立中山大

學外文系於該校舉辦之「The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Day」發表〝The Publication of 
13th- and 14th-Century European Works on 
Asia (Polo, Odoric, Mandeville) in 16th 
century England,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Image of China〞。 

五月十五日 外語學院於城區部舉辦「中日現代詩研討會

暨第二屆寶島文學獎頒獎典禮」。 

五月十六日 英文系邀請美國賓州印第安那大學Ronald G. 
Shafer 博士於外語學院大樓 LB309 講演

「Shakespeare's Genius Reconsidered」。 

五月十七日 西文系所邀請國防管理學院向駿教授於聖

言樓 130 教室講演「做個快樂的哈拉丁—中

南美洲政經情勢」。 

五月十八日 譯研所楊承淑副教授應邀參加由高雄第一

科技大學假該校舉辦之「翻譯工作坊」講演

「探討口譯教學三要素：語言、知識、技

法」。 

 義文系第二屆學生於理圖劇場畢業公演，演

出莎翁名劇「羅密歐與茱麗葉」。 

 語言中心卡拉 OK 中文歌曲比賽。 

五月十九日 英文系劉雪珍副教授應邀參加由銘傳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於該校舉辦之「第十八屆中華

民國英語文教學研討會暨 2001 國際應用英

語教學研討會」擔任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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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九日—廿日 比較文學研究所劉紀蕙老師應邀參加由國

立暨南國際大學舉辦之「第廿五屆中華民國

全國比較文學會議」發表〈災難圖像與歷史

肢解: 從臺灣當代前衛藝術家陳界仁的 現
代化 詮釋計劃談起〉。 

五月廿三日 林水福院長，英文系劉雪珍、張黎文及康士

林老師，法文系舒毅寧及黃孟蘭老師，德文

系林劉惠安及王美玲老師，西文系雷孟篤老

師，日文系馮寶珠、徐雪蓉、何思慎及賴振

南老師，義文系康華倫老師，譯研所劉敏華

老師及比研所羅基敏老師及劉紀蕙老師獲

聖言會單位教師研究獎勵。 

五月廿三日 視教中心邀請英文系林芍音老師於遠距教

學教室講演「網路輔助閱讀教學」。 

五月廿四日－廿六日 英文系於舒德樓理圖劇場舉辦「八十九學年

度大戲公演」，劇目為 Sebastian Barry 所撰之

《麻雀變鳳凰：范莉琪傳奇》（The Only 
True History of Lizzie Finn）。 

五月廿五日 語言中心第四期暨暑期班新生訓練。 

五月廿六日—廿九日 語言中心三位教師參加師範大學華語教師

進修高級班課程。 

五月廿八日－六月十日 英文系與進修部英文系於舒德樓理圖劇場

與時空藝術會場舉辦「劇場教育與文化研

究」藝術坊（Educational Theatre Forum）。

並邀請國立台灣大學 David S. Blundell 博士

講演「The Electronic Cultural Atlas 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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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AI): A Project to Digitize and 
Geo-Reference the Austronesian Language 
Family」。 

五月卅日 全院導師會議。 

五月卅一日 德文系裴德老師獲行政院國科會甲等研究

獎勵。 

 比較文學研究所劉紀蕙老師應邀參加由中

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思想史舉辦之

「近代中國的視覺表述與文化構圖 1600 迄

今學術研討會」發表〈前衛、頹廢與國家形

式化：中國現代化進程中進步刊物插圖所呈

現的視覺矛盾，以中期創造社為例〉。 

六月 英文系那湯姆老師，德文系裴德老師，法文

系陳淑珍老師，西文系游淳傑老師，日文系

楊錦昌老師，義文系姜豐瑞老師及比研所羅

基敏老師獲聖言會單位教學獎。 

 英文系袁韻璧副教授應邀擔任財團法人自

由思想學術基金會董事。 

 法文系發起之「千禧年法文短片攝影比賽」

活動，聯合各校法文及相關單位在中國時報

廣場舉行決審和頒獎典禮。 

六月一日 語言中心第四期暨暑期班課程開始。 

六月二日 英文系袁韻璧副教授應邀參加由國立雲林

科技大學舉辦之「第三屆大專院校應用外語

實務成果發表研討會」擔任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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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二日—三日 比較文學研究所劉紀蕙老師應邀參加國立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舉辦「現代主義與臺灣

文學學術研討會」發表〈壓抑與復返：今精

神分析論述與臺灣現代主義的關係〉。 

六月三日 英文系與進修部英文系聯合舉辦之「劇場教

育與文化研究」藝術坊。 

六月四日 德國美因茲大學應用語言學與文化學院院

長及中國語言文化系系主任 Dr. Peter Kupfer
與該系 Dr. Ulrich Kautz 由國際文教處安排

本校語言所洪振耀教授陪同蒞譯研所參訪。 

六月十一日 視教中心於聖言樓視聽討論室舉辦「第四次

視聽教學委員會議」。 

 語言中心師生書法、國畫成果展。 

六月十二日 英文系經中時晚報抽訪為高三應屆畢業生

心目中私立大學第一類組第二志願。 

六月十四日 英文系施琳副教授奉行政院核定獲頒「八十

九年私立學校三等服務獎章」。 

六月十五日 外語學院邀請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研究員彭

小妍教授講演「楊逵全集的編譯」。 

 比研所、日研所、譯研所合辦演講於外語學

院比較文學研究所 LC501 教室邀請台灣知

名女性小說家、專欄作家、＜中國時報＞主

筆、台大新聞所任教、現任中華民國無任所

大使－平路講演「破碎與重組：文學中的『家

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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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五日、十七日 比較文學研究所劉紀蕙老師應邀參加由復

旦大學舉辦之「Association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Literature Biennial Conference 
(ACCL)」發表〈前衛、頹廢與國家形式化：

中國現代化進程中進步刊物插圖所呈現的

視覺矛盾，以中期創造社為例〉。 

六月廿二日 直播衛星教學系統工程完成驗收工作。 

 語言中心端午節節慶文化課程。 

六月廿八日—卅日 比較文學研究所羅基敏老師獲國科會補助

參 與 柏 林 自 由 大 學 於 德 國 柏 林

(Musikinstrumenten-Museum, Curt Sachs-Saal)
國際音樂學會議，Ferruccio Busoni—ein 
Italiener in Berlin, 發 表 論 文 ” Ferrucio 
busonis Turandot als Verwirklichung seiner 
Opernasthetik”。 

六月卅日 譯研所劉敏華所長應邀參加由台灣翻譯學

學會與長榮管理學院假長榮管理學院舉辦

之「大學口譯課程規劃教師研習會」講演「口

譯理論」。 

七月 英文系劉雪珍副教授應東吳大學英文系之

邀於該校講演「Back to the Classroom: 
Awakening Female Sexuality and Subjectivity 
through Sula and The Color Purple」。 

七月二日－三日 語言學研究所學生王永樹參加由台灣語言

學會假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舉辦之

「NCL2001 全國語言學論文研討會」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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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語語助詞 la 的語意〉。 

七月三日 比較文學研究所羅基敏老師應邀參加由德

國柏林自由大學音樂學研究所舉辦之講演

「 Ferrucio Busonis >Turandot< als 
Verwirklichung seiner Operasthetik」。 

七月九日 英文系劉雪珍副教授與張王黎文講師應超

頂文教事業有限公司之邀假國立師範大學

講演「大學入學選系的重要性：英語學群」。 

七月十日 外語學院假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舉辦「日本

語文學系中日翻譯講座」。 

 英文系葉修文副教授應邀參加由財團法人

語言訓練測驗中心（LTTC）於該中心舉辦

之「技專校院種子教師研習會」講演「The 
Application of Internet in Writing 
Instruction」。 

七月十五日 英文系劉雪珍副教授應邀參加當代傳奇劇

場與時空藝術會場於時空藝術會場舉辦之

「《李爾在此：吳興國遇上莎士比亞》演出

座談會」擔任主持人。 

七月廿四日 英文系葉修文副教授應邀參加由財團法人

語言訓練測驗中心（LTTC）於該中心舉辦

之「技專校院種子教師研習會」講演

「 Collaborative Learning and Designing 
Web-Based Courses」。 

七月廿七日 比較文學研究所學生劉婉俐由簡瑛瑛所長

指導論文《藏傳佛教傳記的主體性與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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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喜措嘉佛母密傳的敘事研究》通過成為該

所第一位畢業生。 

七月廿八日 譯研所受外交部委託辦理「外交部聘用翻譯

人員甄試複試」工作。 

七月卅日 德文系林劉惠安老師應邀參加由國際德語

教師協會舉辦之「第十二屆國際德語教師協

會學術研討會」並於會中發表〝Die Aktuelle 
Rolle der DaF- Lehrenden  außerhalb des 
deutschsprachigen Raumes － Am Beispiel 
eines asiatischen Landes Taiwan〞。 

七月卅一日 譯研所楊承淑副教授以「口譯教學研究：理

論與實踐」報告獲國科會甲種研究成果獎，

於本校任教滿二十年，獲資深優良教師獎

勵、行政院服務獎章及教育部資深優良教師

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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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理工學院 
 

八十九年 

八月—九十年六月 心理系張郁雯老師獲教育部補助專題研究計

畫「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學生安置與輔導工作

第三年」。 

八月—九十年七月 心理系張郁雯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

畫「混和分配模式在量表發展及臨床診斷之

應用」；陳秀蓉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

畫「婦女多元社會角色、生氣發作與憂鬱的

關係」。 

八月—十二月 心理系翁開誠老師獲台北市政府補助專題研

究計畫「台北市因工作罹難勞工調查研究」。

（始於八十九年六月） 

八月一日 理工學院新聘專任教師五位：物理系林更青

助理教授，生物系呂誌翼副教授，電子工程

系余金郎副教授、陳文輝副教授、王偉彥副

教授。 

 生物系由曾婉芳教授接任系主任；電子工程

學系由徐國政教授接任系主任。 

 生物系楊美桂教授於 Bot. Bull. Acad. Sin.、
Curr Microbiol.分別發表論文〝Construc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a recA mutant of 
Xanthomonas campestris pv. citri. 〞、〝

Identification of a lexA gene i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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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a lexA mutant of, Xanthomonas 
campestris pv. citri.〞；呂誌翼副教授於台電工

程月刊發表論文〈篩選本土性微生物固定二

氧化碳之研究〉。 

  

八月一日－九十年七月卅一日  

 數學系李安莉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

畫「一些關於德林費模上庫莫耳理論的研究

」；郭仲成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論共振上擬線性橢圓方程的可解性」；張康老

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Gores 迭代法

之推廣與改進(1/2)」；張茂盛老師獲國科會補

助專題研究計畫「多相位分割問題之局部極

小元的連通性」；葉乃實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

題研究計畫「圓柱狀容器中考慮哈京氏邊界

模型的毛細重力波之特徵值問題(1/2)」；謝忠

村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向量型

Sturm-Liouville 算子同譜集的研究」。 

 數學系陳思勉老師獲研發處學術研究組補助

專題研究計畫「密度函數之泛函之直接與間

接核估計」。 

 化學系管克新教授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

畫「以含鐵、釕、鋨及二茂鐵砒啶之混價化

合 物 來 探 討 MARCUS QUADRATIC 
REALTIONSHIP 、 FRANK-CONDON 
BARRIER 和長程電子轉移系統的電子作用

(1/2) 」；林志彪教授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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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後過渡金屬化合物的分子聚集(2/3)」；周

善行教授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1）
雜環化合物在有機合成與材料化學之應用（2
）具嵌合功能之核酸切割劑之設計合成(1/3)」
；李國安教授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3-溴-2-苯基環庚烯，1-苯基-2-三甲基矽基環

丙烯四聚體及 8-取代雙環[5.1.0]辛-1(8)-烯類

的化性研究」；許文賢教授獲國科會補助專題

研究計畫「I-(H2O)N 離子團和 I-(AQ)溶液之

電子轉移至溶劑的能態(1/2)」；張鎮平教授獲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研究自 ALQ3 到

發光分子之電子能量轉移-用於 OLED 之製作

(1/3) 」；陳壽椿教授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

畫「化學感測器關聯技術應用研究-化學感測

晶片之研究(1/3) 」；宋博厚教授獲國科會補助

專題研究計畫「寬頻抗震環氧樹脂/黏土奈米

級複合材料」；李選能教授獲國科會補助專題

研究計畫「光色團分子/層列液晶系統之資訊

儲存讀取/性質研究(II) 」。 

 化學系柏殿宏教授獲神學與自然科學研究中

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科學與宗教在中國與

台灣」，獲 Templeton 基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

畫「科學與宗教課程」。 

 化學系林志彪教授、管克新教授、許文賢教

授獲國科會甲等研究獎勵。 

 化學系周善行教授、林志彪教授、管克新教

授、張鎮平教授、宋博厚教授、許文賢教授

獲聖言會研究成果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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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工系所梅興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

畫「高以 Jini 為基礎 WAP 應用閘道設計與評

估」；呂俊賢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ATM 網路 ABR 服務的流量控制演算法研

究」；郭忠義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應用智慧型行動代理人技術於商業流程」

；顏秀珍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資訊網探勘技術在電子商務上的應用與實作

之研究（2/3）」。 

 電子工程學系袁正泰老師以「用狀態空間方

法之統一架構推導 QRD-LSL 雙向預估並把

QRD-LSL 雙向預估濾波器應用到展頻通訊中

做窄頻干擾抑制」；李永勳老師以「鋰離子電

池儲能系統之動態模式化和充電等化電路之

研究」；白英文老師以「低功率行動電腦之太

陽能電池供電可行性研究」；劉惠英老師以「

個人通訊系統之用戶導向式行動管理研究」

；王元凱老師以「對話為基礎的電影影片標

註」；王偉彥老師以「嚴格輸出回授非線性系

統之適應性模糊控制器設計」；王偉彥老師以

「以遺傳基因演算法則應用在模糊類神經網

路近似函數的研究」；陳文輝老師以「即時處

理通訊協定合成之研究」；余金郎老師以「盲

目訊號分離技術在天線陣列處理器之研究」

；林昇洲老師以「快速與精確錯誤率計算應

用於數位行動及點對點微波通訊的最佳多路

接收與等化」；黃弘一老師以「高速單晶片系

統之低功率設計技術研究」獲國科會補助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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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計畫。 

 心理系王震武、林文瑛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

題研究計畫「追求理解—迷信背後的思考機

制」。 

 生物系李永安副教授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

計 劃 「 以 QUINATE 代 謝 作 用 研 究

XANTHOMONAS 屬植物病原細菌之種化及

鑑定」。 

 生物系林彥蓉助理教授獲中央研究院補助專

題研究計劃「水稻基因的序列預測分析與染

色體定位─子計畫二：特定水稻基因的定位

分析」。 

 生物系呂誌翼副教授獲聖言會單位補助專題

研究計劃「二氧化碳之微生物利用研究」；周

秀慧助理教授獲聖言會單位補助專題研究計

劃「安神中藥對壓力誘發之免疫功能低下的

保護影響」；藍清隆副教授獲聖言會補助專題

研究計劃「生物資訊學網路學習環境之研究

發展」。 

 生物系周秀慧助理教授獲研發處補助專題研

究計劃「探討小葉山葡萄對免疫調節功能的

影響」。 

八月一日－十五日 生物系藍清隆副教授應邀參加中研院資訊所

舉辦之「生物資訊暑期研討會」。 

八月一日－九十年六月卅日 資工系所林宏彥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

計畫「台灣研究網路連線計畫(II)-輔仁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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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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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種子傳播性病原細菌檢測及診斷

鑑定作業系統之建立」及「建立重要植物檢

疫病原細菌Ralstonia solanacearum race 2之檢

疫診斷系統」。 

 生物系林彥蓉助理教授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

究計劃「探討台灣水稻栽培種之產量及其他

重要農藝性狀的基因」；楊美桂教授獲國科會

補助專題研究計劃「柑橘潰瘍病菌之 SOS 
DNA 修補系統」。 

 生物系陳擎霞副教授獲研發處補助專題研究

計劃「北部地區台灣根節蘭族群遺傳結構」。 

八月五日 心理學系陳秀蓉老師應中國醫藥學院附設醫

院之邀講演「生理回饋與心理治療」。 

八月十一日－十七日 數學系陳思勉老師參加美國 Indianapolis 舉辦

之「ASA Annual Meeting」。 

八月十六日—十九日 電子工程學系黃弘一老師應邀參加於台灣屏

東舉辦之「超大型積體電路設計暨計算機輔

助設計技術研討會」發表〝CMOS Capacitor 
Coupling (C3L) Logic Circuits〞。 

八月十九日 心理學系翁開誠老師應邀參加「行動研究研

討會」假新竹師院舉辦之座談。 

八月廿二日、廿九日 數學系郭仲成老師參加師範大學舉辦之「拋

物方程式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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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廿四日 理工學院第一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八月廿八日 生物系李永安副教授應邀參加成功大學舉辦

之「『生物技術教育改進計劃』教學觀摩研討

會」。 

八月廿八日－卅日 生物系林彥蓉助理教授應邀至南投縣國姓鄉

泰雅渡假村參加 2000 植物分子生物學新知暨

生物技術產業化研習會講演「Construction of a 
Sorghum propinquum BAC library: toward 
positional cloning of the sorghum shattering 
gene (Sh1)」。 

 電子工程學系黃弘一老師應邀參加於韓國濟

州舉辦之「IEEE 2000 年特定應用規格積體電

路亞太會議」發表〝CMOS Capacitor Coupling 
(C3L) Logic Circuits〞。 

八月廿九日 資工系所邀請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廖

弘源研究員於 SF337 講演「Multimedia Signal 
Processing and Protection」。 

九月 心理學系夏林清老師應邀參加假台東師院舉

辦之「第二屆行動研究研討會」擔任評論人

與主持人。 

九月－十一月 心理學系黃月霞老師應內湖國小之邀講演「

社會技巧訓練—理論與實務」。（共十次） 

九月－九十年六月 心理學系張郁雯老師獲教育部補助專題研究

計畫「華語文能力測驗編制」。 

九月一日 生物系林彥蓉助理教授於 Plant Cell 發表論文

〝Comparative genomics of plant chromos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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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一日－九十年七月卅一日  

 生物系楊美桂教授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

劃「黃原桿菌 recA, lexA 與 recX 基因之特性

」。 

九月三日－八日 資工系所陳良華老師應邀參加於西班牙巴賽

隆納舉辦之「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attern Recognition」發表論文。 

九月七日 生物系藍清隆副教授應邀至台北參加「『公元

2000 年分子遺傳在生物演化與保育的應用』

研討會」。 

 心理學系林文瑛老師應聯合報、常春月刊聯

合舉辦之邀演講「45 歲以後，妳想怎麼過？

」座談會引言人。 

九月八日－十一日 數學系郭仲成老師、張茂盛老師、謝忠村老

師參加清華大學舉辦之「2000 年偏微分方程

國際研討會」。 

九月十二日－十六日 資工系所顏秀珍老師應邀參加於法國里昂舉

辦之「European Conference on Principles of 
Data Mining and Knowledge Discovery in 
Databases」發表論文。 

九月十六日－十七日 心理學系王震武老師、林文瑛老師、劉兆明

老師應邀參加中國心理學會第卅九屆年會中

國心理學會專題報告「社會與人格心理學組

組會」及「人格、發展及社會心理學在教育

領域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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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八日 資工系所郭忠義老師應邀參加於台中東海大

學舉辦之「第十一屆物件導向技術及應用研

討會」發表論文。 

九月廿日 理工代會舉辦「新生洗禮－水球大戰」迎接

大一新生。 

 心理學系林文瑛老師應桃園大勇國小之邀講

演「新生親職講座『父母的祈禱與煩惱』」。 

九月廿二日－廿四日 心理學系林文瑛老師應邀參加台北縣新世紀

發展藍圖研討會評論人。 

九月廿五日—廿七日 電子工程學系王偉彥老師應邀參加於美國阿

拉斯加州安哥拉治舉辦之「第九屆控制應用

國際研討會暨第十一屆 IEEE電腦輔助控制系

統設計國際研討會」發表〝A Composite 
Controller for Unknow Nonlinear Dynamical 
Systems Using Robust Adaptive Fuzzy-Neural 
Control Schemes〞。 

九月廿七日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淡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翁

慶昌教授於聖言樓 SF338 講演「機器足球系

統概論」。 

 心理學系林文瑛老師應邀參加國立台灣師範

大學主辦之「教育愛與小班教學」座談會引

言人。 

十月 心理學系夏林清老師應台東師院之邀講演「

行動研究」。 

十月－九十年七月 心理學系陳秀蓉老師獲聖言會補助專題研究

計畫「內、外在壓力源及人格特質與猝睡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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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關連」。 

 心理學系陳秀蓉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

計畫「婦女多元社會角色、生氣發作與憂鬱

的關係」；陳秀蓉老師與台大心理系吳英璋老

師及台大醫院呂碧及鄭逸如老師獲國科會補

助專題研究計畫「身心壓力歷程分析與諮商

效果之探討」。 

十月一日 心理學系張郁雯老師應國立台北師範學院之

邀講演「測驗編制與等化」。 

十月一日－九十年七月卅日 數學系陳思勉老師獲聖言會補助專題研究計

畫「依 Cpk 所取最佳產品之選擇的模擬研究

」；葉乃實老師獲聖言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受激毛細重力波問題之展開定理的研究」。 

十月三日 理工學院第一次院務發展會議。 

十月四日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英保達公司新產品企劃一

部鐘瑞得經理於聖言樓 SF338 講演「手機設

計與未來發展」。 

十月五日 化學系邀請沈德耀教授講演「台灣責任照顧

的回顧與展望」。 

十月六日 聖言會單位研究補助申請評選會議。 

十月十一日 物理系邀請台大材料與工程研究所李源弘博

士於物理系講演「精碳石墨及其應用研究」。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長庚大學電子工程學系周

煌程教授於聖言樓 SF338 講演「CMOS Buffer 
Circui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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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二日 化學系邀請師範大學化學系陳焜銘教授講演

「 The Design & Synthesis of Novel 
Camphor-Based Chiral Auxiliaries / Chiral 
Ligands & Their Synthetic Applications in 
Organic Synthesis」。 

十月十三日 理工學院第二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十月十四日－十五日 生物系舉行「迎新生活營」。 

十月十八日 生物系陳擎霞副教授應新莊市公所生態保育

協會之邀講演「植物生態調查方法」。 

 物理系邀請中央大學光電科學所孫慶成教授

講演「體積全像光學之應用」。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中華電信研究所劉榮宜副

研究員於聖言樓 SF338 講演「電子收費系統

與技術」；邀請學輔中心李志鴻講師於理工綜

合教室 LH108 講演「關於情愛—心理學的證

據與一些可能的思考」(大學入門兩性講座)
。 

 電子工程學系黃弘一老師應清華大學工科系

邀請講演「積體電路設計技術發展與展望」。 

十月十九日 化學系邀請行政院勞委會勞安衛研究所湯大

同教授講演「實驗室化災危害緊急之應變」。 

 心理學系林文瑛老師應台北蘭雅國中之邀講

演「親職講座『青少年的價值觀』」。 

十月廿三日—廿四日 電子工程學系呂學坤老師應邀參加於愛丁堡

舉辦之「國際標準組織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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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廿五日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清華大學電機工程學系黃

錫瑜教授於聖言樓 SF338講演「Algorithms for 
Logic Defect Diagnosis」。 

十月廿五日－廿七日 資工系所梅興老師應邀參加於台北舉辦之「

24th Annual International Computer Software 
and Applications Conference」並發表論文。 

十月廿六日－十月廿八日 化學系周善行教授、李國安教授出席於日本

東京舉行之「2000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Organic Reactions」分別發表〝Aza-Diels-Alder 
Reactions and Synthetic Applications of 
Thio-Subatituted 1,3-Dienes with Arylsulfonyl 
Isocyanates〞、〝Synthesis and Chemistry of 
Tricyclo-[3.2.02,4]nona-2(4),6-Diene〞。 

十月廿九日－卅日 生物系崔文慧副教授應邀參加國家衛生院所

舉辦之「發育生物學研討會」。 

十一月 心理學系夏林清老師應社會工作者協會之邀

講演「行動研究」。 

十一月一日 生物系陳擎霞、崔文慧副教授獲「教育部資

深優良教師」；陳擎霞副教授獲「輔仁大學資

深優良教師獎」。 

 理工學院舉辦通識教育講座並邀請楊國樞院

士蒞校講演「在現代社會中安定自我」。 

十一月二日 理工學院第三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十一月七日 募款專家雷重芮顧問蒞院拜訪院長。 

十一月八日 物理系邀請台大擬態科學研究中心王立義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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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講演「Design, synthesis and properties of 
novel conductive polymeric materials」。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長庚大學資訊管理學系陳

昱仁教授於聖言樓 SF338 講演「GSM Security
」。 

十一月九日 生物系楊美桂教授、曾婉芳教授、呂誌翼副

教授、周秀慧助理教授應邀參加「第一屆中

英機能性食品暨生物技術研討會」。 

十一月十一日 心理學系翁開誠老師應邀參加假台北舉辦之

「行動研究研討會」。 

十一月十五日 資工系所邀請台灣大學顧維祺博士於 SF337
講演「Simple Password-Based Key Distribution 
Protocols」。 

十一月十六日－十九日 心理學系劉兆明老師應邀參加「華人企業人

力資源管理與發展研討會」。 

十一月十七日 理工學院八十八學年度研究成果報告出刊。 

 理工學院第一學期院務會議。 

 資工系所顏秀珍老師應邀參加於台北舉辦之

「第五屆人工智慧與應用研討會」並發表論

文。 

十一月十八日—十九日 電子工程學系李永勳老師應邀參加於台灣大

學舉辦之「中華民國第廿一屆電力工程研討

會(POWER 2000)」發表〝STATCOM Controller 
Design for Power System Stabilization with 
Suboptimal Control and Strip Poles Assig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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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ering Approach to Evaluate the 
Parameters of A High Voltage Frequency 
Transformer Applied to CO2 Lasor Tube Driver
〞及〝 A Novel Approach to Design The 
Single-Input Fuzzy Power System Stabilizer〞並
擔任分組主持人。 

十一月廿一日 生物系藍清隆副教授應邀參加衛生署所舉辦

之第六次全國科技會議預備會議第四議題「

永續發展與民生福祉」子題三「醫藥衛生科

技」預備會議（一）。 

十一月廿二日 理工學院舉行數學系沈世恩同學追思禮儀。 

 生物系呂誌翼副教授應邀參加台灣大學舉辦

之「復合發酵微生物工法應用於廢（污）水

回收再利用、事業廢棄物消除處理及海水淡

化等處理廠之運轉情形與效益」。 

 生物系邀請陽明生物化學所魏耀輝教授講演

「生物科技的前景與挑戰」。 

 物理系邀請中央研究院物理所姚永德研究員

講演「Spintronics-The 21 century scinece and 
technology」。 

 資工系所邀請台灣科技大學許見章博士於

SF337 講演「智慧型人機介面及其應用」。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台達電子(股)機電事業部

專案鄭義集經理於聖言樓 SF338 講演「談

DVD 之相關產業及技術」。 

十一月廿四日 心理學系陳秀蓉老師應學務處之邀講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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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個案研討會」。 

十一月廿四日－廿六日 化學系柏殿宏教授、林志彪教授、李國安教

授、管克新教授出席中國化學學會八十九年

年會分別發表〝Classical Trajectory Study of 
the Isotopic Branching Ratio for the F + HD 
Reaction〞、「不對稱咪唑鹽類液晶的熱性質研

究」，「含嘧碇基之咪唑鹽類液晶分子的合成

及物性研究」及「含口卡唑基之金（Ｉ）化

合物合成及光物理研究」、〝The Synthesis and 

Reactions of (E) –3–Phenyl–1-[ ( phenylsulfonyl ) 

imino ] – 2 - Propene、Tuing and “Invertinf”

Metal- to- metal Charge Transfer of Mixed- Valence 

Complexes Containing Ferroceny- lpyridneand 

Rutheniumammine via Solvent Donicity and 

Substituent Effect〞。 

十一月廿五日－廿六日 生物系周秀慧助理教授應邀參加台中榮民總

醫院舉辦之「中華民國免疫學會第十屆學術

研討會」。 

十一月廿六日 資工系所梅興老師應邀至資訊工業策進會講

演「Jini and Wireless Gateway – Protocols, 
Applications, and Impacts」。 

十一月廿八日 理工代會發行理工電子報。 

十一月廿九日 資工系所邀請中央大學謝君偉博士於 SF337
講演「Internet Multimedia Retrieval」。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研究

中心陳錕山教授於聖言樓 SF338 講演「衛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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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達的發展與應用」。 

十一月卅日 化學系邀請淡江大學化學系高惠春教授講演

「Ca 和 Pr 的取代對 R123 高溫超導體 Tc 的

影響」。 

十二月 心理學系黃月霞老師應邀參加中國輔導學會

年會。 

十二月一日 生物系曾婉芳教授獲「輔仁大學教學績優獎

勵」及「中華民國私校教育事業協會」。 

 生物系李永安副教授應邀參加中華民國植物

病理學會八十九年年會發表論文〝A vag gene 
of Xanthomonas campestris pv. campestris is 
Xanthomonas-specific and can be used to 
develop an identification and detection system 
of Xanthomonas spp. ， Development of an 
identification and molecular typing system of 
Ralstonia solanacearum race 1 and its use for 
strain characterization〞。 

 生物系曾婉芳教授於 Toxicology 發表論文〝

The roles of glutathione and antioxidant 
enzymes in menadione-induced oxidative stress
〞。 

 生 物 系 周 秀 慧 助 理 教 授 於 FU JEN 
Studies-Science and Engineering 發表論文〝

Hypo-osmotic stress induced immune 
suppression and apoptosis in mice〞，於 Ernst 
Schering Research Foundation Workshop 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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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Tolerance induction post in utero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張康院長暨院內六位教師獲國科會提昇私立

大學研發能量「行動多媒體網路系統技術之

研究發展與應用」整合型研究計畫之專案補

助。 

 理工代會發行理工認同卡。 

十二月一日－九十年七月卅一日  

 數學系張康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行動多媒體網路系統技術之研究發展與應

用」；獲輔仁大學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行動多

媒體網路系統技術之研究發展與應用」。（至

九十年十一月卅日） 

 資工系所梅興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

畫「高效率 WAP 推播代理閘道設計與製作之

研究」；呂俊賢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

畫「網際網路上端對端品質服務之研究」；連

國珍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適用

於資訊家電之多媒體顯示技術」。（至九十年

十一月卅日） 

十二月二日 生物系崔文慧副教授應邀參加野生動物保護

基金會所舉辦之「台灣無脊椎動物多樣性研

討會」。 

 心理學系張郁雯老師應國立台北師範學院之

邀演講「孤絕的小學究—亞斯柏格症」。 

十二月六日 理工學院第四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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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康院長應邀至統計系講演「求學之路我思

我見」。 

 物理系邀請中央大學太空科學研究所劉正彥

教授講演「The perturbations in the ionospheric 
plasma density and the ground based magnetic 
field before the 21 September 1999 Chi-Chi 
Earthquake」。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臺灣電力公司電力調度處

劉運鴻經理於聖言樓 SF338 講演「台灣的電

力發展與電力自由化」。 

 心理學系於聖言樓展演中心舉辦「新的開始

，心的希望」。 

十二月六日－八日 資工系所呂俊賢老師、許見章老師及鄭進和

老師應邀參加於中正大學舉辦之「 2000 
International Computer Symposium」並發表論

文。 

十二月七日 生物系崔文慧副教授應邀參加農委會舉辦之

「2000 年生物多樣性保育展望大會」。 

 生物系呂誌翼副教授應邀參加台北國際會議

中心舉辦之「2000 年台北國際綠色環保研討

會暨展覽」。 

 化學系邀請中研院原分所張煥正教授講演「

Studying Cluster Ions of Biological Interest in 
Gas Phase」。 

十二月八日 物理系吳坤東副教授、化學系林志彪教授、

資工系陳良華教授獲「輔仁學術研究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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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學系周善行老師、許明娟助教、生物系陳

錫智老師獲二十年資深優良教職員獎；數學

系陳思勉老師、郭宜芬助教、化學系李國安

老師、生物系曾婉芳老師、心理系袁之琦老

師、電子系潘純新老師、鄞永昌老師獲十年

資深優良教職員獎。 

 數學系何清人教授、物理系陳振益教授、化

學系周善行教授、生物系曾婉芳教授獲「教

師教學績優獎勵」。 

 理工學院獲校慶運動會拔河比賽冠軍。 

 理工學院數學系 57 年畢業的劉振修女、數學

系 59 年畢業吳東賢系友及生物系 59 年畢業

的范淵達系友獲「八十九學年傑出系友獎」。 

 生物系於綜合教室舉辦「生物系系友會」。 

 心理學系翁開誠老師及丁興祥老師應邀參加

中研院舉辦之「華人心理學研討會」。 

十二月八日－十日 數學系郭仲成老師、張康老師、張茂盛老師

、蕭鴻銘老師、謝忠村老師參加淡江大學舉

辦之「2000 年國際數學與統計研討會暨中華

民國數學會年會慶祝淡江大學創校五十週年

校慶」。 

 心理學系劉兆明老師、林文瑛老師應邀參加

第五屆華人心理與行為科際學術研討會擔任

主持人。 

十二月九日－十日 數學系學會參加東海大學及逢甲大學舉辦之

「大數盃」活動，榮獲撞球賽團體冠軍、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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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壘球第三名。 

十二月十一日 理工學院第二次院務發展會議。 

十二月十二日 化學系李國安教授到中正大學化學系講演「

Synthesis and Chemistry of Cyclopropenes」。 

十二月十三日 物理系邀請中央研究院物理所陳啟東博士講

演「Experimental evidence for suppression of 
superconductivity by spin imbalance」。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歷史系林立樹教授於本校

利瑪竇大樓國際會議廳講演「大學生情愛觀

」。 

十二月十五日、廿二日、廿九日、九十年一月五日  

 數學系郭仲成老師參加中央大學舉辦之「泛

函分析研討會」。 

十二月十五日－十六日 資工系所呂俊賢老師應邀參加於中原大學舉

辦 之 「 2000 National Symposium on 
Telecommunications」並發表論文。 

十二月十六日 張康院長應邀參加聖言會於聖言樓國際展演

中心舉辦「聖言會創會 125 週年紀念講座－

聖言與教育」並主講「理工學院辦學願景」。 

 數學系陳思勉老師、張康老師、黃文祥老師

及蕭鴻銘老師參加「聖言會創會 125 週年紀

念講座「聖言會與教育」。 

 心理學系翁開誠老師應單親家庭協會之邀講

演「看電影學同理心」。 

十二月十九日 心理學系陳秀蓉老師應台北萬芳醫院之邀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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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認知行為治療在臨床上的應用」。 

十二月廿日 理工學院舉辦通識教育講座並邀請香港電訊

台灣分公司的首席代表暨台灣電訊網路服務

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周鐘麒先生蒞校講演「

網際網路在大中國區的發展」。 

 物理系邀請台大擬態科學研究中心白偉武博

士講演「Cluster dunamics in metal homoepitaxy
」。 

十二月廿一日 張康院長應邀至靜宜大學講演「Generalized 
Conjugate Gradient Methods for Solving 
Nonsymmetric Linear Systems」。 

十二月廿七日 理工學院邀請吳剛鳳老師蒞校講演「科技管

理」。 

 物理系邀請同步輻射研究中心李志甫博士講

演「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x-ray absorption 
spectroscopy」。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中華大學資訊工程系韓欽

銓教授於聖言樓 SF338 講演「生物檢測學」。 

十二月卅一日 《輔仁學誌》第三十四期出刊。 

九十年 

一月一日 生物系曾婉芳教授於 Chinese Medical J.發表

論文〝Comparison of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oral granisetron plus dexamethasone with 
intravenous ondansetron plus dexamethasone to 
control nausea and vomiting induc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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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ate/severe emetogenic chemotherapy〞；生

物系楊美桂教授於 Curr Microbiol.發表論文

〝Molecular characterization and expression of 
the recX gene  of Xanthomonas campestris pv. 
citri〞。 

一月一日－七月卅一日 生物系李永安副教授獲教育部補助專題研究

計劃「生物技術科技教育改進計劃」；周秀慧

助理教授獲三軍總醫院補助專題研究計劃「

子宮內骨髓細胞移植技術之研發」。 

一月一日－十二月卅一日 生物系周秀慧助理教授獲教育部補助專題研

究計劃「大學基礎科學教學改進計劃」。 

 化學系宋博厚教授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

劃「水性含磷環氧樹脂型防火塗料研製」。 

一月三日 心理學系張郁雯老師應台北縣米倉國小之邀

講演「九年一貫課程與評量」。 

一月四日 生物系李永安副教授應邀至板橋扶輪社講演

「漫談『基因及基因改良食物』」。 

一月四日－八日 數學系郭仲成老師、張茂盛老師及謝忠村老

師參加中研院舉辦之「Second Pacific Rim 
Conference on Mathematics」。 

一月五日 生物系呂誌翼副教授應邀參加農委會林業試

驗所舉辦之「中華民國真菌學會八十九年年

會－真菌及其代謝產物在生物科技應用研討

會」。 

一月五日－六日 化學系李選能老師及宋博厚老師出席 2001 高

分子聯合會分別發表「偶氮系側鏈高分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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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與研究」、「含偶氮染料基團之 PMMA 系

統其順 D 反異構化反應機制研究」。 

一月十日 數學系陳思勉老師參加清華大學舉辦之「工

業統計研討會」。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臺灣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

羅有綱教授於聖言樓 SF338 講演「共振切換

技術」。 

一月十二日－十四日 數學系郭仲成老師、張茂盛老師及謝忠村老

師參加成功大學舉辦之「第九屆微分方程研

討會」。 

一月卅日 生物系周秀慧助理教授應邀參加台北國家圖

書館舉辦之「2001 年組織工程國際研討會」

。 

一月卅一日 生物系陳擎霞副教授應邀參加新莊市公所舉

辦之庭園設計。 

二月一日 理工學院新聘專任教師三位：資訊工程系顧

維祺副教授、許見章副教授及郭忠義助理教

授。 

 生物系楊美桂教授於 Mol. Gen.Genet.發表論

文〝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lexA gene of Xanthomonas campestris pv. 
citri〞。 

二月一日－三日 心理學系翁開誠老師應台中張老師輔導諮商

中心之邀講演「敘說治療工作坊」。 

二月二日、七日、九日、十四日、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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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系李安莉老師參加中研院數學所舉辦之

「 Winer School on Basic Representation 
Theory」。 

二月六日－七日 心理學系翁開誠老師應龍華技術學院之邀講

演「故事－自我與治療」。 

二月九日 奉教育部核定於九十學年度起增設『電子工

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教育部 90.02.09 , 台
(90)高(一)字第 90016582 號函)。 

二月十二日 左營高中蒞院參觀訪問。 

二月十四日 電子工程學系黃弘一老師應工研院電腦與通

訊研究所邀請講演「Introduction to Low-Power 
VLSI Design」。 

二月十六日 電子工程學系劉惠英副教授主持編寫之「教

育部補助八十九年度通訊科技教育改進計畫

—網際網路理論與實務實習教材」獲頒教育

部優等獎。 

二月十九日—廿二日 電子工程學系白英文老師應邀參加於奧地利

Innsbruck 舉辦之「第十九屆國際科學與技術

發展協會應用資訊學國際會議」發表〝A State 
Transition Model for the power Mangement 
Methods of a Multtiple 8051 Processor System〞

、〝A Web Based Digital Set-top Box by SH4, 
19th IASTED International Confenence on 
Applied Informatics 〞 及 〝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 Microcomputer-based 
Measurement System for Solar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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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廿三日－七月廿七日 數學系李安莉老師每週五參加中研院數學所

舉 辦 之 「 Seminar on Number 
Theory/Representation Theory」。 

二月廿四日 心理學系張郁雯老師應邀參加「自閉症、注

意力缺陷過動症學生診斷評量系統發表會」

發表「評量工具」。 

 心理學系翁開誠老師應邀參加「行動研究協

會座談」。 

二月廿八日 資工系所邀請中央大學資訊工程系李允中教

授於 SF337 講演「Structuring Requirement 
Specifications with Goals」。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新埔技術學院電子工程系

許陳鑑教授於聖言樓 SF338 講演「以信號能

量相似為基礎之數位化再設計系統性能的評

估」。 

三月一日 生物系林彥蓉助理教授獲「國科會甲等研究

獎勵」。 

 生物系林彥蓉助理教授於「Plant Physiology
」發表論文〝Toward integration of comparative 
genetic, physical, diversity, and cytomolecular 
maps for grasses and grain, using the sorghum 
genome as a foundation〞。 

 化學系邀請暨南大學應化系林敬堯教授講演

「Engineering Porphyrin-Based Chromophores 
for Optical and Biological Materials」。 

三月七日 物理系邀請聯偉光電蕭金廷總經理講演「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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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相關產業的應用」。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中華大學電機工程學系陳

竹一教授於聖言樓 SF338 講演「VLSI Testing 
from a Quality Perspective」。 

三月八日 化學系邀請逢甲大學物理中心演李英德教授

講演「Raman Studies of Simple Organic Liquids
」。 

三月十三日 電子工程學系黃弘一老師應交通大學電控系

邀請講演「淺談積體電路設計產業」。 

三月十四日 物理系邀請中央研究院物理所周志隆博士講

演「Physics beyond the standard model」。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本校資訊工程學系王國華

教授於聖言樓 SF338 講演「以平台為基礎之

系統單晶片設計」。 

三月十五日 化學系邀請中山大學化學系周金興教授講演

「Synthesis of Novel Compounds by The Flash 
Vacuum Pyrolysis Method」。 

三月十七日 資工系所林宏彥老師應邀參加於銘傳大學舉

辦之「新世紀、新思維國際學術研討會」並

擔任主持人。 

三月十九日 上海東華大學蒞院參訪。 

三月廿日 心理學系袁之琦老師應工研院光電所之邀演

講「『立體視覺』的行為與神經生理証據」。 

 心理學系林文瑛老師應台北市婦慈協會之邀

講演「教改有理，犯錯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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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廿一日 物理系邀請中研院物理所栗育力博士講演「

Introduction to two-leg spin ladders」。 

 化學系李國安教授到中山大學化學系講演「

Synthesis and Chemistry of Cyclopropenes」。 

 資工系所邀請台灣大學蔡智強博士於 SF337
講演「On Recognition of And-Or Series-Parallel 
Digraphs」。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工研院電通所數位視訊技

術組系統技術部邢定首經理於聖言樓 SF338
講演「Payment system of DTV」。 

三月廿二日 理工學院第五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物理系邀請中研院物理所江祖永博士講演「

Neutrino Masses and the future  of particle 
phenomenology」。 

 化學系邀請清華大學化學系余靖教授講演「

The Structural Base Drug Design by NMR」。 

三月廿三日－廿五日 心理學系丁興祥老師於「眾聲喧嘩：質性研

究法理論與實作對話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

論文。 

三月廿四日 快譯通股份有限公司張惟清副總經理及易利

信無限應用中心紹豐志處長應邀參加由理工

學院提昇研發能量小組於聖言國際展演中心

舉辦之「行動多媒體技術研討會」演講。 

三月廿四日－廿五日 生物系周秀慧助理教授應邀至桃園參加「國

家衛生研究院第六屆免疫學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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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廿七日 理工學院 Lunch with the Dean。 

 心理學系陳秀蓉老師應中國醫藥學院附設醫

院之邀講演「精神分裂症之鑑別診斷」。 

三月廿八日 理工學院第六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生物系曾婉芳教授及周秀慧助理教授應邀參

加「現代生物醫學研究之進展」。 

 物理系邀請交大電子物理系林德鴻博士講演

「The influnece of aharonov-bohm effect in 
physical system」。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中原大學電子工程學系陳

英一教授於聖言樓 SF338 講演「網路事業的

核心技術與發展前景---@Hype 之後？」。 

 心理學系林文瑛老師應中央警察大學之邀講

演「冷靜沈著（一）」。 

三月卅日 張康院長應邀參加在總統府舉行之「聯合大

學資源整合中心」第二次籌備會議。 

 華江高中蒞院參訪。 

三月卅一日－四月二日 生物系至台灣大學參加「大生盃」。 

四月 心理學系夏林清老師應台北市勞工局之邀講

演「行動研究」。 

四月－七月卅一日 心理系夏林清老師及劉兆明老師獲教育部補

助專題研究計畫「中學校長考評方法行動研

究」。 

四月一日－七月卅一日 數學系謝忠村老師獲理工學院補助專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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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數學教學網」。 

四月八日 資工系所邀請台灣大學林振緯博士於 SF337
講 演 「 Fault Tolerance in Wireless IP & 
Distributed Shared Memory Architectures」。 

四月九日 理工學院第三次院務發展會議。 

四月十一日 資工系所邀請中央大學吳世琳博士於 SF337
講演「A New Multi-Channel MAC Protocol 
with On-Demand Channel Assignment for 
Multi-Hop Mobil Ad Hoc Networks」。 

四月十二日 物理系邀請馬文忠博士講演「Configuration 
and dynamics-studies of structurally disordered 
systems」。 

四月十四日 心理學系林文瑛老師應中山國中之邀講演「

青少年價值觀」。 

四月十七日－廿日 生物系楊美桂教授應邀參加中研院生化所舉

辦之「蛋白質體學會議及研討會」。 

 電子工程學系白英文老師應邀參加於美國華

盛頓舉辦之「2001 年電機與電子工程師協會

計算機系統工程研討會」發表〝Optimum 
Information Queue Lengths in Seme-batch 
Power Management Methods for a Palmtop 
Multimedia Terminal〞。 

四月十八日 張康院長應邀參加「第二屆世界華人數學家

第一次籌備會會議」。 

 生物系陳擎霞副教授應邀參加新莊市公所生

理工學院 【225】 

態保育協會所舉辦之野生動物調查方法。 

 物理系邀請中研院原分所林泰源博士講演「

Optical and electrical properties of GaN-based 
semiconductors」。 

四月廿日 理工學院第二學期院務會議。 

四月廿三日 物理系邀請中研院原分所方德貴博士講演「

Recent development on theoretical atomic 
physics」。 

四月廿三日－廿四日 化學系林志彪教授與陳榮男教授帶領化學系

三年級學生四十六名參觀化學工廠。 

四月廿四日 心理學系陳秀蓉老師應中國醫藥學院附設醫

院之邀講演「人格疾患的衡鑑」。 

四月廿五日 物理系以「近代光譜學課程及實用性之強化

與提昇」申請提昇大學教育改進計劃。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清華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祁

忠勇教授於聖言樓 SF338 講演「Single Input 
Single Output (SISO) Blind Equalization Using 
Second- and Higher-Order Statistics」。 

四月廿六日 化學系邀請中央警察大學鑑識科學系李俊億

教授演講「刑事 DNA 鑑定」。 

 心理學系林文瑛老師應佛光大學之邀講演「

從教育改革看台灣的教育發展」。 

四月卅日 心理學系翁開誠老師應屏東師院心輔所之邀

講演「故事、治療與研究」。 

四月卅日－五月四日 生物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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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一日 理工月。 

 生物系楊美桂教授獲「聖言會研究成果獎」；

李永安副教授獲「理工學院研究成果獎」。 

五月二日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臺灣科技大學電機工程學

系劉添華教授於聖言樓 SF338 講演「電動機

驅動簡介」。 

五月三日 化學系邀請東華大學化學系孫仲銘教授講演

「 Liquid Phase Combinatorial Chemistry: 
Rapid Parallel Synthesis of Benzofused 
Libraries」。 

五月四日 數學系「計算數學學程之特色發展」及化學

系「光電材料教學與實驗改進」獲教育部「

基礎科學」領域教育改進計畫補助。 

五月六日 資工系所呂俊賢老師應邀至溪頭參加「國科

會電信學門研究成果發表會」並發表成果。 

五月六日—九日 電子工程學系黃弘一老師應邀參加於澳洲雪

梨舉辦之「IEEE 國際電路與系統會議」發表

〝 High-Speed CMOS Logic Circuits in 
Capacitor Coupling Technique〞。 

 電子工程學系呂學坤老師應邀參加於澳洲雪

梨舉辦之「國際電子電機工程師學會電路與

系統研討會」發表〝Built-In Self-Repair for 
Divided Word Line Memory〞。 

五月七日 理工學院第七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心理學系陳秀蓉老師應馬偕紀念醫院之邀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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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生理回饋在臨床上的應用」。 

五月九日 生物系周秀慧助理教授應邀參加食品營養系

所舉辦之講演「壓力和免疫：免疫系統和神

經 內 分 泌 系 統 cross-talk 證 據 的 探 討

Perspective and Application in Stem Cells（幹細

胞的應用與未來展望）」 

 生物系邀請交通大學生命科學所毛仁淡教授

講演「基因治療及抗氧化暨對心血管疾病之

治療」。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中山科學研究院三所品保

組董光天技正於聖言樓 SF338 講演「電磁干

擾(EMI)之原理與防治」。 

五月十二日 張康院長參加中華民國數學會理監事會議。 

五月十五日 理工學院與民生學院共同於家園餐廳共融，

舉行院導師會議。 

 資工系所許見章老師應邀至警察大學資訊管

理研究所講演「Intellignet Interface and It’s 
Applications」。 

五月十六日 生物系邀請清華大學生命科學系李家維教授

講演「追求地球的早期生命」。 

 陸興高中蒞院參訪。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推廣部講師、台北市立療

養院家族治療諮詢專家林靜霞老師於利瑪竇

大樓一樓演講廳講演「生活陽光何處尋?－壓

力釋放與鬆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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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學系林文瑛老師應中央警察大學之邀講

演「冷靜沈著（二）」。 

五月十七日 化學系邀請清華大學化學系胡紀如教授講演

「Morder Silicium Controlled Oganic Reaction
」。 

 資工系所郭忠義老師應邀至樹德科技大學資

管系講演「Applying Intelligent Mobil Agent for 
Business Process through XML-based TBCG」

。 

五月十七日－十八日 資工系所梅興老師、顏秀珍老師應邀參加於

成功大學舉辦之「Workshop on the 21th 
Century Digital Life and Internet Technologies
」並分別發表論文。 

五月十八日 輔仁高中蒞院參訪。 

五月十九日 張康院長當選台北校友會理事。 

 物理系舉辦「光電科技新趨勢研討會」暨林

豐仁教授榮退紀念。 

五月十九日－廿日 物理系為紀念林豐仁教授退休舉辦「光電科

技新趨勢研討會」。 

 數學系陳思勉老師參加醫學院舉辦之「醫學

研究資料處理研習會」。 

五月廿一日 電子工程學系徐國政、袁正泰及王偉彥三位

老師獲得國科會八十九學年度甲種研究獎勵

。 

五月廿二日 理工學院舉行數學系周奇英同學追思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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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學系陳秀蓉老師應中國醫藥學院附設醫

院之邀講演「情感性精神疾患之診斷」。 

五月廿三日 理工學院邀請美國普渡大學教授 Dr. K.C. 
VanZandt 講演「數學在電腦科學中之應用」。 

 理工學院八十九學年度獎勵教師研究評選會

議。 

 生物系邀請甲骨文電腦工程師王志榮系友講

演「我的生物資訊之路」。 

 物理系邀請台灣師大物理系鄭秀鳳教授講演

「微波通訊材料的介電鐵電特性研究」。 

 化學系邀請蔡志雄教授講演「Bioadhesive and 
Controlled Release Drug Delivery」。 

五月廿四日 化學系邀請長庚大學免疫系謝森永教授講演

「 Genome-Wide Demethylation in 
Heptaocelluar Carcinogensis」。 

五月廿六日 心理學系承辦中國心理學會工商心理學組「

工商心理學學術與實踐研討會」。 

五月廿八日－六月一日 生物系於耕莘樓舉辦「研究生研究成果壁報

展」。 

五月廿九日－卅日 生物系林彥蓉助理教授應邀參加「第一屆中

英機能性食品暨生物技術研討會」及陽明大

學舉辦之「基因體醫學研討會」。 

五月卅日 理工學院舉辦通識教育講座並邀請前教育部

長吳京教授蒞校講演「大學生不可不知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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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工代會、心理學系、數學系獲社團評鑑特

優獎；物理學系、生物學系、電子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獲社團評鑑優等獎。 

六月一日 生物系李永安副教授獲「聖言會教學特優獎

」。 

 心理學系林文瑛老師應台北士林國中之邀演

講「青少年價值觀」。 

 心理學系陳秀蓉老師應邀參加「提升生活品

質的理論與實務研討會」擔任回應人。 

六月一日－九十一年五月卅一日  

 數學系黃文祥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

畫「織品服飾數位博物館（以苗族為例）－

苗族織品服飾元資料(matatada)之研究－子計

畫（二）」。 

六月三日 數學系陳思勉老師參加醫學院舉辦之「以問

題為基礎的學習（PBL）師資培訓初階工作坊

」。 

六月四日 理工代會新舊任主席交接。 

 理工學院第八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六月六日 物理系林豐仁教授榮退暨歡送心理系林文瑛

、王震武及張郁雯老師餐會。 

六月七日 理工學院提昇研發能量小組與昇陽電腦公司

於聖言國際展演中心合辦之「行動多媒體技

術研討會」演講系列之二「SUN21 世紀科技

教育校園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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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學系邀請中央大學物理系趙治宇教授講演

「Optical Textural and Calorimetric StudyOn 
Chiral Liquid-Crystal Thin Films」。 

六月八日 生物系邀請醫學系盧志峰助理教授講演「神

經退化性疾病的研究模式」。 

六月十一日—十四日 電子工程學系林昇洲老師應邀參加於芬蘭赫

爾辛基舉辦之「IEEE 國際通訊會議」發表〝

Accurate error probability estimate using 
moment method for decision-feedback 
equalization in digital cellular mobile radio with 
optimum diversity combining〞。 

六月十二日 理工學院第四次院務發展會議。 

 生物系周秀慧助理教授應邀參加晶碁生化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所舉辦之講演「Perspective 
and Application in Stem Cells（幹細胞的應用

與未來展望）」。 

 心理學系林文瑛老師應台北市婦慈協會之邀

講演「青少年價值觀」。 

六月十四日－十五日 生物系曾婉芳教授應邀參加九華山莊國際渡

假研習中心舉辦之「九十一學年度大學入學

考試研討會」。 

 心理學系張郁雯老師應邀參加九十一學年度

大學入學考試研討會國文科試卷審閱。 

六月十六日－十七日 數學系蕭鴻銘老師參加淡江大學舉辦之「

2001 組合數學新苗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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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八日 心理學系林文瑛老師應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之

邀講演「情緒如何來，情緒如何去？」。 

 心理學系翁開誠老師應理外民領導訓練營之

邀講演「觀照我心」。 

六月十八日－廿一日 數學系黃文祥老師主辦「2001 數學系暑期多

媒體研習營」。 

六月十九日 心理學系陳秀蓉老師應中國醫藥學院附設醫

院之邀講演「焦慮疾患及適應障礙的衡鑑與

處理」。 

六月廿日 心理學系林文瑛老師應高雄醫學大學之邀講

演「從教師會談教育改革」。 

六月廿一日－廿八日 數學系舉辦之「輔仁大學在台復校四十週年

－海森堡群之分析研討會」。 

六月廿五日－廿八日 數學系黃文祥老師主辦「2001 數學系暑期多

媒體研習營」。 

七月一日－九月卅日 生物系周秀慧助理教授通過申請「中央研究

院獎勵國內學人短期來院訪問」研究主題為

「探討山藥對小白鼠免疫功能活性的影響」。 

七月三日 理工學院提昇研發能量小組與台灣微軟、百

資科技、互慧科技公司於聖言國際展演中心

合辦之「行動多媒體技術研討會」演講系列

之三「PDA 技術研討會」。 

七月四日－七月八日 心理學系袁之琦老師應邀參加於日本東京舉

辦之「3D Display Symposium」發表論文。 

七月九日－十日 心理系劉兆明老師訪問 University of Brit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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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umbia 中國研究中心與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心理系。 

七月十五日－廿一日 化 學 系 許 文 賢 教 授 出 席 「 21th IUPAP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tatistical Physics」
發表〝Effects of Motional Relaxation on the 
anomalous Kinetics of  A + A → Φ〞。 

七月廿二日—廿五日 電子工程學系王元凱老師、劉惠英老師應邀

參加於美國 Orlando 舉辦之「第五屆世界系統

學、知覺控制學與資訊學研討會」並分別發

表 〝 Document structure analysis using 
backpropagation network〞、〝A Novel Loop 
Prevention Scheme For Label-Switching Based 
IP Networks〞。 

七月廿二日－廿六日 化學系林志彪教授出席「11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Organometallic Chemistry 
Directed Towards Organic Synthesis」發表〝

Supramolecular assembly of metallo-organic 
hybrid cavity〞及〝 Inorgano-organic Hybrid 
lamella of di- and tetranuclear Silver-carbene 
Complexes〞。 

七月廿五日－廿八日 資工系所郭忠義老師應邀參加於加拿大舉辦

之「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uzzy Systems 
Association Conference」並發表論文。 

七月卅日－八月十五日 生物系林彥蓉助理教授應邀參加「生物資訊

暑期研討會」。 

七月卅一日 生物系曾婉芳教授兼主任一職卸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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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民生學院 
 

八十九年 

八月 織品服裝學系吳振吉老師榮獲教學績優教

師獎及教師教學服務獎。 

 織品服裝研究所中華服飾文化中心出版《苗

族服飾圖誌—黔東南》。 

八月一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第一任系主任胡澤

民教授卸任由黃昭瓊副教授接任。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聘請楊維漢老師擔

任「零售經營組」首位之專任教師。 

八月一日—九十年七月卅一日 

 織品服裝學系黃昭瓊老師獲國科會補助研

究計劃「以天然染料與幾丁聚醣進行織物塗

佈加工之研究」；蔡淑梨老師獲國科會補助

研究計劃「網站上顧客關係管理之研究--以
網路券商及網路書店為例」。 

 食品營養學系陳炳輝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

題研究計畫「番茄紅素分析，安定性和應用

的研究(1/3)」；黃瑞美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

題研究計畫「食用膜吸附抗微生物劑之研

究」；丘志威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

畫「益生菌對亞硝胺抗致變性之研究」；陳

炳輝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多環

芳香族碳氫化合物於模式油與食用油加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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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的形成(2/3)」；李寧遠老師獲國科會

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補充 COQ10 對耐力運

動員及健康人之抗氧化效力及運動表現的

影響」；許瑞芬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

計畫「同半胱胺酸引發邊緣性葉酸缺乏動物

肝細胞程式凋亡與機制探討」；盧義發老師

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脫脂黃豆對大

白鼠體內異黃酮素含量及脂質抗氧化之影

響」；王果行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

畫「鋁誘發雄性生殖系統毒生之可能機

制」；陳炯堂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

畫「脂質體膽固醇與含 N-基物質作用機制及

其加熱氧化速率下降之研究」；陳政雄老師

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食品包裝中天

然降解膜的應用」；蔡敬民老師獲國科會補

助專題研究計畫「芝麻與南瓜子對血清脂質

與血糖之影響」、「樟芝對於血糖及血脂質之

影響(1/2)」、「保健食品研究開發整合規劃推

動計畫 II」。 

 食品營養學系駱菲莉老師獲研發處學術研

究組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具保健功效食物成

分之生理及安全性評估」。（始於八十九年一

月一日） 

八月一日—九十年五月卅一日 

 食品營養學系丘志威老師獲永好食品廠有

限公司補助計畫「便當檢驗」。 

九月 織品服裝學系羅麥瑞老師獲行政院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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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補助研究計劃「原住民傳統染織工藝

及設計學程規劃—師資培育計畫－第一階

段」。 

九月一日 生活應用科學系辦理中餐烹調乙級術科考

試。 

九月一日－九十年七月卅一日  

 織品服裝研究所承辦「行政院原住民委員

會」補助之原住民傳統染織工藝及設計學程

規劃—師資培育計畫，分三階段進行。第一

階段培訓人數：15 人，總經費數：肆佰肆拾

壹萬肆仟伍佰玖拾陸元整，原民會補助一半

經費，約新台幣兩百萬元。（至九十一年八

月卅一日） 

九月十三日 生活應用科學系辦理新生家長茶會。 

九月十七日—廿日 食品營養學系曾明淑老師赴美國參加「第四

屆國際飲食評估方法會議」。 

九月廿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討論課程內容之修

訂，針對「飾品設計」及「零售經營組」之

專業課程內容進行評估檢討。 

十月 織品服裝學系何兆華、王怡美、羅麥瑞及蔡

玉珊老師榮獲教育部教師與產業界合作研

發績效卓著獎勵；王怡美老師榮獲台中縣立

文化中心編織藝術推廣獎。 

 織品服裝研究所第九屆研究生林佳妮榮獲

中華民國織品設計新人獎針織組第二名，第

十屆研究生周韶珍榮獲新人獎梭織組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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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第八屆研究生陳辛祝榮獲中華民國時裝

設計新人獎成衣組佳作；第八屆研究生鄧啟

蓉、潘靜中、程國光、王智弘等四人及指導

老師蔡淑梨老師以「服飾產業 B2B 網站」獲

第二屆 TIC100 全國科技創意暨創業競賽優

等獎並捐助獎金 10,000 元整作為所研究發

展基金。 

十月一日—九十年七月卅一日  

 食品營養學系吳文勉老師獲聖言會補助專

題研究計畫「研究紅斑性狼瘡自體免疫鼠之

腎臟基底膜細胞增生反應與細胞表面抗原

之表現」。（至九十年七月卅一日） 

十月五日－九十年五月卅一日  

 生活應用科學系配合台北縣推展特殊兒童

「資源教室」進行早期療育工作。 

十月八日 織品服裝學系所王怡美老師應邀參與執行

由台中新光三越百貨公司與奇美博物館共

同舉辦之「誕生—奇美博物館典藏特展」舉

辦「畫中人物服裝秀（一）」。 

十月十九日 織品服裝研究所以「圓山飯店客房設計案」

榮獲教育部「八十八年大專教師產學合作獎

勵」獎金二十萬元整。 

十月廿一日 民生學院與中國時報合作成立「輔大民生天

地」專欄。 

 生活應用科學系於濟時樓舉行「迎接新世

紀，打造新生活－生活品質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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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廿六日—十一月六日 織品服裝學系黃昭瓊老師應邀參加於大陸

貴州舉辦之「中國大陸西南少數民族研討

會」並發表論文＜植物染絲織品之呈色及乾

洗色牢度之研究＞。 

十月卅一日 英國姊妹校 UCE（University of Central 
England in Birmingham）新任系主任 Dr. John 
Law （ Head of Fashion, Textiles and 
Three-Dimensional Design ） 與 Ms. Julie 
Hardy （Head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一行二人蒞織品服裝學系所參訪。 

十一月 織品服裝學系蔡淑梨老師獲國科會補助研

究計劃「台灣產業推動電子商務之整合研

究—組織化與導入電子商務對傳統企業轉

型影響之研究—以傳統紡織業為例」。 

 織品服裝研究所第十屆學生牟雋月獲「中華

民國紡織工程學會第廿一屆紡織工程獎

章」。 

十一月七日—九日 食品營養學系舉辦「第一屆中英機能性食品

暨生物技術研討會」。 

十一月十五日－十六日 英國 Prof. Robert Huddleston（Head of Design, 
Winchester School of Art,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拜訪織品服裝系所，並與系所

老師及研究生進行座談。 

十一月十七日 織品服裝研究所辦理「作品類研究生赴英心

得分享」以為未來辦理學生出國進行學術交

流及研究之評估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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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廿七日 織品服裝學系陳春梅老師應邀參加流行資

訊研討會，主講「2001－2 年秋冬流行趨勢

及 2002 年布料趨勢」。 

十二月 織品服裝學系喬昭華、羅麥瑞及蔡玉珊老師

榮獲民生學院教師研究獎。 

 織品服裝學系羅麥瑞老師榮獲資深優良教

師獎及教育部資深優良教師獎。 

十二月一日—九十年七月卅一日 

 食品營養學系陳炳輝老師獲衛生署補助專

題研究計畫「提昇私校研發能量專案計畫－

老人營養保健與照顧需求介入之研究」。（至

九十年十一月卅日） 

十二月三日 織品服裝學系所王怡美老師應邀參與執行

由台中新光三越百貨公司與奇美博物館共

同舉辦之「誕生—奇美博物館典藏特展」舉

辦「畫中人物服裝秀（二）」。 

十二月六日 院系導師會議於朝橒樓一樓會議室進行。 

 食品營養學系週會暨傑出系友表揚。 

十二月十一日 本院升等教師資料完成初審，送人事室進行

外審作業。 

十二月十三日 第一學期院務會議。 

九十年 

一月 織品服裝學系何兆華、王怡美老師榮獲聖言

會教師研究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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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織品服裝學系吳振吉老師獲台灣史前文化

博物館補助研究計劃「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服裝識別系統設計案」；鄭靜宜老師獲聖言

會補助研究計劃「e-世代中國人之價值觀取

向與審美觀(一)：以台灣大學生為研究對

象」；黃昭瓊老師獲核能研究所補助研究計

劃「利用幾丁聚醣賦予聚酯纖維吸濕性和抗

菌性之研究」。 

一月－八月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首次參加「二年制聯

合甄選入學」及「二年制聯合登記分發入學」

之招生管道。 

一月一日 生活應用學系碩士班奉准九十學年度招生。 

一月一日—七月卅一日 食品營養學系蔡敬民老師獲佳格食品補助

專題研究計畫「產學研究」。（至九十年八月

卅一日） 

 食品營養學系吳文勉老師獲味全食品補助

專題研究計畫「姫松茸免疫調節之功能評

估」；曾明淑老師獲衛生署補助專題研究計

畫「台灣地區護理之家營養服務模式研究－

護理之家病患營養需求與飲食供應調查及

營養介入之研究」；駱菲莉老師獲衛生署補

助專題研究計畫「我國老年人之維生素 B1
與維生素 B2 營養現況評定及膳食需要量研

究」；陳炳輝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

畫「食品學門規劃研究推動計畫」；食品營

養學系黃瑞美老師獲農委會補助專題研究

計畫「豆餡貯存品質改進及產品開發之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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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至九十年十二月卅一日） 

一月三日 高苑技術學院余陳月英一行人蒞織品服裝

學系參訪。 

一月十日 韓國成衣協會一行 30 餘人蒞織品服裝學系

參訪。 

一月十五日—七月卅一日 食品營養學系丘志威老師獲富利補助專題

研究計畫「富利食品(股)公司產品檢驗」。（至

九十一年一月卅一日） 

一月十九日－十二月卅一日 織品服裝研究所承辦「經濟部工業局九十年

度織品服裝設計與管理人才培訓計畫」培訓

人數計 75 人次，總經費 5,500,000（含配合

款）。 

一月廿九日 織品服裝研究所甲組作品類研二學生林佳

妮 啟 程 分 英 國 NTU (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姊妹學校進行學術交流並修讀

PgD (Post-Graduate Diploma)課程。 

二月十四日－十八日 民生學院赴大陸進行幼兒教育體系考察。 

二月廿三日 織品服裝研究所甲組作品類研二學生黃麗

如啟程赴英國 UCE（University of Central 
England in Birmingham）姊妹學校進行學術

交流並修讀 PgD (Post-Graduate Diploma)課
程。 

 生活應用科學系與教育學程合作辦理家

政、幼兒保育及餐飲管理三個在職進修網

站。 



【242】 民生學院 

二月廿四日 織品服裝研究所召開第八次所規章修正會

議。 

二月廿七日 日本郡山女子大學(Korryama Kaisei Gakuem 
University)師生蒞臨食品營養學系參訪。 

二月廿七日－四月九日 織品服裝研究所第七屆作品類研究生郭伊

珍畢業作品假陽明山國家公園遊客中心舉

辦「織品創作個展－沿著生態小徑」展覽。 

三月 織品服裝學系尤政平、賴裕綺及鄭靜宜三位

老師計畫申請教育部之「民生領域課程之規

畫、執行與評鑑計畫」。 

三月一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系學會成立。 

三月一日—七月卅一日 食品營養學系蔡敬民老師獲統一公司補助

專題研究計畫「植物脂醇降血脂之功能評

估」；蔡敬民老師獲維達有限公司補助專題

研究計畫「魚油探討食用魚油對血脂質影響

評估之動物實驗」。（至九十年八月卅一日） 

三月八日－四月十三日 生活應用科學系舉行好書共欣賞－說書人

種子培訓營。 

三月十二日－廿八日 民生月。 

三月十七日 織品服裝學系辦理九十學年度申請入學口

試。 

三月十九日 上海東華大學校長一行 4 人蒞織品服裝學系

參訪。 

三月廿日 八十九學年度教育部督學定期視導參訪織

品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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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廿四日 織品服裝學系假富邦國際會議中心舉行第

廿八屆畢業動態展校外成果發表。 

三月廿八日 八十八學年度民生學院學術研究成果概況

編印。 

四月 織品服裝學系羅麥瑞老師獲中華民國紡織

業拓展會補助研究計劃「經濟部科技研究發

展專案計畫－九十年度紡織品設計技術開

發與推廣第二期四年計畫轉委託研究計畫

－紡織品趨勢與消費族群分析」。 

 織品服裝學系所鄭靜宜老師及喬昭華老師

二人獲國科會八十九學年度甲等研究獎

勵，何兆華老師獲國科會八十九學年度乙等

研究獎勵。 

四月一日—七月十五日 食品營養學系陳炳輝老師獲研發處補助專

題研究計畫「提昇私校研發能量專案計畫－

老人營養保健與照顧需求介入之研究」。 

四月十二日 林園高中一行 11 人、學生 169 人蒞臨生活

應用科學系參訪。 

四月十三日—十四日 織品服裝學系黃昭瓊及陳春梅老師應邀赴

上海參加Tonny  Wear服裝發表會及商討學

生暑期海外實習事宜。 

四月十五日—廿一日 織品服裝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由蔡淑梨老

師、邵治安老師，黃韶顏院長、喬昭華所長、

賴裕綺老師同行「國際行銷」課程帶領學生

一同前往蘇州、無錫、上海、香港等地區參

觀訪問台商投資企業及當地國營企業，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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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東華大學、上海財經大學二所學校相關

紡織系所及學院進行學術交流。 

四月十五日－十一月卅日 織品服裝研究所承辦「經濟部科技研究發展

專案計畫－九十年度紡織品設計技術開發

與推廣第二期四年計畫轉委託研究計畫－

紡織品趨勢與消費族群分析」。 

四月十六日—廿一日 織品服裝學系假國父紀念館舉行第廿八屆

畢業靜態展校外成果發表。 

四月十九日—廿三日 織品服裝學系黃昭瓊、陳華珠老師應邀參觀

國華琺瑯製衣有限公司塞班廠，並商討未來

建教合作事宜。 

四月廿五日 第二次院務會議。 

 黃韶顏院長與織品服裝研究所老師赴大陸

進行學術交流及尋求合作機會。 

四月卅日 美國德州聖道大學校長一行 4 人蒞織品服裝

學系參訪。 

 美國德州聖道大學（ University of the 
Incarnate）校長等一行蒞生活應用科學系參

訪。 

五月 織品服裝學系蘇旭珺及何兆華老師應邀參

加「李梅樹教授百年紀念學術研討會」並分

別發表論文〈時尚符號－談李梅樹繪畫影像

所傳遞之美的訊息〉、〈畫如映鏡－談李梅樹

繪畫中的服裝〉。 

 食品營養學系陳炳輝老師受邀赴美國 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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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gas 參加「第廿四屆國際生細層析暨電泳

研討會」。 

 生活應用科學系陳師正及徐昌陸同學參加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八十九學年度軟式棒球

錦標賽榮獲第一名。 

五月一日—七月卅一日 食品營養學系吳文勉老師獲統一公司補助

專題研究計畫「蜂膠免疫調節之功能評

估」。（至九十年九月卅日） 

五月四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第一屆「零售經營

組」假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畢業論文專案

發表會。 

五月五日 生活應用科學系「好書共欣賞－故事總動員

園遊會」。 

五月十日－十一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參加教育部假建國

技術學院舉辦之「八十九學年度全國技職校

院中區博覽會」。 

五月十一日 召開院教評會，完成織品系、生活系新聘專

任教師院評會審查。 

五月十五日 與理工學院共同辦理教師共融活動並召開

本院導師會議。 

 頭城家商校長一行 2 人蒞織品服裝學系參

訪。 

五月十五日－十二月卅一日 織品服裝研究所承辦由經濟部工業局補助

本盟紡織股份有限公司「提昇傳統產業新產

品研發計畫」之分包計畫「科技、文化與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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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整合的原創性新產品研發計畫」。 

五月十六日 陸興高中一行人包括卓明圓組長等 348 人蒞

臨生活應用科學系參訪。 

五月十八日 輔仁高中一行 246 人蒞臨生活應用科學系參

訪。 

五月十九日 織品服裝學系於濟時樓舉行第廿八屆畢展

論文發表會。 

五月廿日 本院生活系申請九十一學年度起分設為餐

旅管理系與兒童與家庭系，獲校方通過。 

 食品營養學系與生物系在舉辦生物科技論

文展示與比賽，跨院系合作。 

五月廿三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系友會成立。 

五月廿五日—廿七日 織品服裝學系蔡淑梨老師應邀參加於大連

舉辦之「第一屆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中國企

業管理案例學術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五月廿六日－廿七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參加教育部假光武

技術學院舉辦之「八十九學年度全國技職校

院北區博覽會」。 

五月卅日 民代會邀請鐵獅玉玲瓏至本校表演。 

六月 織品服裝研究所中華服飾文化中心何兆華

主任高中清大人類學研究所博士班。 

 食品營養學系陳政雄副教授赴美國參加

「2001 年度食品科技人員學會會議」。 

 食品營養學系陳炳輝老師、陳炯堂老師、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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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行老師、黃瑞美老師、曾明淑老師、許瑞

芬老師、吳文勉老師榮獲八十九學年度民生

學院教學服務獎；陳炳輝老師、陳炯堂老

師、許瑞芬老師榮獲國科會八十九學年度研

究獎勵甲種獎。 

六月一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呂政男老師與袁宗

南老師共同指導同學參加 De Beers(戴比爾

斯)2001「都是鑽石惹的禍」危險系列珠寶櫥

窗設計競賽多組得獎。 

六月一日－五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飾品設計組」第三

屆畢業生成果展假誠品商場西門店舉行。 

六月一日－九十一年五月卅一日  

 織品服裝研究所獲國科會補助之整合型專

題研究計畫「織品服飾數位博物館—以苗族

為例」。 

六月十日 食品營養學系畢業生家長茶會。 

六月十二日 織品服裝研究所第十屆作品類研究生周韶

珍、謝泯琪、黃嘉玲三人作品經鄭靜宜老師

推 薦 ， 榮 獲 KSCT/ITAA Joint World 
Conference – poster design presentation 入

圍，並出席於韓國漢城舉辦之國際研討會。 

六月十二日—十六日 織品服裝學系鄭靜宜老師應邀參加「2001 
Seoul KSCT/ITAA Joint World Conference」並
發表論文〝 INFLUENCE OF CULTURAL 
VALUE ORIENTATION ON IMMIGRANT 
CHINESE AMERICAN'S AESTHETIC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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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ARANCE〞。 

六月十六日－十七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參加由中時晚報舉

辦「中華民國第一屆技職校院博覽會」假台

北紐約紐約展覽購物中心舉行。 

七月 織品服裝學系吳振吉老師負責規劃並帶隊

前往美國聖道大學之遊學團；大三學生赴大

陸毛衣、針織廠及服飾公司實習；王怡美老

師應邀參加「第一屆亞太流行色彩研討會」

並發表論文〈2002 年流行色彩研究〉。 

 食品營養學系陳炯堂老師榮獲中華民國私

立教育協會第四屆模範教師獎。 

七月一日 生活應用科學系增設碩士班。 

七月八日 生活應用科學系辦理中餐烹調丙級學科考

試。 

七月八日－七月十八日 織品服裝研究所由所長喬昭華老師與王怡

美、蘇旭珺及吳振吉一行 4 人共同前往英國

參與該學生之 PgD （Postgraduate Diploma）
畢業作品評審並拜會姊妹校 NTU（The 
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 ）、 UCE
（ University of Central England in 
Birmingham）及擬締結姊妹校之 Winchester 
School of Art,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等

學校，進行實質的學術交流及教學研究互

動。 

七月九日 生活應用科學系辦理中餐烹調丙級術科考

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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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四日－卅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首次舉辦暑期英國

「飾品設計」研習團。 

七月十四日－九月三十日 織品服裝研究所協辦應邀參加由台灣國際

創價學會、勤宣文教基金會、正因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共同主辦假新竹文化會館舉行「絲

綢之路文化系列之一蠶絲龍袍染織特展」。 

七月十七日至廿一日 與師範大學家政教育系、中華家政學會合辦

第十一屆亞洲區家政學會國際雙年會。共計

有亞洲十七國，約四百六十位學者參與。 

七月十八日－十月三日 生活應用科學系舉辦學習型家庭系列活動

「做個百分百的優質父母－父母讀書會」。 

七月廿日 生活系黃韶顏教授辦理台北縣勞工局委辦

之中高年齡餐飲管理訓練專班計劃、園藝花

藝班，預計九月中結訓。 

七月廿一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與中華民國帽子技

術促進協會洽談於九十學年度起進行「帽子

設計開發建教合作案」。 

七月廿二日 生活應用科學系參加大學博覽會。 

七月卅日 本院九十學年度系所主管，織品服裝系及二

技流行設計經營系主任由黃昭瓊副教授擔

任，織品服裝所所長由喬昭華副教授擔任，

食品營養系主任由王果行教授擔任，生活應

用科學系主任由蘇雪玉副教授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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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法學院 

 

八十九年 

八月 社會工作學系羅四維老師應邀參加由 Jesui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ast Asia and 
Oceania 假 Manila, Philippines 舉辦之「Jesui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ast Asia and 
Oceania」發表〈一年之內 10 所耶穌會大學

的活動報告〉。 

八月—九十年一月 外國交換學生 11 名至社會系，韓國 Catholic 
University of Taegu 交換學生 1 名、韓國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Korea 交換學生 1 名、

法國 Bordeaus School of Managemwnt 交換

學生 8 名、中加交換計畫學生 1 名。 

八月一日 財經法律學系碩士班成立。 

八月一日－九十年七月卅一日  

 社會工作學系王永慈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

題研究計劃「原住民婦女就業之探討」，張

宏哲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劃「獨居

和失能老人使用正式服務的情形」；王永慈

老師獲法管學院研究獎助專題研究計劃「社

會排除」，蘇景輝老師獲法管學院研究獎助

專題研究計劃「社會工作者對社會的倫理責

任」；林桂碧老師與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

合作專題研究計劃「中國大陸鄉鎮企業發展

與農村人口流動關聯性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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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經法律學系張懿云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

題研究計劃「電子化意思表示與數位簽名」

；陳昭華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劃「

論專利權保護與自由貿易原則之衝突與調

和－以專利產品之平行輸入為例」。 

 經濟系李阿乙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

計劃「波動性、交易量與台股指數期貨與現

貨之領先落後關係」；張文雅老師獲國科會

補助專題研究計劃「社會地位、教育、財富

與通貨膨脹的成長效果：一個交易付現的

UZAWA-LUCAS 內生成長模型」；魯慧中老

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劃「房屋租買選

擇與儲蓄行為之實證分析」；姚睿老師獲國

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劃「景氣循環預測與長

期均衡關係」；陳秀淋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

題研究計劃「匯率之非線性探討」；張俊仁

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劃「稅制改革

與市場不完全競爭：總體經濟分析」。 

 經濟學系張文雅老師、蔡雪芳老師、魯慧中

老師、陳秀淋老師、張俊仁老師獲國科會甲

種研究獎勵。 

 社會系學生翁子璇、陳佳璘至美國史屈大學

，黃麗頤至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交換學生一

學年。 

八月十五日 法律學系陳猷龍老師應邀至司法官訓練所

講演「非財產損害之救濟」。 

八月廿四日 第一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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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廿六日 宗教學系陳德光副教授應邀參加由台灣宗

教學會假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舉辦之

「八月份宗教學者論壇」（艾克哈的神秘主

義與「創造神修」初探），莊宏誼副教授應

邀參加「宗教與修鍊學術研討會」（道教鍾

呂小乘安樂延年法）。 

八月廿八日－廿九日 社會工作學系王永慈老師應邀參加由立法

院厚生基金會、財團法人厚生基金會及立法

委員黃明和國會辦公室假台大國際會議廳

舉辦之「跨世紀社會福利研討會」發表〈對

未來社會救助政策規劃的再思考〉。 

九月—九十年三月 宗教學系鄭志明教授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

究計畫「砂勞越華人社會的宗教調查」；簡

鴻模講師獲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泰雅族賽生克亞支克塔

亞群部落生命史調查研究Ⅳ《南投縣仁愛鄉

清流部落生命史調查》」。 

九月－九十年七月卅一日 財經法律學系何明瑜老師獲研發處補助專

題研究計劃「外國人歸化之法制研究」。 

九月四日－十日 法學院戴台馨院長與社會工作學系王永慈

主 任 出 席 羅 馬 舉 行 之 「 Poverty and 
unemployment 國際學術研討會」。 

九月五日－八日 經濟系戴台馨老師應邀參加由 Univ. of 
Rome – Tor Vergata and the Catholic Univ. 
of Milan 假 Rome, Italy 舉 辦 之 「 ”

Unemployment and Poverty: Causes and 
Remedis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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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Policy and Social Assistance: 
The Taiwan Experience〞。 

九月六日－八日 社會工作學系王永慈老師應邀參加由

Central Committee for the Great Jubilee of the 
Year 2000 假羅馬舉辦之「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Unemployment and Poverty: 
causes and remedies」與戴台馨教授共同發表

〝Government Policy and Social Assistance: 
The Taiwan Experience〞。 

九月六日─十一日 法律學系假北京與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合

辦「首屆兩岸民商法學術研討會」；羅怡德

老師發表〈網路與資本市場〉、陳猷龍老師

發表〈人格權之保護〉、邱聰智老師發表〈

正式締結法律行為過失法則－兼評民法二

四五條之一增訂之迷航〉。 

九月十一日－廿二日 戴台馨院長訪法國波爾多管理學院及西班

牙羅耀拉進行學術、文化及宗教之旅。 

九月十八日—十二月卅日 「與山共舞—原住民關懷暨 921 心靈重建影

像校園巡迴展」，並設立法學院原住民資訊

網站。 

九月卅日 經濟系林燾老師應邀參加由中國農村經濟

學會假國立中興大學舉辦之「2000 年農業經

濟學術研討會」發表〈台灣夏季蔬菜契作保

價之經濟分析〉。 

十月 宗教學系陳德光副教授應邀參加由中華省

道明會假台北吉林路 378 號 DWZ 舉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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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inar on inter-relgious dialigus and 
collaboration 研討會」（Relious dialogue as 
means of evangelization in china and Taiwan 
today-perspective from a local professor in 
religious studies）。 

十月－九十年十月 宗教學系鄭志明教授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

究計畫「五十年來台灣宗教研究成果評估—

新興宗教」。 

十月一日 出版《法學院簡訊》第四期。 

 社會工作學系於樹林天主堂舉辦「台北縣地

區原住民婦女人身安全教育種子培訓」。 

十月四日 經濟學系舉辦師生座談會。 

 宗教學系學會舉辦「宗教學系與我」新舊生

座談會。 

十月六日 中國社會文化中心舉辦「政府政策與民間社

會：台灣的經驗座談會」。 

十月十一日 宗教學系莊宏誼副教授應邀參加由四川大

學宗教學系假本校會議廳舉辦之「道學與中

國傳統文化學術研討會」。（宋代玄天上帝信

仰的流傳與祭奉儀式） 

十月十三日 第一次主管會議。 

十月十五日 社會工作學系於五股禮拜堂舉辦「台北縣地

區原住民婦女人身安全教育種子培訓」。 

十月十七日 第二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狄明德主任邀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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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中醫院護理部主任王愛榮、河南體功大隊

門診副主任醫師王玉敏共進晚餐。 

十月十八日 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尹美琪修女參加「跨

世紀兩岸大學生文化交流研習營」座談會。 

十月廿五日 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邀請中國社科院社

會所陸學藝、李春玲、王春光及李煒四位教

授至本中心參加「社會分層與流動座談會」

。 

十月卅一日 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尹美琪修女參加東

吳大學舉辦之「全球化、蘇南經濟發展與台

商投資研討會」。 

十一月 經濟系陳能靜老師應邀參加由國立台灣科

技大學舉辦之「中華民國第五屆人工智慧與

應用研討會」發表〈整合灰預測及類神精網

路於現貨開盤指數預測之研究－以新加坡

交易所摩根台股指數期貨為例〉。 

 社會工作學系王永慈老師應邀參加由高雄

市政府社會局假高雄舉辦之「失能老人及身

心障礙者經濟安全整合研討會」發表〈現行

政策對身心障礙者的社會救助措施之困境

及缺失〉。 

十一月二日－四日 社會工作學系於濟時樓九樓舉辦「21 世紀的

社會工作倫理－新的方向、新的挑戰學術研

討會」。 

十一月三日 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舉辦「政府政策與民

間社會：中國大陸的經驗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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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七日 第三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社會工作學系舉辦「輔大原住民教職員人身

安全教育種子培訓」。 

十一月八日 宗教學系於潛水艇的天空舉辦「宗韻獎」。 

十一月九日 經濟系姚睿老師應國立台灣大學之邀講演

「Forecasting Business Cycles with Long-Run 
Economic Relationships」。 

十一月十二日－十九日 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狄主任與林桂碧老

師赴河南進行第一次田野調查。 

十一月十三日－十九日 經濟系陳能靜老師至英國倫敦證券交易所

（LSE）、德國歐洲期貨交易所（EUREX）

及瑞士證煬交易所（SWX）參訪，並邀請外

國專家參與財法系主辦之「證券、期貨交易

所合併、收購及策略聯盟法制與經濟國際學

術研討會」專題演講。 

十一月十五日 中國山東大學法學院教授一行 5 人蒞法律學

系參訪。 

十一月十六日 法律學系陳榮隆老師應邀至勤益技術學院

講演「校園法律實務」。 

十一月十七日—十八日 宗教學系於濟時樓舉辦「宗教交談」學術研

討會。 

十一月廿二日 第一次院務會議。 

十一月廿三日 法律學系陳猷龍老師應邀至律師職前訓練

所講演「律師生涯規劃」。 

十一月廿八日－廿九日 經濟系姚睿老師應邀參加由國立台灣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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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系舉辦之「第五屆梁國樹教授紀念學

術研討會－當代貨幣金融問題」發表〝

Assessing the performance of the monetary 
policies in Taiwan〞。 

十一月廿九日 法律學系邀請數位聯合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協理吳小琳於本校濟時樓講演「網際網路與

電子商務法律研討」。 

 財經法律學系舉辦大一親師懇談會。 

十一月卅日 社會工作學系包承恩老師應邀參加於濟時

樓舉辦之「希望的種耔－社會工作入門研習

營」講演「天主教社會服務機構人員之倫理

責任」。 

十一月卅日－十二月一日 社會工作學系於濟時樓九樓為教會工作人

員舉辦「社會工作入門研習（一）：希望的

種籽」。 

十二月 經濟系戴台馨老師應邀參加由外語學院假

台北市國家圖書館舉辦之「近代台灣與日本

國際學術研討會」評論「柳查通彥著，賴振

南譯之論文－某台灣原住民女性的生涯」。 

 社會工作學系羅四維老師應邀參加由 Jesui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ast Asia and 
Oceania 假 Bangkok, Thailand 舉辦之「Jesuit 
Conference of East Asia and Oceania 年會」發

表〈最近耶穌會十所大學的合作計劃和評估

〉；蘇景輝老師應邀參加由法學院於濟時樓

舉辦之「第二屆關懷身心障礙生的未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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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如何協助大學障礙生的求知〉；包承恩

老師應邀參加專業倫理委員會舉辦之「輔仁

大學九十學年度第一學期專業倫理課程教

師研習會第二次會議」發表〈社會工作專業

倫理的教學〉。 

 宗教學系黃懷秋教授應邀參加由中原大學

假中原大學舉辦之「宗教學術研討會－聖經

、神學與當代詮釋學」發表〈「只有一位神

…並有一位主」保祿－神論的基督論〉，應

邀參加由香港浸會大學假其校會議廳舉辦

之「基督宗教思想與 21 世紀挑戰研討會」

發表〈永遠的女神—從女性神學到女神學〉

；鄭志明教授應邀參加由東方人文於台北市

舉辦之「台灣儒學與現代生活國際學術研討

會」發表〈台灣儒學的社會關懷〉，鄭志明

教授應邀參加由西南學院假福岡西南學院

舉辦之「日本東亞漢學國際會議」發表〈當

代西王母信仰的發展與傳播〉，應邀參加由

東方人文於成都舉辦之「朱子與宋明理學學

術研討會」發表〈朱子的鬼神觀〉。 

十二月一日 社會工作學系鄭玉英老師應邀參加中原大

學舉辦之「宗教學術研討會」發表「生命重

塑與心靈醫治－心係法運用於心靈整合諮

商的個案研究」。 

十二月一日－九十年五月卅一日  

 經濟系張文雅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

計劃「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學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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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三日 宗教學系於潛水艇的天空舉辦第三次的系

友會。 

十二月五日 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舉辦「大陸國有企業

的改革與台灣公營事業民營化之比較座談

會」。 

十二月五日─九日 法律學系老師隨同中華法學會應邀參加由

中國法學會假大陸深圳市舉辦之「海峽兩岸

法學學術研討會」。 

十二月六日 宗教學系邀請內政部民政司宗教科黃慶生

科長講演「宗教行政」。 

十二月八日 第二次主管會議。 

十二月九日 社會工作學系許臨高老師應邀參加由台北

大學觀護協會舉辦之「新世紀少年福利暨司

法保護制度展望學術研討會」發表〈從對少

年福利法的評析談如何落實與少年相關的

法律規範與實務工作〉。 

十二月十三日 財經法律學系系週會，邀請王子安博士蒞臨

講演「大家來談 BOT！」。 

十二月十五日—十六日 社會工作學系舉辦「輔大原住民教職員人身

安全教育種子培訓」。 

十二月十六日 法學院舉辦「打造知識的原鄉－第二屆關懷

身心障礙生的未來研討會」。 

 經濟系戴台馨老師應邀參加由法學院於濟

時樓九樓國際會議廳舉辦之「打造知識的原

鄉－第二屆關懷身心障礙生的未來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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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知識經濟、網際網路與身心障礙人士

的求知」。 

 宗教學系舉辦「生死學之旅」，參觀台北市

的殯葬事業。 

十二月十七日、十九日 法律學系於濟時樓與內政部、中國土地改革

協會、中華民國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公會全

國聯合會共同主辦「民法物權編修正之探討

與因應建構一套適合我國土地登記之民法

物權編修正學術研討會」。 

十二月十九日 德國海德堡大學校長 Prof.Dr.Jurgen Siebke
及 副 校 長 Prof.Dr.Susanne Weigelin- 
Schwiedrzik 蒞法律學系參訪。 

十二月廿日 法律學系邀請戴東雄大法官於濟時樓講演

「從人工生殖管理法草案談代理孕母所生

子女之身分問題」。 

十二月廿一日 宗教學系舉行年度聖誕聚餐與聖誕晚會。 

 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狄主任應邀參加台

北大學舉辦之「新世紀、新社會：科技、勞

動與福利研討會」並擔任論文回應人 

十二月廿七日 期初院導師會議。 

 經濟系戴台馨老師應邀參加由社會系於野

聲樓谷欣廳舉辦之「影響輔大學生宗教信仰

社會因素分析研討會」擔任主持人。 

 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狄主任應邀參加社

會系舉辦之「影響輔大學生宗教信仰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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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學術研討會」並擔任論文回應人。 

十二月廿八日 宗教學系邀請中國大陸、日本與韓國的道教

研究教授 5 人，於羅耀拉 301 室舉辦座談會

。 

十二月廿八日－廿九日 宗教學系莊宏誼副教授應邀參加由國立歷

史博物館舉辦之「道教與文化學術研討會學

術研討會」。（元代道教玄天上帝信仰之研究

） 

十二月廿九日 法律學系莊世同老師應邀至台北大學法律

學系講演「論法律的規範性：誰的觀點 and 
Why？」。 

九十年 

一月 社會工作學系包承恩老師應 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 School of Social Work 邀請講演「

The Art of Crossing Cultures」，應邀參加由

Sisters of Social Service 假 Los Angeles, 
U.S.A 舉辦之「 Sisters of Social Service 
General Chapter 」 發 表 〝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of Ways of Membership Survey 
(Associate Program)〞；羅四維老師應邀參加

由 Association of Catholic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假 Washington, DC,U.S.A 舉辦之

「 Association of Catholic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nual Meeting」發表〝The 
Present Status of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nd East Asian Catholic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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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學系鄭志明教授應邀參加由南華大學

環境與藝術研究所於台北舉辦之「地區發展

與環境改造學術研討會」發表〈社區文化的

宇宙圖式與神聖空間〉。 

一月—七月 外國交換學生 5 名至社會系，韓國 catholic 
University of Taegu-Hyosung 交換學生 1 名、

韓國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Korea 交換學

生 1 名 、 法 國 Bordeaus School of 
Managemwnt 交換學生 2 名、中加交換計畫

學生 1 名。 

一月五日 第四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法律學系陳榮隆老師應邀至政治大學講演

「物權一般效力之學說、實務與修法趨勢」

。 

一月五日－七日 經濟系姚睿老師應邀參加由 Econometric 
Society 假 New Orleans, U.S.A.舉辦之「

Winter Meeting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
發 表 〝 Forecasting business cycles using 
deviations from long-run economics 
relationships〞。 

一月十二日 經濟系姚睿老師應Department of Economics, 
Finance and Leg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Alabama 之邀講演「Forecasting Business 
Cycles with Long-Run Economic 
Relationships」。 

 宗教學系舉辦教師茶會分享工作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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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十二日－十三日 財經法律學系於濟時樓承辦本校舉辦之「廿

一世紀私立學校經營之新方向（一）－我國

與日本私立學校經營法制學術研討會」。 

一月十五日 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協辦、統計系主辦「

兩岸統計成果：增進基礎抽樣調查與統計諮

詢教學之研究研討會」。 

一月十八日 社會工作學系包承恩老師應東海大學社會

工作學系邀請講演「Can Ethics Provide 
Answers for Social Workers?」。 

二月 社會工作學系羅四維老師應邀參加由 Jesuit 
Conference of East Asia and Oceania 假

Indonesia 舉辦之「Talk to Jesuit Seminarians 
of the Indonesian Province」發表〝The Present 
Status of Jesuit Higher Education in Southeast 
and East Asia.〞。 

二月－九月 財經法律學系陳昭華老師獲中小企業協會

補助專題研究計劃「中小企業與專利法」及

「中小企業與租稅法」。 

二月十一日－十八日 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南耀寧神父、尹美琪

修女與林桂碧老師赴河南作第二次田野調

查。 

二月十三日 經濟系姚睿老師應中研院經濟所之邀講演

「Forecasting Business Cycles with Long-Run 
Economic Relationships」。 

二月十六日—十七日 宗教學系與台北利氏學社、The Inter-religio 
Network 假本校濟時樓合辦 “Narr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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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igious Experience in East Asia” （東亞宗

教經驗的敘述）國際學術研討會。 

二月十七日 宗教學系莊宏誼副教授應邀參加由沈春池

文教基金會假國父紀念館舉辦之「群仙會蓬

萊學術研討會」（全真教與呂洞賓）。 

二月廿四日－廿五日 社會工作學系於三峽大板根舉辦「台北縣原

住民婦女人身安全教育生活營」。 

二月廿七日—廿八日 日本流通經濟大學學生至社會系進行「亞洲

學生文化學術交流研習營」。 

三月 法律學系吳志光老師應邀參加「第三屆憲法

解釋與理論研討會」發表〈東歐民主轉型國

家憲法法院對法治國家建構之影響─兼論

對我國釋憲經驗之啟示〉，應邀參加「宗教

自由與國法之限制研討會」發表〈宗教自由

之保障與其他基本權利間之衝突─以表現

自由為例〉。 

 社會工作學系王永慈老師應邀參加由文化

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假文化大學舉辦之「新世

紀新人類新希望：展望 21 世紀社會福利策

劃與管理研討會」發表〈以兒童經濟福祉為

思考的家庭政策〉。 

 宗教學系詹德隆副教授應邀參加由真理大

學宗教系舉辦之「宗教現象之心理學研究」

發表〈心理輔導對皈依的影響〉，鄭志明教

授應邀參加由成功大學中文系舉辦之「六朝

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發表〈《陰符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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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觀〉。 

三月七日 經濟學系舉辦「研究所講座」。 

三月九日 經濟系王羲濡老師帶領經三、四學生參觀台

中喬山金屬公司。 

三月十四日 法律學系甘添貴老師應邀至中正大學講演

「刑法之基本理念」及「圖利與保密」。 

 經濟學系邀請行政院主計處林全主計長於

濟時樓九樓講演「大學生生涯規劃」。 

 宗教學系週會邀請朗雄先生講演「我的信仰

生活」。 

三月十五日 第三次主管會議。 

三月十九日 社會系邀請何明修博士於羅耀拉三樓301會

議室講演「台灣環境運動的開端：專家學者

、黨外、草根（1980～1986）」。 

三月十九日－廿三日 財法週。 

三月廿日 社會系邀請魯貴顯博士於羅耀拉三樓301會

議室講演「風險概念之探討－一個系統理論

的觀點」。 

三月廿一日 社會系邀請林本炫博士於羅耀拉三樓301會

議室講演「改宗研究的醒思」，羅中峰博士

講演「社會實踐方案的追尋—社區總體營造

運動」。 

三月廿三日─廿四日 法律學系於濟時樓與財經法律學系、經濟學

系合辦「證券、期貨交易所合併、收購及策

略聯盟法治與經濟國際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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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廿七日 法律學系甘添貴老師應邀於衛生署疾病管

制局講演「圖利與保密」。 

 社會系邀請魏書娥博士於羅耀拉三樓301會

議室講演「全球化與社會學」，邀請台北大

學社會學系徐宗國教授於羅耀拉三樓301會

議室講演「紮根理論的實踐：以研究男護士

為例」。 

三月廿八日 法律學邀請考選部劉初枝部長於利瑪竇國

際演講廳講演「談國家考試」。 

 社會系邀請黃聖哲博士於羅耀拉三樓301會

議室講演「阿多諾的半教育理論」。 

三月廿八日 財經法律學系許忠信老師應邀於中正大學

講演「WTO 法律架構下之兩岸法律、政治關

係互動」。 

四月 法律學系吳志光老師應邀參加「從憲法的觀

點看公民投票制度」研討會發表「公民投票

與司法審查」。 

 社會工作學系羅四維老師應邀參加由 Jesuit 
Conference of East Asia and Oceania 假 Seoul, 
Korea 舉辦之「Talk to Jesuit Seminarians of 
the Korean Region」發表〝The Present Status 
of Jesuit Higher Education in Southeast and 
East Asia.〞。 

四月三日－七日 經濟系陳能靜老師應邀參加由 Western 
Decision Sciences Institute 假加拿大溫哥華

舉辦之「2001 WDS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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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Forecasting the Open Cash Price Index 
in Integrating Grey Forecasting and Neural 
Networks: Evidence from The SGX-DT MSCI 
Taiwan Index Futures Contracts〞。 

四月七日 社會工作學系於法園開辦「兒童、青少年工

作者督導團體」。 

四月十日 大陸浙江法學會會員等一行 13 人蒞法律學

系參訪。 

四月十二日 財經法律學系張懿云老師應邀於淡江大學

講演「網際網路與著作權合理使用」。 

四月十七日 第五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四月廿三日－廿四日 財經法律學系與法律學系一同於大溪寰鼎

別館舉辦第三屆系所務發展研討會。 

四月廿四─卅日 法律學系陳榮隆老師應邀至中國上海復旦

大學法學院及浙江大學講學參訪。 

四月廿五日 第二次院務會議。 

四月廿七日 財經法律學系許忠信老師應邀於板橋國中

講演「流氓教授的少年惘事（青少年法律常

識教育）」。 

四月廿八日 社會工作學系於濟時樓九樓舉辦「社會工作

入門研習(二)：教會身心障礙社福機構工作

人員在職訓練」。 

四月卅日—五月六日 法學院與資源教室合辦「本校身心障礙生關

懷週」系列活動。 

五月 社會工作學系王永慈老師應邀參加由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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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社會工作學系舉辦之「社會工作教育與

實務學術研討會」與李國隆、李達維、莊東

憲共同發表〈電腦科技在社會工作教育及實

務之運用〉。 

五月一日 法學院出版《打造知識的原野－第二屆關懷

身心障礙生的未來論文集》。 

五月四日 邀 Charles R. McManis (Professor of Law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Missouri
於濟時樓國際會議廳講演「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Unfair Competition in 
Cyberspace」，由校友理律律師事務所章毓群

律師翻譯。 

 法律學系雷敦龢老師應邀參加由台灣促進

和平文教基金會所舉辦之「和平圓桌會議」

擔任主持人。 

五月七日 宗教學系邀請郎雄先生於系週會講演「我的

信仰歷程」。 

五月九日 第四次主管會議。 

 經濟學系舉辦就業座談會。 

 宗教學系於羅耀拉301室舉辦八十九學年度

學士論文發表會。 

五月九日—十一日 宗教學系陳德光副教授應邀參加由香港中

文大學宗教學系舉辦之「The Challenges of 
Asian Christian Universities in the 21st  
Century」（宗教知識教育的信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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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一日 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狄主任應邀參加社

會系舉辦之「2001 年青少年身心健康促進國

際學術研討會」擔任論文回應人。 

五月十一日－十二日 經濟系戴台馨老師應邀參加由社會系於濟

時樓舉辦之「2001 年青少年身心健康促進國

際學術研討會」擔任主持人。 

 社會學系舉辦「2001 青少年身心健康促進國

際學術研討會」。 

五月十二日 宗教學系與玄奘大學及中原大學的碩士班

師生於淨心堂一樓舉辦三校聯誼座談會。 

五月十四日－十八日 配合努瑪社原住民週於淨心堂前廣場舉辦

「921 災區原住民農特產品義賣」活動。 

 社會學系於羅耀拉大樓舉辦「第廿九屆畢業

生學士論文發表會」，邀請台大農推系高淑

貴主任講演「農村老人安養輔導」、政大社

會系顧宗華主任講演「社會學的知識價值」

、東吳大學社會系趙星光主任講演「誰是新

興宗教的信徒」、台大社會系林國明助理教

授講演「風險政治與基因科技政策的民主參

與」、台北大學社會工作系林昭吟助理教授

講演「台灣醫療政策與醫療品質之分析—一

個民間改革團體的觀點」。 

五月十五日 第六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五月十八日 於中美堂舉辦「山海禮讚－北區大專院校原

住民舞蹈比賽」。 

五月十八日－十九日 社會工作學系蘇景輝老師應邀參加由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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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社會工作系舉辦之「社會工作教育與實

務學術研討會」發表〈社會工作與弱勢人權

：一項社工教育的課題〉。 

五月廿日—廿一日 宗教學系與音樂系、佛光山文教基金會及台

北市立國樂團假佛光山台北道場合辦「宗教

音樂學術研討會」。 

五月廿六日 法律學系陳榮隆老師應邀參加由台灣法律

史學會及台灣法學會假台灣大學法律學院

舉辦之「合會制度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學

術研討會發表〈合會制度在台灣的發展〉。 

五月廿八日 法律學系邀請中央大學學生輔導中心王燦

槐主任蒞校講演「性侵害受害者創傷反應之

實務研討」。 

六月一日 法學院舉辦「提升生活品質的理論與實際學

術研討會」。 

 經濟系戴台馨老師應邀參加由法學院生活

品質研究小組於羅耀拉大樓一樓會議室舉

辦之「提升生活品質的理論與實際學術研討

會」發表〈從經濟思想家 Amartya Sen 的

生活品質觀點釋析台灣當前現象〉。 

 社會工作學系王永慈老師應邀參加由法學

院於羅耀拉大樓舉辦之「提升生活品質的理

論與實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貧窮概念的延

伸－「社會排除」的檢視〉。 

六月一日—二日 宗教學系與政治大學宗教研究中心、慈濟大

學宗教與文化研究所假政治大學會議廳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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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宗教的神聖性：現象與詮釋」學術研討

會，陳德光副教授應邀發表〈聖經神聖觀與

宗教學對話〉。 

六月二日 社會工作學系於濟時樓舉辦「獨立設系二十

週年慶祝大會暨系友回娘家活動」並於利瑪

竇大樓舉辦「社工之夜」晚會。 

六月四日 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年度研究成果發表

會；主題為「河南農村鄉鎮企業勞動者工作

與生活品質個案研究」。（狄主任、林桂碧老

師） 

六月八日 期末院導師會議。 

六月九日 社會學系於羅耀拉一樓舉辦「第廿九屆畢業

生畢業茶會」。 

六月十一日 法律學系甘添貴老師應邀至東海大學法律

學系講演「刑法之基本理念」。 

六月十二日 第七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年度個人研究成果

發表；主題一「大陸出中教科書『思想政治

』之研究」（狄主任），主題二「台灣天主教

要理書中『社會』相關概念之探討」（尹修

女）。 

六月十五日 第五次主管會議。 

 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舉行大陸資料合作

發展委員會議。 

六月十五日—十六日 宗教學系陸達誠教授應邀參加由靜宜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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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文學院會議廳舉辦之「第二屆全國現代思

潮學術研討會」發表〈生死與價值〉。 

六月十九日 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年度個人研究成果

發表；主題「尖石鄉泰雅族原住民家庭就業

問題之研究」。（南神父） 

六月十九日－卅日 社會工作學系王永慈主任帶領師生一行 13

人至上海復旦大學、鄭州大學及北京大學進

行學術交流。 

六月廿日 財經法律學系張懿云老師應邀於台灣大學

第二學生活動中心講演「網際網路與著作權

法」。 

 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邀請中國社科院青

年學者訪問團一行 9人，參加中心舉辦之「

鄉鎮人口流動現象及其相關因素座談會」。 

六月廿一日 宗教學系於羅耀拉三樓舉行期末檢討會。 

六月廿三日 財經法律學系廖國器老師應邀於新莊市公

所講演「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相關法律問題之

探討」。 

六月廿四日─廿六日 法律學系於濟時樓與若望保祿二世和平對

話研究中心共同主辦「廢除死刑」國際學術

研討會。 

六月廿六日 財經法律學系張懿云老師應邀於資策會科

法中心講演「德國電子簽章法之立法研究」

。 

六月廿七日 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狄主任、曾元顯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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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青玲、鄭明賢赴國科會說明「大陸資料

網路化資料庫專案計劃」之執行狀況。 

六月廿八日 財經法律學系張懿云老師應邀於新竹科學

園區講演「網路著作權使用行為之樣態及衍

生著作權爭議探討」。 

六月卅日 出版《法學院簡介》。 

七月 財經法律學系出版《證券、期貨交易所合併

、收購及策略聯盟法制與經濟論文集》。 

 經濟系張文雅老師應邀至Hyatt Regency San 
Francisco 舉 辦 之 「 Western Economic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76th Annual 
Conference」發表〝Social Status and the 
Long-Run Neutrality if Public Spending in the 
Basic Uzawa-Lucas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 

 社會工作學系羅四維老師應邀參加由 Jesuit 
Conference of East Asia and Oceania 假

Manila, Philippines 舉辦之「Talk to Jesuit 
Seminarians of the Philippine Province」發表

〈 The Present Status of Jesuit Higher 
Education in Southeast and East Asia.〉。 

七月一日 法律學系陳榮隆老師應邀至日本京都產業

大學作短期學術研究。 

七月二日—九日 社會學系王淑女主任帶領學生共 14 名至日

本流通經濟大學進行「亞洲學生文化學術交

流研習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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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三日─廿七日 法律學系邀請中國北京大學郭自立教授蒞

校講學。 

七月六日－八日 社會工作學系林桂碧老師應邀參加由美東

南區中華學人協會假美國喬治亞州亞特蘭

市舉辦之「美東南區中華學人協會第廿五屆

年會」發表〈中國大陸鄉鎮企業勞動者工作

與生活狀況田野調查－以河南省為例〉。 

七月十四日 社會工作學系於濟時樓九樓為教會工作人

員舉辦「社會工作入門研習（三）：透視家

庭萬花筒」。 

七月十八日 經濟系姚睿老師應邀參加由中華金融學會

假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舉辦之「2001 年中

華金融學會年會暨兩岸金融學術研討會」擔

任講評人。 

七月廿一日 法律學系雷敦龢老師應邀參加由歐洲聯盟

研究協會假台灣國際專利法律事務所舉辦

之「European Peace and Conflict」會議

講演「European Philosophy of War and 

Peace」。 

七月廿七日 社 會 工 作 學 系 羅 四 維 老 師 應 Jesuit 

Conference of East Asia and Oceania 之

邀假 Philippines 講演「遠東及東南亞高等

教育之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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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管理學院 
 

八十九年 

八月一日 資管系碩士班在職專班成立，第一屆招收 30
名新生。 

八月一日－九十年七月卅一日  

 管理學研究所吳秉恩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

題研究計畫「台灣企業派外人員管理之研究

」。 

 應用統計研究所黃登源老師獲國科會補助

專題研究計畫「多元邏輯斯回歸模型之選擇

與應用」。 

 資管系邱瑞科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

計畫「應用 XML 整合技術建立供應鏈廠商

間訊息交換與資訊共享機制」；苑守慈老師

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電子商務予代

理軟體之挑戰與突破（2/2）」；翁頌舜老師獲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建構個人化網站

與網路行銷智慧探勘之研究」；張銀益老師

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品質檢驗動態

排程規劃之層級式決策支援系統研究」；楊

銘賢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電子

商務環境下證券商轉型策略之研究」；楊銘

賢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台灣產

業推動電子商務之整合研究—銀行業之電

子商務應用及其轉型策略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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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管系李天行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案「整合

有母數及無母數分析方法於商業自動化之

研究－以建構信用卡發卡辨識系統為例」；

許培基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案「企業購併動

機、類型與績效」；許培基老師、貿金系陳

軒基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案「衍生性金融商

品的使用：以台灣電子業為例」；許培基老

師、貿金系葉銀華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案「

家族控股集團年底異常報酬與盈餘管理之

研究：台灣與香港股市」；翁明祥老師獲國

科會補助專案「石化工業產品－市場轉型策

略及關鍵影響要素之研究」。 

 企管系翁明祥老師獲研究發展處學術研究

組補助專案「機械工業產品市場轉型策略之

研究」。 

 企管系李天行老師「The Information Content 
of Futures Prices in Non-Cash-Trading 
Periods: Evidence from the SGX-DT MSCI 
Taiwan Futures Contracts」獲頒國科會甲種獎

勵案。 

 企管系翁明祥老師、高義芳老師獲本校「八

十九年私立學校服務獎章－三等」；企管系

周宗穎老師接受推薦申請「行政院服務獎章

」、本校「資深教職員工獎勵」及「教育部

資深優良教師獎勵」。 

 企管系學生張國偉、朱真儀、林哲生及洪介

峰代表學校參加中華民國大專院校八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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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運動會成績優異。 

八月二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瑞霖企管顧問公司吳

開霖總經理於 LW205 講演「我國公營企業

之現況及資產、負債、淨值結構分析」。 

八月七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瑞霖企管顧問公司吳

開霖總經理於 LW205 講演「我國民營企業

之產業現況及未來發展」。 

八月九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瑞霖企管顧問公司吳

開霖總經理於 LW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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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霖企管顧問公司吳

開霖總經理於 LW205 講演「我國民營企業

之產業負債及淨值結構分析」。 

八月十四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瑞霖企管顧問公司吳

開霖總經理於 LW205 講演「我國民營企業

之產業收入及費用分析」。 

八月十六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瑞霖企管顧問公司吳

開霖總經理於 LW205 講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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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十七日 青輔會及軟協一行人蒞臨資訊管理學系訪

視「資料庫應用程班」學員學習狀況。 

八月廿日 金融研究所於濟時樓國際會議廳舉辦碩士

在職專班開辦典禮暨研究生迎新茶會。 

八月廿一日—廿四日 資管系苑守慈老師獲教育部補助赴韓國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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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參 加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lectronic Commerce 2000」發表論文〝Smart 
Comparison Shopping〞。 

八月廿三日－廿四日 貿金系假台南烏山頭舉辦教育工作研討會。 

八月廿八日 第一次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八月廿八日—廿九日 資管系苑守慈老師獲國科會補助赴澳大利

亞 墨 爾 本 參 加 「 Third Pacific Rim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Multi-Agents」發表

論文〝A Learning-Enabled Infrastructure for 
Electronic Contracting Agents—A Preliminary 
Report〞。 

八月卅日－九月三日 資管系於輔大濟時樓九樓會議室及花蓮美

倫飯店舉辦系務發展研討會。 

九月一日 《輔仁管理評論》第七卷第二期出刊。 

九月十三日 資管系於濟時樓九樓舉辦大學部新生家長

座談會。 

九月十四日 貿金系舉辦新生親師懇談會。 

九月廿日 貿金系「財經名人講座」於濟時樓國際會議

廳開幕。 

九月廿一日 金融研究所於 SL201 會議室舉辦迎新座談

會。 

九月廿二日 全院研究所在職專班開辦典禮暨研究生迎

新茶會。 

九月廿三日 管理學研究所經濟、會計、管理學檢定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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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廿六日 金融研究所獎助學金會議。 

十月二日 研究所課程整合座談會（五）。 

 第五屆「台北縣產經大學」開課。 

十月四日 資管系於系會議室舉辦第一次系務會議。 

 金融研究所所務會議。 

十月五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假潛水艇的天空舉辦師生

共融餐會。 

十月六日 八十九學年度第一學期獎學金審查會議。 

十月六日－八日 企管系第卅八屆迎新生活營於林口尋夢谷

舉辦。 

十月十一日 貿金系舉辦大一新生課業暨生涯規劃座談

會。 

十月十二日 貿金系「財經名人講座」由前行政院長蕭萬

長於濟時樓國際會議廳講演「我國經貿政策

」。 

十月十三日 第二次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蒞院參訪。 

十月十八日 管理學研究所邀請豐群基金會董事張宏嘉

先生專題演講「從電子商務看傳統零售業的

挑戰」。 

 企管系邀請豐群基金會董事張宏碩先生於

濟時樓九樓講演「從電子商務看傳統零售業

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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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九日 貿金系「財經名人講座」由前行政院長蕭萬

長先生於濟時樓國際會議廳講演「對外經貿

談判」。 

十月廿日－廿二日 貿金系系學會假林口尋夢谷舉辦迎新宿營。 

十月廿一日 由經濟部商業司主辦，企管系與財團法人中

衛發展中心協辦於中衛發展中心六樓會議

室舉辦「全國大專盃商圈更新再策略提案競

賽」決選，企管系學生沈信增、楊雯雅、張

秀僖、楊穎倩、謝侑融及張景隆以「平溪鐵

道形象商圈」獲得第一名。 

十月廿六日－廿七日 資管系於濟時樓九樓舉辦「資訊系統專題與

對外發表會」。 

十一月一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假羅耀拉二樓（SL245）舉

辦所務會議。 

十一月二日 貿金系「財經名人講座」邀請前陸委會主委

蘇起及陸委會經濟處處長傅棟成於聖言國

際展演中心講演「兩岸經貿」。 

十一月三日 第三次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十一月八日 資管系於 BS112-6(資管系會議室)舉辦第二

次系務會議。 

十一月九日 金融研究所於 JS105 教室舉辦課程說明會。 

十一月十日 靜修女中二年級學生等 50 人蒞臨資訊管理

學系所參訪。 

十一月十三日 研究所課程整合座談會（六）。 

十一月十五日 第一次院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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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時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十一月十八日 企管系吳桂燕老師應邀參加由義守大學財

經系舉辦之「第五屆亞太金融中心學術研討

會－跨世紀兩岸三地金融市場之研究」發表

〈財務危機上市公司之受信評估模式建立

之研究〉。 

十一月十八日—廿一日 資管系楊銘賢老師獲國科會補助赴美國奧

蘭多參加「決策科學學會 2000 年會」並於

會中發表論文〝 The Implementation of 
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 and 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 in Taiwan：Are They 
Correlated〞。 

十一月十九日 統計學系於味全埔心牧場舉辦系友活動。 

十一月廿二日 邀請元智大學研發長尤克強教授蒞臨演講

暨座談「學程的理念、推動、實踐與展望」

。 

十一月廿三日 貿金系「財經名人講座」邀請前經建會主委

江丙坤先生及金融研訓院董事長薛琦先生

於聖言國際展演中心講演「亞太營運中心」

。 

十一月廿九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

研究所魏慶榮研究員於伯達樓四樓（BS441
）講演「聖經真的藏有密碼嗎？『一場統計

論戰』」。 

十一月卅日 貿金系「財經名人講座」邀請經濟部次長陳

瑞隆於濟時樓國際會議廳講演「國際經貿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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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 

十二月 企管系許培基老師、貿金系葉銀華老師及郭

溫慈同學應邀參加由中山大學舉辦之「9th 
Security and Financial Market Conference」發

表〝 Investors' Behavior of Taiwan Mutual 
Funds- Performance and Flows〞。 

 企管系李天行老師應邀參加由淡江大學舉

辦之「2000 中華民國第八屆模糊理論與應用

研討會」發表〈整合類神經網路與迴歸分析

於匯率之預測－以東南亞金融風暴後新台

幣兌美元匯率為例〉及〈類神經網路於現貨

開盤指數之預測－以新加坡交易所日經 225
指數期貨為例〉。 

十二月一日 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商學院院長 Roger N. 
Wolff 教授 及耿慶武教授來訪商談 2001 年

暑期學院事宜。 

十二月二日 統計學系於羅耀拉大樓會議室舉辦八十九

年度教育部「大學基礎科學改進計劃－『增

進基礎抽樣調查與統計諮詢教學之研究』研

討會」並邀政大及中國人民大學統計學系師

生蒞臨參與。 

十二月六日 貿金系英語實驗室開幕。 

 資管系於系會議室舉辦第三次系務會議。 

十二月十一日 研究所課程整合座談會（七）。 

 金融研究所舉辦「九十學年度甄試」複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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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三日－十五日 企管系李天行老師應邀參加由清華大學及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假清華大學舉辦之「第五

屆國際工業工程理論與實務研討會」發表〝

Forecasting the Opening Cash Price Index in 
Integrating Grey Forecasting and Neural 
Networks: Evidence from the SGX-DT MSCI 
Taiwan Index Futures Contracts 〞 及 〝

Identification of Process Disturbance Using 
SPC/EPC and Neural Networks〞。 

十二月十四日 貿金系「財經名人講座」邀請經濟部次長林

義夫於濟時樓國際會議廳講演「歐美經濟圈

」。 

 金 融 研 究 所 專 題 演 講 邀 請 Faculty of 
commerc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Dr. Kai Li 「Explaining Home Bias in 
Equitits：An Investor Perspective」。 

十二月十六日 資管系苑守慈老師應邀參加由管理學院創

新育成中心假福華飯店舉辦之「Data-Mining
研討會」發表〈Data Mining 之應用〉。 

十二月十七日 管理學研究所至各校辦理招生說明會。 

 應用統計研究所舉辦全國統研盃。 

十二月十九日 第五屆「台北縣產經大學」結業。 

十二月廿一日 期初院導師會議。 

十二月廿二日 資管系於濟時樓九樓舉辦「第一屆產業資訊

管理學術暨新興科技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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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廿六日 管理學研究所期末師生座談會「研一專注領

域說明，研二碩士論文格式說明」。 

 金融研究所學生完成「教學評量表」。 

十二月廿七日 管理學研究所邀請統一東京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林忠生先生專題演講「國際化下的財

務管理」。 

十二月廿八日 貿金系「財經名人講座」邀請前經建會主委

江丙坤蒞校於濟時樓國際會議廳講演「亞太

經濟圈」。 

 金融研究所於 SL201 會議室舉辦課程說明

會；於 SL205 會議室舉辦所友座談會邀請第

一屆校友顏湘君（大信證券公司資金調度部

）、陳棋名（悠克電子公司）、蔡聖裕（安貞

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及第九屆校友李盈助（

士林電機公司財務部）分別專題報告「價值

評估」、「承銷市場之現況與未來發展」、「生

涯規劃與證照制度」及「初生之犢不畏虎—

淺談公司理財」；於新榕園餐廳舉辦 2000 歲

末與 2001 迎新共融晚會。 

九十年 

一月一日－十二月卅一日 資管系楊銘賢、張銀益、林文修老師獲教育

部顧問室補助製商整合科技教育改進計畫

「化纖業電子採購供應鏈技術產學合作教

育計畫」。 

 資管系苑守慈、翁頌舜老師獲國科會補助「

提昇私大研發能量專案：管理知識與專業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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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整合研究—商業智慧管理」；張銀益、楊

銘賢老師獲國科會補助「提昇私大研發能量

專案：管理知識與專業技術整合研究子計畫

—製商整合之企業電子商務程序自動化技

術研究」。 

一月四日 高苑技術學院余玲雅董事長一行 8 名蒞院參

訪。 

 貿金系「財經名人講座」邀請中華開發胡定

吾總經理於濟時樓國際會議廳講演「金融機

構與金融市場」。 

一月六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於潛水艇的天空舉辦所友

回娘家。 

一月八日 研究所課程整合座談會（八）。 

 提昇研發能量專案計畫第一次會議。 

一月十日 資管系於系會議室舉辦第四次系務會議。 

一月十二日 第四次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一月十三日 資管系於資管系會議室舉辦資管營三籌。 

一月十五日 全院未來展望座談會前置會議。 

二月一日 資管系於潛水艇的天空舉辦資管營行前會。 

二月三日－七日 資管系舉辦「第一屆全國高中資訊管理研習

營」，共有學員 120 人參加。 

二月七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於羅耀拉 SL245 舉辦所務

會議。 

二月八日－三月九日 管理學研究所研二論文前三章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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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三日 貿金系舉辦專兼任教師教學研討暨新春聯

誼會。 

二月十四日─十五日 統計學系假天籟溫泉會館舉辦「教學研討會

」。 

二月廿日 貿金系「產業實務講座」邀請第十屆系友花

旗銀行企業金融副總裁陳識仁先生講演「金

融產業的發展」。 

二月廿一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 Fred Hutchinson 
Cancer Research Center 王清雲博士於樹德樓

LW205 講演「Regression, Measurement Error 
and Attenuation Effect」。 

二月廿六日 資管系邀請吳啟光先生於 LW204 講演「電

子商務—B2B」 

二月廿七日 貿金系「產業實務講座」邀請第五屆系友藍

鯨運動休閒服飾負責人鄭茂川、第七屆系友

新拓公司負責人陳勝煌、第十屆系友嘉點企

業負責人黃印明講演「創業的挑戰」。 

三月一日 教學促進小組籌備會議。 

 《輔仁管理評論》第八卷第一期出刊。 

 貿金系「財經名人講座」邀請中央銀行副總

裁徐義雄先生於濟時樓國際會議廳講演「貨

幣政策」。 

三月二日 管理學研究所及企管系邀請淡江大學教育

政策所暨師資培育中心副教授柯志恩老師

專題演講「成功演說的教戰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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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五日 資管系邀請胡光民先生於 LW204 講演「顧

客關係管理」。 

三月六日 貿金系「產業實務講座」邀請第七屆系友精

業公司經理郭哲瑜先生講演「大陸經商」。 

三月七日 資管系於系會議室舉辦第五次系務會議。 

三月九日 管理學研究所與企管系於本校濟時大樓合

辦「企業創新與知識管理研討會」。 

 資管系林文修老師應邀參加由企管系舉辦

的「企業創新與知識管理研討會」發表〈商

業智慧科技在企業知識管理的應用〉。 

 企管系於濟時樓九樓國際會議廳舉辦「企業

創新與知識管理研討會」。 

三月十二日 資管系邀請蔡文瑾女士於 LW204 講演「知

識管理」。 

 金融研究所於羅耀拉大樓二樓 SL201 會議

室舉辦碩士論文大綱發表會（一）。 

三月十三日 提昇研發能量專案計畫第二次會議。 

 貿金系「產業實務講座」邀請第十三屆系友

台灣工業銀行副總經理黃蔚文先生講演「網

際網路」。 

三月十四日 邀請元智大學遠東講座教授許士軍博士蒞

臨演講暨座談「研究方法—定性與定量」。 

 八十九學年度第二學期獎學金審查會議。 

三月十五日 研究所課程整合座談會（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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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貿金系「財經名人講座」邀請前財政部長邱

正雄先生於濟時樓國際會議廳講演「亞洲金

融風暴」。 

三月十六日 企管系九十學年度推薦甄選招生第二階段

面試於濟時樓九樓舉辦。 

三月十七日 貿金系舉行申請入學及甄試入學口試。 

三月十九日 資管系舉辦「大學部申請入學口試」及「大

學部申請入學口試會議」。 

 資管系邀請曹恒康先生於 LW204 講演「供

應鏈管理」。 

 金融研究所於羅耀拉大樓二樓 SL201 會議

室舉辦碩士論文大綱發表會（二）。 

三月十九日－卅一日 管理學研究所研一專注領域申請。 

三月廿日 貿金系「產業實務講座」邀請第四屆系友聯

發紡織執行副總王豐岳先生講演「紡織的過

去、現在、未來」。 

三月廿二日 學程推動小組第一次會議。 

 貿金系「財經名人講座」邀請財政部次長陳

沖先生於濟時樓國際會議廳講演「金融革新

」。 

三月廿四日 貿金系於濟時樓舉辦系友大會。 

三月廿六日 資管系邀請吳章銘先生講演「UDN」。 

三月廿七日 貿金系「產業實務講座」邀請第六屆系友旺

宏電子業務經理張曉青講演「電子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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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卅日 西松高中黃振順老師帶領 40 位學生蒞資管

系參觀。 

四月 資管系林文修老師應邀參加「21 世紀台灣湧

現中的資訊管理議題研討會」中發表〈ASP
營運模式分析與研究議題〉；應邀參加「資

訊暨網路經濟學研討會」發表〈ASP 服務模

式之經濟分析：代理理論之觀點〉。 

四月三日－七日 企管系李天行老師應邀參加由美國西決策

科學學會假加拿大溫哥華舉辦之「WDSI 第
卅三屆年度研討會」發表〝Forecasting the 
Opening Cash Price Index in Integrating Grey 
Forecasting and Neural Networks: Evidence 
from the SGX-DT MSCI Taiwan Index 
Futures Contracts〞。 

四月九日 資管系所邀請林文雄先生講演「軟體元件開

發設計」。 

四月十日 貿金系「產業實務講座」邀請第五屆系友昱

閔企業總經理林聰閔先生講演「貿易實務探

索」。 

四月十一日 邀請台灣科技大學企管系廖文志教授蒞臨

演講暨座談「電子化人力資源管理」。 

 資管系於系會議室舉辦第六次系務會議。 

四月十一日—十二日 金融研究所辦理「九十學年度碩士班」招生

筆試。 

四月十二日 第五次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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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研究所邀請朝陽科技大學財務金融學

系宮在明教授講演〝Inefficiency of Some 
Fixed Income Portfolio Strategies〞。 

四月十二日－十三日 企管系李天行老師應邀參加由成功大學企

業管理研究所於成功大學光復校區國際會

議廳舉辦之「第四屆企業經營管理個案研討

會」發表「沖壓模具的小巨人－同協電子」

及「積極轉型的盛達電業」。 

四月十三日 學程推動小組第二次會議。 

四月十六日 研究所課程整合座談會（十）。 

 資管系邀請遠傳電信公司呂康馨女士於

LW204 講演〝Mobile Business and Service 
Platform〞。 

四月十七日 提昇研發能量專案計畫第三次會議。 

 第六屆「台北縣產經大學」開課。 

 貿金系「產業實務講座」邀請第十二屆系友

建弘證券自營部投資經理周志峰講演「金融

業」。 

四月十八日 第二次院務會議。 

四月廿四日 金融研究所邀請美國雪城大學財務管理博

士候選人陳俊男先生蒞校講演〝 Small 
Traders and Increased Prices Volatility After 
Stock Splits〞。 

四月廿六日 貿金系「財經名人講座」邀請前行政院主計

長韋端於濟時樓國際會議廳講演「財政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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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廿八日 貿金系「產業實務講座」邀請畢業系友於濟

時樓國際會議廳舉辦「產業升級座談會」。 

五月一日 貿金系「產業實務講座」邀請第十屆系友泛

太國際副總經理周筱俐先生講演「廣告這一

行」。 

 金融研究所所友座談會邀請第五屆校友李

汪旗（富達證券投顧公司）、第六屆校友江

淑文（大陸工程公司）、王倩芳（證券暨期

貨管理委員會）、郭福欽（太平洋證券公司

）及張興隆（中信銀綜合證券公司）、第七

屆校友許育人（欣業永開發公司）、第八屆

校友方官華（中興綜合證券公司）及黃偉寧

（倍利證券國際公司）分別專題報告。 

五月二日 貿金系舉辦多益英語檢定。 

 資管系於系會議室舉辦第七次系務會議。 

 企管系第卅五屆畢業專題發表會於濟時樓

九樓舉辦。 

 金融研究所邀請中央大學財務管理學系張

傳章教授講演〝Analytic－Approximation 
Formulae for Pricing Foweard- Starting Asian 
Options〞。 

五月三日 貿金系「財經名人講座」邀請財政部部長顏

慶章先生於濟時樓國際會議廳講演「賦稅制

度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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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五日 統計學系假草嶺古道舉行系友活動。 

五月八日 貿金系「產業實務講座」邀請第八屆系友傑

而富科技協理林弘友先生講演「通訊」。 

 金融研究所邀請銘傳大學財務金融學系系

主任盧陽正教授講演「風險值管理系統簡介

」。 

五月八日－九日 企管系翁明祥老師、研究生林碧玉應邀參加

由成功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於成功大學光

復校區國際會議廳舉辦之「第三屆亞太管理

學術研討會」發表〈台灣物流企業成長過程

經營策略演化之研究〉；李天行老師於會中

發表〈整合鑑別分析與類神經網路在探勘上

之應用〉。 

五月九日 邀請美國伊利諾大學企管系陳秀亮副教授

蒞 臨 演 講 暨 座 談 「 On Characteristic 
Momentum 特徵動能」。 

五月十日 貿金系「財經名人講座」邀請經建會主任秘

書葉明峰先生於濟時樓國際會議廳講演「社

會福利」。 

五月十一日 第六次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五月十二日 金融研究所「九十學年度碩士班招生」口試

共計招收 18 位學生。 

 金融研究所「九十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筆

試。 

五月十四日 研究所課程整合座談會（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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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五日 提昇研發能量專案計畫第四次會議。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美國波斯頓大學精算

研究所李豐盛所長於樹德樓 LW205 講演「

什麼是精算數學？」、「美國精算師就業狀況

」。 

 貿金系「產業實務講座」邀請第五屆系友台

灣人頭馬公司總經理奚大寧先生講演「零售

物流」。 

五月十六日 大學部學生專題研究成果認證發表會。 

 統計學系濟時樓九樓國際會議廳舉辦「管理

學院第三屆大學部學生專題研究成果發表

會」。 

 陸興高中三年級學生約 40 位學生蒞臨資管

系參觀。 

五月十七日 貿金系「財經名人講座」邀請前行政院政務

委員楊世緘先生於濟時樓國際會議廳講演

「產業升級與科技發展」。 

五月廿一日 金融研究所邀請台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李

賢源教授講演「我國固定收益證券市場及衍

生性商品」。 

五月廿二日 貿金系「產業實務講座」邀請中國化學製藥

副總經理馬以南先生講演「生物科技」。 

五月廿三日 九十學年度學程招生說明會。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 Dept. fo Statistics Univ. 
of Georgia, U.S.A.陳占平教授於樹德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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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W205 講演〝 Interval Estimation of the 
Largest Mean 〞；〝 Statistical Consulting, 
Experiences and Methods〞。 

五月廿四日 貿金系「財經名人講座」邀請前環保署署長

蔡勳雄先生於濟時樓國際會議廳講演「經濟

與環保」。 

五月廿八日—六月一日 資管系苑守慈老師獲國科會補助赴加拿大

參 加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Autonomous Agents 2001 Workshop on 
Deception, Fraud and Trust in Agent Societies
」發表論文〝A Learning-Enabled Integrative 
Trust Model for E-Markets〞。 

五月廿九日 資管系於會議室舉辦系導師會議。 

五月卅日 期末全院導師座談會議。 

 邀請中山大學企管系黃俊英教授蒞臨演講

暨座談「環境變遷與大學再造—當前大學的

挑戰與因應」。 

 貿金系舉行系週會暨課程說明會。 

五月底 《輔大管研通訊》出刊。 

六月 企管系許培基老師、貿金系陳軒基老師應邀

參加由台灣財務金融學會舉辦之「2001 年財

務金融學術暨實務研討會」發表〝The 
Determinants of Derivatives Use: Evidence 
from Non-Financial Firms in Taiwan〞。 

六月一日 管理學研究所與豐群基金會、企管系於濟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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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樓合辦「第六屆企業跨國經營管理研討會

」。 

 企管系與管研所於濟時樓九樓舉辦「第五屆

跨國企業經營管理研討會」。 

六月二日 統計學系於濟時樓九樓國際會議廳召開系

友大會暨系友迎新活動。 

 金融研究所擴大舉辦謝師宴。 

六月四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Biomedical Engineering 
Center Industrial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洪榮一博士於樹德樓 LW205 講演〝

Application of Bioinformatics in the 
Post-Genomics Era〞。 

六月六日 資管系於系會議室舉辦第八次系務會議。 

六月七日 貿金系「財經名人講座」邀請前勞委會主委

詹火生於濟時樓國際會議廳講演「勞工政策

」，並舉行結業式。 

六月九日 應用統計所於潛水艇的天空舉辦畢業共融

餐會。 

 金融研究所「九十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面

試。 

六月十一日 研究所課程整合座談會（十二）。 

六月十二日 提昇研發能量專案計畫第五次會議。 

六月十四日 金融研究所學生碩士論文口試。 

六月十九日 管理學院院長率領研究所所長訪問上海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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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師範大學洽談碩士在職專班課程合作事

宜。 

六月廿日 管理學院院長率領研究所所長訪問上海東

華大學洽談碩士在職專班課程合作事宜。 

六月廿一日 第六屆「台北縣產經大學」結業。 

六月廿一日－廿二日 企管系假石門福華別館舉行「八十九學年度

教育工作研討會」。 

六月廿六日─卅日 統計學系於濟時樓九樓國際會議廳舉行「

2001 年時間數列分析與預測講習會」。 

六月廿九日 資管系所林文修老師應邀參加「知識經濟、

科技創新與組織管理」研討會發表〈知識管

理為基礎的人力資源管理策略〉。 

六月卅日 資管系於羅耀拉大樓一樓會議室舉辦碩士

班暨碩士在職專班迎新說明會。 

七月七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於樹德樓 LW205 舉辦新生

座談會。 

七月廿九日—八月二日 資管系楊銘賢老師獲國科會補助赴捷克布

拉格參加「第十六屆國際生產研究會議」發

表 論 文 〝 The Construction Models for 
Electronic Stores〞；邱瑞科老師獲管理學院補

助於會中發表論文〝FJWorks—A distributed 
Knowledge Based Network System for 
Modern Local Area Network〞。 

七月卅一日 金融研究所研二碩士畢業論文口試完成。 



陸、進修部 

 
 

89.12.02 校慶運動會，全體教職員同仁。 

89.12.21 於聖心學苑舉辦導師工作檢討會。 
  前排三起：李寧遠校長、林吉基部主任及全體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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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九年 

八月一日 聘任蔡淑麗小姐為專任副教授兼教務組長

，林建中先生為秘書。 

 宗輔室由 ES218 喬遷至 ES109；聶達安神父

、范玉玟小姐離職，由邱一凡神父、陳梅珍

修女接任。 

八月十七日 八十九學年度共同科第一次教評會。 

八月廿一日 八十九學年度第一次部教評會。 

八月廿三日 召開八十九學年度轉學生第二次會議決定

轉學生錄取名單。 

八月廿四日 公布八十九學年度轉學生錄取榜單及寄發

成績單。新約聘工友陳昇儀報到。 

八月廿六日 企管系助教辦公室調整至 ES118。 

八月卅日 八十九學年度轉學生正取生報到。 

八月卅一日 八十九學年度轉學生備取生報到。 

九月一日 學生輔導中心遷至 ES111，同時以電腦連線

的方式與日間部學生輔導中心合作，提供全

校師生諮商輔導的服務。 

九月四日 ES 大樓開始全面禁菸。 

九月六日 完成二、六樓教授休息室整修。 

九月七日、八日 部主任林吉基神父前往羅馬參加「天主教學

術研討會」。 

九月十日 完成視訊教室(同步、非同步遠距教學)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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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工程。 

九月十五日 導師督導、企管系主任及導師辦公室調整至

ES114.119.120。 

 完成宗輔室、心輔室辦公室規畫。 

完成 ES101.102 學生活動中心隔間及各項設

備。 

九月十六日 八十九學年度新生轉學生健康檢查。 

九月十七日 八十九學年度新生入學輔導教育及始業式

假中美堂及 ES 大樓舉行。 

九月廿一日 第一期學期期初導師會議。 

九月廿三日 宗輔室假靜心堂分三場次辦理八十九學年

度開學迎新祈福禮。 

九月廿五日 部主任林吉基神父隨校長率隊參觀淡江大

學。 

九月廿五日－九月卅日 社團招生週。 

九月廿七日 部主任林吉基神父隨校長率隊參觀國防大

學。 

九月廿八日 部主任率全体同仁至三峽滿月園旅遊。 

十月一日－十五日 各系分別舉辦迎新宿營活動。 

十月五日－十九日 導師團體由李秀華督導帶領「人格九型」探

討。 

十月七日－八日 學輔室辦理由劉明媚老師帶領的人際關係

成長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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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二日 第一學期第一次班代表聯席會。 

十月十四、十五、廿一、廿二日  

學輔室辦理由邱英芳老師帶領的生涯規劃

團體。 

十月十六日 學輔室辦理由凌坤楨老師帶領之學習力提

升成長團體，連續八週。 

十月十八日 軍訓室於玫瑰宿舍舉行高樓防火防震安全

講習。 

十月廿六日 導師團體邀請區紀復先生講演「現代人何去

何從？」。 

十月廿七日 軍訓室實施賃居生查訪以了解學生校外住

宿狀況。 

十月廿九日 迎新演唱會。 

十一月一日 聘任楊美菁小姐為本部專任會計。 

十一月三日 八十九學年度招生檢討會議。 

十一月六日 部主任前往師大參加推動生命教育「師資人

力組」分組籌備會議。 

十一月七日 學輔室邀請日間部學輔中心主任及其他工

作同仁參觀學輔。 

十一月八日 部務會議。 

十一月九日 導師團體邀請吳韻樂修女演講「生命教育」。 

 宗輔室辦理期初共融彌撒、慶生。 

十一月十三日－十八日 八十九學年度第一學期期中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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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十四日 八十九學年度第二次教評會。 

十一月廿日－廿三日 新生盃男籃女排賽。 

十一月廿七日－十二月一日 愛心基金委員會舉辦愛心週。 

十一月卅日 導師團體於團輔室進行「腦力激盪」活動。 

 宗輔室辦理十一月期中彌撒、慶生。 

十二月三日 校慶園遊會。 

十二月四日 宗輔室辦理十二月的共融彌撒、慶生。 

十二月九日、十日 導師團體在聖心女中舉辦「身心靈整合營」。 

十二月十三日 宗輔室簡報製作。 

十二月十四日 八十九學年度共同科第二次教評會。 

十二月十五日 八十九學年度第三次部教評會。 

十二月十六日 第一學期週會並邀請校友李文卿老師演講。 

十二月十九日 第一學期第二次班代表聯席會。 

十二月廿一日 導師團體在聖心學苑慶祝千禧年聖誕節。 

十二月廿二日 同仁於 ES 大樓會議室歡度聖誕節。學輔室

於 ES608 為進修部同學主辦 EPPS（愛氏人

格測驗）團體施測，並由邱英芳老師解釋測

驗。 

十二月廿七日 新建資源回收倉庫乙座，加強資源回收宣導

與實做。 

十二月卅日 八十九學年度第四次部教評會。 

召開九十學年度進修學士班第一次招生會



進修部 【301】 

議，會中通過九十學年度進修學士班招收申

請入學新生簡章。 

十二月卅一日－九十年一月一日  

 企管系主辦北企盃運動會。 

九十年 

一月三日 《輔苑》十六期出刊。 

一月四日 導師團體舉行期末檢討。 

 宗輔室辦理期末共融彌撒、慶生。 

一月八日－十三日 八十九學年度第一學期期末考試。 

一月十一日 會計室蔡博賢主任及邱淑芬小姐來部指導

預算制度及如何編列預算。 

一月十四日 部主任林吉基神父前往台大參加大學法修

正草案北區公聽會。 

一月十六日－廿一日 學生社團原服社前往桃園復興鄉高義村原

住民社區服務。 

一月廿一日 宗輔室辦理報佳音。 

二月一日 宗輔室網路網站的設立。 

二月十七日 期初導師共融日。 

二月廿二日 期初導師會議。 

二月廿六日 發售九十學年度進修學士班招收申請入學

新生簡章。 

三月二日 完成 ES 五樓各教室網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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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五日 宗輔室設立週二（電腦網路課程）慕道班。 

三月七日 預算審查會議。 

三月八日 導師團體邀請張敏辰博士講演「若望的主耶

穌基督」。 

 宗輔室辦理期初共融彌撒、慶生。 

三月十二日－十六日 辦理九十學年度進修學士班招生申請入學

登記，共計有 555 人申請登記。 

三月十二日－廿四日 系際盃籃排球賽。 

三月十三日 第二學期第一次班代表聯席會。 

三月十五日 軍訓室實施賃居生查訪以了解學生校外住

宿狀況。 

三月廿二日 導師團體邀請黃曬莉教授演講「人際關係的

衝突與和諧」。 

三月廿二日－廿三日 全人教育各課程委員會召集人會議。 

三月廿六日 《輔苑》十七期出刊。 

三月廿七日 日夜間部學生社團整合座談會本部學生社

團負責人全體出席。 

三月廿九日 導師團體舉辦「助教與導師共融」。 

四月十日 宗輔室復活節希望之蠟的製作與分送。 

四月十二日 宗輔室辦理復活節共融祈禱。 

四月十四日 舉辦安全教育研習邀請消防局派人指導防

震防火逃生演習。 

四月十六日－廿一日 八十九學年度第二學期期中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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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修部新生實施 CPR 教育與實地操作。 

四月十九日 召開九十學年度進修學士班第二次招生會

議，會中決定申請入學各系最低錄取標準及

錄取名單。 

導師團體邀請李思賢教授講演「從青少年的

情色與愛情觀談諮商輔導」。 

四月廿三日 公佈九十學年度進修學士班申請入學錄取

榜單。 

四月廿六日 召開九十學年度進修部招收轉學生第一次

會議，會中通過招收轉學生作業日程表及九

十學年度招收轉學生簡章。 

四月廿七日 部務會議。 

四月廿九日 導師團體邀請張德聰組長在心靈之家講演

「焦點解決短期心理諮商」。 

五月三日 導師團體邀請胚團帶領「從女性角度經驗人

」。 

五月五日－六日 學輔室辦理由劉明媚老師帶領壓理管理成

長團體。 

五月八日 九十學年度進修學士班申請入學新生報到。 

五月十日 第二學期第二次班代表聯席會。 

 宗輔室在 ES109 為母親祈禱。 

五月十一日 八十九學年度第五次部教評會。 

五月十二日 假強棒保齡球館舉辦本部師生保齡球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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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五日 發售九十學年度進修部招收轉學生簡章。 

五月十五日－廿六日 各系系大會分別舉行。 

五月十七日 導師團體進行「個案探討」。 

五月十九日 第二學期週會並邀請校友台北士林區區長

葉傑生演講。 

五月十九日—廿日 主辦五校籃球邀請賽。 

五月廿一日 學務組舉辦同仁教育訓練邀請教研所林思

伶所長演講。 

五月廿一日－廿五日 本部愛心基金委員會舉辦第二學期愛心週。 

五月廿三日 九十學年新任班代表會。 

五月廿四日 第一次召開大學入門課程規劃會議。 

五月廿九日 邀請進修部 12 位參與亞洲青年日的同學，

行前分享聚會。 

五月卅一日 召開九十學年度進修學士班第一次招生會

議，會中通過九十學年度進修學士班招收考

試入學新生簡章。 

六月三日 學生社團仁愛社原服社雙雙榮獲聯合報優

秀服務社團表揚。學生社團仁愛社春暉股招

待三重市春暉啟能中心院童赴龍溪花園一

日遊。 

六月五日 第一次召開人生哲學課程規劃會議。 

六月五日－七日 辦理九十學年度進修部轉學考試報名，共計

有 2,584 人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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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七日  導師團體舉行感恩彌撒及導師工作檢討會。 

 《輔苑》十八期出刊。 

六月八日 宗輔室辦理期末共融彌撒、慶生。。 

六月十一日－十六日 八十九學年度第二學期期末考試。 

六月十四日 導師團體林堅能老師主持「影片討論：將軍

的女兒」。 

六月十五日 通識課程社會科學領域課程規劃會議。導師

團體李秀華督導應邀參加法管學院舉辦之

「培訓會議」講演「輔導的理論與技巧」。 

六月十八日 發售九十學年度進修學士班招收考試入學

新生簡章。 

六月十九日 召開大學入門課程規劃第二次會議。 

六月廿日 英文課程規劃會議。 

六月廿三日－廿五日 九十學年度學會幹部領導才能營假新竹竹

東大聖御花園舉行聘請李志鴻老師指導。 

六月廿五日－卅日 學生社團原服社前往桃園復興鄉高義村原

住民社區服務。 

七月十七日－廿日 辦理九十學年度進修學士班考試入學報名

，共計有 10,303 人報名。 

七月廿四日 汰換 ES301 電腦教室 71 台電腦。 

七月廿五日 召開九十學年度進修部轉學生第二次會議

，會中決定轉學生錄取名單。 

七月廿七日 公布九十學年度轉學生錄取榜單及寄發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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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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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4.13 墓園敬禮。（前中著長袍者：終

身講座教授龔士榮神父） 
90.04.13 紐約市長、紐約市議會宣佈 2001
年 4 月 13 日為「于斌樞機主教紀念日」

並頒贈紀念狀。 

90.04.23「《于斌樞機傳》出版暨百歲誕

辰紀念活動記者會」假台北來來飯店舉

行。 

90.04.24「于斌樞機畫像」於中國天主教文

物館舉行揭幕典禮。 

90.04.27「于斌樞機紀念會」假國家圖書

館舉行。 
90.04.28「于斌樞機追思彌撒」於淨心堂舉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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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斌樞機百歲誕辰紀念活動 

時間 地點 活動 主/協辦單位 

3/20 
∣ 

4/30 

輔仁大學 

樞機墓園 
墓園敬禮 

主辦：宗輔中心 

協辦：校史室、禮儀中心 

總務處 

3/21 
輔仁大學 

中美堂 
祭天敬祖 

主辦：宗輔中心 

協辦：學務處 

3/31 出版品 《于斌樞機傳》 
主辦：校史室、 

台灣商務印書館 

3/31 出版品 

《于斌樞機言論續集》、 

《野聲》—言論續集精簡本、

Cherish the Memory—樞機簡介

主辦：校史室 

3/31 出版品 《野聲詩集》 
主辦：中國天主教文化協進會 

協辦：校史室 

3/31 出版品 「曠野之聲—于斌樞機紀錄片」
主辦：影傳系程予誠教授 

   校史室 

4/7 
美 國 洛 杉 磯

橙 縣 安 那 罕

大會堂 

「于斌樞機主教百歲誕辰紀念

大會」 

主辦：華人天主教聯誼會 

美國加州校友會 

協辦：資金室、公關室 

4/13 
美國紐約 

台北劇場 

「于斌樞機主教百歲誕辰紀念

大會」 

主辦：美國東北校友會 

協辦：資金室、公關室 

4/13  樞機誕辰日—耶穌受難日  

4/23 
台北 

來來飯店 

「《于斌樞機傳》出版暨百歲誕

辰紀念活動記者會」 

主辦：公關室 

協辦：校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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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輔 仁 大 學 谷

欣廳 

「于斌樞機教育理念與天主教

大學使命研討會」 

主辦：文學院、中文系 

哲學系 

協辦：中國天主教文化協進會 

台灣總修院 

4/24 
中 國 天 主 教

文物館 
于斌樞機畫像揭幕典禮 

主辦：校史室 

   胡澤民教授 

4/27 國家圖書館 「于斌樞機紀念會」 主辦：輔仁大學 

4/28 
輔仁大學 

淨心堂 
「于斌樞機追思彌撒」 

主辦：宗輔中心 

協辦：學務處 

5/17 國家音樂廳 音樂會 
主辦：藝術學院音樂系 

協辦：公關室、資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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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輔仁大學八十九學年度行事曆 
 

八十九年 

八月一日 第一學期開始。 

八月十六日 于故樞機逝世週年。 

九月三日 暑假結束。 

九月四日—十一日 日間部網路選課。 

 進修部網路選課。 

九月五日—六日 進修部新生報到。 

九月五日—七日 進修部前學期學期考試請假學生補考。 

九月六日 新進教職員歡迎會暨業務講習會。 

九月七日 第一次校教評會（新聘、改聘）（上午）。 

九月十一日 新、舊生（含碩、博士班新生、二年制新生

及轉學生）繳交學雜費及各項費用截止日。 

九月十二日 中秋節放假一天。 

九月十三日 教務工作協調說明會。 

 總務主管會議（下午）。 

九月十三日—十四日 日間部學士班新生健檢（含二年制新生、轉

學生）。 

 進修部延修生選讀生註冊、選課。 

九月十三日—十五日 日間部學士班前學期學期考試請假學生補

考。 

【310】 附錄二：八十九學年度行事曆 

 僑生、外籍生、蒙藏生、派外子女註冊。 

九月十四日 第一次行政會議。 

九月十五日 日間部學士班新生輔導教育。 

 進修部轉學生註冊。 

九月十六日 新僑生輔導講習。 

 博碩士班新生健檢（含餐廚人員、實驗室教

職員工）。 

 進修部新生、轉學生健檢。 

九月十七日 進修部新生輔導教育（中美堂）。 

九月十八日 開始上課（含碩、博士班新生及轉學生）。 

 教育學程學生報到。 

九月十八日—廿日 日間部重考生申請抵免。 

九月廿日 環保小組暨勞工安全衛生委員會議。 

 第一學期教育學程期初研習營。 

九月廿一日 第一次參議會議。 

九月廿五日—廿七日 日間部越部選課。 

 進修部辦理錯誤更正及加退選。 

九月廿五日—十月二日 日間部辦理加退選。 

九月廿七日 新任全體導師暨院系導師代表研習會。 

 校園規劃小組會議。 

九月廿八日 教師節放假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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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卅日 第一次人事評議委員會。 

九月下旬 研究所、大學部報考預官作業。 

十月二日 日間部學生學期學業成績更正截止日。 

十月四日 日間部大一班代表研習會。 

十月五日 第二次行政會議。 

 各級會議學生代表座談會。 

十月十日 國慶日放假一天。 

十月十一日 日間部學生自治組織暨社團指導老師與負

責人座談會。 

 總務會議。 

十月十二日 第二次參議會議。 

 課程委員會議（下午）。 

 進修部第一次班代表聯席會議。 

十月十八日 校教評會受理教師著作升等複審截止日。 

 宿舍輔導協調會。 

 總務主管會議（下午）。 

十月十九日 九十學年度招生委員會成立大會。 

十月廿四日 受理本學期新聘教師（依聘期起資者）學位

送審截止日。 

十月廿五日 日間部大一至大三班代表座談會。 

十月廿六日 教務會議（上午）。 

 第二次校教評會（教師著作升等）（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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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廿七日 大四班導師暨班代表就業輔導座談會。 

十一月一日 餐廳輔導協調會。 

十一月二日 學生事務會議。 

十一月八日 日間部大一至大三班導師座談會。 

十一月九日 第三次行政會議。 

十一月十一日 進修部部務會議。 

十一月十二日 國父誕辰放假一天。 

十一月十三日—十八日 期中考試。 

十一月十五日 總務主管會議。 

十一月十六日 第三次參議會議。 

 第三次校教評會（新聘、改聘）（下午）。 

十一月廿六日 耶穌君王節（中美堂）。 

十二月二日 全校運動會。 

十二月三日 園遊會、校友返校日。 

十二月七日 校務發展委員會（審查校務會議提案）。 

十二月八日 校慶慶祝大會（中美堂）。 

 感恩典禮。 

十二月十三日 學生獎懲委員會（期中）。 

 總務主管會議（下午）。 

十二月十四日 第四次行政會議。 

十二月十六日 第二次人事評議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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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修部週會（一、四年級參加）。 

十二月十九日 進修部第二次班代表聯席會議。 

十二月廿一日 第四次參議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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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廿七日—一月三日 日間部網路選課。 

十二月廿八日 校務會議。 

十二月廿九日 日間部學生申請休學截止日。 

九十年 

一月一日—二日 開國紀念日放假二天。 

一月四日 進修部導師工作檢討會。 

 預算籌編會議。 

一月六日—十二日 日間部學期考試。 

一月八日—十三日 進修部學期考試。 

一月十日 飲水機工作座談會。 

一月十一日 第五次行政會議。 

一月十五日 寒假開始。 

 僑生春節祭祖會餐。 

一月十六日—十七日 學生代表研習共融營。 

一月十七日 總務主管會議。 

受理預聘教師（系、科教評會通過，90 年 2

【314】 附錄二：八十九學年度行事曆 

月起資者）學歷查證截止日。 

一月十八日 第五次參議會議。 

一月廿日 日間部開放學期學業成績語音暨學生 Stmail
網路查詢。 

一月廿二日 日間部學生學期學業成績繳交截止日。 

一月廿四日 春節。 

一月卅一日 第一學期結束。 

二月一日 第二學期開始。 

二月上旬 研究所、大四預官考試。 

二月七日 元宵節（下午停班）。 

二月九日 日間部寄發學生學期學業成績通知單。 

二月十一日 寒假結束。 

二月十二日—十五日 進修部網路選課。 

二月十三日 繳交學雜費及各項費用截止日。 

 教務工作協調說明會。 

二月十四日 總務主管會議（下午）。 

 學生獎懲委員會（期末）。 

二月十四日—十六日 進修部前學期學期考試請假學生補考。 

日間部學士班前學期學期考試請假學生補

考。 

 僑生、外籍生、蒙藏生、派外子女註冊。 

二月十五日—十七日 進修部延修生選讀生註冊、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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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九日 開始上課。 

 教育學程學生報到 

二月廿一日 第二學期教育學程期初研習營。 

二月廿六日—三月一日 日間部越部選課。 

 進修部錯誤更正及加退選。 

二月廿六日—三月五日 日間部辦理加退選。 

二月廿八日 和平紀念日放假一天。 

三月五日 日間部學生學期學業成績更正截止日。 

三月七日 總務會議。 

三月八日 第六次行政會議。 

三月十三日 進修部第一次班代表聯席會議。 

三月十四日 日間部大一至大三班代表座談會。 

 總務主管會議（下午）。 

三月十五日 第六次參議會議。 

三月十七日 第三次人事評議委員會。 

三月廿一日 大四班導師暨班代表就業輔導座談會。 

 祭天敬祖典禮。 

 校園規劃小組會議（下午）。 

三月廿八日 環保小組暨勞工安全衛生委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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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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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卅一日 受理九十學年度課程異動截止日。 

四月二日—四日 春假放假三天。 

四月五日 民族掃墓節放假一天。 

四月八日 聖週（耶穌受難週）。 

四月十一日 宿舍輔導協調會。 

四月十二日 第七次行政會議。 

四月十三日 于樞機冥誕。 

追念耶穌受難日（下午及夜間停課、停班，

準備及參與禮儀）。 

四月十四日 進修部部務會議。 

四月十五日 復活主日。 

四月十六日—廿一日 期中考試。 

四月十八日 校教評會受理教師著作升等複審截止日。 

 總務主管會議。 

四月十九日 第七次參議會議。 

 課程委員會議（下午）。 

四月廿三日 受理本學期新聘教師（依聘期起資者）學位

送審截止日。 

四月廿三日—廿五日 申請轉系。 

四月廿三日—廿七日 應屆畢業生申請保留雙主修、輔系、教育學

程資格。 

四月廿五日 餐廳輔導協調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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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廿六日 學生事務會議（上午）。 

第四次校教評會（教師著作升等、獎勵及延

長服務）（下午）。 

四月卅日—五月四日 就業輔導週。 

 僑生週。 

五月一日—卅一日 五月選舉月。 

五月二日 畢業生祝福茶會。 

五月三日 教務會議。 

五月七日—十一日 申請教育學程。 

 健康週系列活動。 

五月九日 學生獎懲委員會（期中）。 

五月十日 第八次行政會議。 

 轉系審查委員會議（下午）。 

 進修部第二次班代表聯席會議。 

五月十一日 公布轉系學生核定名單。 

五月十四日—十六日 申請雙主修。 

五月十四日—廿三日 學生自治組織暨社團評鑑與觀摩。 

五月十六日 總務主管會議。 

五月十七日 第八次參議會議。 

校務發展委員會（審查校務會議提案）（下

午）。 

五月十九日 進修部週會（二、三年級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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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間部應屆畢業生申請休學截止日。 

五月廿三日 公布雙主修學生核定名單。 

 進修部新任班代表聯席會議。 

五月廿三日—廿五日 申請輔系。 

五月廿四日 第五次校教評會（新聘、改聘）（上午）。 

五月廿八日—六月二日 學士班應屆畢業生學期考試。 

五月卅日 日間部學生自治組織暨社團指導老師與負

責人座談會。 

六月二日 新任各級會議學生代表研習會。 

 日間部非應屆畢業生申請休學截止日。 

六月三日 聖神降臨節。 

六月六日 公布輔系學生核定名單。 

 日間部新任班代表研習會。 

 教育學程結業典禮。 

六月七日 校務會議。 

 教育學程畢（結）業生成績繳交截止日。 

 進修部導師工作檢討會。 

六月七日—八日 日間部學士班應屆畢業生學期考試請假學

生補考。 

六月八日 日間部畢業班學期學業成績繳交截止日。 

六月九日 應屆畢業生畢業典禮。 

六月十一日 開放日間部應屆畢業生學期學業成績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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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學生 Stmail 網路查詢。 

六月十一日—十六日 學期考試。 

六月十三日 飲水機工作座談會。 

 新舊任院系導師代表傳承座談會。 

 總務主管會議（下午）。 

六月十四日 第九次行政會議。 

六月十八日 暑假開始。 

六月十八日—廿日 學生領袖研習營。 

六月廿一日 第九次參議會議。 

六月廿五日 端午節放假一天。 

六月卅日 日間部學生學期學業成績繳交截止日。 

七月二日 日間部開放學期學業成績語音暨學生 Stmail
網路查詢。 

七月五日 第十次行政會議。 

七月十日 學生獎懲委員會（期末）。 

七月十二日 第十次參議會議。 

 日間部寄發學生學期學業成績通知單。 

七月十九日 受理預聘教師（系、科教評會通過，90 年 8
月起資者）學歷查證截止日。 

七月卅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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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