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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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仁大學九十學年度大事紀要》按時間順序、採條

列方式，列舉本校各處、室、院、所、系在本年度內各項重

大活動，資料由各單位提供，本室依「大事紀要編訂內容擷

取辦法」加以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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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董事會 
 

九十年  

八月十日 董事長單國璽樞機主教指派黃俊傑執行秘

書參加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文教協會第二屆

第七次理監事會議。 

八月十二日 董事長單國璽樞機主教親自接待總統陳水

扁先生蒞臨本校為「第二屆亞洲青年日」開

幕致詞。 

十月二日 董事會改組小組第六次會議。 

十月五日 董事長單國璽樞機主教參加「中華民國私立

學校文教協會蒞德明技術學院參訪並研議

私校法議程」。 

十月五日 董事會校務整合小組第十七次會議。 

十月十二日 董事會第十四屆（89）學年度決算審查小組

會議。 

十月十八日 董事會三創辦單位使命與角色第一次會議。 

十月廿二日 董事會第十四屆第七次會議。 

十二月七日 董事長單國璽樞機主教及董事狄剛總主教

為「于斌誕生百年紀念郵票」發行揭幕，並

為「永不止息的愛－基督宗教郵展」開幕剪

綵。 

十二月七日 董事長單國璽樞機主教與校長李寧遠教授

主持於聖美善真廣場舉行薪火薪傳及校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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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點燈禮燈飾。 

十二月十三日 董事會校務整合小組第十八次會議。 

十二月十七日 董事會第十四屆第一次學術專責小組會議。 

十二月廿一日 董事長單國璽樞機主教指派校長代表出席

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文教協會第二屆第八次

理監事會議。 

九十一年  

二月十九日 董事會校務整合小組第十九次會議（一）。 

三月五日 董事會校務整合小組第十九次會議（二）。 

三月九日 董事會第十四屆第八次會議決議修正通過

董事會組織章程，董事由十五名增加為二十

一名。 

三月十四日 董事長單國璽樞機主教指派黃俊傑執行秘

書參加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文教協會第二屆

第九次理監事會議。 

三月廿二日 董事長單國璽樞機主教指派黃俊傑執行秘

書出席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文教協會第二屆

第三次會員大會。 

四月十五日 董事會第十四屆第一次財務專責小組會議。 

四月廿五日 董事會第十四屆第九次會議決議修正通過

本校捐助章程，董事由十五名增加為二十一

名。 

四月廿六日 董事會第十四屆第一次行政管理專責小組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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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一日 董事會校務整合小組第二十次會議。 

五月十三日 董事會學術使命基金專案小組第一次會議。 

五月十七日 董事會學術使命基金專案小組第二次會議。 

五月十六日 董事會第十四屆第二次行政管理專責小組

會議。 

五月廿四日 董事會第十四屆第十次會議選舉下（第十五

）屆董事二十一名。 

六月十日 董事會九十一學年度預算審查小組會議暨

董事會第十四屆第二次財務專責小組會議。 

六月十八日 董事會校務整合小組第二十一次會議。 

六月廿六日 董事長單國璽樞機主教指派黃俊傑執行秘

書出席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文教協會第二屆

第十次理監事會議。 

七月一日 董事會第十四屆第三次財務專責小組會議。 

七月二日 董事會第十四屆第二次行政管理專責小組

會議。 

七月八日 董事會第十四屆第十一次會議修正通過本

校組織規程，董事由十五名增加為二十一名

。 

七月廿三日 董事長單國璽樞機主教獲選為中華民國私

立學校第二屆十大傑出教育事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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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 

九月十三日 主持第一次行政會議。 

九月十五日 出席新生輔導教育講習。 

九月廿日 主持參議會議。 

九月廿四日 國民黨中央青年部等一行八人拜訪校長。 

九月廿五日 康寧護校丁幼泉董事長等一行三人拜訪校

長並參觀本校攝影棚。 

九月廿六日 出席校園規劃小組會議。 

十月三日 出席總務會議。 

十月四日 主持第二次行政會議。 

十月九日 荷蘭台夫科技大學 J.F. van Langeveld拜訪校

長並討論合作事宜。 

十月十一日 主持參議會議。 

十月十七日 出席全校導師會議。 

十月十八日 出席「九十一學年度招生委員會成立大會」

。 

十月十九日 美國聖母大學 Erasmus 研究中心主任 Dr. 
JAMES TURNER 拜訪校長。 

十月廿二日 出席頒授諾貝爾醫學獎得主 Professor Dr. 
John Vane 暨紐約醫學院藥理學系系主任

Professor Dr. John McGiff 榮譽理學博士學位

記者會。 

十月廿五日 出席教務會議；加拿大溫沙大學商學院院長

【6】校長室  

Dr. Roger Hussey 伉儷拜訪校長洽談兩校合

作事宜。 

十一月一日 出席學生事務會議。 

十一月八日 主持第三次行政會議。 

十一月十五日 主持參議會議。 

十一月廿一日 瓜地馬拉藍狄華大學校長 Lic. Gonzalo de 
Villa y Vasquez 拜會校長並簽訂姊妹校合約

。 

十一月廿二日 主持校務發展委員會。 

十一月廿七日 巴拿馬共和國教育部長 Doris Rosas de Mata
等一行五人拜訪校長。 

十一月廿九日 陜西文化經濟交流協會理事暨湖南省統計

系學會會長等一行十三人拜訪校長。 

十二月五日 出席校慶記者會。 

十二月六日 主持第四次行政會議。 

十二月八日 主持校慶感恩慶祝大會。 

十二月十二日 中華電信董事長毛治國等一行十五人拜訪

校長。 

十二月十三日 主持參議會議；中國食品科學技術團等一行

十人拜訪校長。 

十二月十九日 上海體育學院俞繼美等一行八人拜訪校長。 

九十一年  

一月十七日 主持行政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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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廿一日 教廷「社會傳播委員會」主席 Archbishop 
John Foley 蒞校演講並拜會校長。 

一月卅一日 主持參議會議。 

二月八日 出席九十一學年度新增研究所說明記者會。 

二月廿二日－廿六日 訪問香港胡樞機主教振中、東莞台商與校友

、中山大學珠海校區及澳門林主教家駿、高

等校際學院、澳門大學。 

二月廿六日 出席法國巴黎第八大學民俗音樂學者

Prof.Lortat-Jacob 演講致詞。 

二月廿七日 施明德主席及簡鍚堦立委拜訪校長；出席二

二八紀念彌撒。 

三月五日 福建省統計學會徐一帆副會長等一行五人

拜訪校長。 

三月六日 大陸之中華青少年歷史文化交流團等一行

七十五人拜訪校長。 

三月六日 蔡家福立委拜訪校長。 

三月七日 主持行政會議。 

三月十一日 洪健昭大使拜訪校長。 

三月十一日 新華社記者王燕萍拜訪校長。 

三月十三日 大陸清華大學建築學院秦佑國院長等一行

二人拜訪校長並討論大學發展問題。 

三月十四日 主持參議會議；美國知識系統學院校長張系

國教授拜訪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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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五日 中華民國駐教廷大使戴瑞明大使拜訪校長。 

三月十八日 梅光學院大學副校長北川透拜訪校長。 

三月廿日 出席總務會議。 

三月廿五日 義大利 Siena 大學校長 Pietro Trifone 拜訪校

長。 

三月廿五日 佐賀大學前校長佐古宣道博士等一行三人

拜訪校長。 

三月廿五日 美國匹茲堡州立大學校長 Tom W. Bryant 拜
訪校長。 

三月廿六日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谷家恆校長拜訪校

長。 

三月廿七日 出席校園規劃小組會議；藝術家朱銘拜訪校

長並演講。 

三月廿八日 Richard J. Wood, President of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拜訪校

長。 

四月五日－十日 參加澳洲布理斯本僑界領袖餐敘、出席第一

屆中澳高等教育研討會。 

四月十一日 主持行政會議。 

四月十二日 香港荃葵青區十大傑出學生台灣教育考察

團領隊訪問本校，許為天校長等一行四人拜

訪校長。 

四月十七日 教育部體育訪視委員簡茂發委員等一行七

人訪視並拜訪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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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八日 主持參議會議；教育部曾德錦督學等一行四

人視導並拜訪校長。 

四月廿二日 國立體育學院周宏室教務長拜訪校長。 

四月廿三日 駐台北韓國代表部代表孫薰及韓國大學韓

弘淳教授拜訪校長，韓弘淳教授並受頒名譽

博士學位。 

四月廿五日 出席學生事務會議。 

四月廿九日 王昱婷立委拜訪校長。 

五月二日 主持校務發展委員會、出席教務會議。 

五月六日 台灣芳香協會鍾昌宏理事長拜訪校長。 

五月九日 主持行政會議。 

五月九日－十八日 訪問美國聖文森學院，訪問 Georgetown 
University 醫學系教授張梨君博士，出席華

盛頓地區校友餐敘，訪問美國天主教大學校

長 Right Rev. David O’Connell，與駐紐約台

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夏立言處長早餐，由紐約

文化組林文通組長陪同拜會 Fordham 
University 校長 Rev. Joseph O’Hare，出席

紐約校友餐敘，與香港僑領早餐，訪問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商學院洽談

兩校合作跨國 EMBA 合作案，訪問醫學院

副院長 Dr. Satoru Izatsu，與夏威夷大學教授

、駐夏威夷辦事處王樂生處長午餐。 

五月廿三日 中央研究院物理所姚永德教授﹝傑出校友

﹞、北京大學物研所楊應昌教授拜訪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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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廿八日 出席碩士班放榜會議。 

五月廿九日 大陸民辦大學校長賀紹禹、朱又村、陳厥祥

等一行三人拜訪校長。 

五月廿九日 北京大學經濟法與比較法研究中心劉瑞复

主任拜訪校長。 

五月廿九日 教廷新任駐華代辦格霖澤蒙席 Monsignor 
James Patrick Green 拜訪校長。 

五月卅日 英文系王徐念萱 Betty Wang（一九六九年畢

業）校友拜訪校長。 

六月四日 Elizabeth Ann Farmer, Associate Professor, 
The Flinders 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 暨
Ann Kelson, Assistant Professor,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拜訪校

長。 

六月五日 畢業校友李香蘭女士拜訪校長。 

六月五日 特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何湯雄先生等一

行二人拜訪校長。 

六月十二日 出席業務單位晨報。 

六月十三日 主持行政會議。 

六月十四日 考選部劉初枝部長拜訪校長。 

六月十九日 武漢科技大學楊杰副校長拜訪校長。 

六月廿日 主持參議會議。 

六月廿四日 吳錦雲老師拜訪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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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廿八日 出席大考中心董事會會議 

六月廿四日 美 國 聖 文 森 學 院 商 學 院 院 長 Dr.Gary 
Quinlivan 拜訪校長。 

七月四日 主持行政會議。 

七月五日 台北縣議員黃俊哲先生及校友台北縣政府

兵役局局長張基長先生拜訪校長。 

七月八日 左賀大學甲本達也教授拜訪校長。 

七月十一日 主持參議會議。 

七月十四日 出席管理學院第一屆在職專班畢業茶會。 

七月十五日 出席國慶表演籌備會。 

七月十七日 宏碁電腦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謝金生先

生等一行五人拜訪校長。 

七月十八日 出席第三次臨時校教評會。 

七月廿三日 澳門大學代表團周經桂副校長等一行五人

拜訪校長。 

七月廿三日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第三處處長林辰璋

等一行五人拜訪校長。 

七月廿三日 法國巴黎 MOD ’ ART 服裝學院院長

Mr.Patrice de Place 拜訪校長。 

七月廿三日 美國聖文森學院交換教授 Ronald Tranquilla
偕同夫人 Penelope 拜訪校長。 

七月廿四日 出席臨時校教評會。 

七月廿九日 馬來西亞蘇北旅台同學會會長劉其浚校友

【12】校長室  

拜訪校長。 

七月卅日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理事長卓俊辰先生拜訪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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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 

八月七日－九日 理外民種子志工服務體驗營假關西華光啟

智中心舉辦。 

八月十三日 董事長狄剛總主教函送專案小組蒐集之「改

革意見調查表」送請董事參閱。 

九月一日 法管發展委員會獲教育部（提昇大學基礎教

育計劃）補助專題研究計劃「服務學習導向

—人本與專業知識整合計劃」。 

九月十日－七月卅一日 聖言會所屬宿舍住宿新生說明會。（共五場

） 

九月十五日 法管發展委員會於潛水艇的天空舉辦分享

聚餐。 

九月十九日－七月卅一日 理外民種子志工培訓課程。（每週五） 

九月廿一日─九月廿三日 法管發展委員會於陽明教養院舉辦九○級

種籽人才培訓營。 

九月廿二日－廿三日 聖言會所屬宿舍幹部培訓共融營假德來活

動中心舉辦。 

九月廿五日 法管發展委員會於 SS-132 舉辦服務種籽隊

分享聚餐。 

十月五日─九十一年一月四日 

 法管發展委員會假五股老人公寓舉辦經四

甲人生哲學體操活動及貿二乙人生哲學卡

拉 OK 體驗服務單元。（每週五） 

十月六日─十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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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管發展委員會假桃園少年輔育院舉辦資

二甲及資二乙人生哲學電腦教學體驗服務

單元。（每週六） 

十月七日─九十一年一月六日 

 法管發展委員會假聖家娜之家舉辦貿二甲

人生哲學戶外活動&肢體活動體驗服務單元

。（每週日） 

十月七日－九十一年七月卅一日  

 理外民師生同仁服務體驗：台北縣八里鄉愛

維重殘養護中心。（每月一次週六，共九次） 

十月八日 法管發展委員會假龍山啟能中心舉辦貿二

甲人生哲學戶外生活教學體驗服務單元(一)
。 

十月八日─九十一年一月七日  

法管發展委員會假育仁啟能中心舉辦會二乙

人生哲學協助產品制作體驗服務單元；假五

股老人公寓舉辦企四乙人生哲學家事服務體

驗服務單元及企四乙人生哲學人生執筆體驗

服務單元。（每週一）  

法管發展委員會假聖家娜之家舉辦經四甲及

企四丙人生哲學戶外活動&肢體活動體驗服

務單元；假裕民國小舉辦企四甲人生哲學課

後輔導體驗服務單元。 

十月十日─十二月廿六日 法管發展委員會假聖家娜之家舉辦統二甲

人生哲學戶外活動&肢體活動體驗服務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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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三） 

十月十一日─九十一年一月三日  

法管發展委員會假五股老人公寓舉辦經四

乙人生哲學戲劇活動體驗服務單元；假裕民

國小舉辦社工二人生哲學課後輔導體驗服

務單元。（每週四） 

十月十二日 文藝學院發展委員會於冠五樓會議室舉行

「于斌樞機基金學術研究暨藝術展演之獎

勵辦法九十學年度第一次審查會議」。 

 文藝學院發展委員會於冠五樓會議室舉行「

于斌樞機基金學術研究暨藝術展演之獎勵辦

法九十學年度第一次學生急難救助審查會議

」。 

十月十二日─九十一年一月十七日  

法管發展委員會假裕民國小舉辦經四乙人

生哲學課後輔導體驗服務單元。(每週五) 

十月十六日─九十一年一月八日  

法管發展委員會假五股老人公寓舉辦社工

二人生哲學美工教室體驗服務單元。（每週

二） 

十月十七日─十二月廿六日 法管發展委員會假五股老人公寓舉辦企四

甲人生哲學戲劇活動體驗服務單元。（每週

三） 

十月十九日－廿日 文藝學院發展委員會於桃園縣楊梅鎮舉辦

九十年度文藝兩院新進教職員培育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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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廿日─九十一年一月六日  

法管發展委員會假陽明教養院舉辦會計二

甲及財法二人生哲學假日活動陪伴體驗服

務單元。(每週六、日) 

十月廿五日－九十一年七月卅一日  

 理外民使命特色發展室舉辦「認識天主教系

列講座」。（每週四，共二十次） 

十月廿六日－廿七日 理外民大一班代培訓共營假新店文萃樓舉 

辦。 

十一月三日－四日 文藝學院發展委員會於台北縣坪林印象之旅

營地，舉辦九十年度文藝兩院新任班代暨學

會幹部培育研習營。 

十一月五日 法管發展委員會假龍山啟能中心舉辦貿二

甲人生哲學戶外生活教學體驗服務單元(二)
。 

十一月九日 文藝學院發展委員會於冠五樓會議室舉行「

于斌樞機基金學術研究暨藝術展演之獎勵辦

法九十學年度第二次學生急難救助審查會議

」。 

十一月廿三日 文藝學院發展委員會於冠五樓舉行九十學

年第一次委員會議。 

十一月卅日 中國聖職單位於冠五樓會議室召開第二十

一次行政會議。 

十一月卅日─十二月二日 法管發展委員會假勝利山莊舉辦 2001 年潛

水艇的天空幹部培訓營。 



副校長室 【17】 

十二月十日 法管發展委員會假龍山啟能中心舉辦貿二

甲人生哲學戶外生活教學體驗服務單元(三)
。 

十二月十七日 法管發展委員會假濟時樓十樓舉辦學生午

餐分享聚餐（一）。 

十二月十八日 法管發展委員會假濟時樓十樓舉辦學生午

餐分享聚餐（二）。 

十二月十九日 文藝學院發展委員會於淨心堂舉行「2001 年

文藝兩院教職員工聖誕歡慶晚會」。 

十二月廿日 法管發展委員會假潛水艇的天空舉辦潛管

會交接。 

十二月廿一日 九十學年度第一學期文、藝兩院服務課程推

廣座談會。 

 法管發展委員會假濟時樓十樓舉辦學生午餐

分享聚餐（三）。 

 理外民同仁慶祝聖誕共融活動假「聖言之愛

跨世紀」。 

十二月廿四日 法管發展委員會假濟時樓十樓舉辦學生午

餐分享聚餐（四）。 

九十一年 

一月六日 理外民使命特色發展室舉辦師生同仁假台

北縣八里鄉愛維重殘養護中心服務體驗。 

一月七日 法管發展委員會假龍山啟能中心舉辦貿二

甲人生哲學戶外生活教學體驗服務單元(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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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廿二日 文藝學院發展委員會於冠五樓會議室舉行

九十學年度第二次委員會議。 

二月一日 中國聖職單位聘請黃東昇神父擔任文藝學

院使命與特色發展委員會主任。 

二月四日 文藝學院發展委員會於冠五樓會議室舉行

「于斌樞機基金學術研究暨藝術展演之獎

勵辦法九十學年度第二次審查會議」。 

二月五日－六日 文藝學院發展委員會率中國聖職單位暨兩

院教職員代表赴花蓮教區主教座堂參與主

教榮升感恩彌撒及拜訪曾任教本校之神長

們。 

二月六日 理外民總務分處同仁期末感恩共融活動（尾

牙）。 

二月十八日─廿二日 法管發展委員會假輔大及清泉山莊舉辦

2002 法管學生代表共融營。 

二月廿二日－六月 法管發展委員會每週一假龍山啟能中心舉

辦經四甲人生哲學戶外生活教育學習體驗

服務單元；每週三假育仁啟能中心舉辦經四

甲人生哲學生活教育課&體能課體驗服務單

元。 

二月廿三日－廿四日 理外民種子志工寒假共融營假太平山舉辦。 

二月廿五日－六月廿四日 法管發展委員會假輔仁大學舉辦會二甲人

生哲學校園資源回收筒認養體驗服務單元。 

三月一日 文藝學院發展委員會於冠五樓會議室舉行

九十學年度第三次委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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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八日─六月十日 法管發展委員會假裕民國小舉辦企四甲、乙

及丙人生哲學國小一、二年級低收入戶家庭

學生課後輔導體驗服務單元。(每週一、四、

五) 

三月十九日－四月十八日 法管發展委員會假育仁啟能中心舉辦資三

甲人生哲學休閒活動陪伴體驗服務單元。(
每週二、三、四) 

三月廿二日 中國聖職單位於冠五樓會議室召開第二十

二次行政會議。 

三月廿三日─五月廿五日 法管發展委員會每週六假桃園少年輔育院

舉辦統二甲及乙人生哲學電腦教學體驗服

務單元；每週三假育仁啟能中心舉辦貿二乙

人生哲學體驗服務單元；每週一－五假聖安

娜之家舉辦貿二乙人生哲學體驗服務單元。 

三月廿三日─六月九日 法管發展委員會假陽明教養院舉辦經四乙

、財法二及會二乙人生哲學假日活動陪伴體

驗服務單元。(每週六、日) 

三月廿五日－廿九日 文藝學院發展委員會舉辦慶祝復活節系列

活動。 

三月廿五日－四月廿九日 法管發展委員會假龍山啟能中心舉辦貿二

甲人生哲學戶外生活教育學習體驗服務單

元。（每週一） 

四月十日 法管發展委員會假長庚醫院兒童分院舉辦

貿二甲人生哲學體驗服務單元（一）。 

四月十六日 文藝學院發展委員會於文開樓六樓 608 室，

舉行文藝兩院教職員工靜心頌禱活動。（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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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二） 

四月十七日 法管發展委員會假五股老人公寓舉辦應美

二人生哲學「人物素描」體驗服務單元。 

四月廿四日 使命與特色座談會「求真之道」；理外民同

仁慶祝復活節共融活動「隨行‧隨喜」。 

 法管發展委員會假五股老人公寓舉辦音樂

二人生哲學「來場音樂嚮宴」體驗服務單元

。 

 文藝學院發展委員會於淨心堂舉行慶祝領

洗之祝福分享餐會。 

四月廿五日 文藝學院發展委員會於淨心堂舉行中文系

系主任王金凌教授尊翁王細針老先生之追

思祈禱會。 

四月廿六日 法管發展委員會與台北縣社會局假台北縣

社政活動中心舉辦「非營利社會福利機構研

習會（一）」。 

 文藝學院發展委員會於冠五樓會議室舉行

「于斌樞機基金學術研究暨藝術展演之獎

勵辦法九十學年度第三次審查會議」。 

五月九日 法管發展委員會於法園舉辦服務種籽迎新

活動。 

五月十日 理外民慶祝母親節感恩共融禮。 

五月十四日 文藝學院發展委員會於冠五樓會議室舉行

「于斌樞機基金學術研究暨藝術展演之獎

勵辦法九十學年度第四次審查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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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五日 法管發展委員會假長庚醫院兒童分院舉辦

貿二甲人生哲學體驗服務單元（二）。 

五月十七日 文藝學院發展委員會於藝術學院會議室舉

行九十年度第一次文藝兩院專任教師分享

座談會。 

五月十八日 理外民師生同仁服務體驗假台北縣八里鄉

愛維重殘養護中心舉辦。 

五月十九日 文藝學院發展委員會於文學院會議室舉行

九十年度第二次文藝兩院專任教師分享座

談會。 

五月廿日－廿五日 理外民學生領袖共融營工作人員營前培訓

假香山活動中心舉辦。 

五月廿二日 法管發展委員會於法園 126 室舉辦人生哲學

－「服務-學習」課程推動工作坊。 

五月廿八日 法管發展委員會於濟時樓十樓舉辦新舊會

長午餐分享。 

五月廿九日 文藝學院發展委員會於文學院會議室舉行

九十年度第三次文藝兩院專任教師分享座

談會。 

 使命副校長詹德隆教授、法管發展委員會嚴

任吉主任及企管系楊百川老師於青輔會辦

公大樓說明「輔仁大學推動服務學習課程之

理念與現況」。 

五月卅日 中國聖職單位於冠五樓會議室召開第二十

三次行政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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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卅一日 法管發展委員會與台北縣社會局假台北縣

社政活動中心舉辦「非營利社會福利機構研

習會（二）」。 

 文藝學院發展委員於冠五樓會議室舉行九

十學年度第四次委員會議。 

六月五日 法管發展委員會假長庚醫院兒童分院舉辦

貿二甲人生哲學體驗服務單元（三）。 

 文藝學院發展委員會於文學院會議室舉行

九十年度第四次文藝兩院專任教師分享座

談會。 

六月七日 文藝學院發展委員會於文學院會議室舉行

九十年度第五次文藝兩院專任教師分享座

談會。 

六月十一日            法管期末茶會暨熱心公益獎頒獎；法管發展

委員會與資管系於羅耀拉會議室舉辦「輔仁

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服務學習方案—天主教

光仁社會福利基金會資管專題系統捐贈儀

式」。 

六月十二日 文藝學院發展委員會於文學院會議室舉行

九十年度第六次文藝兩院專任教師分享座

談會。 

六月十四日 文藝學院發展委員會於藝術學院會議室舉

行九十年度第七次文藝兩院專任教師分享

座談會；於冠五樓會議室舉行「于斌樞機基

金學術研究暨藝術展演之獎勵辦法九十學

年度第五次審查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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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九日 文藝學院發展委員會於文學院會議室舉行

九十年度第一次文藝兩院專任職員工分享

座談會。 

六月廿日 文藝學院發展委員會於藝術學院會議室舉

行九十年度第二次文藝兩院專任職員工分

享座談會。 

六月廿四日 法管發展委員會於濟時樓會議室舉辦「大學

院校推動服務－學習之回顧與探討研討會」

。 

六月廿六日 法管發展委員會於法園舉辦服務種籽隊種

籽培訓營。 

六月廿七日－廿九日 理外民學生領袖培訓共融營「超越自己、服

務他人」假香山活動中心舉辦。 

六月廿八日 法管發展委員會與台北縣社會局假台北縣

社政活動中心舉辦「非營利社會福利機構研

習會（三）」。 

六月廿八日－卅日 文藝學院發展委員會於桃園縣大阪根森林

營區舉辦九十年度文藝兩院新任學會會長

及幹部培育研習營。 

 法管發展委員會於新竹聖經書院舉辦法管

十一系系學會幹部訓練─「2002 傳承共融法

管營」。 

七月二日－五日 法管發展委員會「服務-學習專案計劃」假苗

栗縣僑成國小舉辦「小樹成長營之哈利波特

資訊夏令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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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五日 理外民同仁自強活動（一）假苗栗大衛營、

木雕博物館舉辦。 

七月五日－七日 文藝學院發展委員會於台東知本舉行文藝

兩院主任主管學術發展共識會議暨共融活

動。 

七月八日－八月卅一日 輔大同仁子女安親班，輔幼中心協辦。 

七月十二日－十三日 文藝學院發展委員會於花蓮新光兆豐農場

舉行九十學年度文藝兩院教職員工自強活

動。 

七月十九日 理外民同仁自強活動（二）假朱銘美術館舉

辦。 

七月十九日－廿日 法管發展委員會假渴望村學習中心舉辦「服

務學習種子教師教育共融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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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 

八月 本校與日本國立佐賀大學（Saga University, 
Japan）及香港浸會大學（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締結姐妹校。 

八月 校史室庫房木作工程施工完成；吳瑞珠主任

於《輔人》第二十期發表〈摸索與淬煉～《

于斌樞機傳》編撰經過〉；配合學務處製作

中央公佈欄，主題：「輔仁大學」。  

八月－九月 校史室邀請應美系林耀堂老師參加野聲藝

廊「遇見詩人－99’個展」。（始於九十年六

月） 

八月一日 教務處招生企劃與推動中心成立。 

八月三日 教育部以台（90）電字第 90108446 號函核

准補助本校「九十學年度非同步遠距教學計

畫」經費一百六十九萬元整。 

八月五日 校史室吳瑞珠主任於《教友生活周刊》發表

〈摸索與淬煉～《于斌樞機傳》編撰經過〉

。 

八月五日－十月卅一日 學生事務處承辦行政院體育委員會「九十年

度國民體能檢測專案」。 

八月八日 馬來西亞跆拳道國家代表隊和香港智道館

代表隊至本校中美堂與本校男、女代表隊進

行訓練比賽。 

八月十日  推廣部樂麗琪主任接受新莊市永佳樂有線

電視股份有限公司訪問本部辦理九十年度

【28】行政單位  
 

「行政院科技人才培訓及運用方案」資訊軟

體人才培訓計劃－程式設計班及網路工程

師班、電子商務培訓班。 

八月十一日－十七日   資訊中心支援承辦「第二屆亞洲青年日」網

路節點佈置及電腦設備，並且協商法管電算

中心開放公用機房，提供參加活動之學員上

網空間。 

八月十四日－十六日 出版社舉辦亞洲青年日特賣會。 

八月十五日 會計師進行查核本校八十九學年度財務報

表。 

 推廣部校本部辦理九十年度「行政院科技人

才培訓及運用方案」資訊軟體人才培訓計劃

－程式設計班及網路工程師班、電子商務培

訓班始業典禮。 

八月十五日－九十一年七月卅一日  

 校史室同意借展中國天主教文物館館藏掐

絲琺瑯聖爵、聖盤及銅質邊酒、水瓶於世界

宗教博物館主題館展出。（至九十一年十二

月卅一日） 

八月十六日 學生輔導中心鄭光育先生奉派赴劍潭活動

中心參加行政院青輔會大專院校就業服務

及生涯資源中心北三組第一次聯繫會報。 

八月十七日－廿五日 本校跆拳道代表隊參加「2001 香港跆拳道公

開賽」榮獲成人組團體冠軍。   

八月廿日 本校跆拳道赴廣州與大陸公安跆拳道隊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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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比賽。 

八月廿日－廿五日 教育學程中心於文開樓七樓教室舉辦「九十

年度教師在職進修研習活動」，主題包括「

九年一貫課程的基本認識」與「教學創意思

考工作坊」。 

八月廿二日 本校跆拳道與廣東省代表隊及大陸解放軍

代表隊進行訓練比賽。 

八月廿八日 北區大專院校資源中心北三組於輔仁大學

開會。 

 推廣部舉辦九十學年度第一次推廣教育課

程審查小組會議。 

八月廿八日－卅日 學生事務處承接之大專跆拳道委員會舉辦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跆拳道委員

會Ｃ級裁判講習」，計有學員五十人。 

八月廿九日 推廣部樂麗琪主任應邀參加 Phone Pass 英
語口語檢定測驗發表會。 

九月 資訊中心協助教務處完成「自動化（投幣式

）成績單申請系統」軟體介面建置。 

 學務處生輔組編印新版《學生手冊－悠遊輔

大》。 

 耕莘耶穌聖心會院朱勵德神父捐贈「中華四

位耶穌會殉道聖人油彩畫」乙幅予中國天主

教文物館。 

 本校與大陸華南理工大學（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締結姐妹校。 

【30】行政單位  
 

九月三日 學生輔導中心甯國興老師赴交通大學參加

四區規劃委員會議會議。 

九月三日－十日 教務處辦理大學部及研究生新舊生電腦網

路選課。 

九月四日 教務處召開「網路與遠距教學委員會第七次

會議」。 

 推廣部派員龍思樺參加泰山鄉鄉民大學九

十年度第二期課程博覽會推展會議；接受行

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委託辦理九十

年度在職勞工訓練－觀光旅遊實務班開課

日。 

九月五日 陳猷龍教務長代表校長接待大陸福州大學

饒副校長訪問團一行十人。 

 頒授巴拉剛總主教（ Archbishop Javier 
Lozano Barrgán）名譽神學博士學位。 

 福州大學副校長饒平凡教授一行人來訪探

討雙方互派訪問學者以及合作發展科學研

究的可能性。 

九月六日 人事室於野聲樓谷欣廳舉辦新進職工歡迎

暨業務研習會。 

 大陸民辦大學周星增董事長一行 18 人蒞中

國天主教文物館暨校史館參觀。 

九月六日－八日 學生事務處舉辦學生事務處各組室主管同

仁業務發展研習會。 

九月七日 香港校友會於尖沙咀百樂酒店舉行迎新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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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新舊會長交接儀式。 

 推廣部接受經濟部商業司與元大企管顧問

公司委託共同辦理「全國傳統市場暨攤販集

中區專業經營管理人才培訓課程」結業典禮

。 

九月七日－九日 天主教史料研究中心與比利時魯汶大學南

懷仁文化協會合辦「中國教理講授史」國際

學術研討會。 

九月七日－十二日 陳猷龍教務長陪同校長赴北京、廣州、香港

等地大學參訪。 

九月八日－九日 西式划船隊參加於冬山河舉辦之「2001 年宜

蘭國際名校划船邀請賽」，榮獲男子組八人

單槳第五名，平本校於八十八年所創國內隊

伍最佳成績。 

九月八日－十一月十四日 教育學程中心陸續舉辦四場次九年一貫課

程系列研習活動，協助各縣市中等學校教師

提升教師專業知能。 

九月九日 推廣部參加泰山鄉鄉民大學九十年度第二

期課程博覽會。 

 北京校友會於輔仁大學原址舉行年度大會。 

九月十二日 日本目白大學至本校參訪進行招生計畫。 

九月十二日－十三日 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於利瑪竇大樓舉辦

日間部新生、轉學生、復學生、二年制新生

健檢活動。 

九月十三日 第一次行政會議。 

【32】行政單位  
 

 教育部以台(90)電字第 90125035 號函，同意

本校連接台灣學術網路台北區域網路中心

（教育部）原八條T1電路提昇為乙路STM-1
電路。 

 人事室於野聲樓第一會議室舉行第一次教

師評審委員會。 

九月十四日 人事室於野聲樓第三會議室舉行第一次教

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教務處於景觀學系會議室召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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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務期末檢討會議，並將九十

一學年度試務移交台灣體育學院辦理。 

 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於利瑪竇大樓舉辦

博碩士班新生、餐廳供膳人員及實驗室教職

員工健檢活動，於衛生保健組假利瑪竇大樓

舉辦進修部新生、轉學生健檢活動。 

九月十五日 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支援新生輔導教育

；生輔組於中美堂及各院系舉辦新生開學典

禮暨輔導教育活動。 

 校史室應邀於新生訓練開學典禮中介紹校

史。 

 宗輔中心於中美堂對大一新生舉行新生輔

導教育「祈福禮」。 

九月十六日 理圖圖書安全系統與門禁系統正式起用。 

九月十六日－廿一日 資訊中心協助教務處進行學士班新生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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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課程網路選課。 

九月十七日 推廣部九十學年度第一學期學分班系列課

程開課日。 

九月十七日－十九日 納莉颱風停班停課三天。 

九月十七日－十月卅一日 出版社舉辦開學特賣。 

九月十七日－九十一年六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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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期廿五場，下學期五

場。 

九月十九日 研究發展處召開教育部獎補助款分配協調

會（一）。 

 宗輔中心於淨心堂舉行「911 及納莉風災祈

禱會」。 

九月廿日 第一次參議會。 

 學生輔導中心鄭穆熙主任召開學輔叢書《愛

情、生活、信仰》發放說明會。 

九月廿一日 推廣部部務會議；第九十七期進修課程開課

日；接受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辦理

九十年度在職勞工訓練－電子商務應用班

、電腦輔助設計軟體 Auto CAD 進階班開課

日；辦理泰山鄉民大學九十年度第二期花店

經營管理實務班開課日。 

九月廿二日－廿八日 學生事務處於新店天下一家共融廣場舉辦

僑聯會暨各同學會幹部研習營。 

【34】行政單位  
 

九月廿四日 國民黨中央青年部蒞校參訪及座談。 

九月廿四日－廿八日 學生事務處課外組於校園舉辦社團迎新博

覽會。 

九月廿四日－十一月廿三日 校史室邀請益新黑白藝術攝影聯誼會李松

茂會長參加野聲藝廊「期初特展」。 

九月廿五日 康寧護校邱碧如校長蒞校參觀。。 

 研究發展處發展召開教育部獎補助款分配

協調會（二）。 

 「輔仁大學基金會」 (Fu Jen University 
Foundation) 在美國正式設立並獲得美國聯

邦政府核准適用 IRS, 501 (a) (3)免稅條款。 

 推廣部接受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公務人力發

展中心委託辦理九十學年度第一學期公教

人員外國語文進修班始業日；接受行政院公

務人力發展中心委託九十年下半年（九十學

年度第一學期）公務人員專業課程學分選修

班開課及推廣部接受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

業訓練局九十年度在職勞工訓練－觀光旅

遊實務班開課日。 

九月廿五日－廿七日 跆拳道代表隊至彰化參加「世界跆拳道錦標

賽暨 2002 亞運培訓選手選拔」，吳燕妮、唐

沅汶入選亞運培訓選手。 

九月廿六日 公關室召開九十學年度傑出校友遴選會議。 

 學生輔導中心甯國興老師赴銘傳大學參加

九十年度北區大學院校輔導主任工作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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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學生事務處課外組於利瑪竇國際會議廳舉

辦社團迎新晚會。 

九月廿六日－十月二日 資訊中心支援教務處辦理加退選作業。 

九月廿七日 九月份臨時參議會。 

 台北縣政府社會局委託推廣部辦理九十年

度第二期兒童福利丙類保育人員暨第二期

戊類主管人員研習班始業典禮。 

九月廿七日－廿八日 學生事務處中秋節聯誼。 

九月廿八日 宗輔中心於淨心堂舉行教友教職員開學彌

撒。 

九月廿九日 學生事務處新僑生輔導講習會於焯炤館一

樓演講廳舉辦。 

九月廿九日－卅日 學生事務處僑聯會迎新生活營於桃園勞工

育樂中心舉辦。 

十月 本校與大陸中山大學（Zhongshan University
）締結姐妹校。 

十月二日 圖書館與飛資得公司合辦中部以北 OCLC
客戶研討會。 

十月三日 中國國際關係研究所問題研究員郭震遠教

授拜會校長，並親手致贈北京校友會王光美

會長賀本校在台復校四十週年校慶之墨寶。 

 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於焯炤館舉辦「健康

DIY」專題演講（一）－文、醫、藝學院。 

【36】行政單位  
 

 身心障礙同學迎新參觀社圖。 

十月三日－六日 田徑隊赴台東參加「全國田徑分齡賽」，體

育系黃甫榮同學榮獲公開組男子撐竿跳高

第二名。 

十月四日 第二次行政會議。 

 資訊中心協助教務處自動化（投幣式）成績

單系統正式啟用。 

 教務處「自動化投幣服務系統」揭幕儀式。 

十月五日 招生中心派員出席國立台北科技大學主辦

之「二○○一年教育改革之檢討與改進會議

－暢通升學管道」。 

十月六日 教育發展資金室假台北富都飯店召開「輔仁

大學教育發展資金委員會第十次會議」。 

十月六日－十二月卅日      學生輔導中心上學期共六個成長團體及工

作坊陸續開課。 

十月七日 人事室於野聲樓第三會議室舉行第二次教

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十月八日 學生事務處課外組於野聲樓第一會議室舉

辦新任導師座談會。 

 研究發展處召開教育部獎補助款分配協調

會（三）。 

十月八日－十二月卅日      學生輔導中心上學期共七個主題式諮商討

論會陸續開課。 

十月九日  學生事務處課外組於谷欣廳舉辦第一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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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自治組織指導老師與負責人座談會。 

 荷蘭台夫特科技大學 Co-ordinator J.F.van 
Langeveld,BSc,MMC 蒞校商討未來教育合

作可能性。 

 公關室公布傑出校友當選名單為潘芷秋、張

啟光、夏立言、李德章、瓦歷斯貝林、曹國

雄及黃宏進等共七位。 

 推廣部與忠欣公司簽約成為 TOEIC 特定客

戶。 

十月十一日 第二次參議會。 

 學生事務處舉辦本學年教職員工「運動休閒

系列活動」，共開辦太極拳、高爾夫球、網

球、保齡球、桌球、舞蹈、游泳等七項；課

外組於谷欣廳舉辦第一學期社團指導老師

與負責人座談會。 

十月十二日 台北縣醒吾中學學生蒞校參觀訪問。 

十月十五日 國立台灣體育學院教務長蘇文仁率員來訪

，聽取教務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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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簡報。 

 學生輔導中心假野聲樓 301 會議室舉辦「兩

性平等教育委員會」九十學年度第一次會議

。 

十月十五日－十九日 出版社舉辦開學書展。 

十月十五日－廿日 圖書館舉辦第二屆書展。 

【38】行政單位  
 

 學生輔導中心「人際關係與自我探索輔導週

」。 

十月十六日 學務處軍訓室於焯炤館 B1 會議室舉行五十

二期義務役預備軍（士）官考選說明會。 

 招生中心楊南屏主任至台南崑山科技大學

參與二技甄試入學招生委員會。 

十月十六日－廿四日 本校各運動代表隊選手代表各縣市參加「九

十年全國運動會」，榮獲團體項目：女子壘

球（台北縣、台南縣）第一、三名，棒球（

高雄縣、台北縣）第一、二名，足球（高雄

縣、台南縣、台北縣）第一、三、四名，橄

欖球（高雄縣、台南市）第一、二名，男子

籃球（台北縣）第二名，女子籃球（高雄縣

）第四名。個人項目：划船個人賽八面金牌

、跆拳道二銀一銅。 

十月十七日 學生事務處課外組於利瑪竇國際會議廳舉

辦全校導師會議，衛生保健組舉辦健康檢查

異常追蹤輔導會議。（合併於全校導師會議

辦理）活動。 

 學生輔導中心輔導週系列活動（一）邀請建

國中學陳美儒老師於淨心堂一樓大廳舉辦

講演「二十一世紀人際溝通術」。 

十月十八日 學生輔導中心輔導週系列活動（二）邀請李

幸珠老師於淨心堂一樓大廳舉辦人格測驗

施測與解釋。 

 召開九十一學年度招生第一次委員會議；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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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企畫與推動中心更名為招生中心。 

十月十八日－廿四日 龍舟隊參加「第三屆中國國際舞、龍舟、龍

型風箏邀請賽」，榮獲國際龍舟組 500 米直

道競速第二名、300 米直道競速第三名。 

十月十九日 美國聖母大學 Erasmus 研究中心主任 James 
C.Turner 蒞校參觀訪問並觀摩學習以為效法

。 

 荷 蘭 商 業 學 院 亞 洲 商 業 學 系 系 主 任

Mr.Clemens MB Berendsen 蒞校參觀訪問並

洽談合作事宜。 

 台北縣金山高中學生蒞校參觀。 

 學生輔導中心輔導週系列活動（三）邀請張

坤池老師於淨心堂心靈的家舉辦教職員座

談會「如何營造七喜婚姻關係」。 

十月廿日 日文系「2001’日本語教育實習」凡上幸美

同學一行 20 人蒞中國天主教文物館暨校史

館參觀。 

十月廿日－廿一日 校史室派員參加台北縣政府文化局舉辦之

「2001 台北縣文化論壇—『迎接博物館時代

的來臨』研討會」。 

十月廿三日 頒授諾貝爾獎得主萬勞伯爵士（Sir John R. 
Vane）、馬基福教授（Prof. John C. Mcgiff）
名譽理學博士學位。 

 頒授諾貝爾醫學獎得主 Prof. Dr. John R. 
Vane ＆ Dr. John C. McGiff 榮譽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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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禮。 

 校史室吳瑞珠主任接受政治大學圖書資訊

研究所研究生訪問。  

十月廿四日 高雄市明誠中學學生蒞校參觀。 

 校史室協助於人事室舉辦之「新進教師歡迎

會」中播放校史介紹。 

 教務處於谷欣廳召開「九十學年第二學期電

腦網路開課及必修代入操作說明會」。 

 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於焯炤館舉辦「健康

DIY」專題演講（二）－民生學院，專題演

講（三）－外語學院 / 進修部；課外組於利

瑪竇國際會議廳舉辦名人演講－邀請黑幼

龍先生蒞校演講；生輔組於野聲樓第一會議

室舉辦宿舍輔導協調會。 

  研究展處主辦教育部訪視會前協調會。 

 天主教史料研究中心陳方中主任應邀參加

國史館主辦之「中華民國史專題第六屆討論

會－二十世紀台灣歷史與人物」，發表＜于

斌與臺美關係（一九五○～一九七八）＞。 

十月廿五日 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於健康中心舉辦Ｂ

型肝炎疫苗第一劑注射活動。 

 加拿大溫沙大學商學院院長 Dr.Roger 
D.Hussey 蒞校參訪座談並洽談合作事宜。 

 屏東高中學生蒞校參觀。 

 人事室於野聲樓第一會議室舉行第二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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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評審委員會。 

十月廿六日 美國語言教育機構 FLS INTERNATIONAL 
台灣代表 Brad Lint 來訪推廣部海外語文研

習活動及意見交流。 

 台北市靜修女中蒞校參觀。 

十月廿九日 校史室協助「新世紀新福傳大會」閉幕典禮

參觀中國天主教文物館導覽志工之培訓課

程（一）。 

 招生中心楊南屏主任赴師大參加九十一學

年度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僑生招生）第一

次委員會議。 

 學生事務處於谷欣廳舉辦九十學年度全體

同仁在職進修講座(一)，邀請副學務長郭雲

龍將軍講演「工作倫理」。 

十月卅日 會計室向國稅局申報本校八十九學年度決

算報告。 

十月卅日—十一月十三日 學生輔導中心舉辦教職員「情緒與自我照顧

」工作坊。 

十月卅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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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務處生輔組與就輔組於利瑪竇國際會議

廳舉辦全校日間部班代表座談會。 

 人事室於野聲樓第一會議室舉行第一次人

事評議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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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 校史室挑選藝術學院暨中華民國粉彩美術

推廣協會主辦之校景粉彩寫生「彩妝輔仁」

優勝作品以為野聲藝廊第五期展出作品。 

 本校與瓜地馬拉藍狄華大學（Universidad 
Rafael Landivar, Guatemala）、大陸北京大學

（Peking University）及西班牙莎拉曼卡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Salamanca, Spain）締結

姐妹校。 

十一月一日 社圖提供信息給輔大新聞網，內容分諮詢性

問題及知識性問題。（每星期） 

 教務處註冊組陳良瓊組長退休，由李慈麒先

生代理組長一職。 

 學生事務處舉辦第一學期「學生事務會議」

。 

十一月一日－二日 學輔中心邀請觀新基金會王天興老師於野

聲樓第一會議室舉辦北區資源中心諮商實

務工作坊「自我整合—心理綜合學派取向」

研討會。 

十一月二日 台北縣政府社會局委託推廣部辦理九十年

度第一期兒童福利乙類保育人員暨第一期

戊類主管人員研習班結業典禮。 

 台北市校友會第三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在

新光大樓十六樓舉行。 

 大陸心理學會 45 名教授蒞校參訪座談。 

十一月三日－四日 本校高瑞鍾、廖俊儒、謝鎮偉、張皋偉、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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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峰等五位教職同仁榮獲「國立台灣科技大

學第一屆全國大專院校教職員工撞球錦標

賽」冠軍，高瑞鍾老師獲個人組第三名。 

十一月三日 心理系劉兆明主任及北京師範大郭震遠教

授一行 40 人蒞中國天主教文物館暨校史館

參觀。 

十一月六日 九十學年度「新生盃籃球賽」計報名隊數男

四十三隊、女十五隊共五十八隊，成績如下

：男子組第一名體育學系甲班、第二名體育

學系乙班、第三名食品營養學系，女子組第

一名護理學系、第二名法律學系、第三名公

共衛生學系。 

十一月七日 資訊中心承辦公文電子化系統第一階段完

成：本校與教育部電子公文往來正式上線運

作。 

 德國萊茵水星報記者Mr.Hans Jurgen Kahl蒞
校參訪。 

 校史室協助「新世紀新福傳大會」閉幕典禮

參觀中國天主教文物館導覽志工之培訓課

程（二）。 

 教務處召開「九十學年度第二學期實施網路

初選及加退選相關問題會議」。 

 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於焯炤館舉辦「健康

DIY」專題演講（四）－法管理學院，生輔

組於野聲樓第一會議室舉辦餐廳（超市）督

導委員會議。 

【44】行政單位  
 

十一月八日 頒授羅德勵樞機主教（Cardinal Oscar André
s Rodríguez Maradiaga）名譽神學博士學位。 

 第三次行政會議。 

  公關室主辦傑出校友張秀亞女士追思彌撒。 

十一月九日 管科會訪視。 

十一月九日－十一日 主教團禮儀委員會及神學院禮儀中心錢鈴

珠老師主辦宗輔中心協辦「新世紀新福傳閉

幕彌撒」。 

十一月十一日 校史室開放中國天主教文物館於「新世紀新

福傳大會」閉幕典禮，由十餘名教友擔任導

覽志工，約計 300 名來賓蒞館參觀。 

十一月十二日－十三日 圖書館舉辦 URICA 自動化系統全國性教育

訓練。 

十一月十四日 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於谷欣廳舉辦愛肝

保肝專題演講活動。 

十一月十五日 召開招生委員會九十一學年度招生第二次

委員會議。 

十一月十九日 招生中心楊南屏主任至中央聯合辦公大樓

出席由教育部技職司召集之「綜合高中升學

管道暢通」相關事宜會議。 

十一月廿日 招生中心楊南屏主任赴台北科技大學參加

九十一學年度技術校院二年制日間部聯合

登記分發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十一月廿日－十二月廿六日 學務處生輔組於焯炤館及積健樓舉辦體重

控制教育系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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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廿一日 教育學程中心舉辦本校教師教學知能研習

會，由各學院及全人教育課程中心遴派教學

績優教師主談教學經驗及心得。 

 學生輔導中心邀請東吳大學王琇慧講師於

谷欣廳舉辦講演「愛、生活與學習」。 

 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於焯炤館舉辦「健康

DIY」專題演講（五）－理工學院及校內暨

校外宿舍急救安全講習活動。 

 瓜地馬拉藍狄華校長蒞校拜會校長並洽談

合作相關事宜。 

十一月廿二日 圖書館簡介設計完成。 

 研究發展處召開校發會議。 

 第三次參議會。 

    學生輔導中心支援學務處就輔組辦理「生涯

興趣量表」施測結果講解。 

十一月廿三日－廿四日 學生事務處於谷欣廳舉行開幕典禮、假桃園

勞工育樂中心舉辦九十學年度「運動代表隊

幹部研習」。 

十一月廿四日－廿五日 中時晚報所主辦之「第一屆中華民國研究所

博覽會」於台灣大學綜合體育館舉行，本校

共有廿七個系、所參展。 

十一月廿六日 推廣部第九十八期進修課程開課日。 

 學生事務處舉辦九十學年度全體同仁在職

進修講座(二)，邀請前校長楊敦和教授於谷

欣廳講演「宗教與生活」；衛生保健組於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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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中心舉辦Ｂ型肝炎疫苗第二劑注射活動。 

十一月廿七日 巴拿馬共和國教育部長德瑪達女士暨教育

部陪同人員蒞校參觀訪問。 

十一月廿八日 本校八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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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品策展小組主辦校史室協辦「永不止息的

愛－基督宗教郵展」導覽志工培訓營，邀請

校牧田默迪神父、房志榮神父、禮儀中心錢

玲珠老師、參展人陳福章先生、郵策小組胡

澤民老師、沈嘉琦小姐、校史室吳瑞珠主任

及賴玟忻小姐擔任主講者。 

 宗輔中心假台北聖家堂舉行「張秀亞女士追

思彌撒」。 

 招生中心楊南屏主任赴台中嶺東技術學院

參加「九十學年度全國技專校院招生檢討會

議」。 

 學生輔導中心邀請麥田出版社李赫社長於

谷欣廳舉辦講演「大學生如何顧好四年對抗

不景氣」。 

 學生事務組衛生保健組於焯炤館舉辦 CPR
搶救生命活動；課外組於利瑪竇國際會議廳

舉辦名人演講，邀請中央研究院李遠哲院長

蒞校演講。 

十一月廿九日 圖書館與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訂定圖書互

借協議書。（有效期限至九十二年十一月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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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大陸文化經濟交流協會及陝西團、湖南團 13
位來賓參訪社圖。 

 十一月份臨時參議會。 

 推廣部接受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

辦理九十年度在職勞工訓練－觀光旅遊實

務班課程結業日；城區分部接受行政院勞工

委員會職業訓練局補助辦理九十年度在職

勞工進修訓練「知識經濟管理班」結訓。 

 陜西文化經濟交流協會理事暨湖南省統計

系學會會長等十三人蒞校參觀訪問。 

 人事室於野聲樓第一會議室舉行第三次教

師評審委員會。 

十一月卅日 金陵女中 60 多位同學及 3 位老師參訪社圖

。 

 校史室吳瑞珠主任應邀於國家檔案處暨中

華圖書資訊教育學會合辦之「數位時代檔案

管理研討會」中發表「我國大學校院檔案與

校史室管理之現況—以輔仁大學為例」。 

 台北縣政府社會局委託推廣部辦理九十年

度第四期兒童福利乙類保育人員暨第三期

助理保育人員研習班始業典禮。 

十一月卅日－十二月十九日 學務處生輔組假校園、苗栗晨曦會戒毒村舉

辦春暉週系列活動。 

十二月 教育發展資金室首次推動全球校友年度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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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活動。 

 校史室協助製作校史簡介影片－「虹霓的標

記」、校史簡介大型輸圖海報－「虹霓的標

記」、校園建築物褶頁簡介－「輔仁采風」；

配合學務處製作中央公佈欄，主題：「永不

止息的愛－基督宗教郵展」。 

 學生輔導中心出版學輔叢書 002《管你的壓

力》、《在世塵緣》手扎。 

 STM-1（155M）聯外頻寬至教育部，建置完

成。取消原八條 T1（1.544M）專線。 

十二月三日 推廣部校本部辦理九十年度「行政院科技人

才培訓及運用方案」資訊軟體人才培訓計劃

－程式設計班及網路工程師班.電子商務培

訓班結業典禮。 

 西班牙 Valladolid 大學副校長兼國際關係處

處長 Profesor Dr. Maria Jose Saez Brezmes 
女士及 Salamanca 大學 Carmen Mota 女士蒞

校參觀訪問並洽談學術合作相關事宜。 

十二月三日－十二日 女子壘球代表隊參加「九十年女子壘球甲組

秋季聯賽暨 20022 年釜山亞運培訓隊選拔賽

」，榮獲團體第三名。 

十二月五日 學輔中心邀請台灣性教育協會理事王瑞琪

講師於野聲樓谷欣廳講演「新好男人 VS 新

好女人」。 

十二月六日 校史室承辦「21 世紀大學追求卓越策略研討

會－校史論壇」；會中邀請近年研究輔仁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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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之學者專家發表其研究成果，促各修會對

輔仁創校復校史料編修工作之推動。會後於

「校長論壇」120 餘名各校校長之見證下，

完成輔仁兩岸及全球校友對「輔仁創辦於

1925 年」之共識。 

 研究發展處主辦「華人大學校長論壇研討會

」。 

 招生中心派員至暨南國際大學出席九十一

學年度大學暨僑大先修班海外聯合招生委

員會第一次常務委員會議。 

十二月七日 法國艾克斯馬賽第三大學校長小棟先生（

Jacques Bourdon）蒞校參訪座談。 

 郵品策展小組主辦校史室協辦「于斌誔生百

年念郵票」發行剪綵揭幕祈福禮。 

 學務處生輔組於中美堂舉辦校慶感恩慶祝

大會活動，宗輔中心協辦「點燈禮儀與校慶

運動會開幕－永恆的愛點燈禮暨校慶感恩

禮」。 

 學輔中心職員鄭光育赴銘傳大學參加行政

院青輔會大專院校就業服務及生涯資源中

心北三組第二次聯繫會報。 

十二月七日－九日 郵品策展小組主辦校史室協辦「永不止息的

愛－基督宗教郵展」（參展人：林良明先、

陳福章先生、孫多默神父）首展於宜真學苑

及臨時郵局紀念品之設立。 

十二月八日 校慶運動會報名參賽情形如下：學生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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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師生混合組 3 隊，啦啦隊 6 隊，合計 3015
人次報名參加；教職員工組 13 隊，合計 525
人次報名參加。學生組團體錦標：第一名財

法系、第二名進修部法律系、第三名食營系

、第四名醫學系，教職員工組團體錦標：第

一名學生事務處、第二名推廣部，啦啦隊比

賽：最佳精神獎中文系，最佳造型獎影傳系

，最佳動作獎 進修部經濟系，最佳團隊獎

進修部企管系。 

 推廣部於簡報室舉行部務會議。 

十二月九日 人事室於谷欣廳舉行歡迎退休教職員返校

 茶會。 

 游泳乙組代表隊參加清華大學主辦之「第四

 屆松竹梅游泳邀請賽」，榮獲男子團體第五

 名，女子團體第七名。 

 公關室舉辦校友返校日。 

 輔大新聞網正式成立，輔大 E-NEWS 結束由

輔大新聞網取代。 

 教育發展資金室與公共關係室假台北來來

飯店共同舉辦「輔仁大學在台復校四十週年

校慶聯誼餐會」。 

 校史室吳瑞珠主任於《教友生活周刊》於發

表〈從一枚到四千枚－「永不止息的愛－基

督宗教郵展」〉；並應邀與法律系校友李文中

律師於資金室主辦之於「校慶聯誼義賣餐會

」中擔任主持人為本校募集基金。 



行政單位 【51】 

 教務處主辦「遊系仁間」學系博覽會共五十

九個學系參加。 

十二月十日 校史室吳瑞珠主任於《教友生活周刊》於發

表〈從一枚到四千枚－「永不止息的愛－基

督宗教郵展」〉。 

十二月十一日 招生中心楊南屏主任至救國團團部張老師

基金會辦公室，參加「大學新多元入學博覽

會第二次籌備會議」。 

 教育學程中心公告九十一學年度國小教師

教育學程暨中等學校教師教育學程申請修

讀資格相關規定。 

十二月十一日－廿四日 出版社舉辦聖誕卡片展。 

十二月十二日 中華電信董事長拜會校長。 

 中國政法大學、西政法大學教授一行十人蒞

校參訪座談。 

 法律系來賓中國政法大學及西南政法大學

高紹先教授一行五人蒞中國天主教文物館

暨校史館參觀。 

 學輔中心邀請救國團張老師郭宏碁講師於

野聲樓谷欣廳舉辦演講「諮商輔導技巧—談

自助與助人」。 

十二月十三日 第四次行政會議。 

 中國食品科技學會秘書長等十位會員蒞校

參訪座談。 

十二月十三日－廿五日 郵品策展小組主辦校史室協辦「永不止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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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基督宗教郵展」移師郵政博物館。 

十二月十四日 東海大學「博物館學導論課程」周莤薇同學

一行四人為「大學附屬博物館和學校的關係

」之研究參訪中國天主教文物館。 

十二月十五日 招生中心楊南屏主任率員赴復興高中參加

其舉辦之大學學系博覽會。 

 本校與華採軟體股份有限公司簽訂微軟校

園 CA 主要軟體之全校授權。 

十二月十六日 《教友生活周刊》刊登〈于斌誔生百年念郵

票發行暨輔大在台復校四十週年校慶剪影〉

。 

十二月十七日 推廣部辦理泰山鄉民大學九十年度第二期

花店經營管理實務班課程結束日。 

十二月十八日－廿日 九十一學年度碩士班甄試首次採用網路報

名由資訊中心負責試務流程之電腦軟體設

計。 

十二月十九日 召開「碩博士班九十學年度招生檢討會議」

。 

 大陸上海體育學院余繼英院長、教授暨台灣

國立體育學院陪同教授等八位蒞校參觀訪

問。 

 康寧護理專科學校校長邱碧如等五位老師

蒞校參觀訪問。 

十二月廿日 召開招生委員會九十一學年度招生第三次

委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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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次參議會。 

 學輔中心甯國興講師應邀參加軍訓室於野

聲樓第一會議室講演「精神疾患的辨識與轉

介」。 

 台北縣政府社會局委託本校推廣部辦理九

十年度第一期兒童福利甲類助理保育人員

暨第二期乙類保育人員研習班結業典禮。 

十二月廿一日 圖書館承辦「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第

六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學生事務處於焯炤館一樓演講廳舉辦冬至

湯圓之夜。 

十二月廿二日 校史室吳瑞珠主任應邀參加於國立歷史博

物館舉辦之「中華民國博物館 2001 會員大

會」。 

十二月廿四日 宗輔中心於中美堂舉行「聖誕子夜彌撒」。 

十二月廿五日 校史室吳瑞珠主任應邀郵政博物館講演「于

樞機之嘉言懿行」。 

十二月廿六日 會計室召開全校九十一學年度預算編列說

明會議。 

十二月廿七日 人事室邀請江彥希博士於谷欣廳講演「WTO
對於高等教育之規範」。 

十二月廿七日－廿八日 城區分部接受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辦理

九十年度兒童福利專業人員訓練課程計有

甲類助理保育員班（第一、二期）、乙類保

育員班（第二期）、丙類保育員班（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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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戊類主管人員班（第二期）等六班

訓練課程舉行結業典禮。 

十二月廿八日 排球乙組男子代表隊參加「大專排球聯賽」

，榮獲團體第六名。 

 香港珠海書院先修班訪問團等四十五位老

師蒞校參訪座談。 

 澳門紅街市牧民中心訪問團等十二位蒞校

參訪座談。 

十二月廿九日 基隆市校友會第一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 

十二月卅一日 學生事務處課外組於中美堂舉辦聖誕舞會。 

九十一年 

一月 本校與英國瑟塞克斯大學（University of 
Sussex, UK）締結姐妹校。與馬來西亞韓新

傳播學院（Hanxing Academy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簽訂雙聯學制合作協議。 

 ＜輔大校訊＞試刊號出刊。 

 校史室配合學務處製作中央公佈欄，主題：

「于斌樞機主教百歲誕辰系列活動」及「校

史論壇」。 

一月一日－二日 人事室假大溪鴻禧山莊舉辦九十學年度校

務主管研習。 

一月四日 招生中心楊南屏主任至元智大學參加「解析

大學多元入學新方案」活動 
 



行政單位 【55】 

一月五日 教育學程中心於文開樓四樓演講廳舉辦「天

主教學校主任研習會」。 

一月六日 推廣部於泰山鄉同榮國小舉行泰山鄉民大

學九十年度第二期課程聯合結業典禮，並由

泰山鄉李國書鄉長及校長同主持「締結教育

夥伴關係」之簽約儀式。 

一月七日 總務處召開「統一扣繳憑單統一編號協調」

。 

一月八日 總務處召開第一學期「總務會議」。 

 教務處於谷欣廳召開九十學年度第二次教

務會議。 

一月九日 召開招生委員會企劃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於野聲樓第一會議

室舉辦輔大診所管理委員會第二次會議。 

 香港浸會大學師生一行四十五人蒞校參訪。 

一月十日 第一次校務會議。 

 人事室於野聲樓第一會議室舉行第一次臨

時校教評會。 

一月十一日 第五次行政會議。 

一月十四日 總務處召開「輔大新建綜合醫學大樓遴選建

築師」第一次遴選委員會。 

一月十五日 學生輔導中心專兼任老師期末共融。 

一月十六日 李寧遠校長及陳猷龍教務長共同主持「暑期

班研議小組第一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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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十七日 召開招生委員會九十一學年度招生第四次

委員會議。 

 九十學年度第五次行政會議通過修正「輔仁

大學教育學程中心設置辦法」。 

 傑出校友夏立言專程回校領取傑出校友獎。 

一月十八日 第五次參議會。 

 學師輔導中心邀請心理系楊建民老師於野

聲樓三樓第一會議室舉辦個案研討會「睡眠

異常的診斷與行為治療」。 

 全世界唯一使用電腦語音辨識功能進行英

語程度測驗之「Phone Pass」於推廣部城區

分部正式啟用。 

一月廿一日 學務處軍訓室於焯炤館 B1 會議室舉行五十

二期義務役預備軍（士）官考前集中輔導及

電腦摸擬測驗。 

 學生事務處於利瑪竇大樓舉辦春節祭祖與

感恩餐會。 

 教廷「社會傳播委員會」傅利總主教蒞校演

講。 

一月廿三日 圖書館邀請校友溫達茂先生演講 Metadata、
XML 與核心期刊在圖書館之應用。 

 李寧遠校長主持推廣部城區分部辦公室重

新啟用暨揭牌儀式。 

 南港高中師生蒞校參觀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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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廿四日 人事室於利瑪竇大樓國際會議廳舉辦全校

職員綜合座談會。 

一月廿九日 總務處召開「本校捷運站用地徵收前協調會

議」。 

 召開招生委員會九十一學年度招生第五次

委員會議，碩士班甄試放榜，報名人數 577
人，錄取 107 人，錄取率 18.5%。 

一月卅日 教育學程中心於野聲樓三樓第一會議室由

陳猷龍教務長主持「國小校長座談會」。 

 研究發展處舉辦理外民學院系所主管意見

交流會。 

 圖書館邀請校友溫達茂先生演講 Metadata、
XML 與核心期刊在圖書館之應用，提供高

中生社區服務－協助圖書館業務處理。 

 推廣部九十學年度第二次課程審查小組會

議。 

一月卅一日 台北縣政府社會局委託本校推廣部辦理九

十年度第一期兒童福利丙類保育人員研習

班結業典禮。 

二月 本校與大陸武漢大學（Wuhan University）及

澳 洲 天 主 教 大 學 （ Australian Catholic 
University）締結姐妹校。 

 校史室於《輔人》第二十二期發佈〈校史論

壇－宣示輔仁大學創辦 1925〉、協助發佈〈「

于斌誔生百年念郵票」發行揭幕典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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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止息的愛－基督宗教郵展〉；吳瑞珠主

任發表〈輔仁大學創辦一九二五〉。 

二月一日 五十二期義務役預備軍（士）官考選分北、

中、南考區實施，本校考生有四百三十一員

。 

二月一日－二日 教務處辦理九十一學年學科能力測驗台北

五考區試務工作。 

二月二日－四日 跆拳道隊參加「九十年度亞運、亞洲盃及世

界盃儲備國手選拔賽」，計有吳燕妮、李昌

榮、唐沅汶、游國豪及彭文修等 5 位選手入

選。 

二月四日 研究發展處主辦法管學院系所主管意見交

流會。 

二月四日－七日 推廣部辦理 2002 年 e 少年英語冬令營活動

。 

二月五日 研究發展處舉辦文藝醫學院系所主管意見

交流會。 

二月六日 學務處生輔組於野聲樓第一會議室舉辦第

一學期期末學生獎懲委員會。 

二月七日 圖書館網站首頁版本更新。 

二月八日 陳猷龍教務長偕校長於台大校友會館舉行

本校九十一學年度新增系所說明會。 

二月十四日 台北縣政府社會局委託本校推廣部辦理九

十年度第二期兒童福利甲類助理保育人員

暨第三期乙類保育人員研習班結業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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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五日 社文中心典藏之「大陸新聞剪報文革廣播抄

稿」資料庫，正式於社圖提供檢索及剪報影

像之輸出。 

二月十八日 學生輔導中心於學輔中心會議室舉行實習

輔導老師訓練。 

 人事室於野聲樓大廳舉辦新春團拜聯誼活

動。 

二月十九日－廿四日 出版社參加第十屆台北國際書展。 

二月廿日 招生中心楊南屏主任率員赴台北市立大理

高中參加該校升學輔導活動。 

二月廿二日 招生中心楊南屏主任與詹副校長德隆出席

本校與元智大學、交通大學、張老師基金會

合辦「解析大學多元入學新方案」活動之記

者會。 

二月廿二日－廿五日 陳猷龍教務長陪同校長至香港、東莞、中山

、珠海、澳門等地訪問。 

二月廿四日 招生中心楊南屏主任率員至台中一中參加

「解析大學多元入學新方案（一）」。 

 嘉義輔大婦女大學舉行 91 新春團拜之聯誼

活動。 

二月廿六日 推廣部九十學年度第二學期學分班系列課

程開課日。 

 召開「全校薪資會總後應扣繳所得稅計算公

式協調會議」。 

二月廿八日 宗輔中心於淨心堂二樓大聖堂舉行「228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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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祈禱會」，邀請民進黨前主席及教友身份

施明德先生分享「和平與寬恕」，及立委簡

錫堦先生分享「如何推動和平」。 

 招生中心楊南屏主任率員至師大附中參加

「解析大學多元入學新方案（二）」。 

 資訊中心林宏彥主任提請辭卸中心主任行

政職務。 

三月 本校榮獲「全國大專甲組籃球聯賽」男甲季

軍與女甲亞軍，乙組女籃亦獲第五名，為例

年來最佳成績。 

 美國西東大學亞洲中心為慶祝創辦五十週

年與校史室洽商借展創辦人于樞機之文件

資料。 

 推廣部接受行政院公務人力發展中心委託

九十一年上半年（九十學年度第二學期）公

務人員專業課程學分選修班開課。 

三月一日 學輔中心職員鄭光育先生赴銘傳大學參加

行政院青輔會九十一年度核定工作計畫協

調會報。 

 電子工程系王元凱副教授暫代主任一職。 

三月四日 推廣部第九十九期進修課程開課日。 

 建台高中師生來校參觀訪問。 

三月五日 推廣部校本部接受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公務

人力發展中心委託辦理九十學年度第二學

期公教人員外國語文進修班始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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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統計學會會長一行五人蒞校參觀訪問。 

三月六日 中央民族大學師生蒞校參觀訪問並與本校

師生座談。 

 「中華青少年歷史文化交流團」及陪同同學

共計 110 人蒞中國天主教文物館暨校史館參

觀。 

 學務處生輔組於野聲樓第一會議室舉辦第

二學期第一次臨時學生獎懲委員會。 

 教育學程中心舉辦「九十學年度第二次教育

實習輔導合作機構實習輔導委員會議」，邀

請實習暨代理教師任教學校相關人員共同

研商實習輔導事宜。 

三月七日 教育部核覆本校八十九學年度預算案。 

 第六次行政會議。 

 人事室於野聲樓第一會議室舉行第二次人

事評議委員會。 

三月七日－十三日 九十一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招生首次採用

網路報名取代通信報名，資訊中心負責試務

流程之電腦軟體設計、開發。 

三月七日－九十一年三月廿七日  

宗輔中心暨各院宗輔舉辦（二）「關懷痲瘋

病人之香水蠟燭義賣暨捐發票及募款」。 

三月八日 教務處召開「網路選課系統改進研議小組第

 一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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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九日 德國校友會舉行新春餐敘並成立柏林分會。 

 嘉義輔仁中學師生來校參觀。 

三月十一日 大陸新華社記者採訪校長。 

三月十二日 召開招生委員會九十一學年度招生第六次

委員會議。 

三月十二日－九十一年三月十四日  

宗輔中心四旬期於醫學院一樓大廳和淨心

堂前庭舉行愛德運動（三） 

「關懷痲瘋病人之香水蠟燭 DIY」。 

三月十三日 研究發展處召開九十學年度重點儀器設備

補助審查會。 

  （四旬期系列活動） 

 宗輔中心舉辦四旬期愛德運動（一）「關懷

痲瘋病人講座」邀請中國痲瘋協會－谷寒松

神父、張平宜小姐－醒新社樂生服務隊學生

代表分享。講座主題：「谷中傳奇」、「他們

的故事」、「痲瘋病醫療照護」、「烙印的背後

」。 

 召開「九十一學年度招生企劃委員會第二次

會議」。 

 學輔中心邀請中廣節目主持人何方小姐於

焯炤館一樓演講廳講演「從憂鬱飛向陽光」

。 

 推廣部程城區分部接受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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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力發展中心委託辦理九十學年第二

學期公教人員外國語文進修班始業日。 

三月十四日 第六次參議會。 

 傑出校友潘芷秋夫婿張系國教授蒞校參訪

及演講。 

三月十六日－五月十四日 教育學程中心辦理國小教師教育學程修讀

甄試。 

三月十六日－六月一日      學生輔導中心上學期共六個成長團體及工

作坊陸續開課。 

三月十八日－廿三日 教育學程中心舉辦「教育週」，活動對象為

教育學程全體師生及全校師生。 

三月十九日 美國姊妹校匹茲堡大學校長蒞校參觀訪問。 

三月廿日 敬天祭祖。 

 推廣部接受教育部與勵馨基金會委託辦理

「如何實施兒童網路自我保護教育」研習會

。 

 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於焯炤館舉辦 CPR
搶救生命活動（一）。 

三月廿一日 推廣部城區分部接受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委

託辦理兒童福利戊類主管保育人員暨丙類

保育人員研習班始業典禮。 

 人事室於野聲樓第一會議室舉行第二次臨

時校教評會。 

三月廿二日 教務處召開「網路選課系統改進研議小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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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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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校友會常務理監事會議。 

三月廿三日 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於焯炤館舉辦 CPR
搶救生命活動（二）。 

三月廿四日 推廣部參加泰山鄉鄉民大學九十一年度第

一期課程博覽會。 

三月廿四日－九十一年三月卅一日（聖週禮儀系列） 

 宗輔中心於淨心堂舉行大聖堂聖枝主日，主

題「邀請您一起與耶穌基督走生命的道路」

主禮：柏殿宏神父。 

三月廿五日 日本姊妹校佐賀大學校長一行六人蒞校拜

會校長並參觀訪問。 

 日文系來賓日本佐賀大學佐古宣道校長一

行三人蒞中國天主教文物館暨校史館參觀。 

三月廿五日－廿八日 學生事務處於淨心堂舉辦僑生嘉年華活動。 

三月廿五日－九十一年三月卅一日  

宗輔中心舉行四旬期系列活動於淨心堂索

取十字架。 

三月廿六日 會計室召開校本部九十一學年度預算協調

會議。 

 新莊昌平國小師生來訪共二百多人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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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廿七日 總務處召開「輔大新建綜合醫學大樓」全校

空間檢討會。 

 召開招生委員會九十一學年度招生第七次

委員會議，學士班申請入學放榜，報名人數

7516 人，錄取 382 人，錄取率 5.08%；大學

推甄放榜，報名人數 3416 人，錄取 248 人

，錄取率 7.26%。 

 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於焯炤館舉辦 CPR
搶救生命活動（三），課外組於焯炤館一樓

演講廳舉辦第二屆全校教職員工生語文比

賽。 

三月廿七日－五月六日 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於積健樓舉辦減脂

班系列課程活動。 

三月廿八日 宗輔中心於淨心堂舉行聖週禮儀（一），主

題「主的晚餐」，主禮：嚴任吉神父、告解

神父：牧世家神父。 

 學輔中心職員鄭光育先生赴實踐大學參加

行政院青輔會大專院校就業服務及生涯發

展資源中心九十一年度第一次聯繫會報。 

 推廣部於台北遠東國際大飯店與美麗世界

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簽約合作辦理「認證

PASSPORT 課程方案」並舉行記者會；台北

縣政府社會局委託辦理九十年度第一期兒

童福利戊類主管人員研習班結業典禮。 

 宜蘭高中師生來訪。 

三月廿九日 宗輔中心於淨心堂舉行聖週禮儀（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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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耶穌受難日」，主禮：魏思齊神父、告

解神父：牧世家神父。 

 招生中心派員赴中壢高中參加該校「大學博

覽會」。 

 嘉義市校友會舉行第一次籌備會及發起人

會議。 

三月廿九日－四月一日 學生事務處假墾丁舉辦僑聯會、海峰社春之

旅活動 

三月廿九日－四月二日 「九十學年度全國大專運動會」假高雄縣義

守大學舉行，本校計有 175 位選手報名參賽

，並榮獲團體總錦標第六名，共計獲四金五

銀十一銅。 

三月卅日 宗輔中心於淨心堂舉行聖週禮儀（三），主

題「穌耶復活前夕」，主禮：田默迪神父、

告解神父：牧世家神父。 

三月卅一日 宗輔中心於淨心堂舉行聖週禮儀（四），主

題「復活主日」，主禮：陸達誠神父。 

四月 校史室配合學務處製作中央公佈欄，主題：

「輔仁輔人－于斌樞機」及「輔仁采風」。 

四月七日－九日 「九十學年度全國大專盃足球錦標賽」假台

南舉行，本校足球隊在張寶森與邱旺璋兩位

教練督軍領導之下，榮獲大男甲組冠軍。 

四月九日 總務處召開第二學期「總務會議」。 

四月十日 教務處召開「網路與遠距教學委員會第九次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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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務處生輔組於野聲樓第一會議室舉辦宿

舍輔導協調會。 

四月十一日 總務處召開「電腦及網路使用相關事宜協調

會」。 

 第七次行政會議。 

 學生事務處與法管電算中心合辦全體同仁

在職進修電腦文書處理系列課程。 

四月十一日－十二日 九十一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共計報名人

數 7082 人，缺考 1119 人，到考率 84.2%。 

四月十二日 學生輔導中心邀請玄奘大學輔導室邱英芳

組長於淨心堂一樓大廳講演「談壓力與調適

」。 

 推廣部接受泰山鄉鄉民大學委託辦理九十

一年度第一期餐飲管理班開課。 

 香港荃葵青區十大傑出學生台灣教育考察

交流團蒞校參訪。 

四月十三日 衛生保健組於焯炤館舉辦 CPR 搶救生命活

動（四），於健康中心舉辦第三劑Ｂ型肝炎

預防注射活動。 

四月十五日 發文各相關單位請推荐九十一學年度傑出

校友候選人。 

四月十六日 研究發展處召開教育部整合型計畫協調會

（一）。 

 召開招生委員會九十一學年度招生第八次

委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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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七日 召開招生委員會九十一學年度招生第九次

委員會議。 

 教務處召開「暑期班研議小組第二次會議」

。 

四月十八日 教育部督學視導。 

 第七次參議會。 

 國光中學師生來訪。 

四月十九日－六月十九日 教育學程中心辦理中等學校教師教育學程

修讀生甄試。 

四月廿日 學輔中心「我與家庭的深情對話系列講座（

一）」邀請吳寶芬醫療教育中心負責人吳寶

芬小姐於淨心堂一樓大廳舉辦講座「健康與

家庭」。 

 北加州校友會舉行年會。 

四月廿日－六月一日 學生輔導中心為社區民中舉辦「我與家庭的

深情對話～家庭與婚姻系列研習講座」。 

四月廿一日 嘉義市校友會於輔仁中學舉行成立大會。 

四月廿二日 教育部九十一年度體育訪視。 

四月廿三日 召開招生委員會九十一學年度招生第十次

 委員會議。 

 頒授韓弘淳榮譽博士典禮。 

四月廿四日 召開招生委員會九十一學年度招生第十一

次委員會議，招生中心派員至崑山科技大學

參加「九十一學年度技術校院二年制聯合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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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委員會甄選說明會」。 

 學生事務處課外組於利瑪竇國際會議廳舉

辦日間部大一至大四班導師座談會；「全國

各大學院校僑生卡拉 OK 比賽」新聞系四年

級劉益鳴同學榮獲冠軍。 

四月廿五日 招生中心楊南屏主任至崑山科技大學參加

「九十一學年度技術校院二年制聯合甄選

委員會第三次委員會議」，招生中心派員至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參加「九十一學年度大學

暨僑大先修班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第二次

常務委員會議」。 

 學生事務處舉辦第二學期「學生事務會議」

。 

四月廿六日 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於焯炤館舉辦 CPR
搶救生命活動（五），生輔組於野聲樓第一

會議室舉辦餐廳（超市）督導委員會議。 

四月廿七日 九十一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招生考試，共計

報名人數 1,438 人，缺考 71 人，到考率

95.06%。 

 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於宜真宜善學苑交

誼廳舉辦健康週系列活動。 

四月廿九日 頒授韓弘淳教授名譽法學博士學位。 

四月廿九日－五月三日 學生事務處資源教室與伊甸社福基金會共

同舉辦第二屆身心障礙學生關懷週系列活

動，並與就輔組合辦就業系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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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中心協助學務處就輔組針對應屆畢業

生舉辦「奔騰 2002 年企業校園徵才說明會

暨博覽會」中心協助網路佈線及無線網路架

設。 

四月廿九日－五月十日 出版社舉辦宗教書籍展。 

四月卅日 學生輔導中心邀請吳寶芬醫療中心負責人

吳寶芬小姐於淨心堂一樓大廳舉辦講演「飽

受科技之苦的現代人－談科技進步為人類

帶來的影響」。 

四月卅日－六月七日 社圖提供「宗教法器特展」展區。 

五月一日 研究發展處召開研究發展處召開教育部提

昇大學基礎教育計畫協調會（一）。 

 學生事務處生輔組與就輔組於利瑪竇國際

會議廳舉辦全校日間部班代表座談會。 

五月一日－卅一日 學生事務處生輔組假校園、新竹三陽安駕中

心舉辦交通安全宣導月活動；課外組輔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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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事務處生輔組於野聲樓第一會議室舉

辦第二學期第二次臨時學生獎懲委員會。 

 四月份臨時參議會。 

 教務處於谷欣廳召開九十學年度第三次教

務會議。 

 人事室於野聲樓第三會議室舉行第三次人

事評議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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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二日－三日 柔道隊參加「全國大專柔道錦標賽」，榮獲

大男乙組團體第二名。 

五月三日 招生中心派員赴土城市清水高中參加該校

自辦之大學博覽會。 

 學生輔導中心支援學務處資源教室辦理「生

涯興趣量表」施測結果講解。 

 學輔中心「我與家庭的深情對話系列講座（

二）」邀請田默迪神父、張興漢老師及李秀

英老師於淨心堂心靈的家舉辦講座「婚姻關

係」。 

 資訊中心於野聲樓三樓會議室召開「網路選

課技術小組會議」。 

 召開表揚九十學年度校友返校日表現優異

系所會議，前十名系所分別為：大傳三系、

資工系、生活系、心理系、織研所、日文系

、織品系、體育系、哲學系、西文系。 

五月四日 學輔中心「我與家庭的深情對話系列講座（

三）」邀請學輔中心傅世英老師於淨心堂心

靈的家舉辦工作坊「家庭與自我認識」。 

 「全國大學院校僑生國、英語演講比賽」新

聞系四年級劉益鳴同學獲國語組優勝。 

五月四日－五日 划船隊參加「全國大專划船錦標賽」，榮獲

大女甲組團體第一名及大男甲組團體第二

名。 

五月六日 研究發展處召開教育部提昇大學基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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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協調會（二）。 

 推廣部第一００期進修課程開課日。 

五月六日－十日 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於谷欣廳舉辦視力

保健專題講座。 

五月七日 召開招生委員會九十一學年度招生第十二

次委員會議。 

 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於谷欣廳舉辦餐飲

衛生健康講座；本﹙90﹚學年度「系際盃籃

球賽」計 67 場比賽，含男子組 44 隊，女子

組 23 隊，參賽人數共計 804 人。比賽成績

如下： 男子組第一名資管系、第二名體研

所、第三名體四甲、第四名電研所，女子組

第一名體育系、第二名經濟系、第三名圖資

系、第四名公衛系。 

五月八日 研究發展處召開教育部昇大學國際競爭力

計畫協調會（一）。 

 學務處軍訓室於焯炤館 B1 會議室舉行五十

二期義務役預備軍（士）官錄取人員座談會

。 

 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於野聲樓第一會議

室舉辦輔大診所管理委員會第三次會議。 

五月九日 第八次行政會議。 

 五月份臨時參議會。 

 嘉義市校友會召開第一屆第一次理監事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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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陵女中師生、惠文幼稚園師生來訪。 

五月十日 金山高中師生來訪。 

 清華大學圖資所同學蒞校史室觀摩參訪並

交換校史室設置及資料整理等意見。 

 研究發展處召開人體試驗審查委員會第一

次籌備會。 

五月十一日 校長赴美頒授孟樹人神父（Rev. John F. 
Murtha, O. S. B.）名譽文學博士學位。 

 跆拳道隊參加「2002 年第七屆世界大學跆拳

道錦標賽國家代表隊選拔賽」，李昌榮、吳

燕妮及游國豪三位同學入選國家隊，團體成

績為第二名。 

五月十三日 召開招生委員會九十一學年度招生第十三

、十四次委員會議，碩士在職專班放榜，報

名人數 1,438 人，錄取 315 人，錄取率 21.9%
。 

 推廣部校本部接受台北縣政府社會局委託

辦理九十一年度第一期兒童福利乙類保育

人員暨第一期丙類保育人員研習班始業典

禮。 

五月十五日 召開「九十一學年度招生企劃委員會第三次

會議」。 

 教務處於谷欣廳召開「九十一學年第一學期

電腦網路開課及必修代入操作說明會」，召

開「網路與遠距教學委員會第十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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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務處與資訊中心共同承辦「九十一學年度

電腦網路開課及必修代入操作說明會」。 

 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推廣部城區分部辦

理兒童福利乙類保育人員研習班始業典禮。 

 「水上運動會」比賽報名參賽情形：學生組

女乙 21 隊，男乙 23 隊，女甲 3 隊，男甲 7
隊，計 923 人次；教職員工組 3 隊，合計 39
人次，總計 962 人次參與比賽。 

五月十七日 學輔中心「我與家庭的深情對話系列講座（

四）」邀請生科系利翠珊副教授於淨心堂心

靈的家舉辦講座「夫妻關係」。 

 「輔仁盃系際排球賽」共計 52 隊﹙含男 23
隊，女 29 隊﹚報名參賽，成績如下：男子

組第一名進修數學系、第二名法律系、第三

名統計系、第四名體育系四年級甲班，女子

組第一名企業管理學系、第二名心理復健系

、第三名經濟學系、第四名哲學系。 

 國立新化高中師生來訪。 

五月十七日－廿日 由僑教會主辦學生事務處承辦「九十學年度

全國大專校院研習會」於桃園復興青年活動

中心舉辦。 

五月十八日 校史室響應「國際博物館日」開放中國天主

教文物館。 

五月十八日－十九日 劍道隊參加「全國大專劍道錦標賽」，榮獲

大男甲組團體過關賽和得分賽兩項第一名

、大女乙組榮獲團體得分賽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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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九日 校史室吳瑞珠主任應邀於「政治大學七十五

週年校慶－第一屆校史研討會」中專題演講

「輔大校史室的各項資源開發與整合」。 

五月廿日 美國新澤西州西東大學教授 Deborah Brown
女士蒞校參訪座談。 

 芝加哥大學教授李香蘭校友蒞中國天主教

文物館暨校史館參觀。 

 教育部核覆本校九十學年度預算案。 

五月廿日－廿二日 學生事務處課外組於焯炤館舉辦學生自治

組織暨社團評鑑與觀摩活動，並於利瑪竇國

際會議廳舉辦頒獎晚會。 

五月廿二日 學生輔導中心邀請黃冠球醫生於焯炤館演

講廳舉辦演講「談壓力與疾病」。 

五月廿三日 第八次參議會。 

 人事室於野聲樓第一會議室舉行第四次教

師評審委員會。 

五月廿四日 招生中心派員至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參加九

十一學年度大學暨僑大先修班海外聯合招

生委員會第三次常務委員會議。 

 學輔中心「我與家庭的深情對話系列講座（

五）」邀請學輔中心邱英方老師淨心堂一樓

心靈的家舉辦講座「家庭壓力」。 

 學生事務處生輔組於耕莘樓第一會議室舉

辦第二學期期中學生獎懲委員會。 

五月廿五日－廿六日 九十一學年度運動成績優良學生招生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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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計報名人數 341 人，學科考試缺考 35
人，到考率 89.74%；術科考試缺考 40 人，

到考率 88.27%。 

五月廿六日 美東北校友會舉行 2002 年年會。 

五月廿七日 教務處召開「九十一學年度網路選課系統改

進說明會」。 

 台北市校友會舉行第三屆第一次理監事會

議。 

五月廿八日 召開招生委員會九十一學年度招生第十五

次委員會議，碩士班放榜，報名人數 7082
人，錄取 610 人，錄取率 11.61%。 

 教務處召開「網路與遠距教學委員會第十一

次會議」。 

 推廣部郭聯昌主任於新莊文化藝術中心擔

任「輔大樂集－管樂之夜」指揮。 

五月廿九日 招生中心派員參加教育部召開之「九十二學

年度大學校院音樂、美術及體育相關學系考

試招生規劃會議」。 

 學生輔導中心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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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峽兩岸私立民辦大學訪問交流團蒞校參

訪座談。 

 人事室邀請邱明慧副總經理於谷欣廳講演

「網路大學（e-Learning）現況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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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廿九日－卅日 學生事務處住服組於真善美聖廣場及中央

走道舉辦租屋博覽會活動。 

五月卅日 大陸大連模特兒藝術學院于梅校長蒞校訪

談，由推廣部郭聯昌主任與織品服裝學系黃

昭瓊主任帶領參觀系所教室設備並舉行座

談會。 

 學生事務處課外組於焯炤館一樓演講廳舉

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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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室於野聲樓第三會議室舉行第三次教

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五月卅日－卅一日 陳猷龍教務長率招生中心楊南屏主任、課務

組林文秀組長赴溪頭台灣大學實驗林區參

加九十學年度全國大學校院教務主管聯席

會。 

五月卅一日 推廣部校本部接受台北縣政府社會局委託

辦理九十一年度第一期兒童福利戊類主管

人員研習班始業典禮。 

 英國 University of Luton 副校長 Mr.Tim 
Boatswain 蒞校參訪座談。 

 新莊市豐年國小來訪。 

六月 本校與馬來西亞韓江學院（Kolej Han Chiang 
 Han Chiang College）簽訂雙聯學制合作協議

 。 

六月一日 學輔中心「我與家庭的深情對話系列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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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邀請萬華社區大學凌坤禛講師於學輔

中心團輔室舉辦工作坊「放鬆冥想與壓力抒

解」。 

 學生事務處課外組於焯炤館舉辦新任各級

會議學生代表研習會。 

六月一日－三十日 校史室中國天主教文物館館藏 Jose Rillegas
之油彩畫作「舉聖杯」委託國立台灣藝術大

學郭江宋講師修復完成。 

六月一日－七月三十一日 校史室中國天主教文物館館藏中國水墨畫

八幅委託前故宮修復師洪福星先生修復完

成。 

六月一日－七月三十一日 校史室中國天主教文物館館藏 Daniele 
Ranzoi 之水彩畫作「女人抽象畫」委託國立

台南藝術學院古物維護研究所修復。（至九

十二年三月廿四日） 

六月二日 「輔仁盃系際保齡球賽」於強棒保齡球館舉

行，共有 59 人﹙含男 44 人，女 15 人﹚參

加，比賽結果如下：男子組第一名林子翔﹙

企管系﹚、第二名鄧智中﹙進修部﹚、第三名

饒傑倫﹙大傳系﹚、第四名張翔祺﹙進修中

文系﹚、第五名趙崇傑﹙進修經濟系﹚、第六

名金智仁﹙統計系﹚、第七名林伯陽﹙貿金

系﹚、第八名廖健瑋﹙物理系﹚，女子組第一

名林利真﹙進修大傳系﹚、第二名黃怡桀﹙

進修數學系﹚、第三名陳淑娟﹙進修大傳系

﹚、第四名陳俐吟﹙進修中文系﹚、第五名江

怡薇﹙企管系﹚、第六名葉一慧﹙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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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名陳麗梨﹙進修企管系﹚、第八名林詩

雯﹙企管系﹚。 

六月三日 六月份臨時參議會。 

 召開招生委員會九十一學年度招生第十六

次委員會議。 

六月五日 召開招生委員會九十一學年度招生第十七

次委員會議，運動成績優良學生招生放榜，

報名人數 341 人，錄取 60 人，錄取率 17.6%
。 

六月六日 第二次校務會議。 

 學生輔導中心邀請萬華社區大學凌坤禛講

師於學輔中心團輔室舉辦教職員工研習活

動「放鬆冥想與壓力抒解」。 

 人事室於野聲樓第一會議室舉行第五次教

師評審委員會。 

六月七日 學生輔導中心假理園餐廳舉辦「兩性平等教

育委員會」第二次會議。 

六月十日 教育部函覆補助教育學程中心充實師資培

育之教學設備及設施新台幣一佰陸拾捌萬

元整。 

 學生事務處僑生組於淨心堂舉辦應屆畢業

僑生祝福感恩茶會。 

六月十日－十七日 詹德隆副校長與體育室蔡明志老師擔任我

國參加「2002 年第七屆世界大學」跆拳道隊

領隊及總教練，榮獲男、女組團體雙料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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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選手計有李昌榮、游國豪及吳燕妮三

位同學參賽，吳燕妮同學榮獲女子蠅量級銅

牌。 

六月十一日 於新舞台表演廳舉辦之「劉欣妮鋼琴獨奏會

暨喜憨兒基金勸募慈善義演會」由推廣部郭

聯昌部主任擔任指揮。 

六月十二日 研究發展處召開教育部昇大學國際競爭力

計畫協調會（二）。 

 三館主任向校長報告圖書館整合之規劃與

現況。 

 教育學程中心舉辦九十學年度畢結業生祈

福派遣典禮暨謝師茶會。 

六月十三日 學生輔導中心於學輔中心團輔室舉辦實習

生個案督導。 

六月十三日 英國曼徹斯特理工大學 UMIST 教授來訪。 

六月十四日 招生中心楊南屏主任至中央聯合辦公大樓

參加九十一學年度大學暨僑大先修班海外

聯合招生委員會第四、五次常務委員會議。 

 公關室於台大校友會館舉辦新任醫學院院

長說明會。 

六月十四日－十六日 本校龍舟代表隊參加「2002 年台北國際龍舟

賽」，榮獲公開男子組團體第一名。 

六月十五日 宗輔中心於中美堂舉行「畢業感恩禮」。 

 舉辦畢業典禮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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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七日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薛理桂教

授偕同檔案組研究生一行四人蒞校史室觀

摩參訪並交換校史室設置及資料整理等意

見。 

 九十一學年度博士班招生考試，共計報名人

數 166 人，缺考 11 人，到考率 93.37%。 

 衛生保健組於羅耀拉大樓舉辦健康檢查招

標會議。 

六月十九日 總務處第二學期「環境保護小組暨勞工安全

 衛生委員會聯合會議」。 

 大陸武漢科技大學師生蒞校比賽。 

 阿根廷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Rosario 大學

教授蒞校參訪。 

六月十九日－廿日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九十一年度教職員工保

齡球錦標賽」，本校教職員工保齡球隊榮獲

團體組男子隊第四名、女子隊第三名，雙人

組男子隊第四名（謝明順、王文峰），女子

隊第三名（陳翠華、賴桂蘭），第四名（黃

美雪、周淑英）。   

六月廿日 第九次行政會議。 

 第九次參議會。 

 召開招生委員會九十一學年度招生第十八

次委員會議。 

 化學系潘吉地校友蒞中國天主教文物館暨

校史館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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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廿一日 招生中心楊南屏主任至台中技術學院參加

「九十一年高職畢結業技（藝）能優良學生

甄試及甄審保送入學委員會議」。 

六月廿一日－廿二日 教育部委託本校教育發展資金室於聖言樓

國際展演中心主辦「二十一世紀全國學校募

款研討會」。 

六月廿三日 《善導週刊》刊登顏秀靜記者訪問中國天主

教館吳瑞珠館長之專訪。 

六月廿四日 校史室吳瑞珠主任應邀於學務處體育室舉

辦之「九十學年度運動代表隊幹部傳承研習

營」中專題演講「輔仁藉體育揚名—體育發

展的使命」就本校「體育發展史」提出報告

。 

六月廿五日 校史室吳瑞珠主任應邀參與「大學入門課程

發展及改進會議」，於會議中簡述工作概要

及各項支援出版資料及建議。 

六月廿五日－廿七日 學生事務處課外組假新竹天主教香山牧靈

中心舉辦學生領袖研習營。 

六月廿六日  推廣部九十一學年度第一次課程審查小組

會議。 

六月廿七日 台北縣立新莊體育館啟用系列活動「仲夏夜

之夢－大鼓與管樂的對話」，由推廣部郭聯

昌主任擔任總指揮。 

 教育部核覆本校八十九學年度預算案。 

六月廿八日 人事室於谷欣廳舉辦「使用公務員終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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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網站」研習會。 

七月 校史室校史館暨中國天主教文物館九十學

年度參觀人數共計 2,898 人。 

 學輔中心出版學輔叢書 003《家庭不只是家

庭》。 

七月一日 推廣部城區分部接受憲兵司令部所屬單位

辦理資訊及英語訓練課程；於陸軍總部中正

堂舉辦之「盧溝曉月－抗戰勝利紀念音樂會

（一）」由推廣部郭聯昌部主任擔任客席指

揮。 

七月一日－三日 本校承辦「九十一學年度大學入學指定科目

考試」台北五考區試務工作，陳猷龍教務長

任考區副主任委員。 

七月一日－五日 推廣部辦理 2002 年暑期 e 少年英語夏令營

（第一梯次）。 

七月二日 台南市校友會於朝代大飯店召開會員大會。 

 吳瑞珠主任應邀赴各教區參訪高雄教區及

樞機主教相關資料蒐集及保存狀況。 

 於嘉義市文化中心演藝廳舉辦之「盧溝曉月

－抗戰勝利紀念音樂會（二）」由推廣部郭

聯昌主任擔任客席指揮。 

七月三日 吳瑞珠主任應邀參訪赴各教區參訪台南教

區文物分佈情形。 

七月四日 第十次行政會議。 

 吳瑞珠主任應邀參訪台南文化資產保護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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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2000－01 舉辦之「西方宗教在台灣大展

」之內容及展物保管情況。 

七月五日 招生中心派員至中央聯合辦公大樓出席九

十一學年度大學暨僑大先修班海外聯合招

生第七次常務委員會議。 

 於國家中正文化中心國家音樂廳舉辦之「盧

溝曉月－抗戰勝利紀念音樂會（三）」由推

廣部郭聯昌主任擔任客席指揮。 

七月六日 曾任台南市校友會會長劉芳梅校友(法律系

60 年畢業)回母校參觀。 

七月八日 研究發展處與法國在台協會簽訂獎學金合

約。 

 本校九十一學年度預算呈報董事會審議通

過後呈報教育部核備。 

 招生中心楊南屏主任至教育部參加「九十一

學年度大學多元入學第一次考試招生檢討

會議」。 

 推廣部第一０一期進修課程開課日；接受行

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委託辦理九十

一資訊人才程式設計培訓班始業典禮。 

 學生事務處生輔組於谷欣廳舉辦第二學期

期末學生獎懲委員會。 

七月八日－十二日 推廣部辦理 2002 年暑期 e 少年英語夏令營

。（第二梯次） 

七月九日 人事室於野聲樓第一會議室舉行第四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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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評議委員會。 

七月九日－十日 教育部委辦學生事務處住服組假新竹萊馥

會議中心舉行九十一年度全國大學校院宿

舍經營與管理研討會。 

七月十日 招生中心派員至教育部參加「大學多元入學

對話大學與家長意見交流座談會議」。 

七月十一日 九十一學年度轉學生招生考試，共計報名人

數 8,811 人，缺考 1,316 人，到考率 85.07%
；召開招生委員會九十一學年度招生第十九

次委員會議，博士班招生放榜，報名人數 166
人，錄取 65 人，錄取率 39.166%。 

 第十次參議會。 

 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推廣部城區分部辦

理兒童福利甲類助理保育人員暨乙類保育

人員研習班始業典禮。 

七月十五日 台北縣政府社會局委託推廣部校本部辦理

九十一年度第一期兒童福利甲類助理保育

人員研習班始業典禮。 

七月十六日 本校女子跆拳道國手體育系吳燕妮同學，榮

獲「2002 年世界盃跆拳道錦標賽」金牌，並

與體育室倪兆良老師分別被行政院體育委

員會評選為「最佳女運動員獎」與「最佳教

練獎」，於九九體育節公開接受表揚。 

 人事室假富都飯店舉行卸任主管惜別餐會。 

七月十九日 台北縣政府社會局委託本校推廣部校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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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九十年度第三期兒童福利甲類助理保

育人員暨第四期乙類保育人員研習班結業

典禮。 

七月廿日－廿二日 本校參與中時晚報主辦之第八屆大學博覽

會，分台北、台中、高雄三地同時舉辦。 

七月廿三日 澳門大學教授鄔嘉惠等一行六人蒞校參訪

座談。 

七月廿四日 人事室於野聲樓第三會議室舉行第四次教

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及第三次臨時校教評會。 

七月廿五日 研究發展處召開教育部整合型計畫協調會

（二）。 

 教育學程中心召開本校「培育中等學校各學

科（領域、主修專長）教師專門科目學分對

照表」之修訂作業方式及期程研商會議。 

 衛道中學師生來訪。 

 法國巴黎 MOD ’ ART 服裝學院院長

Mr.Patrice De Place 拜訪校長。 

七月廿六日－廿九日 教務處辦理九十一學年度大學聯合分發委

員會台北五考區收繳考生志願卡作業。 

七月廿八日 俄羅斯東正教對外教會關係處中國東正教

事務研究組組長波茲耐夫（ Mr.Dionisy 
Pozdnyaev）及該組經理彼得洛夫（Mr.Dmitry 
Petrovsky 蒞校參訪座談。 

七月廿九日 招生中心派員至崑山科技大學參加九十一

學年度技術校院二年制聯合甄選委員會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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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次委員會議。 

七月卅日 研究發展處曹幼玫女士追思彌撒於淨心堂

舉辦。 

 人事室於谷欣廳舉行新任副校長（學術、使

命、行政）佈達典禮；邀請卓俊展教授於谷

欣廳講演「健康體適能的增進」。 

七月卅日－八月三日 學生輔導中心協辦「原住民文化森林科學夏

令營」。 

七月卅一日 社圖薛增、簡諒女兩位資深同仁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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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人教育課程中心 
 

九十年  

八月廿七日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於第一次教評會訂定「輔

仁學術研究獎」辦法及「教師教學績優獎勵

」辦法，並於通過後實施。 

九月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徽章與旗幟由應美系設

計完成。 

九月七日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張寶燕老師榮獲中華民

國私立教育事業協會「模範教師」；郭維夏

老師榮獲「大勇獎」。 

九月十四日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專業倫理課程委員會於

羅耀拉大樓 117 會議室舉辦專業倫理學術研

討會－「專業倫理、社會責任與公共利益」

。 

九月十五日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國文科課程委員會舉辦

九十學年度僑生國文能力分班測驗。 

九月廿四日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葉榮福老師及蘇興華老

師榮獲教育部「資深優良教師獎勵」。 

十月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林桶法副教授參加「辛亥

革命九十週年討論會」發表〈失去中國大陸

的迷思－述事與事實的對話〉。 

十一月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推動全人教育課程改進

計畫：運用教育部補助款一百萬元推動國文

、外國語文（英文）、歷史、哲學（包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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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學院 
 

九十年  

八月 歷史學系林立樹老師應邀至外交部國合會

為赴外自願役、經濟部商業司為攤販自動化

及臺北縣汽車零件公會演講。 

 廣告傳播學系吳宜蓁老師獲「張思恆文教基

金會」學術研究獎；張郁敏老師於世新大學

民調中心擔任「環保教育推展暨宣導策略研

究規劃」諮詢；陳尚永老師、鄭自隆老師、

黃深勳老師、郭良文老師共同編助專書《廣

告管理》。 

 圖 書 資 訊 學 系 毛 慶 禎 老 師 應 邀 參 加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Open Source」發

表〈以自由軟體推動資訊自由化〉。 

 哲學系陳福濱教授應邀赴北投台鐵員訓中

心講演「人生哲學」。 

 體育學系吳錦雲老師通過教育部審定升等

為教授，陳太正老師應邀擔任行政院體育委

員會委員，張宏亮老師應中華民國體育學會

之邀擔任中華民國體育學會體適能專案推

動小組組員。 

八月－九月 歷史學系周雪舫老師獲財團法人純智文教

基金會補助，赴美（哈佛大學）從事短期進

修。（始於九十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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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學系陳太正老師應邀擔任中華亞洲杯

青棒隊冠軍隊領隊。 

八月－十一月 體育學系葉志仙老師入選為「二○○二年第

十四屆韓國釡山亞運會」賽前培訓教練。（

始於九十年七月） 

 體育學系楊漢琛老師應邀參加由行政院體

育委員會舉辦「九十年度國民體能檢測專案

」擔任台北縣區域主持人。 

八月—十二月 歷史學系王芝芝老師應邀擔任「歷史意識重

要著作研讀會」討論人。（每月一次） 

八月－十二月卅一日 哲學系獲教育部顧問室補助，推動成立「西

洋古典暨中世紀哲學資料中心」計劃。 

 圖書資訊學系鄭恒雄老師獲國家圖書館補

助專題研究計劃「『中文主題詞表：人文社

會科學類』編訂計畫」。（始於九十年一月一

日） 

 體育學系陳太正老師應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之邀制定及議決全國體育政策。（始於九十

年三月） 

八月－九十一年一月卅一日 圖書資訊學系吳政叡老師獲施合鄭民俗文

化基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都柏林核心集

在民俗文化資料上之應用探討計畫（第二期

）」。（始於九十年二月一日） 

 體育學系范武人老師應邀擔任由中華民國

 橄欖球協會遴選為「二○○二年第十四屆韓

 國釡山亞運會賽前培訓」教練。（始於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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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七月十八日） 

八月－九十一年七月 體育學系楊志顯老師應邀擔任台灣體育運

動管理學會理事、中華民國運動休閒產業經

理人協會理事、大專體育雙月刊編審委員、

大專體育學刊分科召集人、大專體總棒球委

員會副主任委員、大專體總田徑委員會副主

任委員、大專體總攀岩委員會委員、大專體

總游泳委員會委員及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

究計畫「我國大專院校運動團隊資源分配考

量因素之研究」，陳鴻雁老師獲國科會補助

專題研究計畫「台灣地區體育場館需求面指

標之建立」，楊漢琛老師獲研究發展處補助

專題研究計畫「我國大專體育院校重點運動

發展考量因素之研究」及獲文、藝學院發展

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輔仁大學教職、

生對校內運動場地設施使用及需求之研究」

，劉麗雲老師獲教育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服務學習導向—人本與專業知識整合計劃

分項計劃（二）子計劃（三）：服務學習概

念推廣」；楊漢琛老師應邀擔任系友會副總

。 

 歷史學系戴晉新主任獲研究發展處補助專

題研究計畫「輔仁大學比較文化研究學程發

展性之研究」，戴晉新主任及本系西洋史領

域教師獲研究發展處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全

人教育課程改進計畫—世界史教學改進計

畫」，雷俊玲老師獲研究發展處補助專題研

究計畫「聖神婢女傳教會與輔仁大學的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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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八月－九十一年七月卅一日 廣告傳播學系吳宜蓁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

 題研究計劃「企業網路謠言初探：謠言類型

 、傳教方式與企業因應策略之研究」；陳尚

 永老師擔任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罕見疾病基

 金會行銷顧問（負責媒體公關之規劃）及于

 斌樞機基金國科會等獎補助紀念獎審查委

 員會委員。 

 圖書資訊學系吳政叡老師獲龍山寺補助專

題研究計劃「龍山寺文化廣場附設圖書館館

藏與服務項目研究計畫」。（始於九十年四月

一日） 

 圖書資訊學系林麗娟老師獲國科會科教處

補助專題研究計劃「問題導向應用於科學性

網路資源學習之探索」，曾元顯老師獲國科

會補助專題研究計劃「中文 OCR 文件錯誤

詞彙之自動偵測與更正及其在資訊檢索上

的應用」及獲經濟部技術處、拓墣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補助專題研究計劃「『智慧型自動

分類專家系統』先期計畫」，蘇諼老師獲研

究發展處補助專題研究計劃「健康科學網路

資源使用之研究」。 

 新聞傳播學系林靜伶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

 題研究計畫「社會運動的正當性論述:連結與

 對抗的語藝策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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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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麗雲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報人日以遠，典型在夙昔－戰後初期台灣

 報業精英群像」，張惠蓉老師獲國科會補助

 專題研究計畫「以電腦中介傳播作為組織回

 饋系統之內容與影響」。 

哲學系丁福寧教授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

計劃「類比與家族類似性」，高凌霞教授獲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劃「多瑪斯的思維方

法與形上學」，丁原植教授獲國科會補助專

題研究計劃「西周至漢初思想觀念資料分類

整理與系統解析」，尤煌傑副教授獲教育部

補助「九十學年度非同步遠距教學計劃—哲

學概論課程」，潘小慧副教授獲研發處補助

「多瑪斯的「智德」思想研究」，徐學庸助

理教授獲中國聖職單位補助「靈魂不滅與理

型論—柏拉圖《費多篇》之研究」。 

八月—九十一年十一月 歷史學系戴晉新主任獲教育部顧問室補助

專題研究計畫「史學方法課程設計與教材編

纂」。（始於九十年六月） 

八月－九十二年三月 體育學系陳鴻雁老師應邀擔任「國際體育季

刊編輯委員會委員」。（始於九十年三月） 

八月－九十二年三月卅一日 圖書資訊學系吳政叡老師獲施合鄭民俗文

化基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劃「都伯林核心集

在民俗相關期刊上之應用計畫（第三期）」。

（始於九十年四月一日） 

八月一日 哲學系新聘魯汶大學哲學博士邱建碩為專

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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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學系人事異動：新聘賀允宜老師為兼任

教授、伍碧雯老師為兼任助理教授，兼任教

師嵇若昕先生榮升為教授。 

 新聞傳播學系新聘張惠蓉老師為專任助理

教授。 

 影像傳播學系新聘兩位專任教師，分別為蔡

裕仁副教授、張梨美助理教授。 

八月二日 中國文學系孫永忠老師應邀參與台北市政

府主辦之「台北市國中學生國文資優營」計

劃，並擔任「古典文學之美」與「今之古人

」兩單元課程；東籬詩社計有十七位社員擔

任教學活動助教。 

八月六日      ＜輔大之聲＞首份簡介印刷完成。 

八月六日－九日 中國文學系胡正之老師應邀參加「北區九十

學年度藝術與人文教師研習營（一）」。 

八月七日 大陸民辦大學訪問團一行十五人蒞臨輔大

之聲電台參觀。 

八月九日 馬來西亞韓江學院王云霞院長一行三人蒞

臨輔大之聲電台參觀。 

八月十一日 中國文學系孫永忠老師接受台北市萬華社

區大學之邀請，與本系東離詩社八位社員參

加該校課程博覽會表演活動。 

八月十二日 輔大之聲特派記者報導「第二屆亞洲青年日

」製播特別節目。 

八月十三日－十六日 中國文學系胡正之老師應邀參加「北區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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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藝術與人文教師研習營（二）」。 

八月十四日－十九日 中國文學系鍾宗憲老師應邀至徐州師範大

學參訪，講座：「中國神話研究與近代中國

學術發展的關係」兼談台灣學術環境」。並

與其圖書館協議合作編輯《先秦兩漢學術研

究通訊》及與其中文系協議開設「先秦兩漢

禮儀學程」相關合作事宜。 

八月十六日 輔大之聲「名人會客室」節目訪問應醫學系

之邀蒞校指導的加拿大李澤生教授。 

八月廿日－廿三日   中國文學系胡正之老師應邀參加「北區九十

學年度藝術與人文教師研習營（三）」。 

八月廿日－廿四日 中國文學系孫永忠老師接受大陸中國蘇軾

研究學會之邀請參與「紀念蘇軾逝世九百週

年暨諸國第十三屆蘇軾學術研討會」發表論

文＜蘇軾「醉翁操」析論＞。 

八月廿日－九月二日 體育學系吳錦雲老師入選為我國參加「二○

○一年第廿一屆北京世界大學運動會代表

團田徑隊」教練。 

八月廿一日－廿六日 體育學系楊志顯老師應邀參加世大運「中華

台北大專游泳教師考察團」。 

八月廿一日－廿九日 體育學系楊志顯老師應邀參加由北京體育

大學假北京舉辦之「世界大學運動會學術研

討會」發表〈Values in Sport Participation〉

楊漢琛老師應邀發表〈An Investigation on 
Professional Personnel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Taiwan〉〈Analysis of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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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tness Contents in Taiwan’s〉。 

八月廿二日 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第一次教評會，新聘

兼任教師。 

八月廿三日－廿四日 中國文學系鍾宗憲老師應邀參加吉林大學

文學院主辦「2001 年東亞漢學國際會議」，

發表論文〈中國神話的敘事性與象徵性〉。 

八月廿七日 中國文學系鍾宗憲老師應邀參訪北京歷史

博物館，並委託該館仿製原寸長沙馬王堆「

Ｔ形」帛畫。 

八月廿八日 文學院第一次院教評會。 

八月廿九日 國立溪湖高中為發展教師之專業進修機制

至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參觀訪問。 

 國立溪湖高中戴明國校長一行廿二人蒞臨

輔大之聲電台參觀。 

九月 歷史學系雷俊玲老師獲教育部「資深優良教

師獎勵」（二十年）；林立樹老師應邀至新莊

市公所演講。 

 哲學系鄔昆如教授應邀參加廣州中山大學

舉辦之「明代哲學與文化學術研討會」發表

<明代”天君臣民”之社會哲學思想

>及應邀於黑龍江大學講演「台灣新士林哲

學近況」；陳福濱教授應邀至北投烏來那努

灣會議中心講演「生命教育的意義、落實與

推動」；潘小慧副教授應邀參加「海峽兩岸

楊廷理學術研討會」發表<楊廷理的處世哲

學—從楊廷理的詩作風格、性格及思想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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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起>及「孔學與二十一世紀國際學術研討

會」發表<孔子「為己之學」的展開>；袁信

愛副教授應邀參加「明清學術思想與現代人

文學術研討會」發表「良知與成見」。 

 影像傳播學系四年級學生參加廣電基金所

舉辦的「九十年度大學學院廣播電視節目製

作競賽」，獲得多項獎項。包括電視節目戲

劇節目類最佳獎(迫 The Pressure)、電視節目

戲劇節目類佳作(聽見愛情)、電視節目公益

廣告類最佳獎(防治愛滋─人人都有保險套)
、電視節目公益廣告類佳作(經濟部水資源局

節約用水宣導廣告書法篇)共四項。 

 圖書資訊學系林麗娟老師應邀參加由逢甲

大學舉辦之「2001 資訊素養與終身學習社會

研討會」發表〈網路化資訊素養教學〉。 

 體育學系陳太正老師應邀擔任大專體育總

會「我國國際體育發展方向之專案計劃」委

員，葉志仙老師榮獲「中華民國私立教育事

業協會」頒發「中華民國私立教育事業協會

第廿四屆資深教師大勇獎」，劉麗雲老師由

至鼎文化出版社出版著作「舞蹈專業技能學

生對於自我效能、身體能力、自我概念與運

動目標取向之研究」。 

九月－十一月 哲學系黎建球教授赴美國天主教大學參加

The Council for Research in Values and 
Philosophy 所舉辦為期十週之研討會，並發

表「〝Lao-Tze and Phi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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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九十一年五月卅一日 新聞傳播學系習賢德老師獲張思恒文教基

 金會補助研究計劃「臺灣地區新聞專業人力

 的流動與整合」。 

九月－九十一年七月 哲學系尤煌傑副教授獲教務處補助「輔仁教

學網網路教學課程補助計劃—基本哲學學

習網」。 

九月一日－二日 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於世新會館舉辦「九

十學年度期初研習營」。 

九月一日－五日  中國文學系王初慶老師應邀至浙江海寧參

加北京師範大學主辦「章太炎黃侃先生紀念

會暨國際研討會」發表論文〈季剛先生論文

字之承傳與發皇〉。 

九月三日 歷史學系克思明老師應邀擔任「兩岸政經發

展走向座談會」特約引言報告。 

 輔大之聲習賢德台長於「名人會客室」節目

專訪親民黨副秘書長秦金生先生。 

九月三日－七日 體育學系吳錦雲、楊漢琛老師應邀參加由教

育部台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舉辦之「第

一一二六期九年一貫課程（健康與體育領域

）實作研習班」。 

九月四日 廣 告 傳 播 學 系 陳 尚 永 老 師 於 喜 福 網 （

www.herefrom.com）發表文章＜樂高玩具公

司的故事行銷策略＞。 

九月七日 歷史學系克思明老師應邀至中華民國中小

企業協會教育訓練中心講演「兩岸關係（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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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日 中國文學系孫永忠老師應桃園縣壢新醫院

之邀，擔任該院行政及醫護人員年度在職訓

練「公文寫作（一）」講師。 

 長榮管理學院「長榮之聲」實習廣播電台張

瑛玿台長一行五人至輔大之聲參訪。 

九月十日－十四日 體育學系楊志顯、楊漢琛老師應駐澳大利亞

代表處之邀赴澳洲昆士蘭省協助並指導「二

○○一年第二屆台僑團體聯合運動大會」及

協助成立體育協會。 

九月十二日 媒體中心辦理傳播系所採購麥金塔電腦 G4
十三組。 

九月十三日 歷史學系克思明老師應邀至中華民國中小

企業協會教育訓練中心講演「兩岸關係（二

）」。 

 廣告傳播學系於文友樓 118 演講廳舉辦「新

生家長座談會」。 

九月十四日 輔大之聲習賢德台長於的「名人會客室」節

目專訪天主教恆毅中學校長陳永怡神父，學

生助理李效儒同學及萬耀元同學應長榮管

理學院「長榮之聲」實習廣播電台之邀座談

。 

九月十六日－廿三日 體育學系陳鴻雁老師及曾慶裕老師應邀參

加假日本九州舉辦之「二○○一年第二屆世

界大學軟式棒球錦標賽」，分別擔任副領隊

及總教練。 

九月十七日 中國文學系孫永忠老師應桃園縣壢新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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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邀，擔任該院行政及醫護人員年度在職訓

練「公文寫作（二）」講師。 

九月十七日－十九日 納莉颱風來襲，輔大之聲以電腦自動播出方

式維持正常播音。 

九月廿日   中國文學系與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合辦之

「中國文學史研討會」籌備會第三次會議。  

九月廿一日－廿七日 體育學系謝茂松老師經中華民國划船協會

選拔入選擔任參加假大陸西安舉辦之「二○

○一年第九屆亞洲盃划船錦標賽」代表隊教

練。 

九月廿二日 歷史學系於大學入學考試中心會議室舉辦

「世界史學術座談會」第二次會議，會中邀

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邢義田研究

員擔任主講人，講題「從金關、懸泉置漢簡

和羅馬史料再探所謂羅馬人建驪靬城的問

題」。 

九月廿四日 歷史學系邵台新老師應邀至韓國漢城講演

「臺灣地區於日據時期的判決」。 

 中國文學系「中國修辭學研討會」籌備會第

一次工作會議。 

九月廿四日－廿八日 輔大之聲參加本校「社團迎新博覽會」。 

九月廿六日 文學院第一學期第一次院務會議。 

 哲學系舉辦第一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 

 圖書資訊學系於文開樓 LE506 舉辦大學推

薦甄選暨申請入學招生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106】文學院 
 

、第一學期第一次研究生獎助學金審查小組

會議及第一學期第一次課程委員會。 

 歷史學系於利瑪竇大樓國際會議廳舉辦「九

十學年度第一學期系週會」。 

 輔大之聲協助恆毅中學錄製教師節特別節

目。 

九月廿八日 中國文學系王金凌老師應邀參加「孔學與二

十一世紀國際學術研討會」擔任劉又銘教授

所撰論文＜從蘊謂論荀子哲學潛在的性善

觀＞特約討論人。 

 體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於國立體育學院參

加由台灣體育運動管理學會舉辦「九十年運

動場館營運管理研習會」。 

九月廿八日—十月二日 廣告傳播學系林榮觀老師於加拿大溫哥華

台加文化交流協會展出作品「林榮觀視覺美

術創作展」。 

十月 體育學系楊漢琛老師由出版社出版著作《海

峽兩岸龍舟運動選手知覺教練領導行為與

團隊凝聚力之比較研究》，陳鴻雁老師應邀

擔任中華民國九十年全國運動會競賽審查

委員會委員及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棒球委員會主任委員。 

 歷史學系王芝芝老師、孔思曾老師在《中外

文學．第三十卷第五期》上分別發表〈薄伽

丘與喬叟的「中古世界」〉及〈中世紀西歐

中文研究資料目錄介紹〉；劉文賓老師應邀

文學院【107】 

擔任「辛亥革命九十週年國際學術討論會」

評論人。 

 哲學系鄔昆如教授應邀參加澳門理工學院

舉辦之「中外文化交流與澳門語言文化學術

研討會」發表<全方位的知識進路—明代耶

穌會士來華學術成果>。 

 媒 體 中 心 辦 理 傳 播 系 所 第 二 視 聽 教 室

(LF314)整修裝潢工程完工。 

十月一日－十二月卅一日 哲學系獲得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客座講學

邀請魯汶大學哲學院 Thierry Lucas 教授蒞

系講學三個月，分別開設「基礎邏輯進階」

與「模態邏輯概論」兩課程。 

十月二日 文學院第一次臨時院教評會。 

 中國文學系邀請安徽社科院文學所所長陳

友冰教授蒞校講演「九十年代大陸的唐代文

學研究」。 

 體育學系碩士班師生於韓鄉園餐廳舉辦迎

新餐會。  

十月二日－五日 影像傳播學系於文友樓 118 舉行「118 影展

」。 

 體育學系楊漢琛老師應邀參加由行政院體

育委員會主辦、本校承辦「九十年度國民體

能檢測專案—台北縣區域體能檢測員培訓

研習班（第二期）」擔任講師。 

十月三日 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邀請歷史系林立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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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講演「大陸教育現況瞭解」。 

 哲學系召開「中國哲學組教學研究小組會議

」。 

十月四日－廿五日 體育學系楊漢琛老師應邀擔任台北縣板橋

市社區衛生促進委員會「體適能師資培訓班

」講師、承辦人兼聯絡人。 

十月六日 歷史學系林立樹老師應邀在「明清學術與現

代思潮」中發表論文〈歷史變遷中的己群關

係：E 世代的己群關係〉。 

十月九日 新聞傳播學系陳順孝老師應邀至台大學講

演「版面設計的理論與實務」。 

 輔大之聲習賢德台長應新莊中央扶輪社之

邀專題演講。 

十月十一日 輔大之聲習賢德台長於「名人會客室」節目

專訪輔大耕莘診所主任宋楷元醫師。 

十月十二日 新聞傳播學系陳順孝老師應邀至台北新世

紀青年社會領導力研習營講演「攻佔『他們

的媒體』、創辦『我們的媒體』——社會運

動與社會福利工作者的傳播策略」。 

十月十六日 體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於積健樓舉行上學

期第一次「學術發表會」。 

十月十七日 歷史學系林立樹老師應邀至台北大學歷史

學系講演「由九一一事件看美國外交」。  

 哲學系召開西洋哲學組與基礎理論組教學

研究小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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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邀請國立中山大學

社會科學學院鄭英耀博士講演「從教育經濟

學談教育領導新思潮」。 

十月十八日 圖書資訊學系吳政叡老師應邀參加由台北

市議會圖書館舉辦講演「資料著錄的未來趨

勢臆測」。 

十月十八日－十一月十五日 體育學系陳太正老師應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之聘擔任九十年體育團體評鑑執行委員。 

十月廿日－廿四日 圖書資訊學系鄭恒雄老師應邀參加上海圖

書館舉辦之「第二屆海峽兩岸公共圖書館基

礎建設研討會」發表〈台灣公共圖書館自動

化整體規劃與輔導成效之探討〉。 

十月廿日－廿五日 體育學系陳鴻雁老師應中華民國九十年全

運會籌備委員會之邀擔任「中華民國九十年

全國運動會競賽審查委員會」委員。 

十月廿二日 廣 告 傳 播 學 系 陳 尚 永 老 師 於 喜 福 網 （

www.herefrom.com）發表文章＜一次成功的

免付費廣告＞。 

 輔大之聲習賢德台長於「名人會客室」節目

專訪泛藍軍共同推薦之台北縣長參選人王

建煊先生。（刊於自由時報九十年十月廿三

日） 

十月廿二日－廿五日 體育學系楊漢琛老師帶隊參加「二○○一年

第三屆中國大冶市國際舞龍、舞舟、龍型風

箏邀請賽」榮獲公開組 500 米直道競速第二

名、公開組 300 米直道競速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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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廿四日 中國文學系系務會議通過修訂研究生獎助

學金審查委員會組織辦法。 

 歷史學系陳君愷老師應邀在「中華民國史專

題第六屆討論會—二十世紀臺灣歷史與人

物」中發表論文〈穿透歷史的迷霧—王添灯

的思想、立場及其評價問題〉。 

 哲學系系週會邀請邱建碩老師與全系的同

學分享「國外進修哲學經驗談」。 

 新聞傳播學系陳順孝老師應邀至嘉義中區

婦女教育種籽教師培訓營講演「社會福利工

作者的傳播策略」，至嘉義中正大學講演「

網路媒體的人文關懷」。 

 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邀請私立東海高中

蔡勇校長講演「中等教育領導實務」。 

十月廿五日 廣告傳播學系陳尚永老師前往銘傳大學傳

播學院擔任「E 化媒體的挑戰與策略，主題

三：網路行銷的挑戰」與談人。 

 香港樹仁學院師生一行廿人至輔大之聲參

觀。 

 輔大耕莘診所宋楷元醫師伉儷聯合製作主

持之「輔大空中診所」節目於輔大之聲電台

首播。 

十月廿六日 歷史學系林立樹老師應邀至臺灣師範大學

歷史學系講演「人際關係」。 

 圖書資訊學系於文開樓 LE506 舉辦大學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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薦甄選暨申請入學招生委員會第二次會議。 

 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於濟時國際會議廳

舉辦「二十一世紀教育領導與發展學術研討

會」。 

十月廿九日－十一月二日 影像傳播學系於文友樓 118 舉辦「恐怖影展

」，並邀請學長姐演講。 

十月卅日 中國文學系舉辦之全國研究生先秦兩漢學

術研討會徵稿作業完畢。  

 新聞傳播學系舉辦「思恒獎成果發表會第一

場」，聯合報編輯部特派員卓亞雄先生發表

論文「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育工作」、中國時

報政治組副主任王銘義先生發表論文「中國

大陸網路媒體發展現況與未來趨勢」、遠流

臺灣館編輯研發總監莊展鵬先生發表論文

「探索博物館藏寶圖」。 

 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全體師生至私立內

思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及國立溪湖高級中學

參觀訪問。  

十月卅一日 中國文學系與古典文學學會合辦之「中國文

學史學術研討會」邀稿與徵稿作業完畢。 

 哲學系舉辦第一學期第一次系教評會及第

一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 

 圖書資訊學系曾元顯老師應邀參加電子工

程研究所講演「音樂內容檢索」。   

十一月 歷史學系林立樹老師應邀至蔡家福立委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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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演講；劉文賓老師應邀在「兩次世界大

戰期間的中國經濟學術研討會」中發表論文

〈中國工商管理協會與中國的科學管理運

動〉。 

 哲學系鄔昆如教授應邀參加台北師院舉辦

之「第十六屆國際易學大會」發表<易經「

通」概念之研究>。 

 影像傳播學系葉春華老師指導並製作「二十

一世紀的輔大」發表。 

 圖書資訊學系林麗娟老師應邀參加由師範

大學工業教育系舉辦講演「問題導向式學習

」， 曾 元 顯 老 師 應 邀 參 加 「 2001 IEE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and Knowledge Engineering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s, Man, and Cybernetics
」 發 表 〈 Fast Co-occurrence Thesaurus 
Construction for Chinese News〉及應邀參加

台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舉辦之「四十週年系

慶研討會」發表〈共現索引典之自動建構、

評估與應用〉。 

 體育學系陳太正老師應中華民國棒球協會

之邀擔任棒球協會副理事長，制定棒球運動

發展政策，國家代表隊選、訓、賽事宜；並

協助國家成棒隊獲得世界盃第三名，楊志顯

老師應邀擔任中華民國大專院校九十年度

體育學術研討會論文審查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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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體中心辦理傳播系所採購 DVCAM 數位

化攝錄影機組八組。 

十一月－九十一年七月 體育學系楊志顯老師應邀擔任九十一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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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體育學系王顯智老師獲研究發展處補助專

題研究計畫「下肢運動傷害步態分析」。（至

九十一年十月） 

十一月二日 歷史學系克思明老師應邀至台北市中華民

國中小企業協會教育訓練中心演講「兩岸關

係（三）」。 

十一月四日 中國文學系趙中偉老師於第十六屆國際易

學大會發表論文〈「太極」思維的轉化與發

展〉。 

十一月五日 北京師範大學鄭副校長師渠及王副主任泉

根蒞中國文學系訪問。 

十一月六日 歷史學系周雪舫老師獲文、藝學院發展委員

會「于斌樞機基金學術論文獎勵」，獲獎論

文題目為〈論哥薩克人的形成〉。 

十一月六日 文學院第一學期第二次院務會議。 

 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第二次教評會，新聘

專任教師。 

十一月六日－十八日 體育學系葉志仙老師入選為我國參加「二○

○一年第三十四屆世界盃棒球錦標賽」教練

，並榮獲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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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七日 文學院第二次院教評會。 

 中國文學系系務會議聘葉嘉瑩老師於下學

期返系講學。 

  新聞傳播學系舉辦「思恒獎成果發表會第二

場」，緯來體育台新聞組副理文大培先生發

表論文「美國職業籃球全球行銷策略之探討

」、本系陳順孝老師發表論文「報導策略—

記實避禍的理論與實務」、華視總經理室主

任秘書黃新生先生發表論文「二十一世紀媒

體企業領導人的戰與因應」。 

 廣 告 傳 播 學 系 陳 尚 永 老 師 於 喜 福 網 （

www.herefrom.com）發表文章＜E 化媒體的

挑戰＞。 

 體育學系劉麗雲老師參與由行政院文建會

主辦假輔仁大學舉辦之「與電腦共舞—舞蹈

科技與美學電腦創作應用展」發表舞蹈創作

並主持座談會。 

十一月八日 中國文學系師生參加張秀亞老師追思彌撒。 

 新聞傳播學系陳順孝老師應邀至臺灣大學

新聞學研究所講演「黑道陰影下的報導策略

」。 

 輔大之聲「英語新聞」正式開播。 

十一月九日 教育部訪視輔大之聲。 

十一月十日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委託本系碩士班師生於

谷欣廳舉辦「我國體育行政組織之現況與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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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十一月十日—十五日 陳福濱院長率中文、歷史、哲學等系教師與

藝術學院組訪問團赴陝西師範大學進行交

流參訪活動。 

十一月十一日－十四日 哲學系高凌霞教授赴大陸上海佘山修院講

授「形上學」。 

十一月十二日－十六日 哲學系客座教授 Lucas 老師與邱建碩老師受

邀訪問嘉義中正大學哲學研究所，分別與研

究所師生進行「模態邏輯」專題指導、「

Logical Omniscience」座談會及「邏輯基礎

理念」的會談。 

十一月十三日 體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於積健樓舉辦上學

期第二次「學術發表會」暨邀請那魯灣（股

）公司、台灣職棒大聯盟李思宏副理分享「

運動行銷實務」。 

十一月十四日 歷史學系戴晉新主任應邀擔任「參訪陝西師

大歷史學院學術座談」主持人。 

 廣 告 傳 播 學 系 陳 尚 永 老 師 於 喜 福 網 （

www.herefrom.com）發表文章＜統一星巴克

的致勝秘訣＞。 

 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邀請國立溪湖高中

戴明國校長講演「建構二十一世紀的新校園

」。 

十一月十五日 歷史學系克思明老師應邀至台北市中華民

國中小企業協會教育訓練中心演講「兩岸關

係（四）」。 



【116】文學院 
 

十一月十五日－廿三日 哲學系設置之「羅光講座」邀請羅馬宗座額

俄略大學 Carlo Huber 教授講授「實在的建

構（The Constitution of Reality）」課程。 

十一月十六日 中國文學系先秦兩漢學程下學期將開設「先

秦禮儀文物概論」課程，將由游國慶老師與

歷史系邵台新老師共同擔任。 

 歷史學系克思明老師應邀至台北市中華民

國中小企業協會教育訓練中心演講「兩岸關

係（五）」。 

十一月十六日－十八日 體育學系碩士班師生共同參與國立台灣體

育學院舉辦「二○○一年國際運動教練科學

研討會暨中華民國大專院校九十年度體育

學術研討會」。 

十一月十七日—十八日 歷史學系王芝芝老師應邀擔任「成功大學第

一屆西洋史學術研討會」主持人及特約綜合

討論引言人。 

十一月廿日 歷史學系雷俊玲老師應邀至台北縣光仁中

學為社會科教師研習演講，講題為〈1880 至

1930 年的西方思潮〉。 

 廣 告 傳 播 學 系 陳 尚 永 老 師 於 喜 福 網 （

www.herefrom.com）發表文章＜溝通與距離

＞。 

十一月廿一日 中國文學系趙中偉老師應邀於台北市中山

女子高級中學發表專題演講。 

 圖書資訊學系於文開樓 LE506 舉辦第一學

期第一次系務會議、第一學期第二次課程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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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及第一學期第一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 

 輔大之聲應邀參訪國立台灣藝術學院的「台

藝之聲」。 

十一月廿三日 歷史學系克思明老師應邀擔任「大陸資料網

路化資料庫計劃成果發表會」評論人及應邀

至台北市中華民國中小企業協會教育訓練

中心演講「兩岸關係（六）」。 

 新聞傳播學系陳順孝老師應邀至文化大學

新聞系講演「新聞兵法：『記實避禍』的報

導策略」。 

 圖書資訊學系曾元顯老師應邀參加由中央

研究院舉辦之「大陸資料網路化資料庫計畫

」成果發表會講演「輔仁大學中國社會文化

研究中心：館藏數位化應用」。 

十一月廿三日－廿四日 外語學院與中國文學系合辦第四屆「文學與

宗教研討會－當代文學的宗教意識」，中文

系負責中國文學部分，邀請演講人李喬先生

(本名李能祺)、評論人呂興昌教授及論文發

表人康來新教授、黃錦樹教授。 

十一月廿四日 歷史學系周雪舫老師應邀在「歷史意識重要

著作研讀會」中作讀書報告，報告文章為〝

Alfred Weber, Civilization and Culture a synthesi
：’Fundamentals of Culture-Sociology： Social 
Process, Civilizational Process and 
Culture-Movement〞。 

十一月廿六日 教育部委託體育學系於濟時樓九樓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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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九十學年度大專體育院校主管座談會

」。 

十一月廿八日 新聞傳播學系台灣電視公司新聞部合辦「青

春列車選拔女主播活動，前進輔大」，新聞

部廖筱君主播及邱岳經理蒞校擔任評審並

參訪輔大之聲及錄製公益廣告。 

 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邀請國語實小陳綠

萍校長講演「國民小學教育領導實務」。 

十一月廿九日－卅日 體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參加體委會舉辦「

2001 年運動產業政策國際研討會」。 

十二月 歷史學系雷俊玲老師獲本校「資深教職員工

獎勵」（二十年）及「教師教學績優獎勵」；

陳正國老師在《新史學．第十二卷第四期》

上發表〈黃仁宇的現代化論述與西方歷史〉

。 

 哲學系陳福濱教授赴華梵大學講演「哲學人

的生活修養與畢業出路」，並獲頒輔仁大學

「九十學年度教學績優獎」，丁福寧教授獲

頒「九十學年度輔仁學術獎」。 

 新聞傳播學系習賢德老師應邀參加輔大「二

十一世紀大學追求卓越策略研討會校史論

壇會議」研討會，並發表論文＜北平輔仁大

學校舊檔管窺＞。 

 廣告傳播學系陳尚永老師於《罕見疾病立法

專輯》發表文章＜篇名：「罕見疾病立法」

與「媒體報導」＞，洪雅慧老師於《廣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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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表論文＜題目：候選人網站「資訊

提供」與「使用可親近性」之滿意度比較－

以公元 2000 年總統大選為例＞，蕭富峰老

師於經濟日報副刊發表文章＜品牌管理＞

，張佩娟老師指導學生參加行政院青輔會與

陳茂榜紀念文教基金會主辦之「第六屆茂榜

行動企畫獎」榮獲創意休閒類佳作，張郁敏

老師於佛光大學資訊研究所發表技術報告

＜整合行銷傳播＞。 

 體育學系劉麗雲老師獲本校「獎勵教師申請

校外研究計劃」獎勵，陳太正老師應台南市

政府之邀協助台南市政府體育政策發表白

皮書。 

 媒體中心辦理之文友樓綜合演講廳控制室

更新案完工。 

十二月－九十一年七月 體育學系楊志顯老師應邀擔任中華民國幼

兒體育發展協會副理事長。 

十二月一日 輔大之聲記者現場即時插報立法委員暨台

灣省縣市長選舉最新選情。 

十二月一日—二日 歷史學系在「第廿七屆全國大專院校史學盃

球類邀請賽」中戰績卓著，男子籃球隊蟬聯

冠軍、排球隊榮獲季軍、壘球隊晉升季軍、

女子籃球隊首戰榮獲殿軍。 

十二月二日 體育學系范武人老師應邀參加由國家運動

選手訓練中心假高雄舉辦之「九十年亞奧運

國家級教練進修研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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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三日  輔大之聲「名人會客室」節目訪問前美國之

音首位華裔副台長傑出校友饒孝柞女士。 

十二月五日                新聞傳播學系舉辦「生命力公益新聞網五週

年慶暨座談會」。 

 輔大之聲邀請校史室吳瑞珠主任至電台錄

製「輔大校史」及「認識輔大」、「輔大點滴

」等插播小單元十餘則「名人會客室」節目

訪問蒞校參訪的大陸學者、北京輔大校友會

貴賓張延祜等七人。 

十二月六日 歷史學系邵台新老師應邀參加校史室舉辦

之「校史論壇」發表論文〈陳垣與抗戰時期

的輔仁大學〉、戴晉新主任應邀擔任主持人

。 

 輔大之聲「校長真心話」節目首播，並以在

台復校四十週年校慶系列活動為首集主題。 

十二月七日 新聞傳播學系陳順孝老師應邀至台南南區

大專編採營講演「編輯的藝術：版面構成與

美感」。 

 輔大之聲「名人會客室」節目訪問蒞校參訪

之武漢大學副校長鍾立厚先生。 

十二月八日 新聞傳播學系林靜伶老師應邀參加「二十一

世紀傳播學門回顧與展望」研討會，並發表

論文＜語藝學：西方發展與在台灣之現況＞

，林麗雲老師應邀發表論文＜傳播研究史：

台灣傳播研究典範的峰迴路轉＞。 

十二月八日 輔大之聲製播「校運新聞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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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九日 體育學系、體育學系系友會於積健樓會議室

舉辦「體育學系論文發表會」暨系友聯誼活

動。 

 輔大之聲製播校慶活動。 

十二月十一日 體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於積健樓舉辦上學

期第三次「學術發表會」。 

十二月十二日 文學院邀請陝西師範大學陳俊民教授蒞院

演講。 

 歷史學系邀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劉景輝教

授於文華樓 LI400 教室講演「蘇美人閃語族

與美亞文明」。 

 哲學系客座教授 Lucas 及邱建碩兩位老師受

邀參加哲學系學會舉辦的「茶與哲學」會談

，談論哲學研究（特別是邏輯）的具體面向

。 

 輔大之聲與廣播社聯合舉辦廣播講座邀請

中廣公司名節目主持人王介安先生暢談廣

播 DJ 經驗談。 

十二月十四日 歷史學系邀請西安陝博館王世平教授於文

開樓 LE4A 教室講演「秦、漢、唐的騎兵與

馬」。 

 輔大之聲應邀參訪國立政治大學的「政大之

聲」。 

十二月十五日 新聞傳播學系、廣告傳播學系、影像傳播學

系舉辦「輔大傳播三十年，系友回娘家」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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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十二月十五日－十六日 中國文學系由包根弟老師及孫永忠老師帶

領同學參加「中華民國大專青年第十九屆聯

吟大會比賽」，創作組榮獲全國團體獎項第

四名，吟唱組榮獲全國團體獎項第五名，個

人組有多人獲獎。 

十二月十五日－十九日 體育學系范武人老師入選為我國赴香港參

加「二○○一年中、港橄欖球對抗賽」教練

。 

十二月十七日 李寧遠校長陪同靜宜大學陳振貴校長至輔

大之聲參訪並錄製「名人期勉詞」插播小單

元。 

十二月十七日－廿四日 體育學系陳太正老師代表中華民國大專院

校體育總會赴伊朗參加「二○○一年亞洲大

學運動總會執行委員會議」。 

十二月十八日 體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於積健樓舉辦上學

期第四次「學術發表會」。 

十二月十九日 中國文學系成年禮計有成年同學熊十玄等

一百一十人並邀請校長蒞臨致詞。 

 哲學系舉辦九十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系

教評會。 

 新聞傳播學系舉辦「戰爭新聞建構的集體記

憶」研討會。 

 輔大之聲習賢德台長邀請「戰爭新主講人陸

鏗、徐佳士、黃天才、汪萬里、莊人亮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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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至電台參觀並錄製「名人期勉詞」插播小

單元。 

十二月廿日 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全體師生聖誕共融

活動。 

 KISS RADIO 名節目主持人謝燕豪至輔大之

聲討論廣播合作企畫案。 

十二月廿一日 中國文學系系學會於荷花池畔舉辦湯圓大

會。 

 哲學系客座教授 Lucas 老師赴東吳大學哲學

系參與座談會，主題為「邏輯與中國哲學（

Logic and Chinese Philosophy）」。 

十二月廿二日 中國文學系教師歲末聚餐。 

 歷史學系於大學入學考試中心會議室舉辦

「世界史學術座談會」第三次會議，會中邀

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王文霞教授擔任主講

人，講題為「西洋史學術研究的一些問題」

。 

十二月廿四日 歷史學系戴晉新主任應邀至中正大學講演

「從幾部史學通史看先秦史學論述的變遷」

。 

十二月廿六日 圖書資訊學系於文開樓 LE506 舉辦碩士班

甄試招生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十二月廿七日 「輔大之聲發展委員會九十學年度第一次

會議」於文開樓三樓 3A 會議室召開。 

十二月廿八日 歷史學系陳君愷老師應邀至臺中女中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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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研究社講演「因為怯懦，所以偉大—從

賴和的〈獄中日記〉談起」；陳君愷老師應

邀至靜宜大學臺灣文學研究社講演「日治時

期醫生的社會角色」。 

九十一年  

一月 廣告傳播學系洪雅慧老師於政治大學「第十

屆中華民國廣告暨公共關係學術與實務研

討會」擔任主講人，講題「廣告創意如何教

？怎麼學？」並發表論文＜「蓋台廣告」收

視反應之研究—以台北縣有線電視訂戶為

例＞，於《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發表論文〝Who’re on and why they’re 
there：A study of candidate web sites users in 
Taiwan〞；蕭富峰老師於工商時報經營知識

版發表文章＜選舉行銷＞。 

 體育學系陳鴻雁老師擔任九十一學年度學

科能力測驗台北第五考區第三分區（新莊國

中）分區主任，范武人老師榮獲本校頒發「

九十學年度教師教學績優獎勵」，謝茂松老

師榮獲本校頒發「九十學年度資深教職員工

獎勵」。 

一月一日—七月卅一日 廣告傳播學系陳尚永老師擔任台南市慶和

醫事檢驗所行銷企劃顧問（負責行銷企劃案

之擬定與執行）。 

一月—十二月 歷史學系雷俊玲老師獲教育部顧問室補助

專題研究計畫「經典著作研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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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一日－十二月卅一日 哲學系獲教育部顧問室補助，繼續推動「西

洋古典暨中世紀哲學資料中心計劃」。 

一月四日 中國文學系於谷欣廳舉辦「全國研究生學術

研討會」。 

一月四日—五日 歷史學系邵台新老師應邀擔任「中文系研究

生論文大會」評論人。 

一月七日 廣告傳播學系陳尚永老師至築夢基金會講

演「築夢知地講座－廣告的視聽符號－廣告

標語」。 

一月八日 哲學系舉辦第一學期第三次系務會議。 

 體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於積健樓舉辦上學

期第五次「學術發表會」。 

一月八日－十四日 體育學系陳太正老師代表我國赴義大利參

加「國際大學運動總會（FISU）執行委員會

議」。 

一月九日 圖書資訊學系於文開樓 LE506 舉辦碩士班

甄試招生委員會第二次會議。 

 輔大之聲「名人會客室」節目專訪本屆新莊

市長民進黨提名候選人鍾宏仁先生；香港浸

會大學傳理學院師生四十五人蒞輔大之聲

參訪。 

一月十二日 歷史學系克思明老師應邀擔任「國際政治新

局勢對兩岸關係之影響座談會」特約引言報

告。 

一月十四日 廣告傳播學系陳尚永老師至築夢基金會講



【126】文學院 
 

演「築夢知地講座－廣告的視聽符號－廣告

戲劇」。 

 李寧遠校長與教務長陳猷龍教授於輔大之

聲「校長真心話」回應「網路選課」。 

一月十四日－卅一日 體育學系碩士班於積健樓舉辦「九十學年度

論文計畫口試審查」。 

一月十五日 文學院第三次院教評會，通過中國文學系王

初慶教授九十一學年度休假案。 

 輔大之聲「名人會客室」節目專訪爭取連任

之新莊市長黃林玲玲女士。 

一月十六日 文學院第一學期第三次院務會議。 

 體育學系碩士班於積健樓舉辦「九十學年度

上學期碩士學位考試綜合測驗（筆試）」。 

一月十七日 「輔大之聲期末全體幹部會議」。 

一月十八日 中國文學系九十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師學術

研討會於文學院研究所大樓二樓會議室舉

行。 

 民生學院由各系老師分工輪製主持的「民生

你和我」節目首次於輔大之聲錄製。 

一月十九日－廿一日 哲學系黎建球教授獲邀參加「天主教中小學

 校長經營研習會」並擔任主持人及講評人

 。 

 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假桃園揚昇俱樂部

 舉辦「天主教中小學經營領導研習營（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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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廿一日 廣告傳播學系陳尚永老師至築夢基金會講

演「築夢知地講座－廣告的視聽符號－廣告

創意」。 

一月廿二日 哲學系黎建球教授應邀赴福營國中講演「生

命的反思」。 

一月廿二日—廿八日 廣告傳播學系謝明順老師於台北醫院文藝

走廊展出攝影作品。 

一月廿三日－廿五日 輔大之聲協辦「第一屆高中生廣播營」於文

開樓 4A 教室舉行。 

一月廿四日 中國文學系孫永忠老師應邀於康寧護理專

科學校講授「文書作業講習」教育訓練課程

。 

一月廿六日 輔大之聲實習副臺長萬耀元同學及前節目

部經理朱郁蕙同學，應「長榮之聲實習電臺

」之邀與學生座談交流。 

一月廿八日 廣告傳播學系洪雅慧老師應邀於台中大葉

大學教育推廣部講演「政治廣告文案表現」

，陳尚永老師至築夢基金會講演「築夢知地

講座－廣告的視聽符號－廣告文化」。 

一月廿九日 體育學系陳太正老師應邀參加由體委會舉

辦之「從世界盃成棒賽看台灣棒運未來」座

談會出席來賓。 

二月 廣告傳播學系謝明順老師於《攝影天地》發

表文章＜對讀者作品進行講評＞，蕭富峰老

師老師於《震旦月刊》發表文章＜談顧客抱

怨處理機制＞，吳宜蓁老師出版專書《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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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公共關係與語藝觀點的理論與實證》

。 

 體育學系楊漢琛老師通過教育部審定升等

為教授。 

二月—七月 歷史學系王芝芝老師應邀擔任「歷史意識重

要著作研讀會」報告人。（每月一次） 

 哲學系尤煌傑副教授獲中國聖職單位補助

「哲學概論非同步遠距教學計劃」，並獲教

育部及教務處補助「輔大基本哲學學習網變

更設計為教學平台計劃」。 

二月一日 歷史學系人事異動：新聘游鑑明老師為兼任

副教授。 

二月二日 歷史學系周雪舫老師應邀至高雄晟景出版

社講演「烏托邦的幻滅—蘇聯興亡史」。 

 廣告傳播學系洪雅慧老師應邀於國民黨台

北市黨部講演「政治廣告與選舉」。 

二月六日 哲學系黎建球教授擔任「榮欣文教基金會董

事」。 

二月八日 輔大之聲首度以電腦設定自動播出各項節

目於春節連續假期。 

二月廿六日 輔大之聲新學期全體幹部會議暨元宵湯圓

聯誼。 

二月廿七日 文學院第二學期第一次院務會議。 

 圖書資訊學系於文開樓 LE506 舉辦第二學

期第一次研究生獎助學金審查小組會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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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學期第一次預算審查會議。 

三月 文學院《八十九學年度成果報告書》出版。 

 歷史學系陳正國老師於《新史學》上發表〈

評 Wan Fan-Sen”Fu Ssu-Nien：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書評。 

 哲學系陳福濱教授、潘小慧副教授應邀參加

北京清華大學、輔仁大學文學院合辦之「新

出楚簡與儒學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分別發

表<出土文獻在台灣之研究>及<上博簡與郭

店簡《性自命出》篇中「情」的意義與價值

>，鄔昆如教授赴台灣總修院講演「廿一世

紀士林哲學的貢獻與困境」，黎建球教授擔

任「國家建設文教基金會董事」，陳福濱教

授赴法務部司法官訓練所講演「說話藝術及

人際關係」及赴國家安全局講演「思維理則

」。 

 體育學系劉麗雲老師由至鼎文化出版社出

版著作《我國舞蹈學生自我效能、運動目標

取向與身體自我概念之研究》。 

三月一日 輔大之聲召開「輔大之聲英語新聞播音員會

議」。 

三月三日 哲學系黎建球教授被聘為台北總教區家庭

委員會委員。 

三月四日－八日 影傳週。 

三月五日 廣告傳播學系蕭富峰老師老師於工商時報

經營知識版發表文章＜認識 P&G 的行銷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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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之道（上）＞。 

三月六日 哲學系舉辦第二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及系

教評會。 

 中國大陸中央民族大學訪問團一行十人參

訪輔大之聲。 

三月八日 「輔大之聲擴建案協調會」於野聲樓三樓第

二會議室舉行。 

三月九日－十日 影像傳播學系學生參與台北電影節系列活

動，作品於台北國際藝術村中「國內學生

video 作品觀摩中」播放，導演並至現場進

行座談。 

三月十一日－十五日 童言童語—哲學週。 

三月十二日 文學院第四次院教評會。 

 哲學系黎建球教授被聘為教育部技職司九

十二學年度科技大學增設博碩士班審查委

員會委員。 

 新聞傳播學系邀請中國廣播公司新聞部經

理馮小龍先生講演「廣播新聞發展趨勢與策

略」。 

 廣告傳播學系蕭富峰老師老師於工商時報

經營知識版發表文章文＜認識 P&G 的行銷

致勝之道（下）＞。 

三月十三日 文學院邀請大陸國家文物局文物考古研究

所胡平生研究員演講（一）。 

 廣告傳播學系蕭富峰老師應邀至台科大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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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系講演「談 P&G 的行銷致勝之道」。 

 圖書資訊學系於文開樓 LE506 舉辦第二學

期第一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及第二學期第

一次系務會議。 

三月十四日 廣告傳播學系謝明順老師應邀至台中市「台

灣省旅遊攝影學會」講演「美學與影像創作

」。 

 輔大之聲「電臺助理大會」（一）。 

三月十五日 歷史學系克思明老師應邀至龍潭六軍團講

演「兩岸關係的盲點與變數」。 

 中華民國駐梵諦岡大使戴瑞明先生蒞輔大

之聲參訪並接受訪問。 

三月十六日－十七日 中國文學系與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於谷欣

廳舉辦「建構與反思—文學史的探索學術研

討會」。 

三月十八日 體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於積健樓舉辦下學

期第一次「學術發表會」。 

 日文系主任賴振南教授陪同三位日本大學

教授至輔大之聲電臺參觀並錄製參訪記。 

三月十八日－廿二日 新聞週。 

三月廿日  文學院邀請大陸國家文物局文物考古研究

所胡平生研究員演講（二）。 

 中國文學系於「祭天敬祖感恩大典」中協助

典禮禮生之訓練安排，並由東籬詩社擔任「

蓼莪」演唱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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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資訊學系毛慶禎老師應邀參加由勵馨

基金會於谷欣廳舉辦「如何實施兒童網自我

保護教育」研習會講演「兒童少年網路使用

規範」。 

三月廿一日 新聞傳播學系與全民電視台合辦「主播大賽

」，邀請民視主播羅瑞成先生、李偵禎小姐

、鄒淑霞小姐蒞校擔任評審。 

 靜宜大學視聽中心主任唐清華先生一行五

人蒞輔大之聲參訪。 

三月廿二日 廣告傳播學系陳尚永老師前往銘傳大學傳

播學院擔任「2002 傳播管理研討會：網路傳

播與媒體經營學術論壇」評論人。 

三月廿五日 「第一屆輔大之聲電臺週」。 

三月廿六日 新聞傳播學系邀請中國廣播公司新聞部副

理兼總編導朱克威先生講演「廣播新聞基本

原則與寫作」。 

 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第二學期第一次所

務會議。 

 「輔大之聲第二屆新聞播報大賽」決賽第一

名許劭琦（廣告傳播學系一年級）、第二名

楊又樺（德國語文學系一年級）、第三名邱

小娟（織品服裝學系二年級）。 

三月廿七日 圖書資訊學系於文開樓 LE506 舉辦第二學

期第二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及第二學期第

一次課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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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大之聲「廣播專業講座：新聞編輯與播報

」於文開樓三樓 3A 會議室舉行邀請中廣新

聞部資深新聞主播姚愛真小姐主講。 

三月廿七日－廿九日 體育學系吳錦雲老師應邀擔任中華民國九

十一年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裁判工作。 

三月廿八日 首場「輔大之聲名人系列演講」於文友樓 118
演講廳舉行，邀請資深媒體工作者、名漫畫

家魚夫（林奎佑）先生主講「媒體叛國」。 

三月廿八日－廿九日 體育學系楊志顯、陳鴻雁、潘孟宜及高瑞鍾

帶隊參加「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全國大專院校

運動會」。 

三月廿八日—卅日 歷史學系林立樹老師應邀至國安局演講上

課。 

三月廿八日－四月一日 體育學系范武人老師入選為我國赴馬來西

亞參加「二○○三年世界盃會外賽亞洲區預

賽」領隊。 

三月卅日－四月七日 中文系師生計三十餘人參加本校與北京清

華大學合辦之「簡帛學術研討會」，並參訪

徐州師範大學進行先秦兩漢學術之交流活

動。 

三月卅一日 輔大之聲首次自費旅遊活動「春假澎湖之旅

」並參訪馬公市區之中功率軍方電台「漢聲

廣播電臺」澎湖臺。 

三月卅一日—四月二日 歷史學系邵台新老師應邀於北京清華大學

「新出楚簡與儒學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中

發表論文〈戰國至漢初的儒學傳承—以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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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帛為中心的討論〉，戴晉新主任應邀發表

論文〈上海博物館藏楚簡《詩論》的歷史認

識問題〉；雷俊玲老師應邀至北京師範大學

查訪校史資料；戴晉新主任及邵台新老師應

邀至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參訪交流。 

三月卅一日－四月三日 文學院與北京清華大學合辦「新出楚簡與儒

學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 

四月 歷史學系林立樹老師在《佛山科學技術學院

學報．第二十卷第八十八期》上發表〈E 世

代己群關係〉。 

 哲學系潘小慧副教授赴桃園市慈文國中講

演「倫理思考與倫理教育」。 

 廣告傳播學系張郁敏老師於自由時報發表

文章＜寶橋開闢群組網站，正中目標消費群

＞。 

 媒體中心辦理之文友樓廁所改善工程完工。 

四月－七月 哲學系尤煌傑副教授獲行政院新聞局邀請

擔任「九十一年圖書金鼎獎」評審委員。 

 體育學系王顯智老師獲文、藝學院發展委員

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投擲運動選手肩關節

等速肌力之評估」。 

四月－十二月 哲學系黎建球教授獲教育部顧問室補助「九

一年度人文社會科學教育改進計劃：史料典

籍研讀會—中西哲學經典研度會」，丁福寧

教授獲教育部顧問室補助「九一年度人文社

會科學教育改進計劃：史料典籍研讀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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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世紀西洋哲學研度會」。 

四月一日－廿六日 哲學系鄔昆如教授赴大陸上海佘山修院講

授「士林哲學」以及講演「論文寫作的技巧

」。 

四月三日—四日 歷史學系戴晉新主任應邀至徐州師範大學

語言研究所與歷史學系（社會發展學院）參

訪交流。 

四月三日－七日 體育學系碩士班十四位研究生由陳鴻雁老

師「運動管理教學」帶領至上海體育大學、

水上運動中心參訪交流。 

四月五日－七日 影像傳播學系與世新、政大、台藝、文化四

校傳播相關科系共同舉辦「第五屆五校聯展

」。 

四月八日 歷史學系林立樹老師應邀至內湖國小演講。 

四月八日－十九日 哲學系設置之「羅光講座」獲得國家科學委

員 會 補 助 邀 請 奧 地 利 茵 斯 布 魯 克 大 學

Edmund Rnuggaldier 教授講授「當代分析形

上學（Modern Analytic Metaphysics）」課程

。 

四月九日 新聞傳播學系邀請中國廣播公司新聞部採

訪中心主任楊惠菁小姐講演「廣播新聞採訪

」。 

四月十一日 廣告傳播學系謝明順老師應邀至台北縣「國

防管理學院」講演「風景攝影」。 

四月十二日 香港荃葵青區十大傑出學生台灣教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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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團一行十六蒞輔大之聲參訪。 

四月十三日 歷史學系於臺灣大學文學院會議室舉辦「世

界史學術座談會」第四次會議，會中邀請中

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蒲慕州研究員主

講「近二世紀以來近東研究的發展」，王芝

芝老師應邀擔任討論人。 

四月十六日 歷史學系邀請大陸社會科學院蔣大樁院士

於文開樓 LE4A 教室講演「八十年代以後的

大陸史學」。 

 新聞傳播學系邀請中國廣播公司新聞部記

者康子仁蒞校講演「廣播新聞報導與製作」

。 

四月十六日－卅日 哲學系黎建球教授赴大陸上海佘山修院講

授「西洋哲學史」。 

四月十七日 歷史研究所於本系會議室舉辦「九十學年度

第二學期研究生論文初稿發表會」。 

 哲學系舉辦第二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及系

教 評 會 ； 高 凌 霞 教 授 赴 泰 國 參 加 「

Metaphysics and Mysticism」研討會發表<The 
Mystical Dimension of Chung Tzu ’ s 
Intuition of Tao>。 

 圖書資訊學系於文開樓 LE506 舉辦第二學

期第三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 

 輔大之聲舉辦「美麗佳人週活動－C.K.彩妝

座談會」；「輔大之聲名人系列演講（二）」

於文友樓 118 演講廳舉行，邀請新聞界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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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中國第一位廣播記者陸鏗先生講題「

六十二年記者生涯與歷史交會」。 

四月十八日 教育部督學朱振昌先生、曾德錦先生、李然

堯先生、江美珠女士等四人蒞校視導輔大之

聲並現場接受訪問。 

四月十九日 「輔大之聲第二屆新聞播報大賽」頒獎典禮

於文開樓六樓 606 會議室舉行。 

四月廿日 廣告傳播學系蕭富峰老師老師於工商時報

經營知識版發表文章＜談危機管理＞。 

四月廿二日  歷史學系林立樹老師應邀至板橋扶輪社演

講；雷俊玲老師應邀擔任「新莊高中生涯探

索週文史科學群講座」討論人。 

 體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於積健樓舉辦下學

期第二次「學術發表會」。 

四月廿三日 新聞傳播學系邀請中國廣播公司新聞部資

深譯播夏明珠女士蒞校講演「廣播新聞編譯

」。 

四月廿四日 文學院第二學期第二次院務會議。 

 哲學系邀請台灣大學哲學系孫效智老師為

教授「專業倫理」與「人生哲學」課程老師

發表專題演講。 

四月廿六日 圖書資訊學系曾元顯老師應邀參加中央研

究院講演「Effectiveness Issues in Automatic 
Text Categorization」。 

 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第三次教評會，新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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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任教師及續聘案。 

 輔大之聲天線鐵塔更新工程完工，發射範圍

可涵蓋大台北許多地區。 

四月廿六日－廿七日 哲學系於士林哲學研究中心舉辦「第三屆哲

學系校際研究生論文發表會」。 

四月廿六日－五月廿四日 體育學系陳太正老師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體育研究與發展中心委託擔任「教育部九十

一年度大專院校體育訪視」訪視委員。 

四月廿七日 廣告傳播學系廣告系主辦「第五屆明梅廣告

策略提案競賽」校際比賽，榮獲第一名。 

四月廿八日 新聞傳播學系陳順孝老師應邀至宜蘭原動

力刊物編輯營講演「編織美麗新視界：版面

設計的藝術」。 

 體育學系劉麗雲老師獲教育部頒發「指導輔

仁大學社團慈濟青年社績效卓著」獎勵。 

四月廿八日—五月三日 「歷史週」。 

四月廿八日－廿九日 體育學系碩士班十位研究生由高俊雄老師

「運動產業經營」帶領至烏來校外實地研究

。                                                                                                                                  

四月廿九日－五月八日 體育學系楊漢琛老師帶隊赴中國參加「二○

○二年第三屆中國長江三峽國際龍舟拉力

賽」榮獲公開組 500 米直道競速第七名、公

開組 39 公里拉力賽第七名、大會最佳表現

獎；參加「二○○二龍津杯首屆中國萬佛湖

國際龍舟邀請賽」榮獲公開組 250 米直道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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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冠軍、公開組 400 米直道競速第二名、公

開組 600 米直道競速第二名。 

四月卅日 圖書資訊學系毛慶禎老師應邀參加板橋後

埔國小舉辦「台北縣辦理九十學年度第二學

期在職教師資訊培訓研討會講演「兒童少年

網路使用規範」。 

 新聞傳播學系邀請中國廣播公司新聞部主

播姚愛真女士講演「廣播新聞編輯」。  

五月 歷史學系張淑勤老師應邀擔任「歷史意識著

作研討會」主持人及「歷史經典著作讀書研

討會」主持人。 

 哲學系鄔昆如教授、袁信愛副教授應邀參加

華梵大學舉辦之「第六次儒佛會通學術研討

會」分別發表<「家」－儒佛爭論與會通的

處所>與<儒、道兩家的生死智慧>，鄔昆如

教授應邀參加淡江大學舉辦之「東方文化與

國際社會學術研討會」發表<孟子與奧斯定

人性論的比較>及應邀參加「第五屆孫中山

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發表<中山先生原

說中知德福三合一思想>，黎建球教授赴北

市婦女會講演「生命教育與人生意義」及赴

安全局講演「中國倫理思想與價值觀」，陳

福濱教授赴台灣鐵路局員訓中心講演「人生

哲學」及赴東吳大學講演「陰陽五行與漢代

哲學」，尤煌傑副教授應邀參加教育部與明

新技術學院舉辦之「通識教育與美育研討會

」發表<由美之存有學到美意識的觀念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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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像傳播學系張梨美老師應邀參加由 Asian 
Cinema Studies Society 假韓國全州舉辦之「

2002 Asian Cinema Studies Society 
Conference」，發表〝Gender, Modernity and 
New Taiwan Cinema〞一文。 

五月－十一月 體育學系陳鴻雁老師獲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我國國民運動意識之調

查研究」。 

五月一日 文學院邀請大陸國家文物局文物考古研究

所胡平生研究員演講（三）。 

 新聞傳播學系陳順孝老師應邀至師大國文

系講演「探索真實、建構意義：一個編輯的

生命歷程」。 

 輔大之聲應邀參加由世新大學以「八方豪傑

會世新，電力十足傳美聲」為主題之北區大

學校園電台聯誼座談會，八所大學實習電台

同步全程聯播。 

五月一日－四日 體育學系劉俊業老師參加中華民國籃球協

會假市立松山高中舉辦之「中華民國籃球協

會 2002 年國家（A）級教練講習會」。 

五月三日 體育學系范武人老師應邀擔任中華民國橄

欖球協會九十一年度役男國家代表隊儲備

選手甄選作業小組檢測官，碩士班研究生於

師範大學參加「運動體育研討會」。 

五月四日 廣告傳播學系陳尚永老師擔任第五屆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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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整合趨勢下的新舊媒體規劃」座談會主

持人。 

五月四日—五日 廣告傳播學系第五屆廣告系畢業展假台北

新摩市舉辦，主題「2002 大發生」。 

五月五日 廣告傳播學系吳宜蓁老師擔任第五屆畢業

展「2001 成功行銷案例分析」座談會主持人

。 

五月六日 體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於積健樓舉辦下學

期第三次「學術發表會」。 

五月七日 中國文學系於文開樓三 A 舉辦「第三屆先秦

兩漢學術全國研究生論文發表會」。 

 新聞傳播學系邀請中國廣播公司新聞部主

播徐筱明女士講演「廣播新聞播報」。 

五月八日 文學院邀請大陸國家文物局文物考古研究

所胡平生研究員演講（四）。 

 體育學於積健樓舉辦「九十學年度體育週專

題演講會」；葉志仙老師應中華民國棒球協

會之聘擔任「九十一年役男國家代表隊儲備

選手甄選監考委員」。 

五月九日 哲學系舉辦第二學期臨時系務會議。 

 「輔大之聲電臺助理大會（二）」。 

五月十一日－十九日 影像傳播學系四年級學生於敦南誠品 B2 藝

文空間舉辦「納西瑟斯的水仙」第四屆影傳

畢業展校外展。 

五月十四日 文學院第五次院教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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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傳播學系邀請中國廣播公司新聞部總

編導董媛瑜女士講演「新聞分析性訪問定題

」。 

五月十五日 歷史學系邀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張

玉法院士於本校利瑪竇大樓國際會議廳講

演「中國現代史研究的趨勢」。 

 輔大之聲主辦之「九十學年度系所招生宣傳

廣播廣告競賽」團體亞軍、季軍各乙名（冠

軍從缺）及六名佳作，個人獎最佳創意獎、

最佳技術獎各乙名；以及舉辦「籃球現場實

況轉播技巧講習會」，邀請具轉播球賽經驗 

五月十六日 輔大之聲接受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新莊稽徵

所委託播出「國稅宣導短劇」五則。 

五月十六日—十七日 廣告傳播學系吳宜蓁老師應邀參加世新大

學舉辦「公關、廣告的學與術」研討會，並

擔任「公共關係在整合行銷傳播中定位之爭

議」場次與談人。 

五月十七日 歷史學系林立樹老師應邀至安泰保險公司

演講。 

五月十八日 歷史學系林立樹老師應邀擔任「孫中山與現

代中國」評論人。 

 哲學系於士林哲學研究中心舉辦「哲學系教

師研究成果發表會」。 

五月十八日－十九日 中國文學系於校內谷欣廳舉辦「第四屆中國

修辭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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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九日 歷史學系克思明老師應邀至桃園復興山莊

講演「兩岸互動看國家發展」。 

五月廿日 廣告傳播學系蕭富峰老師老師於工商時報

經營知識版發表文章＜再談危機管理＞。 

 體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於積健樓舉辦下學

期第四次「學術發表會」。 

五月廿一日 新聞傳播學系邀請中國廣播公司新聞部主

播劉敏娟女士講演「談論性新聞節目製作」

。 

 廣告傳播學系蕭富峰老師應邀至台北大學

企管系講演「從 SK-II 談行銷策略」。 

五月廿二日 哲學系於系週會上邀請系友陳福彰先生及

車先惠小姐分享「哲學背景對實際工作上的

發展」經驗。 

 「輔大之聲名人系列演講（三）」邀請財團

法人卓越新聞獎基金會執行長官麗嘉女士

主講「世間好東西都不便宜？！」。 

 體育學系於本校中美堂舉辦九十學年度「體

宴 2002」體育表演晚會（一）。 

五月廿四日 歷史學系於谷欣廳舉辦「西洋史教學研究的

回顧與展望學術座談會」。 

五月廿五日 廣告傳播學系陳尚永老師於《2002 食品採購

情報》發表文章＜食品、食品廣告與阿傑＞

。 

 體育學系於新莊體育場舉辦九十學年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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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 2002」體育表演晚會（二）。 

五月廿七日 文學院第二次臨時院教評會。 

五月廿八日 新聞傳播學系邀請中國廣播公司新聞部資

深記者蕭文合先生講演「電腦在廣播新聞採

編製作之影響運用」。 

 體育學系吳福明老師獲「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九十學年度排球聯賽」優秀教練獎。 

五月廿八日—廿九日 歷史學系戴晉新主任應邀擔任「第二屆簡帛

學術討論會」評論人。 

五月廿八日－六月三日 體育學系楊志顯老師應邀參加由北美運動

管理學會假加拿大舉辦之「二○○二年北美

運動管理學會學術研討會」發表〈A Study of 
the Strategies and underlying Rationales in 
Managing College Sport Teams in Taiwan〉。 

五月廿九日 輔大之聲與體育學系合辦及達欣工程、中廣

公司協辦之「中廣戰神隊 VS.達欣工程隊」

及「輔大男籃乙組校隊 VS.輔大體育系聯隊

」兩場籃球示範表演賽於中美堂登場，活動

實況由電台轉播；中國大陸民辦大學訪問團

一行十六人蒞輔大之聲參訪。 

五月廿九日－卅一日 影像傳播學系二年級學生於文友樓 118 舉行

影傳劇展，演出「溫夫人的扇子」；四年級

學生於理圖外廊舉辦「納西瑟斯的水仙」第

四屆影傳畢業展校內展。 

五月卅日 大眾傳播學研究所於文友樓 308 室舉行「第

十二屆研究生論文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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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西園掌中劇團執行長許國良先生蒞臨輔

大之聲參觀並接受「名人會客室」節目訪問

。 

 中國聖職單位行政會議同意文學院提案，媒

體中心改為院屬單位，並送校發會討論。 

五月卅一日 廣告傳播學系陳尚永老師擔任「生活中體驗

WTO 講座—加入 WTO 對台灣媒體與文化

產業之影響」座談人。 

 英國 University of Luton 副校長 Mr. Tim 
Boatswain 蒞輔大之聲參訪。 

 體育學系吳福明、葉志仙、高瑞鍾、劉俊業

等四位老師應邀擔任「九十一學年度中等以

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甄審甄

試術科檢定人員」。 

六月 歷史學系王芝芝老師應邀擔任「西洋經典著

作研讀會」報告人，周雪舫老師在《政大歷

史學報．第十九期》上發表〈從自治到依附

：赫梅利尼茨基與烏克蘭哥薩克的轉變〉；《

輔仁歷史學報》第十二期出版，《史苑》第

六十二期出版。 

 哲學系黎建球教授擔任「光仁文教基金會董

事」；陳福濱教授應邀參加元智大學通識教

育中心舉辦之「基礎性教育通識課程研討會

」發表<整合人文社會學科的基礎課程規劃

與較學實驗之我見>及赴金石堂大安店講演

「生活與哲學」，潘小慧副教授赴創世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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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講演「人的意義」，袁信愛副教授應邀參

加中央大學舉辦之「第三屆生命倫理學國際

會議」發表<生命的延續與尊嚴>。 

  圖書資訊學系曾元顯老師應邀參加「二十一

世紀資訊科學與技術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

〈回溯性資料數位化服務之規劃與建置〉。 

 體育學系劉麗雲老師由國立體育學院出版

著作《國中舞蹈班芭蕾舞教學行為之研究》

，楊志顯老師應邀擔任九十一學年度大學入

學考試中心指定項目考試體育組執行委員

會委員、第四十四屆國際體健休運動暨舞蹈

年會運動科學委員會委員及九十一學年度

大學入學考試體育組術科考試召集人兼總

兼試。 

六月一日 歷史學系周雪舫老師應邀擔任「西洋經典著

作研讀會（三）」主持人。 

六月一日－五日 體育學系陳太正老師代表中華民國大專院

校體育總會赴日本、韓國，拜會「國際大學

運動總會執行委員」並遊說「二○○七年世

大運在高雄案」。 

六月三日－十二日 體育學系曾慶裕老師應中華民國棒球協會

之邀擔任「中華民國九十一年王貞治盃青棒

錦標賽」中華青棒代表隊選訓委員。 

六月五日 輔大之聲與「常春藤解析英語雜誌社」續簽

英語廣播教學節目委播合約。 

六月五日－六日 體育學系劉麗雲、王金蓮老師獲文、藝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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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委員會「群體展演計劃案補助」於聖言

國際會議展演中心舉行「輔仁大學體育學系

舞蹈發表會—Melody3 」，分別擔任藝術總

監及行政總監。 

六月七日 圖書資訊學系邀請台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陳書梅於文開樓 LE4A 講演「圖書館館員與

讀者溝通技巧」。 

六月十日 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第二學期第一次所

務會議。 

 輔大之聲主辦之「九十學年系所招生宣傳廣

播廣告競賽」於文開樓六樓會議室舉行頒獎

典禮。 

六月十二日 哲學系舉辦第二學期第三次系務會議。 

 圖書資訊學系於文開樓 LE506 舉辦第二學

期第二次系務會議，第二學期第四次系教師

評審委員會，第二學期第二次研究生獎助學

金審查小組會議及碩士班甄試招生委員會

第三次會議。 

六月十三日 圖書資訊學系毛慶禎老師應邀參加國家高

速電腦中心講演「自由軟體的應用」。 

六月十五日 新聞傳播學系於文友樓舉行「2002 畢業祝福

茶會」。 

 輔大之聲負責全程現場實況轉播畢業典禮。 

六月十七日 體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於積健樓舉辦下學

期第五次「學術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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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七日－七月十一日 體育學系碩士班於積健樓舉辦「第二屆碩士

學位論文發表會」。 

六月十八日 文學院第六次院教評會。 

六月十九日 文學院第二學期第三次院務會議。 

六月廿日 「輔大之聲期末全體新舊任幹部會議」。 

六月廿一日 中國文學系第二學期「教師學術研討會」於

文學院研究所大樓二樓會議室舉行。 

 圖書資訊學系蘇諼老師應邀參加國立台中

師範學院講演「參考服務與參考資源」。 

 媒體中心召開電腦設備教學討論會。 

六月廿五日 歷史學系克思明老師應邀至新竹講演「超人

氣的領導人」。 

六月廿七日 廣告傳播學系吳宜蓁老師、蕭富峰老師、張

郁敏老師應邀參加「2002 中國國際公共關係

大會」，吳宜蓁老師發表論文＜台灣公共關

係教育的現況分析＞。 

 「輔大之聲發展委員會九十學年度第二次

會議」，李寧遠校長為輔大之聲錄製「校長

真心話」節目成為常態節目。 

六月廿八日 歷史學系邵台新老師應邀擔任「第二屆簡帛

學術討論會」評論人。 

六月廿九日 新聞傳播學系陳順孝老師應邀至台北蘭友

領袖營講演「我能為宜蘭做什麼？ 一個新

聞編輯的回饋構想」；張惠蓉老師應邀參加

「2002 中華傳播學會年度研討會」發表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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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中介傳播作為組織回饋系統之特性

與內容：以台灣六所大學校長版為例＞陳順

孝老師應邀發表＜客觀報導與春秋筆法—

—探索華人新聞報導的「使用理論」＞，陳

順孝老師及張文強老師應邀發表＜評估新

聞工作的專家與生手：尋找新判準＞。 

 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於文開樓三樓舉辦

「九十一學年度新生座談會」。 

六月卅日 新聞傳播學系陳順孝老師應邀至台北司法

媒體營講演「誰決定媒體真相？」。 

七月 文學院《輔仁學誌‧人文藝術之部》及《新

出楚簡與儒家思想論文集》出版。 

 歷史學系《史學研究》第十六期出版。 

 哲學系黎建球教授應邀赴司法院講演「變的

哲學」。 

 傳播系所多頻道錄影隨選系統、廣播錄音室

第一、二間數位化工程完工。 

 廣告傳播學系蕭富峰老師於誠品書局好讀

雜誌發表文章＜談行銷大師科特勒＞，洪雅

慧老師獲張思恆文教基金會學術研究獎，張

郁敏老師於「中華民國太平洋企業論壇」發

表技術報告＜整合行銷傳播與品牌權益建

構—PECC 新倡議＞。 

 體育學系張宏亮老師應邀於中華奧林匹克

委員會講演「運動與情緒」及張宏亮老師應

邀於中華民國木球協會講演「木球裁判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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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 

七月一日 新聞系主辦之暑期活動「高中生新傳營」學

員六十四人參觀輔大之聲。 

七月二日 歷史學系克思明老師應邀至國防部講演「抗

日聖戰的光輝、精神與傳承」。 

七月四日 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於文

開樓六樓 LE603 舉辦第一屆開學典禮及開

課。 

 體育學系碩士班於積健樓舉辦「下學期碩士

學位考試綜合測驗（筆試）」。 

七月五日 廣告傳播學系學生榮獲「第五屆明梅廣告策

略提案競賽」校際比賽第一名，並向台北市

市長及相關局處首長進行提報。 

七月八日 廣告傳播學系謝明順老師應邀至台北市「

FAI」講演「攝影的反思」。 

七月九日 體育學系假積健樓會議室舉辦「輔仁大學體

育學系專任教職員教育訓練」。 

七月九日－十二日 體育學系陳太正老師代表中華民國大專院

校體育總會赴韓國出席國際大學運動總會

執行委員會議。 

七月十日 廣告傳播學系謝明順老師應邀至台北市「台

北市攝影學會」講演「攝影的反思」。 

七月十五日  圖書資訊學系毛慶禎老師應邀參加假南投

縣草屯鎮圖書館舉辦之「南投縣九十一年度

各鄉鎮(市)圖書館業務研討會」講演「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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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在圖書館的應用」。 

 廣告傳播學系陳尚永老師至財團法人罕見

疾病基金會講演「如何與媒體打交道？」。 

七月十五日－十八日 體育學系楊志顯老師應邀赴北京參加本校

「文藝學院大陸學術參訪交流」。 

七月十五日－廿日 文學院與藝術學院主管與教師三十多人赴

大陸北大、北師大、清華、南開、人大、武

漢、北京體育大學及北京廣播學院進行學術

參訪交流。 

七月十九日 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第一屆碩士在職專

班參訪花蓮海星中學。 

七月廿日 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第一屆碩士在職專

班研究生至花蓮秀姑巒溪泛舟。 

七月廿二日  圖書資訊學系毛慶禎老師應邀參加假台北

縣文化局講演「圖書館服務之新觀念」。 

七月廿四日 社會工作系主辦之暑期活動「國中生大學生

活體驗營」第一梯次學員約八十人參觀輔大

之聲。 

七月廿六日 體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於圓山飯店舉辦謝

師宴。 

七月廿六日－廿九日 體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於圓山飯店參加「第

四十四屆國際體健休、運動暨舞蹈年會」。 

七月廿九日 圖書資訊學系蘇諼老師應邀參加醫學系「以

問題為基礎的學習（PBL）師資培訓進階研

習會」講演「醫學資訊資源在問題為基礎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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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教育的角色」。 

七月卅一日 哲學系出版《哲學論集》三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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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藝術學院 
 

九十年 

八月 藝術學院承辦北區國中、小教師研習營。 

 音樂系劉志明教授出版《中世紀音樂史》。 

 景觀設計學系張德煇老師應邀擔任中國聖

職單位于斌樞機基金會審查委員會委員；陳

文錦老師應邀經濟部商業司舉辦「全國傳統

市場暨攤販集中區專業經營管理人才培訓

班」專題講演「店面景觀設計與景觀建築概

論於東華大學」，應邀高雄縣政府舉辦之「

大樹鄉佛光山入口商店街規劃案」工程技術

評審委員；張清烈老師參加中華民國建築學

會論文發表會議發表＜老人環境與養護關

係立場的研究＞論文，發表＜環境模擬實驗

機具改良研究－立體影像收納與景觀＞論

文於《中華民國建築學會論文專案》；受聘

台北縣政府計劃主持「公共藝術模擬與評估

」計劃案。 

八月－九十一年四月 景觀設計學系張清烈老師受聘台北縣政府

，計劃主持「福山植物園景觀環境改造研究

」計劃案。（始於九十年三月） 

八月一日 音樂系林玉卿教授在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國

立台北藝術大學改名大學音樂會演出。 

 應美系所賴志彰老師獲本校補助專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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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室內設計材料試驗」研習營總策劃，

並於十二月底提出研究成果；顧世勇老師應

日本水戶當代藝術館邀請參加「亞細亞散步

國際大展」。 

八月一日－三日 音樂系蘇慶俊教授指揮福爾摩沙合唱團至

 美國加拿大巡迴演出。（始於九十年七月廿

 四日） 

八月六日 音樂系方銘健教授在藝術學院講演「藝術與

生活(一)」。 

八月七日 大陸民辦大學參訪音樂系。 

八月十一日 應美系所林文昌主任參加國立藝術教育館

主辦之「大學美術相關學系教育資料展之系

主任座談會」，並擔任座談會主持人。 

八月十三日 音樂系方銘健教授於藝術學院講演「藝術與

生活（二）」。 

八月十五日 應美系所林文昌主任與耕莘醫院簽訂CIS研

究計劃，規劃設計該院視覺媒體，同時擔任

計劃主持人。 

八月十六日 應美系所顧世勇老師應台北當代藝術館之

邀參加「輕且重的震撼－台北當代」現代藝

術大展。 

八月廿日 音樂系方銘健教授於藝術學院講演「藝術與

生活（三）」。 

 景觀設計學系葉美秀老師受邀台東區農業

改良場舉辦「台東區農業改良場－休閒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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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利用與自然生態保育班」專題講演「農

業資源在休閒農業之應用」。 

八月廿一日 景觀設計學系葉美秀老師受邀北投區農會

舉辦「湖田國小－北投區農會九十年度花卉

產銷班教育訓練」專題講演「自然人文資源

與休閒農業之關聯」及「休閒環境之應用與

美化」。 

八月廿二日 應美系所賴志彰老師應行政院文建會邀請

於「90 年暑期青少年文化資產夏令營」發表

講演「台灣古蹟與歷史建築的地方特色」。 

八月廿三日 景觀設計學系葉美秀老師受邀仁愛鄉農會

舉辦「九十年度農漁民第二專長訓練計畫」

專題講演「休閒農業資源分析與規劃」及「

農業旅遊套裝行程規劃」。 

八月廿四日 音樂系郭聯昌教授應邀於花蓮文化中心與

樂藝管弦樂團協奏長笛獨奏，方銘健教授應

邀於華信銀行演奏廳舉行吉他獨奏。 

八月廿五日 音樂系郭聯昌教授應邀於花蓮縣玉野藝文

中心指揮樂藝管弦樂團。 

 應美系所陳建韓老師發表論文＜喜怒哀樂

的多媒體表現＞於「藝術與人文教師研習營

」。 

八月廿六日 音樂系方銘健教授應邀於新竹市西門教堂

舉行吉他獨奏。 

八月廿七日 景觀設計學系葉美秀老師應邀桃園縣農會

舉辦「桃園縣農民活動中心－桃園縣休閒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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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之旅導覽人員訓練」專題講演「休閒農業

資源開發與特色塑造」。 

八月廿八日 音樂系王逸超教授在台北國父紀念館普羅

藝術家管絃樂團音樂會擔任獨奏。 

九月 音樂系劉志明教授出版禮頌 (Ι)CD 有聲資

料，孫樹文教授於《輔仁學誌 29 期》發表

＜從《兒童鋼琴小品集》看蕭泰然之鍵盤作

品與風格＞，高惠宗教授《二十世紀音樂的

理論》再版；蘇慶俊教授指揮福爾摩沙合唱

團演出。 

 景觀設計學系張清烈老師受聘台北縣政府

，計劃主持「林業試驗所自然環境整體規劃

案」計劃案。 

九月－十二月 景觀設計學系陳燕靜老師應邀參與台北市

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主辦「台北市花卉展」

計劃案。 

九月二日 應美系所賴志彰老師應文建會邀請於台中

文化總會中部辦事處發表講演「台中市的街

市發展史」。 

九月七日 音樂系王逸超教授在由台北縣政府主辦之

台北世紀管絃樂團巡迴桃園縣立文化中心

獨奏演出。 

九月八日 音樂系王逸超教授於國家音樂廳由普羅藝

術家管絃樂團音樂會擔任獨奏。 

九月九日 音樂系王逸超教授於台北縣政府主辦之台

北世紀管絃樂團巡迴板橋榮民之家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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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美系所馮永華老師於自由時報評論文章

＜中台禪寺建廟、創新民族風格＞。 

九月十一日－十二日 應美系所陳國珍老師應中國北京市邀請參

加「海峽兩岸傳統文化暨工藝美術的傳承與

發展」研討會，發表論文＜金屬工藝的傳統

與創新＞，並同時獲得「一等論文獎」。 

九月十三日 景觀設計學系葉美秀老師應邀參加新竹縣

橫山鄉農會舉辦「新竹縣橫山鄉大山背休閒

農業區及一鄉一休閒農漁園區計畫」專題講

演「休閒農業資源開發規劃設計與農業套裝

旅遊行銷策略」。 

九月十四日 音樂系方銘健教授在國立台北師範學院附

屬國小講演「音樂與人生」。 

九月十六日 應美系所馮永華老師於聯合報發表評論文

章＜收斂霸權傲慢、找回人性謙卑＞。 

九月廿日－十一月卅日 藝術學院主辦「天主教輔仁大學 2001 年新

生校長盃攝影比賽」。 

九月廿五日 應美系所顧世勇老師於《藝術家》雜誌發表

評論文章＜當代藝術館的空間意義＞。 

九月卅日 應美系所賴志彰老師應文建會中部辦事處

邀請，擔任「大墩、古城、猫霧捒文化導覽

員研習營」戶外導覽講座。 

十月 音樂系許明鐘教授等出版《音樂能力測試題

集》，蘇慶俊指揮福爾摩沙合唱團出版「天

頂的星」CD 有聲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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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觀設計學系張德煇老師受聘擔任中國聖

職單位審查文、藝學院發展委員會「九十學

年度學術研究暨藝術展演獎勵」案審查委員

，受聘行政院環保署，審查「台東縣都蘭鼻

遊憩區整體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基地

現勘與專案小組初審委員，應邀擔任南投縣

政府主持之「南投縣政府檢送林舍新建工程

案」審查委員，應邀擔任行政院環保署主持

之「國道第二高速公路九如林邊段第ｃ三八

五、ｃ三八六標工程屏東縣泰武鄉武潭段一

一九一等十七筆土地士石採取計劃環境說

明書」審查委員；葉美秀老師受聘苗栗縣大

湖鄉農會，計劃主持「苗栗縣大湖鄉酒莊整

修規劃設計、品酒展售區規劃設計、綠化規

劃設計」計劃案；陳文錦老師發表＜幼兒學

校校園環境建構之探討──以台北市公立

國小為例＞，由北市教育局委託之研究報告

； 張 清 烈 老 師 發 表 「 NATUR 
ORIENTIERUNG UND SIMULATION」論文

於 UNI-BERICHT STUTTGART 
GERMANY。 

十月一日 應美系所陳國珍老師金工作品刊登於美國

珠寶設計雜誌 The Art of Jewelry Design 
from Idea to Reatlity。 

 應美系所林文昌主任應聘擔任國立故宮博

物院文物委託設計評審委員。 

十月三日－十二日 應美系所舉辦攝影家「李松茂攝影展」於應

美藝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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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六日－廿八日 應美系所林文昌主任應耕莘醫院邀請於新

店市總院大廳舉行「林文昌風景作品個展」

。 

十月八日 應美系所賴志彰老師應政大歷史系邀請講

演「歷史研究中的地圖利用」。 

十月九日 音樂系林玉卿教授在日本橫濱由日本現代

音樂協會「2001 年日本橫濱世界音樂節」中

演出獨唱。 

十月十二日－廿五日 應美系所林文昌主任應新莊文化藝術中心

邀請舉辦「2001 林文昌個展」。 

十月十四日 音樂系王逸超教授在台中縣立文化中心的

國際藝術文化節「玉山山脈 v.s 阿爾卑斯山

」開幕音樂會中演出。 

十月十六日 音樂系方銘健教授應邀於桃園文化國小講

演「藝術與人生」。 

十月十九日 應美系所賴志彰老師應雲林縣文化局邀請

參加「九十學年度全國文化機構義工訓練班

、台灣建築欣賞研習班」之講習工作，講演

「傳統建築的類型」。 

十月廿一日  音樂系王逸超教授在台中縣立文化中心的

國際藝術文化節「玉山山脈 v.s 阿爾卑斯山

」開幕音樂會中演出；音樂系胡小萍教授出

版《巴赫鍵盤舞曲》。 

十月廿二日 應美系所林文昌主任應教育部聘任擔任台

中大明高中廣告設計科訪評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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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廿二日－九十一年三月  

景觀設計學系葉美秀老師受聘宜蘭縣員山

鄉農會，計劃主持「宜蘭縣員山鄉一鄉一休

閒農漁園區工程設計監造」計劃案。 

十月廿七日 應美系所賴志彰老師應台中縣海線藝術館

邀請講演「台灣民宅及其地方性」。 

十月廿八日 音樂系郭聯昌教授在新莊體育場指揮「北縣

巨蛋出殼展風華,管樂聯展」千人合奏。 

十月廿九日 應美系所賴志彰老師應台中縣石岡鄉地方

文史工作團隊邀請發表講演「台灣廟宇及其

地方性」。 

十月廿九日－九十一年七月 景觀設計學系葉美秀老師受聘苗栗縣大湖

 鄉農會，計劃主持「宜蘭縣員山鄉一鄉一休

 閒農漁園區工程設計監造」計劃案。（至九

 十一年十二月） 

十月卅日 音樂系方銘健教授在桃園文蕙國中講演「藝

術中生活體驗」。 

十月卅一日 景觀設計學系張德煇老師受聘本校「建設顧

問委員會委員」；應國立台灣大學園研所造

園組邀請專題講演「從傳統庭園形式之構成

探討台灣傳統私家庭園之特質」。 

十一月 景觀設計學系饒文忠老師受聘行天宮圖書

館，專題演講「從解構的觀點談創造力的開

發」於台北市行天宫圖書館演講廳；張德煇

老師應聘行政院環保署審查石門「海園休閒

渡假中心整體開發案」環境影響評估基地現



 藝術學院 【163】 

勘與審查會，受聘藝術學院「2001 年新世紀

粉彩寫生比賽」評審委員；葉美秀老師應苗

栗縣觀光農園發展協會邀請舉辦「九十年度

永續就業工程職業訓練計畫」專題講演「休

閒農業設施」，應台中市農會舉辦「陽明山

－九二一震災農業重建－配合休閒旅遊發

展觀光農園計畫」專題講演「陽明山休閒花

園導覽解說」；趙家麟老師發表＜新竹火車

站站前廣場整體設計案＞於《台灣建築雜誌

－2002 台灣景觀作品集》。 

十一月－九十一年七月 景觀設計學系張清烈老師受聘台北縣政府

 ，計劃主持「汐止金龍湖景觀環境更新研究

 計劃」計劃案。 

十一月一日 應美系所林文昌主任出版創作暨論文集《形

質強化與張力之探討》發表壓克力、油彩與

綜合媒材四十件作品以及創作論述。 

 景觀設計學系葉美秀老師受邀苗栗縣大湖

地區農會舉辦「雪霸國家公園－一鄉一休閒

農漁園區計畫」專題講演「休閒農業資源開

發與休閒農業規劃設計」。 

十一月二日 音樂系胡小萍教授應邀於行天宮敦北圖書

本館主辦之講習會主講「談"彈"莫札特--音
樂神童的故事」。 

十一月二日－十二日 藝術學院於行天宮附設圖書館舉辦「耕耘樹

藝－輔大藝術月教授聯展」。 

十一月三日 音樂系於行天宮附設圖書館舉辦「秋天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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喃－浪漫小品之夜」。 

十一月四日 藝術學院於行天宮附設圖書館舉辦「手繪人

生－POP 海報繪製實作」。 

十一月五日 應美系所賴志彰老師應台南師院鄉土文化

研究所邀請於九十年度南區中小學教師鄉

土藝文研習活動發表講演「古蹟與台灣傳統

建築」。 

 景觀設計學系葉美秀老師受聘宜蘭縣員山

鄉農會，計劃主持「員山鄉農業產業文化發

展、經營管理規劃與效益評估」計劃案。 

十一月六日 應美系林文昌主任應邀擔任新莊美展油畫

評審委員兼召集人。 

十一月七日 應美系所陳國珍老師應台灣珠寶同業公會

邀請參加「第廿二屆台灣國際珠寶鐘錶展」

。 

十一月九日 藝術學院敬邀張志宇老師於行天宮附設圖

書館講演「愛的羅曼史－吉他的世界」。 

十一月十日 音樂系王逸超教授在台中體育場卡列拉斯

戶外慈善演唱會中演出。 

 應美系所馮永華老師於「設計研究」發表論

文＜CI 及品牌設計在品牌策略上的角色及

其危機之研究＞。 

十一月十一日 藝術學院於行天宮附設圖書館舉辦「時間之

翼－MOSAIC 嵌瓷畫創作（馬賽克時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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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十二日 應美系所向明光老師於國立台灣師大圖書

館舉辦「人文進修班師生藝術作品聯展」。 

十一月十六日 藝術學院敬邀饒文忠講師於行天宮附設圖

書館講演「解構、更新－從解構的觀點談創

造力的開發」。 

十一月十六日－廿六日 藝術學院於行天宮附設圖書館舉辦「天造地

設－輔大景觀設計系創作展」。 

十一月十七日－廿八日 應美系所林文昌主任應國立台東社教館邀

請參加「八方畫會聯展」。 

十一月十八日 音樂系郭聯昌教授在基隆市文化中心指揮

基隆市谷風管樂團。 

 藝術學院於行天宮附設圖書館舉辦「我的秘

密花園－小庭園模型製作Ⅰ」。 

十一月十九日 應美系所林文昌主任應邀擔任圓山飯店主

辦之「2001 年全國聖誕樹設計大賽」諮詢顧

問及決審委員。 

十一月廿日－廿七日 藝術學院舉辦「天主教輔仁大學 2001 年新

世紀粉彩寫生比賽」。 

十一月廿三日 「90 輔大樂集－協奏曲之夜」假台北幼獅藝

文中心舉行。 

 藝術學院敬邀馮永華副教授於行天宮附設

圖書館講演「設計與人生－談後現代設計的

內涵及其對人生的影響與改變」。 

十一月廿五日 藝術學院於行天宮附設圖書館舉辦「我的秘

密花園－小庭園模型製作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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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廿九日 應美系所林文昌主任應國立藝術教育館邀

請擔任第十六屆全國美展籌備委員。 

十一月卅日 音樂系唐鴻芬教授在由法學院及全人教育

中心舉辦之輔大濟時樓國際會議廳國際學

術研討會閉幕演唱。 

 藝術學院音樂系於行天宮附設圖書館舉辦

「聽！誰在房間裡奏樂－室內樂之約」。 

十二月 音樂系許明鐘教授發表「String Quartet 
(2001)」、「啥鳥飛來節節高」、合唱曲「河邊

春夢」及無伴奏合唱曲「秋風夜雨」等作品

。 

 景觀設計學系張德煇老師受聘藝術學院「校

長盃攝影比賽評審會」主任委員，趙家麟老

師獲新竹市政府舉辦設計新竹市火車站前

廣場榮獲九十年度台灣優良公園綠地－優

等獎。 

十二月－九十一年五月 景觀設計學系張清烈老師受聘行政院農委

 會計劃主持「金龍湖景觀規劃設計研案」

 。 

十二月一日 音樂系郭聯昌教授在台南高農指揮台南高

農與花蓮玉里高中聯合管樂團。 

 應美系所顧世勇老師於藝術家雜誌發表藝

術評論＜語言、圖像、身體＞。 

十二月二日 音樂系王逸超教授在台北市立社教館國際

聲樂大賽中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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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美系所顧世勇老師應高雄市政府邀請參

加「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 

十二月四日 音樂系胡小萍教授應邀於台南教師聯誼會

主辦的活動中主講「鋼琴教材的運用」。 

十二月六日 音樂系蘇慶俊教授指揮頌音合唱團在台南

市雅音樓舉行「歌在聖誕心鄉 II」。 

十二月八日 景觀設計學系葉美秀老師受邀新竹縣竹北

市農會舉辦「新竹縣竹北市休閒農漁業產銷

策略研討會」專題講演「休閒農業資源開發

與休閒農業規劃設計於明新技術學院」。 

十二月九日 應美系所賴志彰老師應台中市文化局邀請

講演「台中市街的歷史人文散佈」。 

十二月十日 音樂系郭聯昌教授在台北國家音樂廳指揮

國立台北師院音樂系管弦樂團暨合唱團青

合唱團「校慶 105 週年音樂會」。 

 應美系所林文昌主任、向明光老師、林政伯

老師及簡忠威老師應國立藝術教育館邀請

參加「2001 亞太水彩畫展」於國立中正藝廊

。 

十二月十四日 音樂系唐鴻芬教授在由藝璇音樂藝術中心

及新莊新泰扶輪社主辦至桃園女子監獄「

2001 歲末關懷音樂會」擔任獨唱演出。 

十二月十四日－十五日 應美系所舉辦「輔仁大學在台復校四十週年

慶－新世紀色彩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十二月十五日 音樂系郭聯昌教授在台北縣鼻頭國小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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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縣青少年管弦樂團「海風樂事」。 

十二月十六日 音樂系郭聯昌教授應邀於中華民國電腦音

樂學會教師電腦研習營擔任主持人。 

 應美系所舉辦「2001 台灣海報設計展」於應

美藝廊。 

十二月十八日 「慶祝輔仁大學復校 40 週年音樂會」假國

家音樂廳舉辦由德林傑教授擔任鋼琴獨奏

，蘇慶俊教授指揮福爾摩沙合唱團在國家音

樂廳舉辦「全世界都有聖誕節」。 

十二月廿一日 音樂系方銘健教授在藝術學院講演「文藝復

興時期的筆拉琴音樂」，「90 輔大樂集—合唱

之夜」由蘇慶俊教授指揮於淨心堂舉辦。 

 景觀設計學系葉美秀老師受邀員山鄉公所

舉辦「員山鄉農會九十年度休閒農業區公共

建設、宣導組訓細部計畫」專題講演「休閒

農業環境規劃」於台東縣紫熹花園山莊。 

十二月廿一日－廿三日 藝術學院主辦「天主教輔仁大學國際古典吉

 他研習會」。 

十二月廿五日 音樂系王逸超教授在台北聖家堂舉辦聖誕

節小提琴獨奏會。 

十二月廿七日 音樂系蘇慶俊教授指揮台北喜悅女聲合唱

團在國家演奏廳舉行「青春嶺上自由行」音

樂會。 

十二月廿八日 音樂系德林傑教授在高雄中華藝術學校舉

辦鋼琴講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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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卅日 音樂系蘇慶俊教授指揮福爾摩沙合唱團在

國家音樂廳舉行吾鄉吾土─「台灣民謠交響

詩」音樂會。 

十二月卅一日 音樂系林玉卿教授應邀於台北市立師範學

院校友聯合音樂會演出。 

 應美系所林文昌主任及研究團隊完成耕莘

醫院 CIS 基本視覺系統製作，並簽訂第二階

段研究計劃。 

九十一年 

一月 音樂系劉志明教授在香港公教真理學會出

版《禮樂集 vol.22》、《禮樂集 vol.23》及《

禮樂集 vol.24》中發表歌曲數首。 

 景觀設計學系陳文錦老師發表＜從江南傳

統庭園建築手法探討板橋林園之建築＞論

文於《中國園藝》第四十八卷；韓可宗老師

發表＜療癒型環境理論評＞介於《中華心理

衛生學刊》，發表＜自然環境對健康恢復的

影響＞發表於《科學農業》，再版著作《景

觀風水理論基礎》，發表＜風水福地案例研

究＞於《造園季刊》，發表＜自然景觀對人

們身心健康的益處＞於《造園季刊》；陳燕

靜老師出版《水景公共藝術》；張清烈老師

發表「福山植物園更新與改造於林業試驗所

專題」，於福山植物園發表＜社區環境景觀

改造的機制與缺失＞。 

一月一日 應美系所向明光老師出版《鉛筆素描的奧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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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雄獅圖書印行。 

一月一日－十二月卅一日 應美系所卜建平老師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邀請參加「施工規範規定會議」。 

一月四日 音樂系郭聯昌教授在嘉義高中舉行嘉義高

中音樂班演講及客席指揮該班管弦樂團及

管樂團。 

一月十日 音樂系郭聯昌教授在高雄至德堂指揮海軍

軍樂隊演出「海軍管樂新風情 16」。 

一月十一日 音樂系郭聯昌教授於台南藝術中心指揮海

軍軍樂隊演出「海軍管樂新風情 16」。 

一月十四日 音樂系胡小萍教授於台南教師聯誼會主辦

的活動中主講「巴赫創意曲二聲部彈法」。 

一月十八日 音樂系郭聯昌教授於國家音樂廳指揮海軍

軍樂隊演出「海軍管樂新風情 17」。 

一月十九日 應美系所賴志彰老師應行政院青輔會邀請

於嘉義發表講演「何謂歷史建築－以嘉義地

區為例」。 

一月廿五日－三月卅一日 應美系所陳國珍老師應國立台灣工藝研究

所邀請參加「2002 與創意共舞珠寶金工展」

，並與張修然珠寶設計師發表「台灣珠寶發

展簡史」展覽導引文章。 

二月－三月 藝術學院舉辦「2002 藝術節系列活動」。 

二月－十二月 景觀設計學系張清烈老師受邀台北縣城鄉

局計畫主持「社區更新與景觀改造」計畫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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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一日 應美系所馮永華老師於新莊文化年鑑發表

專文＜新莊書法發展史概述＞。 

二月廿二日－三月五日 應美系所林文昌主任應新莊文化藝術中心

邀請參加「中韓美術交流展」。 

二月廿五日 音樂系胡小萍教授在台南教師聯誼會主辦

的活動中主講「巴赫創意曲二聲部彈法」。 

二月廿六日 音樂系蘇慶俊教授指揮高雄室內合唱團高

雄至善廳演出。  

二月廿七日 音樂系舉辦學生室內樂音樂會，邀請法國民

族音樂學家 Bernard Lort-Jacob 蒞音樂系講

演 「 How ethnomusicology contributes to 
Social Science」。 

三月 音樂系唐鴻芬教授在《見証月刊社 3 月號》

中發表音樂作品＜中對生命的禮讚＞。 

 景觀設計學系饒文忠老師網頁設計「從解構

的 觀 點 談 創 造 力 的 開 發 」

http://140.136.71.205/；張德煇老師出版《原

鄉文化花蓮縣原住民文化演藝館》，受邀淡

江大學專題講演「景觀設計的生活藝術」；

陳文錦老師發表＜兩岸休閒遊憩與主題樂

園發展之初探＞於《造園季刊》；張清烈老

師獲行政院農委會林業試驗所舉辦福山植

物園景觀競圖優勝第一名，受邀台北縣城鄉

局專題演講「社區風貌重整與自然景觀再造

」，發表技術報告「自然場所規劃 NRT 規劃

，監造進行要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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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月 景觀設計學系張清烈老師受聘林業試驗所

福山分所計劃主持「生態原貌與更新」，受

聘台北縣政府城鄉局計劃主持「福山植物園

展示區細部景觀設計與改造案」。 

三月一日 音樂系蘇慶俊教授指揮福爾摩沙合唱團、台

北喜悅女生合唱團在台北新舞台演出。 

 應美系所顧世勇老師應韓國光州市邀請參

加「光州國際雙年展」。 

三月二日 應美系所陳國珍老師應國立台灣工藝研究

所邀請講演「珠寶的符號世界」。 

三月五日 音樂系王逸超教授在國家音樂廳馬友友與

絲路合奏團演出。 

三月十日 應美系所向明光老師於台北市大夏藝文中

心舉行「向明光個展」展出作品四十餘幅。 

三月十三日  音樂系協助辦理「藝術節台灣歌曲演講音樂

會：張清郎、鄭仁榮、唐鴻芬、王秀瑜教授

聯合音樂會」，音樂講座由王敏蕙教授講演

「鋼琴四手聯彈的歷史－從十七世紀中葉

至莫札特時期」。 

三月十五日 音樂系協助辦理輔大藝術節音樂講座由林

明慧教授講演「由晚期奏鳴曲看普羅高菲夫

作品風格演變」，邀請台南女子技術學院黃

淵泉老師蒞音樂系講演「哨嘴樂器與早期雙

簧管家族」。 

三月十五日－四月十日 應美系所林文昌主任應邀參加「2002 台北縣

美術家聯展」於台北縣文化局畫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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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九日 音樂系王逸超教授在國家音樂廳盧瓊蓉與

育芝交響樂團演出。 

三月廿日 音樂系邀請德國音樂學家 Gunter Kleinen 講

演「當代歐洲音樂學」。 

三月廿日－九十一年七月卅一日  

景觀設計學系張德煇老師計劃主持私立基

隆聖心社區大學新建工程案。 

三月廿一日 音樂系協助辦理藝術節音樂講座邀請李小

琴教授講演「科學發聲方法與民族風格」，

遲錚教授講演「大陸五十年單簧管教育的過

去與現在」及單簧管獨奏會。 

三月廿二日 音樂系舉辦藝術節音樂會－「二年級校園實

習音樂會」，音樂講座由李小琴教授講演「

師範院校聲樂交學的探索」。 

 應美系所林文昌主任、顧世勇老師、馮永華

老師及賴志彰老師應邀參加銘傳大學所舉

辦「e 世代的挑戰學術研討會」擔任論文發

表評論人。 

三月廿四日 音樂系林玉卿教授在上海音樂廳由上海音

樂院與新象文化基金會主辦之「上海－台北

音樂薈萃」中演出獨唱。 

三月廿五日 音樂系協助辦理輔大藝術節音樂講座由廖

繼坤教授講演「鋼琴彈奏的放鬆法」。 

三月廿五日－六月十二日 音樂系協助辦理學生音樂會約計四十場。 

三月廿六日 音樂系協助辦理藝術節音樂會－「賴麗君教

【174】藝術學院  
 

授鋼琴獨奏會」。 

三月廿七日 音樂系協助辦理藝術節音樂演奏講座由王

敏蕙教授、王美慧教授講演「莫札特鋼琴四

手聯彈作品解說與展演」，金慶雲教授講演

「秋之一葉－馬勒的歌」；協辦「簧星瑩教

授鋼琴獨奏暨三重奏音樂會」， 

 音樂系舉辦藝術節音樂會－三年級校園實

習音樂會。 

四月 景觀設計學系張德煇老師受邀於全人教育

中心發表論文「藝術與人生的真善美聖」於

教學研討會，韓可宗老師發表論文「

Traditional Chinese site selection—Feng Shui: 
an evolutionary/ecological perspective 於

Journal of Cultural Geography」第十二卷，第

一期，發表論文「A review: theories of 
restorative environments 於  Journal of 
Therapeutic Horticulture」第十五卷，第一期

，p47-71。 

四月五日－廿五日 應美系所林文昌主任應邀參加「新店市美術

家聯展」於新店市立文化中心畫廊。 

四月八日 應美系所林文昌主任出版個人版畫創作專

輯《黑與白的對話－林文昌美柔汀版畫原作

專輯》。 

四月十日 音樂系王逸超教授在國家音樂廳「琴聲藝重

」台北室內管絃樂團演奏會。 

 音樂系賴承儀教授在藝術學院懷仁廳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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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簧管獨奏會。 

 大陸民辦學校蒞音樂系參訪。 

四月十六日 法國和平軍禁衛隊指揮畢雪羅蒞音樂系參

訪。 

四月廿日 應美系所卜建平老師應邀擔任「全國家政技

能競賽」評審委員。 

四月廿三日 應美系所賴志彰老師應邀於「2002 年第二屆

台灣當代佛教發展研討會」講演「台灣佛教

建築的歷史變遷」。 

四月廿四日 法國鋼琴家 Marie-Laure Muller 應邀至音樂

系鋼琴示範教學演講。 

四月廿五日 應美系所顧世勇老師應台北縣文化局邀請

舉行「顧世勇個展」，並出版《諸物升起－

顧世勇專輯》。 

四月卅日 應美系所顧世勇老師獲國家文化藝術基金

會研究計劃補助「伊通公園的肌膚」。 

五月 音樂系蘇慶俊教授指揮福爾摩沙合唱團出

版「台灣歌謠」CD 有聲資料，並榮獲由行

政院新聞局主辦之九十年度金曲獎傳統暨

藝術作品類最佳演唱人，德林傑教授發表「

聆聽－德林傑鋼琴獨奏專輯」ICD 有聲資料

。 

 景觀設計學系韓可宗老師發表論文「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scenic beauty，familiarity
」 and「typicalit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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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erence and restoration 於 Environmental 
Design Research Association」；張清烈老師計

劃主持「汐止湖前街市街更新計劃」計劃案

，受邀農委會林業試驗所專題演講「自然覺

的環境研究」，技術報告「自然景觀設計細

部要則」。 

五月一日 國立新化高中蒞音樂系參訪；郭聯昌教授在

台北市中山堂指揮光仁中小學音樂班聯合

樂團。 

五月四日 音樂系郭聯昌教授在台北縣九份國小活動

中心指揮台北縣青少年管弦樂團九份文化

節。 

 應美系所馮永華老師應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之邀請講演「評設計的文化基礎」。 

五月九日 音樂系協助辦理藝術節音樂會－「陳榮貴教

授『旅行之歌』音樂會」。 

五月十二日 音樂系蘇慶俊教授指揮福爾摩沙合唱團在

國家演奏廳舉行「母親的名叫台灣」音樂會

。 

五月十三日 音樂系蘇慶俊教授指揮福爾摩沙合唱團在

國家演奏廳舉行「思想起」音樂會；林玉卿

教授在上海音樂廳由上海音樂院與新象文

化基金會主辦之「上海－台北音樂薈萃」中

演出獨唱；日本大學田中安夫、石黑伸吾、

永友弘子等教授蒞系參訪。 

五月十五日 「輔仁大學 2002 年度音樂會」假國家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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廳舉辦，由郭聯昌教授指揮交響樂團、蘇慶

俊教授指導合唱團。 

五月十七日 中國聲樂家張志成蒞音樂系聲樂示範教學

演講。 

五月廿日 日本東和樂器公司鋼琴技師植村孝之等一

行人蒞音樂系參訪並作鋼琴調整及維修服

務。 

五月廿一日 「輔大樂集—弦樂之夜」。 

五月廿二日 音樂系協助辦理校園實習音樂會。 

五月廿四日 應美系所陳國珍老師應豐原市公所邀請參

加「豐原漆藝館開館邀請展」於豐原漆藝館

。 

五月廿四日－廿九日 應美系所舉辦「輔仁大學應用美術學系 91
級畢業展－應驗」於台北市京華城。 

五月廿五日－廿九日 景觀設計學系張德煇老師計劃主持景觀系

 畢業成果展演於台北誠品西門店。 

五月廿八日 音樂系「輔大樂集—管樂之夜」，由郭聯昌

教授指揮，邀請德國鋼琴演奏家 Wilhelm 
Saarlautern 舉行「談演出經驗」專題座談。 

五月廿九日 大陸民辦大學參訪團蒞音樂系參訪。 

六月 音樂系高惠宗教授指導影傳系於藝術學院

懷仁廳舉辦之「杜比 AC-3 系統應用成果發

表會」。 

 景觀設計學系饒文忠老師於輔大景觀系發

表＜開拓設計靈感的泉源＞；張德煇老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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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竹南基地標準廠房公

共藝術設置」審查委員，張清烈老師出版《

汐止市金龍湖環境景觀總結研究》及《宜蘭

福山植物園景觀環境更新研究》，受聘台北

縣城鄉局主持計劃「汐止金龍湖景觀細部設

計」，受聘林業試驗所福山植物園技術報告

「NRT 施工管理法則」，受聘瑞芳風景特定

區管理所規劃設計「瑞芳風景特定區內解說

導覽，街道傢俱，識別系統整體規劃設計」

。 

六月一日 音樂系唐鴻芬教授於新竹教區德來中心主

辦的「心靈的饗宴佈道大會」演出及台灣五

天主教健康照護協會主辦之耕莘文教中心

「心靈的音樂」；蘇慶俊教授指揮台南頌音

合唱團在台南市立文化中心演藝廳演出「我

怎能停止歌唱」。 

 應美系所林文昌主任應高雄縣仁武鄉三芳

化工邀請擔任該公司員工在職進修訓練講

座「色彩認知與色彩計劃」。 

六月二日 音樂系蘇慶俊教授指揮宜蘭聲納合唱團在

宜蘭縣立文化中心演藝廳演出「聲聲不息」

。 

六月五日 音樂系邀請李捷琦、陳則言中提琴示範教學

講座。 

六月七日 音樂系「輔大樂集—合唱之夜」由蘇慶俊教

授指輝合唱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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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七日 音樂系劉志明教授在輔大樂集室內合唱團

合唱之夜發表「垂憐曲」、「歡呼歌」及「羔

羊經」等歌曲。 

六月十一日 音樂系郭聯昌教授於台北新舞台指揮台北

聯合師大管弦樂團劉欣妮鋼琴獨奏會中之

協奏曲。 

六月十五日 畢業典禮音樂製作於祈福禮演出。 

六月十八日 應美系所馮永華老師應東海大學邀請講演

「在浪濤中停滯，在變動中飛躍」。 

六月廿日 應美系所卜建平老師應邀擔任新莊社區大

學「室內設計」專題講座。 

六月廿五日 應美系所設立「尹劍民教授獎學金」，由尹

劍民老師每年提供十萬元基金獎勵四大主

修之優異學生。 

六月廿七日 音樂系郭聯昌教授在台北新莊小巨蛋體育

館指揮八佰人聯合大管樂團「仲夏夜之夢－

大鼓與管樂之對話」。 

六月廿八日 應美系所設立「林長卿先生獎學金」，由林

文昌主任及家屬每年提供六萬元基金獎勵

績優和清寒學生。 

六月廿九日 音樂系蘇慶俊教授指揮福爾摩沙合唱團在

新竹市立演藝廳演出「思想起」。 

 景觀設計學系張德煇老師於金石堂書店「我

的書房」專題演講「生活與環境」。 

七月 景觀設計學系張清烈老師受聘參加農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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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業試驗所舉辦假台北縣行政會議場「社區

規劃成果展」，受聘計劃主持「福田妙國天

壇園區景觀規劃設計案」；饒文忠老師發表

＜從禪宗的觀點來談治療性景觀之設計＞

於《造園季刊》。 

七月一日 音樂系郭聯昌教授在桃園龍潭陸軍總司令

部指揮陸軍軍樂隊「盧溝曉月音樂會」。 

 應美系所陳國珍老師發表論文＜金屬工藝

的傳統與創新＞於《台灣工藝》期刊。 

七月二日 音樂系郭聯昌教授在嘉義文化中心指揮陸

軍軍樂隊「盧溝曉月音樂會」。 

七月二日－九日 音樂系蘇慶俊教授指揮輔大音樂系室內合

唱團參加訪日巡迴音樂會。 

七月三日 應美系所陳國珍老師應邀擔任「2002 皇宣緣

琥珀、珍珠設計大賞」評審委員。 

七月五日 音樂系郭聯昌教授在台北國家音樂廳指揮

陸軍軍樂隊「盧溝曉月音樂會」。 

 應美系所顧世勇老師榮獲台北市文化局舉

辦之內湖公共藝術徵選活動第二名。 

七月十二日 應美系所林文昌主任應邀參加新莊市第四

屆美展籌備會議。 

七月十五日－廿日 藝術學院與文學院到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

學及北京清華大學進行學術參訪交流。 

七月十六日 應美系所陳國珍老師接受東森電視台大生

活家節目專訪，介紹陳國珍老師作品創意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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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和心路歷程。 

七月廿三日－廿四日 應美系所林文昌主任應國立歷史博物館邀

請擔任暑期中小學教師美術研習營講座「繪

畫色彩與創意」及「油畫技法與示範」。 

七月廿四日 音樂系蘇慶俊教授在國家音樂廳指揮福爾

摩沙合唱團與加拿大「溫哥華室內合唱團」

。 

 景觀設計學系張德煇老師受聘國防部中山

科學研究院，計劃審查案「六八八 E－五裝

修統包工程評選會」評審委員。 

七月廿七日 音樂系郭聯昌教授在嘉義國中演奏廳指揮

嘉義國中音樂班弦樂團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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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醫學院 
 

九十年  

八月－九十一年七月卅一日 心理復健學系李錦虹老師獲法管學院補助

專題研究計畫「提昇生活品質的理論與實際

研究－青少年焦慮症之認知歷程研究」，陳

美琴老師獲法管學院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提

昇生活品質的理論與實際研究－921 助人者

之超個人經驗－以一位專業志工為例」。 

八月－九十一年七月卅一日 醫學系王素珍助理教授獲國科會補助專題

研究計畫「蛋白質磷酸化及去磷酸化作用對

鈣離子管道活性之調控」，盧志峰助理教授

獲國科會補助專題計畫「第二型肺泡細胞特

有基因之研究」。 

八月一日 醫學院新聘張哲民先生任宗輔室組員，文曉

瑛小姐任院長室約聘人員。 

 醫學院於本院二樓院長室舉辦第一學期第

一次解剖實驗室準備會議。 

 護理學系毛新春副教授、邱愛富副教授、賀

姝霞講師及陳紀雯講師通過輔仁大學專題

研究計畫。 

 心理復健學系聘請蕭仁釗老師及李俊仁老

師擔任專任助理教授。 

八月三日 醫學院社區諮商中心於新莊市聯合活動中

 心舉辦「有氧運動聯誼會」下午茶的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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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七日 護理學系邀請加拿大 McMaster University 
醫學院李澤生教授演講「How to facilitate a 
tutorial process」。  

八月十五日 陸院長幼琴、蕭副院長淑貞、鄒國英主任、

賴政秀主任、劉江霖老師、王嘉銓老師、盧

志峰老師、陳慶源老師、食營系吳文勉老師

、生命科學系周秀慧老師、吳文勝技士及文

曉瑛秘書前往長庚大學參觀解剖學實驗室

及動物中心，並交流 PBL 教學經驗。 

 陸院長幼琴、蕭副院長淑貞、劉希平主任與

聖路易大學 Dr. Romes 於台大校友會館餐敘

。  

八月十五日－十一月廿二日 醫學院社區諮商中心於新莊市聯合活動中

心舉辦「有氧運動聯誼會 II」。 

八月廿二日 醫學院陸院長幼琴、蕭副院長淑貞拜訪台大

醫學院院長陳定信教授。 

八月廿六日－卅一日 護理學系邀請華盛頓大學麥克甘迺迪助理

教授來華於本院一樓會議室專題演講。 

八月廿八日 醫學院社區諮商中心於新莊市聯合活動中

心舉辦「更年期講座 I」。 

九月－九十一年七月卅一日 醫學系鄒國英教授獲教育部補助提升大學

基礎教育計畫「提升醫學院各系專業基礎教

育－全面實施以問題為基礎的學習新式教

學方法」。 

九月一日 護理學系尤姵文講師擔任本校衛保組組長

一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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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學系於谷欣廳舉辦「新生及家長歡迎會」

。 

九月三日 醫學院於耕莘醫院 3C 行政會議室舉辦「聽

語科學系」暨「職能治療學系」籌備會議。 

九月四日 醫學院陸幼琴院長、蕭淑貞副院長等一行人

前往台大醫學院圖書館參觀訪問。  

 醫學院宗輔室於 DG116 舉辦本院院秘書、

系秘書暨新進職員餐敘。 

九月五日 醫學院於本院二樓院長室舉辦第一學期第

二次解剖實驗室會議。 

九月八日－九日 公衛系劉主任希平、魏中仁老師、唐進勝老

師及學生共十九位赴南投縣名間鄉針對前

次「小太陽健康成長營」之小朋友進行家庭

訪問共計 67 戶；同時段亦作該地區之自來

水中農藥檢測及污染物檢測工作；在則亦參

與了名間鄉環境衛生之諮詢工作。 

九月十日 醫學系於五樓會議室舉辦醫學院動物中心

規劃會議。 

九月十二日 醫學院於本院二樓院長室舉辦第一次行政

主管會議。 

 心理復健學系林玉華老師應市立療養院之

邀請主持「個案討論」。 

九月十五日 醫學院於藝術學院懷仁廳舉辦新生輔導教

育。 

九月十七日 護理學系與推廣部合作至耕莘醫院護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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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設推廣學分班。 

九月廿六日 醫學院於六樓會議室舉辦第一學期第一次

院務會議。 

 醫學院於六樓會議室舉辦第一次圖書發展

工作會議。 

九月廿七日 宗輔室假本院六樓會議室舉辦新進教職員

工歡迎聚餐。 

 醫學院社區諮商中心於新莊市化成活動中

心舉辦「更年期講座 II」。 

十月－九十一年一月卅一日 心理復健學系洪志美老師獲行政院勞委會

職訓局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建立職業心理測

驗及就業諮詢(商)人員專業制度」。 

十月三日 醫學院於本院六樓會議室召開本院第一次

籌建委員會。 

 宗輔室於淨心堂舉辦「愛的行蹤」志工服務

座談會。 

十月十五日 公衛系李中一副教授榮獲「公共衛生學會－

第七屆公共衛生優秀論文獎」。 

十月十八日  醫學院於本院一樓會議室舉辦本院第一次

老人健康中心籌備會議。 

 醫學院於本院二樓院長室召開九十學年度

醫學院圖書發展工作小組第一次會議。 

十月廿一日 醫學院社區諮商中心於舉辦「漱口寶貝」潔

牙宣傳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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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復健學系林玉華老師應桃園療養院之

邀請講演「客體關係理論與實務」。 

十月廿四日 醫學院於本院二樓院長室舉辦第二次行政

主管會議。 

十月廿五日－十一月一日 醫學院社區諮商中心於新莊思賢國小舉辦

思賢國小補校體適能說明會及檢測。 

十月廿六日 心理復健學系李俊仁老師應邀參加由台北

市立師範學院假台北市立師範學院舉辦之

「閱讀歷程與閱讀教學研討會」發表〈中文

閱讀障礙者的認知缺陷，視覺空間？或聲韻

處理？〉。 

十月廿八日 醫學院社區諮商中心於新泰活動中心舉辦

忠孝里潔牙宣導。 

十月廿八日－卅一日 護理學系賴政秀主任、蕭淑貞教授、邱愛富

副教授、黃玉珠副教授、賀姝霞講師至馬來

西亞參加第二屆亞太「以問題為基礎的學習

」研討會。 

 林瑞祥教授、王進賢副教授、魏希斌副教授

及林朝順講師赴馬來西亞參加「The 2nd 
Asia-Pacific Conference on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in Health Sciences」。 

十月卅一日 公衛系系提出申請設立「公共衛生與環境管

理」碩士班之計畫書。 

十一月 心理復健學系李俊仁老師應邀參加由 Taipei 
VGH 假 Taipei 舉 辦 之 「 Human Brain 
Project,Genomic, Functions and Disease」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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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junction and Disjunction in Naming 
Chinese Words, and Pictures: evidence from 
fMRI, Poster session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Central representations of 
Abacus mental calculation: An fMRI 
Study.Poster session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f 〉。 

十一月一日－二日 醫學院社區諮商中心於農會新泰分部舉辦

心肺復甦術急救講座。 

十一月七日 醫學院於本院二樓院長室舉辦第三次行政

主管會議。 

十一月九日－十日 心理復健學系林玉華老師應邀參加由中山

大學舉辦之「教育部訓委會南區諮詢中心研

習會」講演「客體關係理論與實務」。 

十一月十日 醫學院社區諮商中心於新莊衛生所舉辦中

美里口腔健康義診。 

 護理學系賴政秀主任、馮容芬講師、陳紀雯

講師獲邀擔任中華民國護理學會北區「以問

題為基礎的學習」教學策略研討會講師。 

十一月十四日 醫學院於本院二樓院長室舉辦第一學期第

一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醫學院於 DG116 舉辦第一場「我們醫學院

的理念」座談會。 

十一月十六日－十七日 醫學院社區諮商中心於新莊市老人文康中

心舉辦「21 世紀孝親另類相處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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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復健學系林玉華老師應邀參加由陽明

大學舉辦之「教育部訓委會北區諮詢中心研

習會」講演「當代精神分析與論與實務」 

十一月十七日 護理學系賴政秀主任、馮容芬講師、陳紀雯

講師獲邀擔任中華民國護理學會南區「以問

題為基礎的學習」教學策略研討會講師。 

十一月十八日－廿二日 醫學系鄒國英教授應邀赴香港參加「海峽兩

岸暨香港地區醫學教育協會」會議。 

十一月十九日 醫學院社區諮商中心於新泰國中舉辦新泰

國中戒菸班。 

十一月廿一日 醫學院於二樓院長室舉辦第一次學術研究

發展委員會議。 

 醫學院社區諮商中心於新泰國中舉辦新泰

國中戒菸班。 

十一月廿一日－十二月廿八日  

醫學院社區諮商中心於縣立體育場舉辦「有

氧運動聯誼會 III」。 

十一月廿三日 醫學院社區諮商中心於新泰國中舉辦新泰

國中戒菸班。 

 心理復健學系林玉華老師應中原大學學生

輔導中心之邀請講演「當代精神分析理論與

實務」。 

十一月廿四日 醫學院社區諮商中心於三重天台廣場舉辦

遠離愛滋宣傳活動。 

十一月廿八日 於野聲樓第一會議室舉辦「九十學年度輔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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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暨耕莘醫院研究發展委員會第一次會

議」。 

十二月五日 醫學院於本院六樓會議室舉辦第一次院導

師會議。 

十二月十二日 醫學院於本院二樓院長室舉辦第四次行政

主管會議。 

 醫學院於本院二樓院長室舉辦第一學期第

三次解剖實驗室會議。 

 醫學院於 DG116 舉辦第二場「我們醫學院

的理念」座談會。 

十二月十三日 醫學院邀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院長陳

建仁教授講演「臺灣名醫的啟示－健康照護

是愛與和平的志業」。 

十二月十四日 心理復健學系林玉華老師應仁愛醫院精神

科之邀請講演「客體關係與個案研討」。 

十二月十五日 心理復健學系林玉華老師應勵馨基金會之

邀請講演「客體關係與個案研討」 

十二月十八日 醫學院宗輔室與耕莘醫院牧靈部於耕莘醫

院舉辦「將臨期本院教職員退省」。 

 醫學院於本院六樓會議室舉辦「支出憑證處

理要點」說明會。 

 醫學院於野聲樓第二會議室舉辦遴選建築

師會議。 

十二月十九日 醫學院於本院二樓院長室舉辦第一次學生

事務委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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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學院於本院六樓會議室舉辦醫學院聖誕

晚會。 

 醫學院第二次系週會邀請李校長寧遠蒞系

作專題演講「談輔大說公衛」。 

十二月廿日 醫學院社區諮商中心於新泰國中舉辦新泰

國中戒菸班追踪，於新莊思賢國小補校舉辦

牙周病之預防與治療。 

 醫學院於本院六樓會議室舉辦本院第二次

籌建委員會。 

十二月廿一日 心理復健學系林玉華老師應基隆醫院精神

科之邀請「當代精神分析理論與實務」。 

十二月廿二日 醫學院與台北縣衛生局、台北縣康復之友協

會共同假醫學院停車場舉辦「迎向陽光」手

牽手溫馨園遊會。 

十二月廿五日 護理學系與國科會、國際榮譽護理學會合辦

「九十年度國科會生物處護理學門長期研

究計畫討論會」。 

十二月廿七日  醫學院於本院五樓會議室舉辦第一次教學

設備委員會會議。 

十二月卅日 心理復健學系林玉華老師應林口長庚醫院

精神科之邀請講演「當代精神分析與心理治

療」。 

九十一年  

一月九日 醫學院於本院六樓會議室舉辦第一學期第

二次院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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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學院於 DG116 舉辦第三場「我們醫學院

的理念」座談會。 

一月十一日 心理復健學系獲教育部正式通過成立心理

復健學系臨床心理組碩士班研究所，於九十

二學年度起第一屆招生 12 名。 

一月十六日 醫學院於本院二樓院長室舉辦第五次行政

主管會議。 

一月十八日 醫學系邀請 UBC／Dr. Wong 講授 PBL 教學

。 

一月廿二日 醫學院於本院六樓會議室舉辦新建綜合醫

學大樓遴選建築師及遴選醫學院院長說明

會。 

一月廿三日 醫學院於本院二樓院長室舉辦第二次學術

研究發展委員會議。 

 醫學院於本院五樓會議室舉辦第二次教學

設備委員會會議。 

 醫學院於本院二樓院長室舉辦第一學期第

二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教授級（第一階段

）。 

 醫學院於本院二樓院長室舉辦第一學期第

二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第二階段）。 

 醫學院於本院二樓院長室舉辦第一次臨時

行政主管會議。 

一月廿八日 醫學院於台大校友會館舉辦「聽語科學系」

暨「職能治療學系」第二次籌備會議。 



醫學院 【193】 

一月卅日 醫學院於本院六樓會議室舉辦本院九十學

年度第三次籌建委員會。 

一月卅一日 醫學院於本院五樓會議室舉辦第三次教學

設備委員會會議。 

二月一日 邱碧如副教授借調至康寧護理專科學校擔

任代理校長一職。 

二月六日 醫學院於本院二樓院長室舉辦第六次行政

主管會議。 

二月十八日－廿一日 醫學院於耕莘樓四樓數學系電腦室舉辦多

媒體教材製作研習會。 

三月一日 醫學系加入台北市各醫學院教學遺體聯絡

中心。 

三月四日 醫學院於本院六樓會議室召開「新建醫學綜

合大樓」規劃小組第一次會議。 

三月六日 醫學院於本院六樓會議室舉辦第二學期第

一次院務會議。 

 醫學院成立圖書資訊教學資源委員會。 

 於野聲樓第一會議室舉辦九十學年度輔仁

大學暨耕莘醫院研究發展委員會第二次會

議。 

三月十二日 於野聲樓第二會議室召開「新建醫學綜合大

樓」第二次規劃小組會議會前會。 

三月十二日－十六日 心復週。 

三月十三日 醫學院教師同仁於本院二樓院長室投票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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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本院院長遴選委員會第一階段委員。 

 醫學院於本院二樓院長室舉辦第七次行政

主管會議。 

 醫學院於本院六樓會議室召開「新建醫學綜

合大樓」規劃小組第二次會議。 

 護理學系於利瑪竇大樓國際會議廳舉辦系

週會邀請藍張杰先生專題演講。 

三月十五日－十六日 醫學系舉辦推薦甄選第二階段指定甄試項

目「面試」試務。 

三月十六日－十七日  醫學院宗輔室與耕莘醫院牧靈部假聖嘉蘭

活動中心舉辦「四旬期本院高級主管退省會

」。 

三月十八日 醫學院院長及副院長約集國內天主教護理

學校及天主教醫療機構主管於台大校友會

館舉辦「天主教護理論壇」。 

 醫學院於本院二樓院長室舉辦心理復健學

系教師兼系主任人選第一次會議。 

三月廿日 醫學院於本院二樓院長室舉辦第一次圖書

資訊教學資源委員會議。  

 舉辦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甄試項目「面試

」試務。 

三月廿二日－廿四日 醫學院碩士班規劃研討會（六樓、南庄）。 

三月廿三日 心理復健學系林玉華老師應高雄凱旋醫院

精神科之邀請講演「精神分析導向兒童心理

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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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廿六日 教育部至護理系進行大學附設二年制技術

院系訪視。 

 護理學系毛新春、賀姝霞、黃玉珠三位老師

榮獲「輔仁大學醫學院教師研究成果獎勵」

。 

三月廿七日 醫學院於本院二樓院長室舉辦第二次學生

事務委員會議。 

 醫學院於野聲樓第一會議室舉辦「輔大新建

醫學綜合大樓」全校空間檢討會。 

 醫學系邀請台東聖母醫院樂俊仁神父蒞臨

講演「宗教-醫學-信仰」。 

三月廿九日 心理復健學系林玉華老師應慈濟大學學生

輔導中心之邀請講演「移情與反移情」。 

四月一日 公衛系陳凱倫老師率公衛服務隊同學至輔

幼中心進行衛生教育活動。 

四月十日 公衛系於本院於 DG312 舉辦消防講習邀請

本系教職員、研究助理及各系系秘書等共同

參與。 

四月十三日 人事室於富都大飯店二樓舉辦醫學院院長

遴選委員會第一階段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公衛系劉主任希平率服務隊隊長及同學前

往板橋市私立再生老人養護中心，為中心裡

的老人們辦理慶生同樂會進行社區服務工

作。 

四月十五日 三重高中學生八十二人前來參觀醫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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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五－十八日 心理復健學系林玉華老師應邀參加由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Advancement of 
Psychoanalysis in China 假成都四川大學舉

辦 之 「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psychoanalysis」發表〈兒童心理治療衡鑑─

遊戲中的移情與反移情〉。 

四月十六日 三重高中學生 36 人前來參觀醫學院。 

四月十七日 醫學院於本院二樓院長室舉辦第八次行政

主管會議。 

 醫學院於本院地下一樓會議室召開「新建醫

學綜合大樓」規劃小組第三次會議。 

四月廿二日 醫學院於本院二樓院長室舉辦第二次臨時

行政主管會議。 

四月廿二日－廿六日 醫學系劉樹泉老師至 SIU 參加「Training and 
Using Standardized Patients: For Teaching and 
Assessment」workshop。 

四月廿七日 人事室於野聲樓第一會議室舉辦醫學院院

長遴選委員會第一階段委員會第二次會議。 

四月廿九日－卅日 國家衛生研究院醫學院評鑑委員會於野聲

樓第一會議室舉辦醫學院醫學系評鑑。 

五月一日 文曉瑛小姐改聘任院長室專任組員。 

 公衛系於 DG312 舉辦「環境衛生實務座談

會」／演講者：環保署水管處陳副研究員以

新。 

五月二日 心理復健學系李天慈老師應台中國軍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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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醫院精神科之邀請講演「認知行為治療（

1）」。 

五月三日－四日 護理學系至南投南開技術學院參加九十一

學年度中區技職博覽會。 

五月五日 醫學系於五樓教室舉辦「問題為基礎的學習

（PBL）初階師資培訓研討會」。 

五月六日－十日 護理週。 

五月八日 醫學院於本院二樓院長室舉辦心理復健學

系教師兼系主任人選第二次會議。 

 醫學院於本院二樓院長室舉辦第二次圖書

資訊教學資源委員會議。 

 護理學系於利瑪竇國際會議廳舉辦第十屆

加冠配章典禮，頒發「實習愛心獎」及九十

學年度「護理學系教師著作獎」，蕭淑貞教

授、賴政秀副教授、毛新春副教授、陳惠姿

副教授、邱愛富副教授、黃玉珠副教授、馮

容芬講師、楊秋月講師、陳紀雯講師、廖彩

言講師。 

五月九日 金陵女中學生 30 人前來參觀醫學院。 

五月十一日 醫學系於谷欣廳舉辦「醫學教育改革之趨勢

」。 

五月十二日 醫學院社區諮商中心於三重親水公園舉辦

健康作伙來。 

五月十二日－十四日 醫學院舉辦 PBL 師資培訓「教案編寫工作坊

」，邀請 Hawaii University/Dr. Cordon Gre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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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授「The essential skills of PBL case writing
」＆「Case demonstration and group discussion
」。 

五月十三日 心理復健學系李天慈老師應歷史系之邀請

講演「精神疾病的鑑別與轉介」。 

五月十五日 醫學院於本院二樓院長室舉辦第二學期第

一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五月十七日 心理復健學系林玉華老師應基隆醫院精神

科之邀請講演「當代精神分析導論」。 

 心理復健學系洪志美老師應勞工局身心障

礙科之邀請主持「個案討論」。 

五月廿二日 醫學院於本院二樓院長室舉辦第九次行政

主管會議。 

五月廿三日 總務處於本院二樓院長室舉辦第一次醫學

院電話線路擴充會議。 

 心理復健學系李天慈老師應台中國軍台中

總醫院精神科之邀請講演「認知行為治療（

2）」。 

五月廿八日 總務處於本院二樓院長室舉辦醫學院電話

線路擴充會議。 

五月廿九日 醫學院於本院地下室會議室舉辦第二學期

第二次院務會議。 

 於野聲樓第二會議室舉辦「新建醫學綜合大

樓委任棄約書（草約）」討論會議。 

 醫學院社區諮商中心於新莊市公所舉辦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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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篩檢服務。 

五月卅日 醫學院於本院二樓院長室舉辦教學發展委

員會第一次會議。 

五月卅一日 心理復健學系林玉華老師應陽明大學學師

輔導中心之邀請講演「精神分析導向團體督

導」。 

 心理復健系李錦虹老師應邀參加由法學院

於濟時樓國際會議廳舉辦之「提昇生活品質

的理論與實際學術研討會」發表〈青少年焦

慮症之認知歷程研究〉，陳美琴老師應邀發

表〈921 助人者之超個人經驗－以一位專業

志工為例〉，李天慈老師應邀發表〈青少年

焦慮症之認知歷程研究〉回應文。 

六月一日 醫學系舉辦「問題為基礎的學習（PBL）進

階師資培訓研討會」，邀請 SIU／Ann Kelson 
& Flinders University／Dr. Liz Farmer 講授。 

六月一日－二日 護理學系至台北紐約紐約廣場參加九十一

學年度北區技職博覽會。 

六月三日 醫學院於本院二樓院長室舉辦第三次學生

事務委員會議。 

六月四日 心理復健學系林玉華老師應師大特教研究

所之邀請講演「精神分析與嬰兒觀察」。 

六月五日 醫學院於本院二樓院長室舉辦第二學期第

一次臨時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六月六日 護理學系榮獲九十學年度預官考選全校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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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 

 心理復健學系李天慈老師應台中國軍台中

總醫院精神科之邀請講演「認知行為治療（

3）」。 

六月七日 心理復健學系林玉華老師應仁愛醫院精神

科之邀請講演「客體關係與個案研討」。 

六月八日 公衛系於 DG312 舉辦系友回娘家。 

六月十日 心理復健學系邀請德州女子大學家族治療

張宏秀博士於醫學院大樓 DG410 講演「家

族治療」。 

六月十二日 醫學院於本院二樓院長室舉辦第十次行政

主管會議。 

 醫學院於本院二樓院長室舉辦「輔仁大學醫

學院－耕莘醫院－耕莘護專」圖書資訊教學

資源發展聯合會議。 

六月十三日 醫學院假本院地下一樓會議室舉辦江漢聲

教授初次見面座談會。 

 於野聲樓第三會議室舉辦「新建醫學綜合大

樓委任棄約書（草約）」第二次討論會議。 

六月十四日 於台大校友會館舉辦醫學院新任院長江漢

聲教授記者招待會。 

 心理復健學系洪志美老師應勞工局身心障

礙科之邀請主持「個案討論」。 

六月十五日 公衛系於 DG312 舉辦畢業生畢業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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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九日 醫學院於本院地下室會議室舉辦第二次院

導師會議。 

 總務處於本院二樓院長室舉辦第二次醫學

院電話線路擴充會議。 

 護理學系劉玉雲老師獲頒九十學年度優良

導師。 

六月廿日 心理復健學系李天慈老師應台中國軍台中

總醫院精神科之邀請講演「認知行為治療（

4）」。 

六月廿二日－廿三日 醫學院假花蓮舉辦教職員工共融營暨自強

活動。 

六月廿四日－廿八日 鄒國英主任、林朝順醫師等人至荷蘭

/Masstricht U.參加「Expanding Horizons in 
PBL in Medicine」。 

六月廿六日 醫學院社區諮商中心於新莊市公所舉辦健

康篩檢服務。 

六月廿七日 心理復健學系李天慈老師應邀參加輔仁大

學民生學院舉辦之「領袖共融營」講演「人

際關係－以心體心」。 

七月四日 心理復健學系李天慈老師應台中國軍台中

總醫院精神科之邀請講演「認知行為治療（

5）」。 

七月七日－十二日 心理復健學系李錦虹老師應邀參加由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pplied Psychology
假 Singapore 舉 辦 之 「 Singapore XX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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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pplied Psychology
」發表〈The cognitive processes of worry in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七月八日 醫學院於二樓院長室舉辦本院第一次大樓

安全協調會議。 

七月十七日 於野聲樓第一會議室舉辦九十學年度輔仁

大學暨耕莘醫院研究發展委員會第三次會

議。 

七月十八日 心理復健學系李天慈老師應台中國軍台中

總醫院精神科之邀請講演「認知行為治療（

6）」。 

七月廿日 醫學院社區諮商中心於新泰醫院舉辦小學

生「耍『健』體驗營」。 

 公衛系陳凱倫老師帶領公衛服務隊同學參

與新莊市社區營造中心所舉辦之活動－「耍

健體驗營」。 

七月廿一日－八月十六日 蕭 副 院 長 淑 貞 前 往 加 拿 大 McMaster 
University 參加 PBL 研習會。 

七月廿三日 護理學系黃玉珠老師通過九十一學年度國

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芳香療法於懷孕與產後

婦女之應用及其療效研究」。 

七月廿四日 醫學院社區諮商中心於新莊市農會舉辦「健

康熱線追蹤」系列活動～防癌宇宙操。 

七月廿九日 醫學院於二樓院長室舉辦本院第二次大樓

安全協調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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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卅一日 陸幼琴教授卸任醫學院第二任院長職務。 

 李天慈副教授卸任心理復健學系第二任主

任職務。 

 醫學院宗輔室張哲民先生離職。 

 醫學院社區諮商中心於新莊市農會舉辦「健

康熱線追蹤」系列活動～這樣吃最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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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 

八月—十二月卅一日 心理學系楊國樞老師獲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自我概念差距與情緒：Higgins 理論的本

土化驗證」，獲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華人自

尊的概念分析與量表建立與翁嘉英合作」。（

始於九十年一月一日）；袁之琦老師獲工研

院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立體視覺人因工程研

究」（始於九十年四月一日）。 

 資工系所許見章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

究計畫「從資料倉儲中探勘相關樣式之研究

（I）—電腦網路安全之病毒防護環境的發展

」。（始於九十年一月一日） 

八月—九十一年二月廿八日 物理系所林更青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

究計畫「以原子力顯微鏡研究圖案成形與雙

成份系統中橫向作用力的相關」。 

八月—九十一年三月卅一日 心理學系陸洛老師獲教育部補助專題研究

 計畫「人我關係與自我運作」。（始於九十年

 四月一日） 

八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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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於九十年六月一日） 

資工系梅興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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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使用跨平台與無線網路技術於數位博館

應用之開發」。（始於九十年六月一日） 

八月—九十一年六月十五日 數學系葉乃實老師獲教育部、研發處、聖言

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輔仁大學數學系計算

數學學程之特色發展」。 

八月—九十一年七月卅一日 生命科學系李永安副教授獲行政院國家科

學 委 員 會 補 助 專 題 研 究 計 劃 「 以

Xanthomonas Arboricola 的 Quinate 代謝基

因研究植物病原細菌之基因水平轉移及種

化」，獲農委會補助專題研究計劃「重要植

物檢疫病原細菌 Ralstionia Solanacearum 
Race 2 之偵測技術之研發與應用」及獲農委

會補助專題研究計劃「Xanthomonas 屬植物

病原細菌之診斷鑑定技術之研發及標準鑑

定流程之建立」；呂誌翼副教授獲人宇生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補助專題研究計劃「微生

物製劑配方之研發」，及獲環境淨化用微生

物菌種之研究與開發補助專題研究計劃「活

菌博士生技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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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子計畫三）：特

定水稻基因的定位分析」及獲國科會補助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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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周秀慧助

理教授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劃「綠色材

料—生物可分解聚酯材料 PHA 生產、應用

與分解技術之開發—子計劃五：生物高分子

—PHA 的生物相容性與生醫材料應用性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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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系統之研發（I）」，及獲聖言會單位補助專

題研究計劃「以 In vitro 實驗動物模式評估

生物高分子對免疫功能的影響」；陳擎霞副

教授獲研究發展處補助專題研究計劃「以

RAPD 方法研究台灣地區玉帶鳳蝶之遺傳變

異」及獲輔大聖言會補助專題研究計劃「以

RAPD 研究台灣地區大鳳蝶族群遺傳變異」

；曾婉芳教授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劃「

小老鼠生殖系統分泌蛋白 24p3 之分子生殖

研究」；楊美桂教授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

計劃「柑橘潰瘍病菌 DNA 修補基因之結構

與功能」，及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劃「

綠色材料—生物可分解聚酯材料 PHA 生產

、應用與分解技術開發—子計劃二：生產聚

酯材料 PHA 微生物系統之研究（I）」；藍清

隆副教授獲農委會補助專題研究計劃「瓜類

鐮孢萎凋病菌快速檢測技術之研發」，及獲

研發處補助專題研究計劃「WAP 服務對田野

生物工作者之支援」。 

數學系李安莉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

計畫「一些關於歧異德林費模性質的研究」

；郭仲成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論共振上半線性微分方程的可解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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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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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謝忠村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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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計畫「兩個反問題的存在性問題」；陳思

勉老師獲研發處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組合產

品之製程能力指標及故障率之研究」。 

物理系吳坤東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

計畫「倍頻綠光雷射之摻釹釩酸釔晶體的光

學性質」；方德貴老師獲聖言會單位及獲研

究發展處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外加電磁場對

於原子光游離之影響」；杜繼舜老師獲國科

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高應變壓電材料之物

性分析及製程」；林更青老師獲國科會補助

專題研究計畫「探討奈米尺寸系統中區域結

構、電組態與光激發之間的相關性（1/3）」
及獲聖言會單位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奈米系

統中量子化電傳導性質研究」；凌國基老師

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穿透率增強之

多層干涉式透明導電膜」；華魯根老師獲國

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鑭鋁矽氧化物玻璃

之結構與彈性性質研究」，及獲國科會補助

專題研究計畫「在高溫高壓下玻璃材料之彈

性非線性性質研究」。 

資工系所梅興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

計畫「WAP 代理閘道快取服務之研究」；顧

維祺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安全

且實際的匿名通道型無記名電子投票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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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郭忠義老師獲國科會補助

專題研究計畫「透過 XML 工作基概念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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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應用智慧行動代理人處理電子商務流

程」。 

心理學系丁興祥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

究計畫「當代台灣傑出創業家的成長環境與

創業發展研究」；邱皓政老師獲國科會補助

專題研究計畫「創新歷程的文化困境─個人

創造力發展的人情困局」。 

八月一日 生物系更名為生命科學系，成立科學與宗教

研究中心、生物技術研發中心；生命科學系

系主任由崔文慧副教授接任。心理學系系主

任由劉兆明副教授接任，心理學系新聘楊建

銘助理教授。 

 生命科學系李永安副教授至林口扶輪社講

演「認識『人類基因組計劃』」。 

 數學系謝忠村老師應邀至中研院數學所講演

「Inverse Tomography Problems（I）」。 

八月七日 生命科學系藍清隆副教授參加「世界貿易組

織之食品衛生檢驗與動物檢疫措施協定研

討會」。 

八月八日                 數學系謝忠村老師應邀至中研院數學所講演

「Inverse Tomography Problems（II）」。 

八月九日 資工系所許見章老師應邀至資訊工業策進

會講演「Survey of the IT Certifications in 
USA」。 

八月十五日  數學系謝忠村老師應邀至中研院所數學所                                             
 講演「Inverse Tomography Problems（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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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廿日—卅日            數學系李安莉老師應邀參加由國家理論科

 學研究中心舉辦之「2001 Franco-Taiwan 
 Arithmetic Festival（一）」。 

八月廿二日 數學系謝忠村老師應邀參加假中研院數學

所講演「Inverse Tomography Problems（IV
）」。 

八月廿三日 第一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資工系所許見章老師應邀至電腦技能基金

 會講演「資訊技術認證及檢定概況」。 

八月廿七日—廿九日  生命科學系崔文慧副教授、藍清隆副教授及

 周秀慧助理教授參加「2001 年台北國際生物

 科技精英論壇」並發表論文。 

八月廿七日—卅一日  心理學系袁之琦老師應邀參加北京舉辦之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Cognitive 
 Science」發表〝Study of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n Natural Image’s Stereoscopic Fusion〞論文。 

八月廿八日 第一次院務發展委員會。 

八月廿九日                數學系謝忠村老師應邀至中研院數學所講

演「Inverse Tomography Problems（Ⅴ）」。 

 心理學系邱皓政老師應邀至國立中正大學

舉辦之「中國心理學學會第四十屆年會」發

表〈創造性的組織文化與氣氛─組織創新環

境的社會知覺與數量衡鑑〉。 

八月卅日 科威特高教部長賴霞女親王暨穆妮柆女親

王蒞院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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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一日 生命科學系李永安副教授發表期刊論文〝

Isolation of an Insertion Sequence from Ralstonia 
solanacearum Race 1 and its Potential Use for 
Strain Characterization and Detection〞。 

九月—九十一年七月卅一日 物理系所華魯根老師獲教育部補助專題研

究計畫「近代光譜學課程及實用性之強化與

提昇」。（至九十一年八月卅一日） 

九月—九十一年八月卅一日 物理系所林更青老師獲教育部補助專題研

究計畫「以當代資訊科技整合與提昇全國性

基礎物理與天文教學計劃之分項計劃三：近

代物理遠距實驗教學課程」。 

九月三日—五日 心理學系陳秀蓉老師應邀參加台灣大學心

理系主辦 M.D., Pynoos, Ph.D. Steinberg, 
M.D., Goenjian 舉辦之「災難後校園去向之

心理復健研討會」。 

九月三日—七日 數學系李安莉老師應邀參加由國家理論科

學研究中心舉辦之「2001 Franco-Taiwan 
Arithmetic Festival（二）」。 

九月四日 第二次院務發展委員會。 

九月七日 資工系所許見章老師應邀至資訊工業策進

講演「美國認證制度研究報告與分析」。 

九月八日 心理系翁開誠老師應邀至台北市立療養院

講演「助人工作的知與行」。 

九月十日 生命科學系陳擎霞副教授至輔仁大學園藝

花藝班講演「景觀植物學」。 

理工學院 【211】 

九月十二日 心理學系陳秀蓉老師應邀於澎湖陸軍軍區

舉辦之澎湖軍區輔導員訓練並發表講演「精

神疾病之診斷與區辨」。 

九月十四日 生命科學系曾婉芳教授參加「九十年度輔仁

大學專業倫理學術研討會」。 

九月十八日 第二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九月廿日 生命科學系曾婉芳教授及藍清隆副教授參

加「基因改造食品之檢驗與管理研討會」。 

九月廿二日 心理學系劉兆明老師應邀於嘉義中正大學

舉辦之中國心理學會年會擔任主持並發表

論文。 

九月廿七日 生命科學系邀請陽明醫事技術系胡文熙主

任講演「發酵黴漿菌轉位子 IS1550 轉位及

應用」。 

九月廿八日—卅日 心理學系陸洛老師應邀參加台灣大學舉辦

之「華人本土心理追求學術卓越計劃第一年

成果發表研討會」。 

九月廿九日 心理學系翁開誠老師應邀出席「台灣行動研

究學會」成立大會。 

十月—十一月 心理學系夏林清老師應邀於台北市政府舉

辦之「亞洲非政府組織專題研討會」（共 5
場）擔任主講人。 

十月—九十一年四月卅日 心理學學系夏林清老師獲教育部補助專題

研究計畫「中等學校校長遴選行動研究」。 

十月—九十一年五月 心理學系夏林清老師應邀至台北市立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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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講演「行動研究方法」。（每月一次） 

十月—九十一年七月卅一日 數學系邱文齡老師獲聖言會補助專題研究

計畫「一群過濾系統的有限維非線性過濾」

；陳思勉老師獲聖言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由幾何觀點探討製程能力指標 Cpk 之系統

推論」。 

十月二日 數學系郭仲成老師應邀至政治大學應數系

講 演 「 One-side Multiple Resonance For 
Quasilinear Elliptic Partial Equations」。 

十月三日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

會網路及通訊實驗室資深工程師李永定博

士講演「Bluetooth 技術簡介」。 

十月四日 化學系邀請台灣大學凝態中心王俊凱教授

講演「Some Photophysical and Photochemical 
Studies of PPV Oligomers」。 

十月九日 荷蘭台夫特科技大學蒞院參訪。 

十月十一日 生命科學系邀請台大漁科所蔡懷楨所長講

演「基因轉殖魚的研究及應用」。 

 心理學系黃月霞老師應邀至內政部兒童局

主辦光寶文教基金會承辦之「全國兒童認輔

工作研討會」擔任回應人。 

十月十三日 資工系所邀請 Fordham University 教授魏學

良講演「Low Power Software for Mobile 
Computers」。 

十月十三日—十四日      化學系新生迎新宿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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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外語學院 
 

九十年  

八月 比較文學研究所簡瑛瑛所長獲輔仁學術研

究獎，於台北出版專書《女性心靈之旅：文

學、藝術影像再現》由女書店出版；羅基敏

教授應邀參加奧地利薩爾茲堡藝術節，於「

國際比較文學會議」發表〝China-Mythen im
〞。 

八月－十一月 德文系王美玲老師獲研發處補助專題研究

計劃「 Anti-Feudalismus: Jugend und die 
Gesellschaft in Sturm und Drang Period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Dramen von Lenz, 
Leisewitz und Schiller（封建思想的反動？論

十八世紀德國文學狂飆時期之青少年與社

會：以倫慈，萊司維茲，席勒之戲劇為例）

」。（始於八十九年九月） 

八月－九十一年七月卅一日 外語學院康士林院長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

 究計畫「中國意象於十六世紀的英國」。 

 譯研所劉敏華老師獲聖言會單位補助專題

研究計畫「同步口譯中原文特色對傳譯的影

響」。 

 比較文學研究所簡瑛瑛所長獲國科會人文

處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台灣女性心靈與文學

－藝術表現(II/II)」。（始於八十九年一月至九

十一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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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文系查岱山老師（共同主持人）獲教育部

 科技顧問室補助專題研究計劃「台灣因應全

 球化趨向的口譯人培訓方案（商務口譯教學

 網中德組）」；王美玲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

 研究計劃「論述法蘭茲‧維爾夫的小說<<不
 是兇手，反而是被謀殺者有罪>>及阿諾德‧

 布諾能的戲劇<<弒父>>中的青少年反威權」

 及獲研發處補助專題研究「徬徨青少年：二

 本當代德國青少年讀物中的問題探討」；張善

 禮老師獲研發處補助專題研究計劃「跨文化

 溝通中的文化障礙」；劉惠安老師獲國科會補

 助專題研究計劃「跨文化溝通認知對台灣德

 語學習者發展學習策略影響的探討」；裴德老

 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女性畫像在

 馬莉‧封‧愛布內‧愛申巴哈文學作品中之

 功能」；林劉惠安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

 計畫「跨文化溝通認知對台灣德語學習者發

 展學習策略影響的探討」；葉聯娟老師獲聖言

 會單位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德語文化教

 學光碟適用性評析」。 

 德文系張善禮老師獲德國學術交流總署（

 DAAD ） 補 助 專 題 研 究 計 劃 「 Anrede 
 Chinesisch-Deutsch, eine kontrastive Studie（稱

 謂語德漢對比研究）」。（始於九十年六月至九

 十一年六月） 

 德文系裴德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

 劃「女性畫像在瑪莉‧封‧愛布內‧愛申巴

 哈文學作品中之功能」。（至九十二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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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系康士林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

 計畫「中國意象於十六世紀的英國」，劉雪

 珍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中世紀

 聖經劇中『身體／聖體』符碼的意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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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施琳達

 老師獲研究發展處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 荷

 蘭統治下的台灣寶島－1624-1662」；葉

 修文老師獲聖言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應用

 信心值診斷並回饋學習者學習概念迷失的

 原因：以適性化網路輔助英語介係詞教學為

 例」。 

 英文系劉雪珍老師、劉紀雯老師獲研究發展

 處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大學英文網：主題式

 全方位英語網路教學」，劉雪珍老師獲教育

 部顧問室人文社會科學教育整合型課程改

 進計畫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英文系文學課程

 的多媒體輔助教學計畫：英國文學 I（中古

 至十八世紀）」；劉紀雯老師獲教育部顧問室

 人文社會科學教育整合型課程改進計畫補

 助專題研究計畫「英文系文學課程的多媒體

 輔助教學計畫：世界英文文學」。（始於九十

 年一月一日至九十一年十二月卅一日）  

 法文系黃孟蘭老師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

 研究計畫「法語邏輯轉折詞用法探討及其在

 教學上之應用」，黃雪霞老師獲聖言會單位

 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中法常用慣用語詞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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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較研究」。 

 日文系所何思慎副教授獲國科會補助專題

 研究計劃「後冷戰時期日本與中共相互認知

 之研究」；黃翠娥副教授獲輔大教學網補助

 專題研究計劃案「網路教學」；楊錦昌副教

 授獲理外民電算中心補助專題研究計劃案

 「高級中等學校職業類科設置教師在職進

 修網站<日語類科>」；馮寶珠老師獲聖言會

 補助專題研究計劃案「多媒體日語教學的教

 材研究－日文文法教材為主」，獲教育部補

 助專題研究計劃案「全國高中職日語教師進

 修網站」，獲理外民電算中心補助專題研究

 計劃案「輔仁教學網-日文閱讀能力訓練」及

 獲教育部補助專題研究計劃案「教育部非同

 步遠距教學補助－日文閱讀能力訓練」；金

 子富佐子老師獲聖言會補助專題研究計劃

 案「探討中英語圈陰性書寫概念，並將其導

 入日本平安朝文學研究之可行性」；楊錦昌

 副教授、黃瓊慧老師獲教育部補助專題研究

 計劃案「高職日語教師在職進修網站」。 

 日文系所徐雪蓉老師獲輔大研發處補助專

 題研究計劃案「神污穢的手」。（至十一月卅

一日） 

八月一日 比較文學研究所劉紀蕙老師轉赴交通大學

外文系暨文化研究所任教，許綺玲老師轉赴

中央大學法文系任教。 

 新聘賴振南副教授任日文系所主任、楊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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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升等為副教授。 

八月二日 德文系張善禮老師應邀參加由國際德語教

師協會 IDV 假瑞士洛桑舉辦之「第十二屆國

際德語教師會議」發表論文〈Inkongruenz der 
Handlungsinterpretationen in interkultureller 
Kommunikation als didaktisches Problem im 
DaF-Unterricht asiatischer Regionen（跨文化

溝通行為詮釋不搭調問題對亞洲地區德語

教學的要求）〉。 

八月九日－十一日 姊妹校日本桃山學院大學深澤徹助理教授

蒞日文系所參訪。 

八月十五日 比較文學研究所假台北女書店邀請中興大

學外文系邱貴芬教授兼主任講演「後殖民與

歷史學」。 

八月廿日 德文系葉聯娟老師應邀參加由國立三民高

中假台北舉辦之「第二外語研習營」發表論

文〈德國國情與台灣德語學習現況〉。 

八月廿日－廿六日 日文系所邀請日本東北大學仁平道明教授

於外語學院綜合 B 教室授課「日本近代文學

中的女性」。 

八月廿日－九月七日 加拿大魁北克電台口語表達顧問 Jacques 
Laurin 教授應邀於暑假期間開設免費法語課

程供法文系學生進修。 

八月廿一日 德文系張善禮老師應邀參加由德國聯邦德

語研究中心（IDS）假德國曼海姆舉辦之「

國際德語語言學者論壇」發表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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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kongruenz der Handlungsinterpretationen in 
der interkulturellen Kommunikation 
fortgeschrittener asiatischer Deutschlerner（亞

洲籍德語學習者跨文化溝通行為詮釋不搭

調現象）〉。 

八月廿二日 外語學院第一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第一學

期第一次主管會議。 

八月廿四日 比較文學研究所假師範大學邀請師範大學

英研所梁一萍教授講演「後殖民．書寫與記

憶」。 

 英文系康士林老師獲頒「教育部九十年度資

深優良教師」。 

八月廿七日－九月三日 日本成蹊大學新屋重彥教授蒞日文系所參

訪。 

九月 比較文學研究所羅基敏教授應邀由義大利

曼督瓦舉辦「國際歌劇研究學術會議」（「

Inventare il vero”, inventare il “verismo”. 
Da Verdi alla Giovane Scuola」），發表〝

Rievacando la tradizione dell’opera buffa: 
《Falstaff》e《Gianni Schichi》〞及應台北

市政府文化局之邀發表〈交響詩：無言的詩

意〉於《詩與聲音－二○○一年台北國際詩

歌節詩學研討會論文集》。 

九月－九十一年六月卅日 英文系劉雪珍老師獲教育部補助專題研究

 計畫「教育部非同步遠距教學計畫－大專院

 校非同步（網路）遠距教學課程：當代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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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戲劇」，劉紀雯老師獲教育部補助專題研究

 計畫「教育部非同步遠距教學計畫－大專院

 校非同步（網路）遠距教學課程：文學批評

 」，墨樵老師獲教育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英文系文學課程的多媒體輔助教學計畫：十

 九世紀美國文學與視覺藝術」。 

九月－九十一年七月卅一日 英文系劉紀雯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

 計畫「台灣地區英美文學研究資料庫之整合

 －英文文學與專題研究資料庫（III-I）」。（
 至九十一年八月卅一日） 

九月五日 比較文學研究所簡瑛瑛所長應台北市社會

局、台北市政府法規會邀請講演「媒體權與

文化權：女性文化權的重要性與可行方式」

於「台北市女性權益保障自治規則系列討論

會」。 

九月六日 外語學院「第四屆文學與宗教國際會議」第

三次籌備會議。 

九月七日 外語學院、台灣文學協會於輔大城區部舉辦

「當代台灣小說講座」。 

九月七日－九日 英文系康士林老師應邀參加由天主教史料

研究中心於本校舉辦之「中國天主教史學術

研討會－中國教理講授史」發表〈The 1942 
Peking Letters Ildephonse Brandstetter, 
O.S.B. regarding Plans to Establish a Catholic 
University in Peking〉。 

九月十三日 日文系所於聖言樓SF131教室舉辦新生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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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 

九月十三日－十四日 視聽教學中心於各視聽教室及語言教室舉

辦第一學期視聽器材使用研習會。 

九月廿日 德文系王美玲老師應邀參加 Koreanische 
Gesellschaft für Germanistik（韓國德語文協

會 ） 假 韓 國 漢 城 舉 辦 之 「 Das 9. 
Sorak-Symposium 2001（第九屆 Sorak 國際

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Die deutsche 
Jugendbewegung um 1900 und der Apell der 
Dichter（十九世紀末德國青少年運動與文學

作品的呼應）〉。 

九月廿一日 外語學院「第四屆文學與宗教國際會議」第

四次籌備會議。 

九月廿四日 日本聖心女子大學吉田助理教授蒞日文系

所參訪。 

九月廿六日 外語學院第一學期第二次主管會議。 

十月－九十一年九月卅日 語言學研究所劉小梅老師獲研究發展處補

助專題研究計畫「國語定指語意的兩種語言

形式」。 

十月五日 視聽教學中心召開第一次視聽教學委員會。 

十月六日 比較文學研究所簡瑛瑛所長應女書店邀請

擔任劉亮雅教授新書《情色世紀末：小說、

性別、文化、美學》發表會之引言人。 

十月六日－十三日 外語學院承辦於新莊棒球場舉行之「第 34
屆世界盃棒球錦標賽輔仁大學外語志工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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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營」。 

十月六日－廿七日 外語學院及台灣文學協會於輔大城區部舉

辦「2001 世界文學選讀班」。 

十月九日 聖言會單位專題研究計畫補助評審會議。 

十月十日 英文系假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舉辦「戲劇展

暨畢業公演－《麻雀變鳳凰：范莉琪傳奇》

（The Only True History of Lizzie Finn）」。 

十月十七日 日本名古屋外語專門學校成瀨秀雄教授蒞

日文系所參訪。 

十月廿一日 德文系查岱山老師、胡功澤老師及張善禮老

師應邀參加由中華民國德語文學者暨教師

協會假淡江大學舉辦之「中華民國德語文學

者暨教師協會第十屆年會/研討會」分別發表

論 文 〈 Neue Orientierung des 
Übersetzungsunterrichts（翻譯在外語教學的

新定位）〉、〈非文學翻譯之特點〉、〈Sie sind 
nicht Sie und Ich bin nicht Ich. Über das 
Übersetzen der Anredepronomina im 
Deutschunterricht für Chinesisch-Sprechende 
（您非您、我非我。論德語教學中稱謂代詞

之翻譯）〉。 

 西文系所舉辦師生共融會。 

十月廿二日 英文系於外語學院大樓舉辦「九十學年度輔

仁大學大專盃英語演講比賽預賽」。 

 日文系所邀請張瀛太小姐於聖言樓SF130教
室講演「從恐怖小說到愛情小說 試看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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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的本質」。 

十月廿三日 德文系張善禮副教授當選中華民國德語文

學者暨教師協會理事長。 

十月廿四日 外語學院第一學期外語學院導師會議。 

 英文系葉修文老師應邀參加由致理技術學

院於該校舉辦之「致理技術學院應用英語科

九十學年度第一學期英語教師研習會」發表

〈Multimedia and English Teaching〉。 

十月廿四日－廿六日 英文系葉修文老師應邀參加由國立中正大

學於該校舉辦之「2001 Taiwan Academic 
Network Conference」(TANET，2001 台灣

區網際網路研討會)與 J. J. Lo 老師、H. M. 
Wang 老 師 聯 合 發 表 〈 Diagnosis and 
Feedback of Reasons for Misconceptions in 
an Adaptive Web-Based Course for English 
Prepositions〉。 

十月廿四日－廿七日 英文系劉雪珍老師及墨樵老師應邀參加由

 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美國紐約州立大學阿

 本尼（Albany）分校、北京大學歐美文學研

 究中心與全國中美比較文化研究會假北京

 大學舉辦之「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eading for the New Millennium: A Global 
 Dialogue on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in a Time of Change（『展望新世紀－變革時

 代美國文學與文化研究全球性對話』國際學

 術研討會）」分別發表〈從《蝴蝶君》談性

 別 反 串 與 後 殖 民 變 裝 文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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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changeable Attractions": Henry Adams, 
 World's Fairs, and the Architecture of Empire
 〉。 

十月廿四日－十一月十四日 法國在台協會實習生 Cécile CAVOIZY 至法

文系所免費教授法文詩創作。 

十月廿六日 語言中心前往鹽寮、朱銘美術館舉辦秋季戶

外教學。 

十月廿七日 法文系所和中央大學法文系所合辦之「台灣

法語文教學實務研討會」假輔大濟時樓九樓

國際會議廳舉行。 

十月廿九日－卅一日 姐妹校日本聖母清心女子大學於外語學院

大樓舉辦教育實習活動。 

十月卅一日 日文系於聖言樓國際會議廳舉辦「系週會－

日檢講座」，邀請 THCS 外語學苑林文昌先

生主講。  

 視聽教學中心舉辦視第一學期聽資料查詢

系統說明會。 

十一月 外語學院於聯合報大樓協辦「文建會文學翻

譯獎頒獎典禮」。 

十一月七日 外語學院第二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外語學院舉辦「第四屆文學與宗教國際會議

」第五次籌備會議。 

十一月十日 日文系所賴振南副教授應邀台灣大學日本

語文學系、台灣日語教育學會於「二十一世

紀的日本研究國際會議 論文集」發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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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世紀の日本研究―日本文学研究を中

心に―＞。 

十一月十二日 比較文學研究所於外語學院 LC501 教室邀

請台大外文系廖咸浩教授兼主任講演「文化

研究如何『後殖民』?：自慰、慰安婦、前

衛運動」。 

十一月十四日 外語學院升等辦法研議小組第一次會議。 

 外語學院第一學期院務會議。 

十一月十五日 語言學研究所邀請 Senior Research Scientist 
at Eaton Peabody Laboratory 林泰博士於聖

言樓 SF131 教室講演「Hearing Scienc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十一月十六日－十八日 英文系葉修文老師應邀參加由中華民國英

語文教師學會於台北舉辦之「第十屆中華民

國 英 語 教 學 國 際 研 討 會 （ The Ten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nglish Teaching
）」發表〈The Effects of Cross-Field Team 
Design in CALL Curriculum〉。 

十一月十九日 外語學院電腦輔助教學籌備委員會第一次

會議。 

十一月廿一日  外語學院升等辦法研議小組第二次會議。 

 英文系袁韻璧老師應邀參加由教育學程中

心於本校舉辦之「輔仁大學九十學年度教師

教學知能研習會」講演〈克漏字在評量與教

學上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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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文系所馮寶珠老師應邀台灣大學日本語

文學系於「追求卓越的日本研究國際會議論

文集」發表「日本語の再帰使役構文に関す

る再考察」。 

十一月廿一日－十二月十二日  

 外語月西文系所舉辦開幕式、美食展、才藝

比賽及啦啦隊比賽。 

十一月廿三日 日文系所何思慎副教授應邀參加財團法人

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舉辦之座談會「2001 東

北亞情勢及其可能影響」。 

十一月廿三日－廿四日 外語學院、中文系所、英文系所、日文系所

及法文系所於聖言樓國際會議廳舉辦「輔仁

大學第四屆文學與宗教國際會議－當代文

學中的靈光」（ Fu Jen Catholic Four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iterature and 
Religion: Visions of the Spiritual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十一月廿四日－廿五日 譯研所參加中時晚報假國立台灣大學綜合

體育館舉辦之「第一屆中華民國研究所博覽

會」。 

十一月廿六日 英文系鮑端磊神父應邀參加由比較文學研

究所博士班與翻譯學研究所於本校外語學

院大樓舉辦之「比較文學與文化講座系列」

講演〈比較文學與翻譯學研究〉。 

十一月廿七日 法國詩人 Didier Rimaud 蒞法文系所講演「

La vision sur la poésiefrançaise contempora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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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廿八日 視聽教學中心於遠距教學教室舉辦「第二外

語教學網」講習會。 

十二月 María José Sáez Brezmes 蒞西文系所座談「

 Valladolid 大學簡介及赴西班牙求學問題集

 解」。 

 日文系所賴振南副教授於輔仁大學《若望保

祿二世和平對話研究中心》和平叢書發表「

蕩子的兒子永井隆博士—上主的奧蹟與福

音精神—」。 

十二月四日－廿四日 比較文學研究所及外語視聽教學中心合辦

「世界女性心靈影像大賞」；比較文學/性別

研究聯合書展於宜眞學院。 

十二月五日 英文系於外語學院大樓舉辦「研究生座談會

 」。 

十二月六日 譯研所楊承淑教授獲國科會出席會議補助

，應邀參加由國際譯聯假香港大學舉辦之「

FIT Third Asian Translators' Forum（第三屆亞

洲翻譯家論壇）」發表「口筆譯業務管理研

究」論文。 

 英文系康士林老師應邀參加由本校舉辦之

「輔仁大學在台復校四十週年于斌樞機主

教百歲誕辰紀念學術系列活動－校史論壇」

發表〈艾德豐斯‧布蘭史泰特一九二四年北

京信件：關於設立天主教大學於北京之計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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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六日－八日 德文系胡功澤老師應邀參加由國際譯聯（

FIT）亞洲翻譯家論壇假香港舉辦之「FIT (La 
Feder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ducteurs) 
Third Asian Translators' Forum（國際譯聯第

三屆亞洲翻譯家論壇）」發表論文〈1950-2000
台灣文學翻譯的批評策略〉。 

十二月八日 英文系康士林老師獲頒「輔仁大學資深教職

 員工獎勵」，劉紀雯老師獲頒「輔仁大學教

 師教學績優獎勵」，蕭笛雷老師獲頒「輔仁

 大學資深教職員工服務獎勵」、獲教育部頒

 發「教育部資深教師獎勵」及獲行政院頒發

 「行政院服務三等獎章」。 

 義文系康華倫主任承辦義大利文語言檢定

（CILS）台灣區考試。 

十二月九日 英文系於舒德樓一樓理圖劇場舉辦「群英相

見歡茶敘」以及「劇展《麻雀變鳳凰：范莉

琪傳奇》」。 

 日文系所於聖言樓一樓大廳舉辦日文系三

十二週年系慶大會暨校友年會。 

十二月十日 「女性藝術表現」專題演講及座談於比研所

LC501 室邀請德國藝術家 Bettina Flitner 座
談。 

十二月十二日 外語學院第三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外語學院第一學期第三次主管會議。 

 英文系於外語學院舉辦「校友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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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光閃閃電影院（一）。 

十二月十四日 比較文學研究所與日文系所合辦假外語學

院 LC501 教室邀請中興大學外文系邱貴芬

教授兼系主任講演「台灣女性文學史的樣貌

」。 

十二月十五日 德文系張善禮老師應邀參加由淡江大學外

語學院假淡江大學舉辦之「第二外語文學教

學研討會」發表論文〈從文化學的幾個基本

觀點論外語課程中的文學教學〉。 

十二月十六日 譯研所於聖言樓舉辦「翻譯教學與研究趨勢

研討會」暨校友返校活動。 

 日文系鄭詩姮同學參加「第十九屆日本亞細

亞航空盃日語演講比賽」榮獲第二名。 

十二月十七日 比較文學研究所、台大外文系、師大英語系

於輔大耕莘樓二樓會議室邀請國科會訪問

學者系列演講邀請史書美教授(美國 UCLA)
演講及座談「國族越界、全球化、與他者的

視域（一）」。 

十二月十九日 比較文學研究所、台大外文系及師大英語系

於輔大耕莘樓二樓會議室邀請國科會訪問

學者系列演講邀請史書美教授(美國 UCLA)
演講及座談「國族越界、全球化、與他者的

視域（二）」。 

 西光閃閃電影院（二）。 

十二月廿日－廿一日 英文系於聖言樓國際會議展演中心舉辦「畢

業公演－《野宴》（Pic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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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廿一日 比較文學研究所、台大外文系、師大英語系

於輔大耕莘樓二樓會議室邀請國科會訪問

學者系列演講邀請史書美教授(美國 UCLA)
演講及座談「國族越界、全球化、與他者的

視域（三）」。 

 西光閃閃電影院（三）。 

 日文系所邀請日本立教大學沖森卓也教授

於外語學院 LA314 講演「神仙思想と古代文

学」。 

 語言中心於耕莘樓一樓大廳舉辦聖誕晚會。 

十二月廿四日 比較文學研究所、台大外文系及師大英語系

於輔大耕莘樓二樓會議室邀請國科會訪問

學者系列演講邀請史書美教授(美國 UCLA)
演講及座談「國族越界、全球化、與他者的

視域（四）」。 

 日文系所邀請日本立教大學沖森卓也教授

於外語學院 LB106 講演「古典の世界－男の

夢・女のロマン－」。 

十二月廿六日 日文系所邀請日本立教大學沖森卓也、加藤

睦、小嶋菜温子教授於聖言樓SF131舉辦「平

安朝の言葉と文学」研討會，分別講演「古

典に触れることの意義」、「和歌文学の世

界」、「物語文学の世界」。 

十二月廿七日 外語學院第一學期第四次主管會議。 

十二月廿八日 日文系於聖言樓國際會議廳舉辦日文系紅

白歌唱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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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一年  

一月三日 外語學院九十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五次主管

會議。 

一月五日－八日 外語學院、比研所、中文系、宗教系與中山

大學文學院、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荷蘭天

主教尼墨根大學、美國安多華•牛頓神學院

、德國《華裔學志》於聖言國際會議展演中

心舉辦「第二屆聖經與中國：聖經與中國文

化國際研討會」。 

 英文系康士林老師應邀參加由外語學院、耶

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美國安多華‧牛頓神學

院與德國《華裔學誌》於本校聖言樓國際展

演中心舉辦之「輔仁大學第二屆聖經與中國

國際研討會：聖經與中國文化（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the Bible and 
China: The Bible and Chinese Culture）」發表

〈A Look at Xiyou ji (Journey to the Wes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Biblical Textual 
Criticism〉（以聖經文本批評的觀點一探《

西遊記》）。 

一月九日 外語學院第四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一月十日 日文系所賴振南副教授獲頒「輔仁學術研究

獎」，何思慎副教授獲頒「教學績優獎勵」，

林文瑛老師獲頒「聖言會教學獎」。 

一月十七日 法文系於耕莘樓一樓第三會議室為專任講

師舒毅寧老師赴加拿大進修舉辦餞行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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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十八日 視聽教學中心召開第二次視聽教學委員會。 

一月卅日 視聽教學中心於電算中心電腦教室舉辦 hot 
potato 軟體教學課程，培訓老師及研究助理

軟體使用技巧。 

二月一日 德文系所主任古怡心副教授屆齡退休，由王

美玲副教授兼任。 

 語言中心於聖言樓國際展演中心舉辦農曆

春節文化課程活動。 

二月六日 德文系張善禮老師應邀參加由德國波洪魯

爾大學假德國波洪魯爾大學舉辦之「德漢語

對比論壇」發表論文〈Anrede Chinesisch und 
Deutsch, kontrastiv. Du und Sie, ni und nin （
德漢語人稱代詞“du/Sie”、“你/您”對比

研究）〉。 

二月十九日－廿四日 外語學院、文學院宗輔室共同舉行「第十屆

台北國際書展外語志工培訓計劃」。 

二月廿日 日文系所賴振南副教授應邀參加由 Fnac 法

雅時媒體假台北世貿中心一館．Fnac 文學咖

啡舉辦之「第十屆台北國際書展」講演「台

灣的日本文學翻譯現象」。 

二月廿六日 姊妹校日本桃山學院大學舉辦「歷史文化訪

問團」活動。 

二月廿七日 視聽教學中心於各視聽教室及語言教室舉

辦第二學期視聽器材使用研習會。 

三月一日 英文系於舒德樓一樓理圖劇場舉辦「大一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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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展演－《Ekology》」。 

三月六日 外語學院九十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主管

會議。 

三月十三日 外語學院第二學期第二次主管會議。 

 英文系於外語學院大樓舉辦「九十學年度輔

仁大學公元 2002 大專院校英語演講比賽預

賽」。 

 視聽教學中心舉辦視第二學期聽資料查詢

系統說明會。 

三月十四日－廿日 日文系所於外語學院舉辦日文週活動。 

三月十五日 日文系所於野聲樓谷欣聽舉辦「中日現代詩

翻譯」座談會。 

三月十八日 外語學院各系於聖言樓SF901遠距教學教室

舉辦「創造我的人生彩虹—e 世代青年的生

涯規劃」。 

 比較文學研究所、英國語文學系所、西班牙

語文學系所、德國語文學系所、日本語文學

系所、外語學院視聽教學中心於聖言樓

SF901 遠距教學教室邀請行政院青年輔導委

員會林芳玫主任委員講演「創造我的人生彩

虹－e 世代青年的生涯規劃」。 

 視聽教學中心與比較文學研究所於遠距教

學教室合辦「比較文學與文化講座系列」。 

三月十八日－廿二日 「英文週：高貴的誘惑－在高貴與平凡中取

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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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文週。 

 法文週。 

三月十八日－廿四日 義文週。 

三月十九日 義文系邀請前台北駐羅馬洪健昭代表蒞系

分享外交經驗。 

三月廿日 視聽教學中心於電算中心電腦教室舉辦 hot 
potato 軟體教學課程，培訓老師及研究助理

軟體使用技巧。 

三月廿一日 西文系所傅玉翠主任赴靜宜大學專題講演 

「從繪畫閱讀西班牙」。 

三月廿一日－廿二日 英文系與義文系於聖言樓國際會議展演中

心舉辦「輔仁大學第三屆中世紀學術研討會

：黎明前的曙光：但丁與其時代（Third 
Annual Fu Jen Catholic Medieval Conference
：From Shadows to Light: Dante and His 
Times）」。 

  義文系、英文系於聖言國際展演中心舉辦「

第三屆中世紀研討會－黎明前的曙光－但

丁與其時代」國際學術研討會。 

三月廿二日  視聽教學中心召開第三次視聽教學委員會。 

三月廿七日 英文系於外語學院大樓舉辦「九十學年度輔

仁大學大專校院英語演講比賽預賽」。 

三月廿八日 本校三語言實習所未來發展會議第一次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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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言中心前往宜蘭舉辦春季戶外教學。 

三月卅一日－四月六日 外語學院康士林院長全院主管及教師代表

一行十人赴北京各大學參訪洽談合作交流

事宜。 

四月一日 西文系所傅玉翠主任赴靜宜大學參與「西班 

 牙應用語言學學術研討會」。 

四月六日 日文系所賴振南副教授應邀參加由台北南

門扶輪社假環亞大飯店講演「台灣的日本文

化殖民現象」。 

四月八日 外語學院電腦輔助教學籌備委員會第二次

會議。 

 比較文學研究所、法國語文學系、織品服裝

研究所合辦假輔仁大學外語學院 LC501-502
教室邀請博物館學研究所籌備小組負責人

、織品服裝系所暨法文研究所周功鑫教授講

演「十七世紀中國款彩漆屏風與法國耶穌會

士」。 

 英文系邀請楊郁文老師於外語學院大樓三

樓 LA302 講演「默示教學法（The Silent Way
）」。 

四月十一日 師大華語教學研究所葉德明老師率師生二

十七人參訪語言中心。 

四月十二日 日文系所邀請日本佐賀大學北川慶子教授

於外語學院 LA202 講演「現代の日本女性」。 

四月十三日－十五日 外語學院康士林院長赴日本南山大學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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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四日 譯研所楊承淑教授應邀參加由日本通訳学

会假日本大東文化大學舉辦之「日本通訳学

会例会」發表〈通訳における「記号変換」

と「投射規則」〉論文。 

四月十七日 外語學院第二學期院務會議。 

四月十八日 外語學院三語言實習所未來發展會議第二

次會議。 

 外語學院大學入門課程教學心得分享會議。 

四月十九日 日文系所賴振南副教授應邀參加由中國時

報、時報出版假德也茶喫舉辦之座談會講演

「日本極具爭議性的領導人物—裕仁天皇」

。 

四月廿五日 語言學研究所未來發展會議。 

四月廿七日 譯研所楊承淑教授應邀參加由日本立教大

學大學院舉辦之「異文化コミュニケーショ

ン研究科講演会」發表〈言語学の「経済性

原則」から見た「順送り訳」の手法〉論文。 

四月廿八日 日文系所楊錦昌副教授應邀參加由國際啄

木學會假高雄第一科技大學舉辦之「石川啄

木文學國際會議」發表＜石川啄木詩歌集『

一握砂』與『可悲的玩具』中有關酒歌的翻

譯朗誦＞。 

四月廿八日－廿九日 外語學院、日文系於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協辦

「石川啄木文學國際會議」，日文系所徐雪

蓉老師應邀參加由國際啄木學會假高雄第

一科技大學舉辦之「石川啄木文學國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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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發表＜石川啄木の故郷小説＞。 

五月 比較文學研究所羅基敏教授、日文系所賴振

南副教授獲頒「聖言會教師研究獎勵」及義

文系余哲安老師獲領聖言會教師研究獎勵

及教學特優獎。 

五月一日 英文系劉紀雯老師獲加拿大在台貿易辦事

處 頒 發 「 加 拿 大 － 台 灣 研 究 獎 勵 （

Canada-Taiwan Research Scholarship）」。 

 視聽教學中心於遠距教學教室舉辦「歌曲輔

助外語教學」講習會。 

五月二日 外語學院舉辦「第四屆中世紀學術研討會」

第二次籌備會議。 

 德文系邀請上海外國語文大學余匡復教授

講演「談談德語文學的特點及德語學習的前

途」；德文系邀請中山大學機械工程學系蔡

得民教授講演「德國葡萄酒」。 

五月三日 外語學院三語言實習所未來發展會議第三

次會議。 

 德文系邀請上海外國語文大學余匡復教授

講演「德語文學研究方法」。 

五月六日 外語學院電腦輔助教學籌備委員會第三次

會議。 

五月七日 外語學院第二學期第三次主管會議。 

五月七日－八日 外語學院戲劇聯展－義文系第三屆學生於

聖言國際展演中心舉行畢業公演，演出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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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劇作家 Carlo Goldoni 之「一僕二主」。 

五月七日－六月一日 外語學院六系於聖言國際會議展演中心舉

辦戲劇聯展。 

五月八日 外語學院第五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英文系邀請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Clifford Hill
榮譽教授於本校聖言樓 SF131 講演「

Educational Assessment in a Digital Age」。 

五月十日 比較文學研究所比較文學研究所、德國語文

學系所於外語學院LC501-502教室邀請台東

師範學院兒童文學研究所林文寶教授兼所

長講演「台灣兒童文學的發展與現況」。 

 視聽教學中心召開第四次視聽教學委員會。 

五月十日－十一日 西文系所畢業公演暨募款餐會。 

五月十一日 義文系康華倫主任承辦義大利文語言檢定

（CILS）台灣區考試。 

五月十三日 比較文學研究所、德國語文學系所、日本語

文學研究所、西班牙語文學系所、法國語文

學系所、英國語文學系所、義大利語文學系

於外語學院LC501-502教室邀請郭維夏教授

講演「大學校園知識份子的省思」。 

五月十四日 撰寫外語學院三語言實習所未來發展建議

案會議。 

五月十五日 英文系劉雪珍老師應邀參加由外語學院視

 教中心於聖言樓 SF901 舉辦之「英文文學課

 程的多媒體教學講習會」講演「From Pag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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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reen：Multimedia Drama」，劉紀雯老師應

 邀講演「 PowerPoint 與多媒體教學（

 PowerPoint ： its Points and Powers in a 
 Multimedia Classroom）」，蕭笛雷老師應邀講

 演「Multimedia Shakespeare：Renaissance 
 Texts and Contemporary Technology」，墨樵老

 師應邀講演「 Sublime Online：Teaching 
 American Literature through Painting」。 

 日文系所邀請外交部研究設計委員會主委

劉復國先生於理工學院 LH101 講演「亞太區

域形勢與中華民國外交」。 

 視聽教學中心於遠距教學教室舉辦「英文文

學課程的多媒體教學」講習會。 

五月十七日－十八日 法文戲劇公演。 

五月十八日 比較文學研究所簡瑛瑛所長應政治大學國

際事務學院邀請講評＜黃碧雲小說中的美

學政治＞，於「文學、藝術與台灣政治研討

會」。 

五月十九日 英文系與花園新城教會於本校聖言樓國際

會議展演中心聯合舉辦「《希望的聖光》：陳

希聖老師紀念音樂會」。 

五月廿一日 義文系於舒德樓理圖劇場舉行年度學習成

果戲劇公演。 

五月廿二日 外語學院第二學期第四次主管會議。 

 外語學院討論教育部九十一年度大學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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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重點發展計劃會議。 

 英文系邀請國立台灣大學暨國立台北藝術

 大學美國傅爾布萊特交換學者 Afaa Weaver
 教授於外語學院大樓 LA202 講演「Tradition 
 in African-American Poetry」，以及邀請美國

 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文化新聞組組長兼發

 言 人 Ms. 柯 玖 蒂 女 士 （ Judith 
 Mudd-Krijgelmans）於聖言樓 SF131 講演「

 Cultural Diversity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U.S. 
 」。 

五月廿四日 語言中心於焯炤館舉辦卡拉 OK 中文歌唱比

賽。 

五月廿五日 譯研所劉敏華所長應邀參加由北京外國語

大學高級翻譯學院假該校舉辦之「國際口譯

研討會暨第四屆全國口譯理論與教學研討

會」講演「同聲傳譯技術與工作記憶的關係

」。 

 英文系於聖言樓國際會議展演中心舉辦「大

戲公演－《真假公主》（Anastasia Affaire）」
。 

五月廿六日 譯研所楊承淑教授應邀參加由北京外國語

大學高級翻譯學院假該校舉辦之「國際口譯

研討會暨第四屆全國口譯理論與教學研討

會」發表「從『經濟性原則』探討『順譯』

的運用」論文。 

 德文系邀請淡江、東吳、文化、文藻德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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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聖言國際會議展演中心舉辦「萊茵盃德語

文競賽」。 

五月廿八日 義文系邀請歐洲設計學院到系舉辦歐洲留

學諮詢座談會。 

五月廿九日 外語學院九十學年度聖言會教師研究獎勵

評審會議：譯研所楊承淑老師，比研所羅基

敏老師，德文系張善禮、王美玲老師，法文

系楊光貞老師，西文系杜東璊、雷孟篤老師

，日文系賴振南老師，義文系余哲安老師獲

聖言會單位教師研究獎勵。 

 英文系假台泥大樓士敏廳舉辦「外語學院戲

 劇聯展－《真假公主》（Anastasia Affaire）」
 。 

 義文系邀請台北美國學校武玉芬老師到系

舉辦「第二外語學習法」經驗分享座談會。 

五月卅日 外語學院九十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五次主管

會議。 

五月卅一日 英文系劉雪珍老師及張王黎文老師與墨樵

 老師獲頒聖言會教師研究獎勵。 

  西文系所傅玉翠主任赴靜宜大學參與「第二

 屆西班牙語語言暨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五月卅一日－六月一日 日文系於聖言樓國際會議展演中心舉辦「さ

らば夏の思い出」戲劇公演。 

六月  西文系所邀請李香蘭傑出系友座談「學習西

 文之經驗與心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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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二日 譯研所舉辦首次中、英、日同步口譯模擬會

議。 

六月四日 外語學院三語言實習所未來發展第五次會

議。 

六月五日 英文系劉紀雯老師應邀參加由 IAJBS （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Jesuit Business 
Schools）於濟時樓舉辦之「Forum IX, IAJBS: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in the Global 
Economy ： Ethical, Legal, Environmental, 
Cultural and Social Issues」發表〈Teaching in 
a Radically Changing World：The Roles of 
Hypermedia Teaching Materials in Teaching 
Improvement〉。 

六月六日－廿一日 語言中心教師於耕莘樓 220 會議室舉辦華語

教學經驗分享與研討系列。 

六月八日 英文系袁韻璧老師應邀參加由世新大學英

文系於該校舉辦之「第十九屆中華民國英語

文教學國際研討會」發表〈 Cloze in 
Assessment and Teaching〉。 

六月十日 譯研所劉敏華老師、德文系林劉惠安老師、

法文系李瑞媛老師、西文系杜東璊老師、日

文系林文瑛老師及義文系余哲安老師獲頒

聖言會單位教學獎。 

六月十一日 英文系袁韻璧老師獲頒「聖言會教學獎」。 

六月十二日 外語學院第六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六月十四日 外語學院第二學期外語學院導師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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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文學研究所第二屆畢業生賀淑瑋由劉

紀蕙教授指導《黑色幽默在中國：毛話語創

傷與當代中國「我」說主體》及陳正芳由劉

紀蕙教授指導《台灣魔幻寫實現象之「本土

化」》。論文口試。 

六月十四日－十六日 語言中心參加 2002 台北國際龍舟錦標賽。 

六月十五日 日文系所於外語學院 LB104 舉辦日文系畢

業生祝福茶會。 

六月十六日 比較文學研究所簡瑛瑛所長應邀參加與國

家科學委員會合辦之「台灣與後殖民女性論

壇」發表＜Spivak 與第三世界女性主義＞。 

六月十七日 外語學院電腦輔助教學籌備委員會第四次

會議。 

六月十九日 外語學院教授、副教授休假服務成績考核辦

法研議小組會議。 

六月廿日 外語學院三語言實習所未來發展第六次會

議。 

 比較文學研究所第二屆畢業生陳淑純由羅

基敏教授指導《霍夫曼（E.T.A. Hoffmann）
的樂論與文論之綜合研究》論文口試。 

六月廿二日－廿三日 視聽教學中心與文藝學院多媒體語言中心

於文學院電算中心合辦「網路教學法及教學

網設計工作坊」。 

六月廿四日－廿八日 日文系所邀請前日本拓殖大學原土洋教授

假外語學院綜合 B 教室授課，講題「現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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の言語生活に息づく日本文化」。 

六月廿五日 英文系劉雪珍老師應邀參加由比較文學研

究所博士班於外語學院大樓 LC501 之「世

界華裔文學講座系列」講演「從《蝴蝶君》

談性別反串與後殖民變裝文化」。 

六月卅日－七月卅一日 德文系王美玲老師獲德國學術交流總署與

國科會國際合作處雙邊學術合作研究補助

專題研究計劃「Alkoholismus und seine 
Auswirkung auf die Familienverhältnisse am 
Beispiel der Dramen der Naturalisten」。（至九

十一年八月卅一日） 

七月一日 英文系施琳達老師應邀參加由中國廣播公

司於台北舉辦之廣播節目講演〈Dutch 
Formosa 1624-1662（荷蘭統治下的台灣寶島

，1624-1662）〉。 

七月二日 語言學研究所洪振耀老師應邀參加由

Department of Audiology and 
Speech-Language Pathology ， Wayne State 
University 假 USA：Department of Audiology 
and Speech-Language Pathology，  Wayne 
State University ， Detroit 舉辦之講演「

Neuroimaging in historical context of 
scientific steamlining」。 

七月五日 比較文學研究所主辦座談會於外語學院

LC501-502教室邀請美國UCLA大學史書美

教授主講、中興大學邱貴芬教授、台灣大學

廖朝陽教授、台灣大學劉亮雅教授座談由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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瑛瑛所長主持「台灣、全球化、與跨國女性

主義」。 

七月六日 比較文學研究所第二屆畢業生林雅慧由簡

瑛瑛教授指導《性別、族裔與民間信仰：第

三世界女作家作品中民間傳說的策略運用》

論文口試。 

七月廿六日 日文系所何思慎副教授應邀參加由中華歐

亞基金會舉辦之「亞太交流學會訪台團座談

會」發表＜新しい日台関係の構築に向けて

＞。 

七月廿九日－卅一日 英文系葉修文老師應邀參加由中原大學與

中原國小於中壢聯合舉辦之「中原國小中英

文雙語教學研習營」講演〈資訊融入國小語

文教學之策略、資源、與實作〉。（至九十一

年八月十六日） 

七月卅一日 義文系主任康華倫教授任期屆滿卸任，由杜

金換修女接任。 

 德文系所主任王美玲副教授請辭，由張善禮

副教授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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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民生學院 
 

九十年 

七月 民生學院與台北圓山扶輪社合作進行協助

台北縣原住民生活品質改善計劃。 

七月八日－十三日 生活應用科學系於舉辦丙級中餐烹調技術

士證照考試順利完成。 

七月十五日 民生學院計劃由各系所與輔大之聲實習電

台合作製播節目，規劃民生系列主題節目。 

七月十七日－廿一日 民生學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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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廿日—廿二日 民生學院派員參加各區大學博覽會。 

八月 民生學院及中華家政學會及冷凍食品協會

合辦「餐廳使用ＣＡＳ優良冷凍食品品評及

座談會」。 

八月－九十一年七月卅一日 織品系喬昭華老師、何兆華老師及尤政平老

師等獲得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織品服

飾數位博物館」，王怡美老師獲得國科會補

助專題研究計畫「二十世紀西洋近代服裝史

中的中國風貌研究」，何兆華老師獲得國科

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苗族服飾中鳥與蝴蝶

紋的考證與研究」，王怡美老師獲得聖言會

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臺灣紡織品電腦輔助設

計應用之研究」，鄭靜宜老師獲得 Car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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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hancement Grant 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Testing a new body satisfaction measure in 
cross-cultural context」；黃昭瓊及陳華珠老師

分別獲得研發處專題研究計劃補助金額各

150,000 元。 

 食品營養學系陳政雄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

題研究計畫「塑膠包材吸附去除加工肉品中

的多環芳香族氫化合物」、許瑞芬老師獲國

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補充營養素對同半

膀胺酸引發細菌程式凋亡與訊息傳遞機制

之影響」、王果行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

究計畫「鋁銹發雄性生殖系統毒性之可能機

制」、吳文勉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

畫「探討魚油對自體免疫鼠腎臟間質細胞之

影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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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用油加熱過程中的形成（3/3）及補助專題研

究計畫「蕃茄紅素分析，安定性和應用的研

究（2/3）」、陳炯堂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

究計畫「微膠囊化阿斯巴甜之熱穩定性及動

力學之探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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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

堂之影響（3/3）及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樟芝

對於血糖及血脂直之影響（2/2）；王果行老

師獲聖言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台灣一般食

品中微量元素含量分析」。 

八月一日 生活應用科學系於生活玩具屋舉辦大型展

示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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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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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於九十年七月八日） 

八月廿二日－廿四日 織品服裝研究所所長喬昭華老師參加於香

港 舉 辦 之 第 六 屆 亞 太 紡 織 會 議 (The 6th 
Asian Textile Conference）發表論文並與 Prof. 
Edward Newton 晤談系所相關發展。 

八月廿五日 織品服裝研究所於朝橒樓 TC007 舉行「碩士

班第十一屆、碩士在職專班第二屆研究生迎

新活動」。  

九月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獲教育部同意「零售

經營組」九十一學年度招生名額由 30 名增

加為 50 名。 

 民生學院獲得聖言會研究補助名單：食品營

養系王果行教授陸萬元，織品服裝系王怡美

副教授陸萬元，生活應用科學系楊康臨助理

教授捌萬元。 

 織品系王怡美老師榮獲輔仁學術研究獎；羅

麥瑞老師獲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

專題研究計畫「原住民傳統染織工藝及設計

學程規劃－師資培育」，王怡美及蔡玉珊老

師榮獲民生學院教師研究獎。 

 織品服裝研究所執行第一年國科會數位博

物館計畫－「織品服飾數位博物館—以苗族

為例」，總經費新台幣 3,311,500 元，織品服

裝 數 位 博 物 館 正 式 成 立 ， 網 址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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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cdm.edu.tw。 

九月－九十一年四月卅日 食品營養學系盧義發獲台灣食益補（股）公

司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雞精蟄合卵磷脂對調

節血脂功能之評估」。 

九月一日 生活應用科學系自九十一學年度起正式分

系成為餐旅管理學系及兒童與家庭學系。 

九月二日 大陸南京大學參訪。 

九月四日 織品系與亞東技術學院流行事業經營系合

辦 「 流 行 事 業 未 來 展 望 研 討 會 」， 邀 請

Dr.Colin Gale 舉辦專題演講。 

九月五日 福建省食品科技學會暨福州大學一行十人

蒞食品營養學系參訪並與教師座談。 

九月十三日 食品營養學系於系館 NF158 教室舉辦大學

部新生暨家長座談會。 

九月十四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系學會主辦迎新茶

會。 

 歡迎紡織中心代表及廿五個友好國家之紡

織業代表蒞流行系訪問。 

 澳州麗晶斯學院校長蒞生活應用科學系參

訪。 

 紡織中心承辦之「紡織產業技術暨管理研習

班」，中南美洲學員一行 26 人蒞織品系參訪

交流。 

九月廿六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兩組分別舉辦國內

暑假實習分享；飾品組同學報告暑期英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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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營之心得分享。 

九月廿七日 「台北市飾品加工職業工會」蒞臨流行系參

訪。 

十月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與「中華民國帽子技

術促進協會」洽談建教合作事宜。 

十月－九十一年三月一日 食品營養學系吳文勉老師獲統一企業公司

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蜂膠免疫調節之功能評

估」。 

十月一日 民生學院上年度教師申請升等，食營系許瑞

芬副教授申請升等教授、織品系蔡玉珊講師

申請升等副教授，已獲教育部通過。 

十月四日 醒吳高中一行人約 66 人蒞生活應用科學系

參訪。 

十月八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系學會主辦迎新夜

烤活動。 

十月十二日 天外天記者蒞生活應用科學系輔幼中心採

訪多重殘障孩子課程。 

 台北縣醒吾中學自然組師生一行七十五人

蒞食品營養學系參訪。 

十月廿一日 織品服裝研究所英國姊妹校 NTU （The 
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織品設計專業

教授 Mr. Wallace Merdock 來訪。 

十月廿二日 曼 徹 斯 特 城 市 大 學 副 校 長 Prof. Richard 
Murray 蒞織品系參訪，討論相關合作事宜。 

十月廿三日－廿四日 食品營養學系於谷欣廳舉辦「國際生物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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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食品營養研討會－諾貝爾論壇」。 

十月廿四日 高雄明誠中學約 109 位師生蒞生活應用科學

系參訪。 

十月廿五日 屏東高中約 151 名師生蒞生活應用科學系參

訪。 

十月廿六日 靜修女中約 53 名師生蒞生活應用科學系參

訪。 

 織品服裝研究所外賓東豐纖維企業股份有

限 公 司陳 副總 經 理藤 村與 Dr. Pinkie E. 
Zwane, Textile & Apparel Design Department, 
University of Swaziland 蒞所參訪承辦之「經

濟部工業局織品服裝設計與管理人才培訓

計畫」。 

十月卅一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學會安排同學參觀

「中國紡織工業研究中心」。 

十月卅一日－十一月一日 織品系教師及學生代表參加國際成衣聯盟

舉辦之「第十七屆國際成衣聯盟(IAF)」年會

。 

十一月－九十一年七月卅一日 

 食品營養學系盧義發老師獲加捷科技事業

（股）公司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甲魚精－P
調節血脂功能評估及產品之安定性試驗」。 

十一月一日－三日 織品系與高亨公司合作，配合假世貿中心舉

辦之「中華民國紡織成衣展」(TITAS)進行

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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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二日 織品系第四次系務會議表決通過：「織品服

裝學系於九十二學年度分為織品設計學系

、服裝設計學系及織品服飾管理學系，並於

九十二學年度成立織品服飾學院，其架構為

四系一所（含流行系）」。 

十一月九日 生活應用科學系生活午茶「LIFE-TEA」正

式開幕。 

十一月十四日 民生學院召開第一學期院務會議。 

十一月十五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楊維漢老師應英屬

維京群島商銀鯨（Baleno）股份有限公司台

灣分公司邀請講授「零售經營管理」課程。 

十一月廿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三年級同學參加由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主辦之「內銷零售市場動

態解析及 WTO 後成衣業者行銷通路策略」

講座。 

十一月廿一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三年級導師帶領參

觀「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 

 英國 Winchester School of Art 之 Mr. Robert 
Huddleston 蒞織品系參訪並進行專題演講。 

十一月廿三日 郭副校長維夏指示民生學院督導生活應用

科學系辦理之「生活午茶」暨理外民教職員

共融場地開幕。 

十一月廿七日 巴拿馬共和國教育部長德瑪達女士暨夫婿

應教育部國際文教處邀請蒞織品系及生活

應用科學系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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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織品服裝研究所第三次所務會議決議碩士

在職專班自九十學年度不分組招生，名額為

30 名。 

十一月廿八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系學會第一次獨立

舉辦流行系系週會，並邀請米蘭珠寶史永承

先生進行專題演講。 

十二月 織品系陳華珠老師獲得教育部技職司補助

專題研究計畫「九十學年度家事技藝（縫紉

，手工藝，烹飪）考科試題分析及命題改善

研究計劃」。 

十二月－九十一年七月卅一日 

 食品營養學系陳炳輝老師獲研發處補助專

題研究計畫「提昇私大研發能量專案－老人

營養保健與照顧需求介入之研究（2/3）」及

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提昇私大研發

能量專案－老人營養保健與照顧需求介入

之研究（2/3）」。（至九十一年十一月卅日） 

十二月七日 織品系與亞東技術學院材料與纖維系合辦

「生化紡織品座談會」，由英國 Prof. George 
Roberts 主講。 

十二月八日 織品系於系館承辦「中華民國紡織工程學會

第 49 屆年會」。 

 織品服裝研究所配合在台復校四十週年校

慶舉辦「敘舊談新十週年所慶暨第一屆所友

會成立大會」。 

十二月八日－十五日 織品系舉辦原住民傳統染織工藝設計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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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傳統植物染色服裝設計期中成果發表會。 

十二月九日 民生學院各系配合校慶擴大舉辦博覽會、系

友回娘家活動。 

十二月十二日 民生學院及食營系與理工學院、生科系、醫

學院及醫學系共同辦理教師聯誼餐會。 

 食品營養學系於利瑪竇國際會議廳舉辦系

週會暨第四屆傑出系友表揚大會。 

十二月十三日 中國食品科技學會代表一行十人蒞食品營

養學系參訪。 

十二月十四日     生活應用科學系承辦「台北市九十年度發展

遲緩嬰幼兒教保人員專題班訓練（一）」。 

十二月十五日         生活應用科學系承辦「台北市九十年度發展

遲緩嬰幼兒教保人員專題班訓練（二）」。 

十二月十五日－九十一年一月卅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趙丹綺老師假國立

台灣工藝研究所台北設計中心舉辦「做瓶子

」－趙丹綺金屬創作個展。 

十二月十九日       生活應用科學系承辦「台北市九十年度發展

遲緩嬰幼兒教保人員專題班訓練（三）」。 

十二月廿一日 生活應用科學系承辦「台北市九十年度發展

遲緩嬰幼兒教保人員專題班訓練（四）」。 

 生活應用科學系負責「第六屆中華民國資訊

館際合作會議」膳食服務。 

十二月廿二日 食營系與中華民國營養學會合辦「台灣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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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營養學術研究發展討論會」。 

 食品營養學系於系館 NF158 教室舉辦「台灣

北部地區－營養學術研究發展討論大會」。 

十二月廿七日 食品營養學系邀請台大食科所孫璐西教授

蒞系講演「茶葉的生理功能」。 

九十一年  

一月 織品系喬昭華老師獲得國科會補助專題研

究計畫「鈷 60 伽馬射線照射對棉、麻、羊

毛織品顏色與特性影響之研究」。 

一月－七月 織品服裝研究所執行總統府會客室室內整

修案之地毯設計部分。 

一月－七月卅一日 食品營養學系蔡敬民老師獲佳格食品公司

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桂格植物固醇低脂乳（

粉），桂格植物固醇優酪乳，卵磷脂等三項

產品降低血脂肪生理功能之探討」。（至九十

一年十月卅日） 

一月－七月卅一日 食品營養學系曾明淑老師獲衛生署補助專

題研究計畫「不同型態護理之家營養介入時

機與服務模式之探討」、陳炳輝老師獲衛生

署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油炸食品之油煙致突

變性及雜環胺含量測定」、陳雪娥老師獲農

委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草莓酒製程之研究

」。（至九十一年十二月卅一日） 

一月一日－六月卅日 食品營養學系盧義發老師獲台灣食益補（股

）公司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雞精蟄合卵磷脂

及雞精蟄合深海魚油產品之安全性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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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五日 民生學院及生活應用科學系協助中華家政

學會於濟時樓國際會議廳舉辦第 32 屆年會

。 

 食品營養學系於輔園下午茶區舉辦「遠瞻本

系未來面臨整合與發展方向之座談會」。 

一月十一日 食品營養學系曾明淑老師應邀參加台北縣

營養師長公會假耕莘醫院舉辦之在職訓練

主講「學童營養評估」。 

一月十五日－七月卅一日 食品營養學系丘志威教授獲富利食品（股）

公司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富利食品檢驗」。（

至九十二年一月十四日） 

一月十九日 食品營養學系曾明淑老師應邀參加台北醫

學大學保健學系第九期營養師生在職教育

課程主講「體位測量的方法說明」。 

一月廿三日 南港高中師生一行三十六人蒞食品營養學

系參訪。 

一月廿三日－十二月卅一日 織品服裝研究所承辦「九十一年度織品服裝

設計與管理人才培訓計畫(日)」，培訓人數：

45 人次，經濟部工業局補助經費 110 萬元。 

一月廿五日 輔仁高中師生一行三十六人蒞食品營養學

系參訪。 

一月廿五日－四月廿八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趙丹綺老師應邀參

加由國立台灣工藝研究所及台灣珠寶金工

創作協會假南投國立台灣工藝研究所及台

南縣文化局所舉辦的「與創意共舞」珠寶金

工聯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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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卅一日－二月三日 黃韶顏院長應邀至香港理工大學、職訓中心

參訪。 

二月—三月廿五日 朝橒樓五樓電梯外一般教室隔間，TC507A
、507B 規劃擴充隔間為飾品設計專業實驗

室之空間。 

二月十九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邀請 104 人力銀行市

場研究部羅曉畹分析師蒞臨講演「e 世代服

飾就業市場觀察」。 

二月十九日－廿日 民生學院教職員同仁至弘光技術學院、高雄

餐旅學院、統一企業公司中央研究所、嘉南

藥理科技大學及奇美博物館參訪。 

三月－十二月 生活應用科學系舉辦「輔仁大學攜手計畫」

活動。 

三月十日 織品服裝研究所英國姊妹校 UCE（University 
of Central England in Birmingham）系主任

Dr. John Law （Head of Fashion, Textiles and 
Three-Dimensional Design ） 與 Ms. Julie 
Hardy （Head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來訪並就續約合作內容進行意見交換。 

三月十二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邀請台灣區珠寶工

會常務理事呂華苑女士蒞臨講演「WTO 全

球化趨勢下珠寶」。 

三月十三日－四月十二日 織品服裝研究所協辦國立歷史博物館「世態

與流風—台灣早期服飾與傅子菁對話展」展

覽，並舉辦「人•服飾•社會」討論會。 

三月十六日 織品系辦理九十一學年度申請入學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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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八日  英國 Brunel 大學 Dr. Ray Holland 蒞臨二年

制流行設計經營系進行留學英國之說明與

交流。 

三月十九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邀請麗儀服飾實業

股份有限公司邱貫程副總經理蒞臨講演「社

會新鮮人的就業準備」。 

三月廿日 食品營養學系邀請中華民國 GMP 發展協會

王一峰執行長蒞系講演「國內食品製造業之

現況及展望」。 

三月廿一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發文申請成立流行

系系發展基金已獲通過。 

三月廿三日 食品營養學系於谷欣廳及系館舉辦「輔仁大

學食品營養學系三十週年慶暨蔣見美教授

紀念研討會」。 

三月廿三日－廿六日 織品服裝研究所協辦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故宮百年菁華展」開幕活動並出借「中國

歷代服飾複製品」十五套展示。 

三月廿六日 教育部委員訪視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 

三月廿六日－廿七日    生活應用科學系於兒家中心舉辦「快樂父母 
用愛成長 父母成長團體」活動（一）。 

三月廿九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楊維漢老師與織品

系同學陳建榮、陳美婷、劉珍如、李金華及

高嘉玲應邀參加由龍華科技大學主辦之「

2002 年商管研討會」發表論文＜從消費者觀

點探討品牌延伸—以台灣女裝服飾零售業

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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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卅日 織品系假華山藝文特區舉行「第二十九屆畢

業生動態成果展」。 

三月卅一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完成香港商捷時海

外貿易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Giordano 品牌

）與零售經營組建教合作案乙件。 

四月九日－廿四日 生活應用科學系於兒家中心舉辦「快樂父母 
用愛成長 父母成長團體」活動（二）。 

四月十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朝橒樓 TC007 舉行

系週會。 

四月十一日－七月廿八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趙丹綺老師所創作

作品「九瓶」應邀參加由行政院文建會主辦

，國立台灣工藝研究所承辦「2002 年台灣當

代工藝澳洲日本巡迴展」。展覽地點：澳洲

崁培拉市澳洲國家大學美術學院展覽館及

南澳阿德雷得市福林德斯大學藝術博物館。 

四月十二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邀請黃裕智設計師

蒞臨講演示範「金屬線的勾針技法」。 

 「荃葵青區十大傑出學生台灣教育考察交

流團」一行 16 人蒞織品系參訪。 

四月十五日 三重高中 82 名師生蒞生活應用科學系參訪

。 

四月十六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邀請世界黃金協會

台灣區陳志君經理蒞臨講演「台灣黃金飾品

市場現況分析」。 

 台北縣三重高中師生一行 36 人蒞食品營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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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參訪。 

四月十七日 民生學院召開第二學期院務會議。 

四月廿三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邀請英屬維京群島

銀鯨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Baleno 品牌

商) 人力資源總監魏烈恆先生蒞臨講演「台

灣服飾連鎖業之經營現況」。 

四月廿四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邀請奇威行有限公

司張銘輝副總經理到系上舉辦校園徵才活

動。 

四月廿五日 師大家政系 30 位師生蒞生活應用科學系參

訪。 

四月廿七日 民生學院辦理「建構廿一世紀民生領域走向

」研討會。 

 織品系協辦民生學院「建構 21 世紀民生領

堿走向研討會」。 

四月廿九日 織品系陳春梅老師承辦中國紡織工業研究

中心委託之「新合纖紡織品開發計畫策略聯

盟成果發表會」服裝動態表演。 

四月卅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邀請飾藝珠寶公司

陳廣立廠長蒞臨講演示範「錫雕技法」。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邀請香港商捷時海

外貿易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陳思明經理蒞

臨講演「Giordano 在台灣之人力資源策略」

。 

四月卅日－五月五日 織品系假台北國父紀念館翠亨藝廊舉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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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屆畢業生靜態成果展」。 

五月 民生學院各系新聘專任教師順利完成：餐旅

管理系三位，兒童與家庭系及織品服裝系各

一位，另織品系周功鑫研究員轉任博物館學

研究所教授，利翠珊老師通過升等教授。 

  織品系學生參加由紡拓會所舉辦之時裝設

計新人獎及織品設計競賽：林宛秋獲時裝設

計新人獎佳作，廖文鳳、鄭閔方獲織品設計

競賽針織類第一、二名。 

 織品系蔡淑梨老師獲得經濟部工業局補助

專題研究計畫「創意生活型產業研究計劃 2
」。 

五月－十二月卅一日 織品服裝研究所執行與民間企業宏遠興業

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向經濟部工業局提出「台

灣原住民民族風味傢飾布新產品設計研發

計畫」，核撥金額為 120 萬元。 

五月二日－十三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飾品設計組「第四屆

畢業作品成果校內展」於朝橒樓 TC108 舉行

。 

五月三日－四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參加由教育部假南

開技術學院舉辦之「九十學年度全國技職校

院中區博覽會」。 

五月六日 織品系陳春梅老師承辦工業技術研究院化

工所之「新布種流行服飾設計及製作」合作

案。 

 食品營養學系邀請喬治亞大學洪延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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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食營工廠 EP301 室講演「電解水於食品中

之應用」。 

五月七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邀請鑫鉅公司蒞臨

講演示範「電鍍技法」。 

 織品系陳春梅老師承辦由內政部委託紡拓

會舉辦「從服制條例之修廢，探討我國國服

設計之必要要性」座談會中之「服飾憶舊」

動態服裝秀。 

五月八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邀請大眾銀行林文

泰專員及富達投顧吳世勛副理為流行系畢

業班同學講演「社會新鮮人的個人理財規劃

」。 

五月九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同學參觀台灣雅芳

（AVON）股份有限公司台灣物流及訓練中

心。 

五月九日－十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參加由教育部假高

苑技術學院舉辦之「九十學年度全國技職校

院南區博覽會」。 

五月十日 台北縣金山高中師生一行 72 人蒞食品營養

學系參訪。 

五月十四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邀請吳文長設計師

蒞臨講演示範「密釘鑲技法」。 

五月十四日－十九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飾品設計組「第四屆

畢業作品成果校外展」假國父紀念館舉行。 

五月十六日 織品系於聖言國際展演中心舉行「第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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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畢業生論文發表」。 

五月十七日 台南縣新化高中師生一行三十六人蒞食品

營養學系參訪。 

五月十八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楊維漢老師，應邀參

加由中華民國紡織工程學會主辦之「第十八

屆 纖 維 紡 織 科 技 研 討 會 」 發 表 論 文 〝 A 
Critical Review to underst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ersonal Moral Philosophies, 
Religiousness, Corporate Ethical Values and 
Ethics in Textiles Marketing〞。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楊維漢老師及魏烈

恆老師，以及零售組同學王櫻潔、吳郁芬、

謝明娟、李亞娟及蔡佳玲應邀參加由中華民

國紡織工程學會主辦之「第十八屆纖維紡織

科技研討會」，發表＜台灣服飾零售業品牌

定位與品牌形象契合度之研究－以 Baleno
、IP Zone 及 Bambini 三個品牌為例＞；楊

維漢老師與零售組同學楊宇彥、朱霈峰、張

家倩、江科諭、黃俊升及陳柏源，應邀發表

＜民俗服飾消費者的市場區隔分析－以台

北市女性為例＞；楊維漢老師與零售組同學

黃素娟、陳曉芸及林佳慧，應邀發表＜我國

服飾連銷企業物流策略＞；楊維漢老師與零

售組同學王惠芳、王鳴皓、杜紋如、邱詩婷

、劉佩芬、陳豊翰及梁嘉琪，應邀發表＜台

灣服飾連鎖業經營策略分析＞ ；楊維漢老

師與織品系同學邱士恭、賴宜彥、梁慕瑋及

張菊芳，應邀發表＜服飾零售之服務品質與



【298】民生學院  

顧客滿意度之探討以某品牌服飾連銷店為

例＞；楊維漢老師，與織品系同學陳郁雯、

連于婷及黃玉惠，應邀發表＜服飾企業從事

運動贊助之研究＞；楊維漢老師與織品系同

學賴盈潔、孫華成及朱仁丙，應邀發表＜Hip 
Hop 文化對台北市青少年服飾風格影響之研

究＞。  

五月廿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邀請形象顧問公司

蒞臨講演「畢業新鮮人求職面試技巧」。 

五月廿二日 食品營養學系邀請台大臨床醫學研究所江

伯倫教授蒞系講演「氣喘基因疫苗」、邀請

師大家政教育系盧立卿教授蒞系講演「族群

營養研究－需要關注的學門」。 

五月廿三日 食品營養學系曾明淑老師應靜宜大學食品

營養學系邀請，主講「台灣地區護理之家住

民營養需求初探」。 

五月廿四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邀請 Giordano 人力

資源部陳思明經理蒞臨講演「Giordano 的儲

備幹部及準儲備幹部計畫內容」、邀請崴航

集團公司曾俊鵬董事長蒞臨講演「大陸物流

業的發展契機」。 

五月廿四日－廿五日 食品營養學系曾明淑老師應邀參加中華民

國營養學會假成大醫學院之中華民國營養

學會第廿八屆年會，主講「建構二十一世紀

台灣營養政策」。 

五月廿七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零售組三年級同學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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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商品條碼策進會及聆

聽有關 EAN 系統講座。 

五月廿七日－卅一日 食品營養學系於耕莘樓大廳舉辦「輔仁大學

生命科學系暨食品營養學系九十學年度研

究生論文壁報展」。 

五月廿九日 食品營養學系於朝橒樓會議廳舉辦「分子生

物技術在營養與預防醫學的應用研討會」。 

五月卅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飾品設計組同學參

加 由 SWAROVSKI 舉 辦 之 「 Accessories 
Special Project 2002 台灣區競賽」，獲獎名單

如下：陳佳慧榮獲第二名；蔡韋德榮獲第三

名；陳莉莉榮獲入圍。 

五月卅一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零售經營組「第二屆

畢業論文校外發表會」假公務人力發展中心

舉行。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完成英屬維京群島

商銀鯨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Baleno 品

牌）與零售經營組建教合作案建乙件，完成

履樂有限公司與零售經營組建教合作案乙

件。 

六月 民生學院完成招生總量管制提報。 

 織品系羅麥瑞老師獲得國科會補助專題研

究計畫「織品服飾數位博物館－鍾毓西南總

計畫」，蔡淑梨老師獲得行政院青輔會補助

專題研究計畫「九十一年度婦女創業相關專

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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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九十二年五月 織品服裝研究所執行第二年國科會數位博

物館計畫「鍾毓西南」，總經費 3,607,600 元

。 

六月－九十二年五月卅一日 織品服裝研究所承辦儒鴻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04’/05’ A/W & S/S 產品設計案」，總

經費 1,536,150 元。 

六月一日－二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參加由教育部假台

北紐約紐約展覽館舉辦之「九十學年度全國

技職校院北區博覽會」。 

六月一日－卅日 食品營養學系陳雪娥老師獲永好食品補助

計畫「便當檢驗」。 

六月二日 食品營養學系陳炳輝老師應邀參加加拿大

「第廿六屆國際高效液相層析研討會」發表

「以 HPLC 分析黃豆粉中的異黃酮素 AN 
Improved Analytical Method for 
Determination of Isoflavones in Soybean 
Powder by Liquid Chromatography」。 

六月四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同學參觀微風廣場

並聆聽蔡明澤董事長特別助理介紹「台灣購

物中心的經營及管理」。 

六月五日 蘇澳水產學校師生一行 30 人蒞食品營養學

系參訪。 

六月六日－九月卅一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趙丹綺老師應邀參

加由行政院文建會及國立台灣工藝研究所

假行政院藝廊所舉辦之「行政院辦公空間美

化案」珠寶金工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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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七日－八日 民生學院與中華家政學會及師大家政系於

師大國際會議廳舉辦「國際餐飲學術研討會

」。 

六月八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舉辦聯合甄選入學

面試。 

六月十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邀請洋基通運股份

有限公司謝明松經理蒞臨講演「服飾零售業

的全球運籌發展趨勢—以 DHL 與 Adidas 之

經營模式為例」。 

六月十二日 民生學院辦理「校長杯端午節包粽子比賽」

。 

六月十九日 武漢科技大學女子籃球隊代表團一行 15 人

蒞織品系參訪。  

六月廿二日 食品營養學系於系館 EP301 室舉辦「九十一

學年度研究生迎新座談會」。 

七月 民生學院陸續完成新任系所及單位主管推

薦工作，兒童與家庭系主任由原生活系蘇雪

玉主任續任，餐旅管理系主任由李青松副教

授擔任，博物館學研究所所長由周功鑫教授

擔任，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主任由楊維漢

講師暫代，輔幼中心由兒家系陳富美助理教

授擔任；生活應用科學系專任教師利翠珊老

師及兼任老師張其教老師分別通過升等為

教授及助理教授。 

 織品系喬昭華老師獲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

研究中心籌備處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文物保



【302】民生學院  

存維護專有名詞圖典研究計畫－織品服飾

、紙質」。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系學會設於朝橒樓

地下室辦公空間隔間完成。 

 民生學院獲教育部委託辦理各級專業技術

人員教師資格考試。 

七月五日 民生學院獲農委會委託辦理「農村民宿人才

經營訓練班」。 

七月七日－十五日 生活應用科學系舉辦「九十年度丙級中餐烹

調定期定點技能檢定」。 

七月十五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趙丹綺老師作品「果

－水果叉系列」獲得「2002 台灣生活用品評

選暨展覽」最優獎。 

七月十六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趙丹綺老師所創作

作品「絕境‧依舊‧綻放」獲得「第十屆台

灣工藝設計競賽」優選。 

七月廿五日 法國巴黎 MOD’ART 服裝學院院長蒞織品

系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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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法學院 
 

九十年  

八月 原住民服務中心辦理桃芝颱風賑災募款及

慰問。 

 社工系所蘇景輝老師應邀參加由屏東科技

 大學舉辦之「社區組織與社區照顧國際學術

 研討會」發表「社區照顧實務」，並應邀參

 加由靜宜大學舉辦之「新世紀志願服務與社

 會福利研討會」發表「子宮頸癌症病房之志

 工服務探討」。 

八月—十一月 社會學系成立系友會籌備會。 

八月－九十一年七月卅一日 社工系所林桂碧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

究計劃「台灣社會工作與社會福利回顧與發

展」，及獲社會文化研究中心補助專題研究

計劃「中國大陸社會工作專業教育培訓之研

究」。 

 財經法律學系所張懿云老師獲國科會補助

專題研究計畫「電子出版與著作權授權契約

」。 

經濟系李阿乙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

計劃「市場模型係數波動型態之檢定」，張

文雅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劃「家庭

生產、交易付現限制、與政府支出的融通效

果」，魯慧中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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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有限理性與決策模式之重新詮釋」，姚

睿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劃「失衡指

標與景氣循環非線性分析」，陳秀淋老師獲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劃「消失的流動性效

果?非線性分析法之應用」，張俊仁老師獲國

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劃「組織犯罪或個人犯

罪：內生犯罪組織規模與 適法律強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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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學系莊宏誼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

究計畫「宋代道教的養生與醫療」，鄭志明

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東馬德教

會調查研究」，詹德隆、莊慶信老師獲教育

部補助提升大學教育基礎計畫「服務學習導

向－人本與專業知識整合計畫」。 

八月廿八日－九月三日 原住民服務中心協助接待來訪學者日本成

蹊大學來訪教授新屋重彥教授夫婦。 

九月 經濟學系姚睿老師應邀出席「紀念梁國樹教

授第五屆學術研討會」發表〝Assessing the 
performance of the monetary policies in 
Taiwan〞。 

 宗教學系詹德隆老師獲中華民國私立教育

事業協會頒發弘道獎。 

九月五日 法學院第一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九月十三日 若望保祿二世和平研究中心雷敦龢主任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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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參加由台灣國家和平安全研究協會假

台大社科學院國際會議廳舉辦「全民國防與

國家安全」評論該研究協會理事長林哲夫的

論文＜回顧過去，展望新時代的國防教育＞

。 

九月廿日－十一月卅日 美國長島大學亞洲巡迴訪問團（Comparative 
Religion and Culture, Friends World Program
）師生 25 人至本校研習中國文化與宗教課

程，宗教學系為合辦單位（coordinator）。 

九月廿一日－廿八日 原住民服務中心於立法院第八會議室，舉行

「與山共舞 921 兩週年影像紀念」開幕茶會

。 

九月廿六日 社會學系舉辦「教學促進會議 I」。 

九月廿七日 原住民服務中心舉辦原住民新生入學座談

會。 

十月 宗教學系鄭志明老師應邀參加南華大學主

辦假嘉義舉行之「現代生死學理論建構學術

研討會」發表＜生死學與民俗醫療＞。 

十月三日 法律系所邀請黃宗樂教授於利瑪竇國際會

議廳講演「競爭政策與知識經濟」。 

十月五日 原住民服務中心舉辦原住民族教育法座談

會。 

十月八日 若望保祿二世和平研究中心雷敦龢主任應

邀請參加由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

假東吳大學舉辦專題演講「歐洲人權公約國

內法化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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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二日 法學院第一次主管會議。 

十月十二日－十一月十五日 台北縣委託原住民服務中心主辦—原住民

電腦研習基礎班。 

十月十三日－十四日 若望保祿二世和平研究中心雷敦龢主任應

邀請參加由台灣國家和平安全研究協會及

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假政治大學

公企中心共同舉辦「為台灣和平學催生學術

研討會」擔任評論人。 

十月十五日 法律系所邀請陳昱旗先生於濟時樓國際會

議廳講演「司法官訓練制度簡介」。 

十月十八日 社工系所王永慈老師應邀參加由台北市政

府假台灣大學法學院國際會議廳舉辦之「維

護個案隱私權與資訊公開分際研討會」發表

「從社會工作倫理的角度探討案主隱私權

之保障」。 

十月廿三日 宗教學系邀請 Robert Bruce Mullin 教授（The 
General Theological Seminary, New York）於

羅耀拉 117 會議室講演「美國基督宗教與大

公主義」。 

十月廿五日 若望保祿二世和平研究中心雷敦龢主任參

加前衛出版社假市長官邸表演廳舉辦《原住

民族人權與自治》新書發表會。 

十一月 宗教學系出版輔大宗教學叢書第 2 號《宗教

教育：理論、現況與前瞻》。 

宗教學系鄭志明老師應邀參加台灣宗教學

會主辦假北港舉行之「媽祖信仰與現代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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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學術會議」發表＜臺灣媽祖信仰的組織

形態＞，應邀參加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主辦假中研院舉行之「人類學與漢人宗教研

究學術會議」發表＜人類學對漢人宗教精神

領域的研究＞，應邀參加蘇州大學主辦假蘇

州舉行之「兩岸通俗民間文學學術研討會」

發表（民俗文學的研究與瞻望）及應邀參加

法鼓山主辦假台北舉行之「兩岸佛學教育學

術研討會」發表＜大陸佛教發展的現況與展

望＞；詹德隆老師應邀參加由中華民國教會

合作協會於台北舉辦之「尊重生命、人道支

援」研討會發表＜尊重生命＞。 

十一月二日—三日 社會學系、社會工作學系與台灣社會學會共

同於濟時樓九樓舉辦台灣社會學年會「生活

／社會新視界：理論與實踐的對話」學術研

討會。 

十一月十四日 社會學系舉辦「教學促進會議 II」。 

十一月十六日－十七日 宗教學系於濟時樓國際會議廳舉辦「宗教學

與宗教傳統」學術研討會。 

十一月十七日—十八日 社會學系於金山青年活動中心舉辦「營新生

活宿營」。 

十一月廿日 法學院第二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十一月廿三日 法學院、全人教育課程中心、社會學系、社

會工作學系及宗教學系共同於濟時樓國際

會議廳舉辦「台灣社會價值觀的追尋、回顧

、定位與前瞻－以人本價值觀為基礎的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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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學術研討會（一）。 

 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在立法委員陳忠信

先生的大力支持、於國科會社會科學研究中

心的經費補助下，完成館藏資料以電腦數位

化資料庫方式儲存與呈現，並於中央研究院

經濟研究所舉辦「大陸資料網路化資料庫計

劃」成果發表會。 

 若望保祿二世和平研究中心雷敦龢主任參

加，由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東吳

大學政治系、台灣促進和平文教基金會、若

望保祿二世和平研究中心以及其他大學專

科老師共同建立之「人權、和平、發展教育

聯盟」創辦會。  

十一月廿四日－廿五日 法律系所假台大體育館舉辦研究博覽會。 

十一月廿八日 財經法律學系舉辦大一親師懇談會。 

 社工系所張振成老師應邀參加由香港中文

大學社會工作學系舉辦之「社工論文發表會

」發表「台灣臨床社會工作者建立助人關係

之經驗之述說分析」。 

十一月廿九日－十二月四日 社工系所許臨高老師應邀參加由自強國中

主辦之講演，講題為「青少年不良適應行為

的診斷與輔導」。 

十一月卅日 法學院、全人教育課程中心、社會學系、社

會工作學系及宗教學系共同於濟時樓國際

會議廳舉辦「台灣社會價值觀的追尋、回顧

、定位與前瞻－以人本價值觀為基礎的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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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學術研討會（二）。 

十二月 宗教學系出版學報《輔仁宗教研究》第四期

，主題為「宗教合觀」。 

宗教學系鄭志明老師應邀參加文化局主辦

假澳門舉行之「澳門國際媽祖文化研討會」

發表＜媽祖信仰的神人交感與祭典儀式＞

，應邀參加中央大學主辦假中壢舉行之「義

民信仰與客家社會學術研討會」發表＜台灣

義民信仰與祭典的文化特色＞及應邀參加

天帝教主辦假南投舉行之「新世紀宗教修持

與宗教研究學術研討會」發表＜從靈感到修

行＞。 

十二月一日－九日 法學院於利瑪竇大樓一樓正門廳舉辦「紀念

耶穌會來台五十週年影像紀錄巡迴展」。 

十二月三日－十六日 法律系所邀請西南政法大學高紹先教授講

學「中國古代刑法思想的演變」、「中國封建

刑法的宏篇巨作－唐律的歷史成就」、「現行

刑法概略」、「有關經濟刑法的幾個問題」、「

司法改革的現狀和趨勢」。 

十二月五日 法學院第四次院務會議。 

十二月六日－八日 宗教學系陳德光主任、武金正教授、鄭志明

教授與莊宏誼教授應邀參加香港中文大學

主辦舉行之「宗教間的互動與認同學術會議

」擔任主持與發表論文，並商談與香港中文

大學及北京大學兩校合作事宜。 

十二月九日  法律系、宗教學系參與復校四十週年遊系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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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學系博覽會。 

 社會學系於濟時樓國際會議廳召開系友大

會，由吳豐隆系友當選理事長、侯重文系友

為榮譽理事長。 

十二月十一日 宗教學系於法園 118 室成立「宗教資料展示

室」開幕，推出「宗教象徵物」展覽。 

十二月十二日 法律系所邀請中國政法大學楊榮馨教授於

濟時大樓九樓國際會議廳講演民事訴訟制

度與民事執行制度及進行參訪活動。 

十二月十四日 法學院第二次主管會議。 

十二月廿五日 社工系所王永慈老師應邀參加由行政院勞

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舉辦之「研定特定對象

就業行動方案發表暨就業服務表揚」發表「

生活扶助戶就業促進行動方案」。 

十二月廿七日 社工系所邀請天主教露德之家謝菊英修女

講演「愛滋病在台灣的醫療與人權狀況」。 

九十一年  

一月 社工系所林桂碧老師、許臨高老師獲台北市

政府勞工局補助專題研究計劃「台北市政府

針對特定對象推動設立『社區勞務中心』之

可行性研究」。 

 宗教學系莊宏誼、鄭志明老師應邀參加由香

港道教學院舉辦之「道教教義與現代社會國

際學術研討會」發表＜道教環保觀在現代社

會的體現、道教科儀音樂的文化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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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七月 宗教學系莊宏誼老師獲教育部顧問室補助

人文社會科學教育改進計畫史料典籍研讀

會「道家道教典籍研讀會」。（至九十一年十

二月） 

一月五日－六日 社工系所王永慈老師應邀參加由中國人民

大學勞動人事學院與香港城市大學當代中

國研究中心舉辦之「全球化條件下兩岸三地

勞工與社會保障研討會」發表「台灣原住民

婦女就業之分析」。 

一月五日－八日 宗教學系陳德光主任應邀參加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the Bible and China
－The Bible and Chinese Culture 假 SVD 
Theatre a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er
發表〝Holy and Mystic－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Bible and the Ten Bull Pictures〞。 

一月十一日 法學院第三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一月十二日－十三日 財經法律學系與法律學系於三芝熱帶嶼共

同舉辦第四屆系所務發展研討會。 

一月十八日 法學院第一次院導師會議。 

一月廿日－廿一日 社工系所假台北台北縣深坑鄉士新會館舉

辦系務發展會議。 

一月廿一日－二月三日 原住民服務中心配合教育部學產基金寒假

工讀計劃，成立賽德克部落文化採集工作隊

。 

一月廿三日－廿七日 原住民服務中心於台東縣蘭嶼鄉舉辦蘭嶼

達悟族法律種子人才培訓暨部落法律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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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 

二月 社工系所蘇景輝老師應邀參加由中華民國

社區教育協會舉辦之「兩岸社區教育理論與

實務研討會」發表「梁漱溟鄉村建設對社區

工作者啟示」。 

 宗教學系黃懷秋老師應邀參加在台北舉辦

之「災難、心理衛生與宗教研討會」發表＜

從基督宗教神學的觀點看災難的意義＞。 

二月廿三日 日本流通經濟大學根橋正一教授、八田正信

教授、本間康平教授蒞社會學系進行國際學

術交流活動。 

二月廿五日 若望保祿二世和平研究中心雷敦龢主任應

邀參加由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假

東吳大學國際會議廳舉辦專題講演「國家人

權委員會」。 

二月廿七日—三月三日 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學須藤廣教授蒞社會學

系參訪。 

二月廿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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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

校友會館成立「族群和好觀察小組」記者會

議並發表意見。 

 若望保祿二世和平研究中心雷敦龢主任參

加本中心協助宗教輔導中心於淨心堂舉辦

「你是和平天使」紀念意識。 

三月 宗教學系鄭志明老師應邀參加銘傳大學主

辦假桃園舉行之「禮俗與文化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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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生命禮儀的文化治療功能＞。  

三月一日 若望保祿二世和平研究中心與法律系共同

舉辦的「替代死刑」工作坊，邀請英國西敏

寺大學死刑研究中心主任 Peter Hodgkinson
教授演講。 

三月一日－七月卅一日 經濟系林燾老師獲公平會補助專題研究計

劃「人造纖維製造業市場行為與公平交易法

適用性研究」（至九十一年十一月卅一日）；

獲農委會補助專題研究計劃「農民團體辦理

夏季保價蔬菜供銷調配可續性之研究」及「

策略聯盟水果農民團體，物流業者與大消費

團體之研究」（至九十一年十二月卅一日）。 

三月二日 若望保祿二世和平研究中心雷敦龢主任參

加現代文化基金會假台大法學院國際會議

廳舉辦之「台灣原住民族歷史重建研討會：

從和解到自治」。 

三月六日 法律系所暨財經法律系所共同邀請台灣大

學法律學院客座教授清河雅孝教授於濟時

樓國際會議廳講演「從新海商法的規定來看

我國的海商政策－以海商法第五十六條規

定的『提貨』與『受領』的概念為中心」。 

三月八日 法學院第三次主管會議。 

三月十一日 若望保祿二世和平研究中心雷敦龢主任應

邀請參加由台灣促進和平文教基金會假台

大校友會館「911 後半年」記者會議並發表

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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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四日 若望保祿二世和平研究中心研究員朱榮貴

教授蒞中心同慶與其共同出版之《前輩談人

權》。 

三月十五日 若望保祿二世和平研究中心雷敦龢主任應

邀請參加由人和教聯盟在台北第三次會議。 

三月廿日 若望保祿二世和平研究中心雷敦龢主任應

邀請參加由台灣促進和平文教基金會假台

北的「族群和好觀察小組」顧問團第一次會

議。 

三月廿一日 社工系所邀請研究生林淑芬、張育瑄講演「

我在菲律賓的日子」。 

 若望保祿二世和平研究中心雷敦龢主任應

邀陪同馬天賜神父及新加坡佛教總會執行

秘書簡芳彥拜訪中華佛學研究所所長李志

夫教授及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長蕭金松

教授。 

三月廿二日 宗教學系詹德隆老師應邀參加於銘傳大學

舉辦之世界大學校長論壇「The International 
Forum for University Prsiden」發表＜Higher 
Education and Multiculturalism＞。 

三月廿二日－廿三日 社工系所王永慈老師應邀參加由國立中正

大學社會福利學系舉辦之「社會福利與社會

工作的學科教學小型學術研討會」發表＜整

合社會工作實務與社會政策的社政教學＞。 

三月廿三日—廿六日 社會學系老師接待日本佐賀大學校長特助

北川慶子教授、前校長佐古宣道教授、國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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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郎教授。 

三月廿五日 社會學系配合法管學院服務課程計畫，由吳

素倩教授帶領大三「社會研究法」課程學生

參與服務，對象為台北市遊民。（刊登於台

灣立報） 

三月廿六日 社會學系舉辦「社韻獎」。 

三月廿八日－卅日 法律系所與中國政法學院、明德教育發展基

金會於澳門舉辦「兩岸三地法學」學術研討

會。 

四月 財經法律學系所張懿云老師獲行政院公平

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著作權與公平交易法

之研究」。 

四月六日 原住民服務中心與中華民國台灣原住民同

舟協會共同舉辦「人止關事件百週年口述歷

史座談會」。 

四月十日 法學院第二次院務會議。 

四月十三日 日本佐賀大學校長特助北川慶子教授蒞社

會學系參訪。 

四月十五日 宗教學系交流服務中心附設之「宗教資料展

示室東方宗教神像展」開幕。（至六月十日

） 

四月十六日 宗教學系與台灣宗教學會於羅耀拉 117 室合

辦「宗教與生命教育」座談會。 

四月十九日 若望保祿二世和平研究中心雷敦龢主任應

邀與紐西蘭駐台灣辦事處處長與英國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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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報駐台記者於台北市討論台灣廢除死刑

議題。 

四月卅日 社工系所邀請阮玉川修女講演「外籍新娘何

時可已被接納為家庭的一份子」。 

 宗教學系交流服務中心與社圖合辦之「宗教

法器特展」開幕。（至六月七日） 

五月 經濟學系張俊仁老師榮獲「中央研究院年輕

學者研究著作獎」。 

 社工系所劉可屏老師獲內政部兒童局補助

專題研究計劃「兒童及少年受虐待及被疏忽

研判指標研究計劃」。 

 宗教學系黃懷秋老師應邀參加由胚芽女性

團體在台北舉辦之「離婚關懷研討會」發表

＜聖經的婚姻觀念與制度－女性神學的解

讀＞。 

五月二日 財經法律學系與法律系於濟時樓合辦「WTO
與國際貿易法學術研討會」。何明瑜助理教

授於會中發表〈WTO 與貿易有關之投資措

施相關問題之研究〉，許忠信助理教授於會

中發表〈兩岸在 WTO 架構下平等保護對方

之智慧財產權-以專利法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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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的市立文化館舉辦之記者會中討論「以巴衝

突與和平的可能性」。 

五月三日－五日 原住民服務中心舉辦認識台灣原住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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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參訪教學活動（一）。 

 宗教學系與理工學院「宗教與科學中心」於

聖言國際會議展演中心合辦「宗教與科學—

中華文化脈絡觀點」國際學術研討會。 

五月八日 社工系所於羅耀拉大樓舉辦身心障礙生座

談會。 

 宗教學系在淨心堂舉行學士班與碩士班之

「論文發表會」。 

五月九日 社 會 學 系 邀 請 Dr. McCormick, Sussex 
University 蒞 系 講 演 「 Changing British 
Society」。 

五月十日 法學院於濟時樓舉辦「第三屆關懷身心障礙

生的未來研討會－桃李春風」。 

 社工系所與法學院於濟時樓國際會議廳共

同舉辦「桃李春風－第三屆關懷身心障礙生

的未來」學術研討會。 

五月十二日－廿二日 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邀請大陸鄭州大學

社工系張明鎖主任來台進行十天之短期交

流。 

五月十五日 原住民服務中心舉辦專家演講—達悟族夏

曼.藍波安先生，主題「蘭嶼雅美族人的海洋

文化海洋文化」。 

五月十五日－卅日 大陸河南省鄭州大學社會工作與管理系張

主任明鎖先生至社工系參訪。 

五月十七日 法學院第四次主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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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服務中心舉辦認識台灣原住民—部

落參訪教學活動（二）。 

五月十八日 原住民服務中心舉辦舉辦山海風情－第二

屆北區大專院校原住民傳統舞蹈比賽。 

五月廿一日 法學院第四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五月廿三日－廿五日 社工系所王永慈老師應邀參加於加拿大蒙

特婁舉辦的「Fif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Child」發表〝Economic Insecurity and 
Living Conditions among Families with 
Children〞。 

五月廿四日－廿六日 原住民服務中心舉辦認識台灣原住民—部

落參訪教學活動（三）。 

五月廿七日 社工系所邀請美國華盛頓大學社會工作系

教授 David Gillespie 講演「災難社會工作」

。 

 宗教學系邀請以色列駐台辦事處齊普立（

M. Zipori）代表於濟時樓會議廳演講「戰爭

與和平—猶太文化與宗教觀點」。 

五月廿七日—卅一日 社會學系於羅耀拉 117 會議室舉辦畢業生「

學士論文發表會」，共計發表學士論文 62 篇

。 

五月卅日 社工系所邀請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及台灣醫

療改革基金會理事長張笠雲教授講演「談台

灣醫療改革」。 

五月卅一日 法學院舉辦「提昇生活品質的理論與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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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討會。 

 社工系所王永慈老師應邀參加「輔大法學院

提升生活品質的理論與實務學術研討會」發

表「社會工作服務對象的失業經驗－台北縣

社會工作者的觀點」。 

六月 宗教學系出版學報《輔仁宗教研究》第五期

，主題為「宗教學研究方法」。 

六月七日 法學院第二次院導師會議。 

 社會學系於羅耀拉 201 會議室舉辦「社會變

遷與社會學未來發展」研討會。 

 社工系所劉可屏老師應邀參加由東海大學

舉辦之「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實習督導研討會

」講演「專題演講－社會工作教育者的倫理

議題」。 

六月七日－十三日 法律系所與西北政法大學於西安舉辦「2002
海峽兩岸民商法暨婦女法制」學術研討會。 

六月十三日－十四日 社工系所邀請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林孟秋教授進行社會工作倫理相關議題短

期講座。 

六月十五日 原住民服務中心協助若望保祿二世和平中

心舉辦「民族識別與身分認定」學術研討會

。 

六月廿日 法學院第五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六月廿四日 法律系所邀請杭州仲裁協會蒞系舉辦座談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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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系所應考選部部長劉初枝老師之邀請

至考選部參訪。 

六月廿五日—卅日 社會學系師生 21 人赴日本流通經濟大學參

加「流通經濟大學與輔仁大學第十一回學生

交流會」。 

六月廿七日 宗教學系與內政部於濟時樓國際會議廳合

辦「道教與民間信仰的交談與會通」研討會

。 

六月廿八日 若望保祿二世和平研究中心雷敦龢主任應

邀請參加由台灣促進和平文教基金會假中

華民國女童軍訓練中心所舉辦的「和平體驗

會」講「如何看待他人」。 

七月 財經法律學系出版《WTO 與國際貿易法學

術研討會論文集》。 

 財經法律學系所張懿云老師獲經濟部智慧

局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著作權與公開傳播權

之研究」。 

 社工系所林桂碧老師獲行政院勞委會職訓

局台北區就業服務中心補助專題研究計劃

「九十一年度就業諮商及就業促進研習暨

推介就業」。 

七月一日－五日 若望保祿二世和平研究中心雷敦龢主任參

加國際和平研究協會假韓國水本市 Kyung 
Hee 大學舉辦的第十九屆總會「全球化、政

治與社會正義﹕和平研究的新挑戰」並於國

際人權小組講演「台灣和平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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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一日－九日 宗教學系舉辦「島外宗教之旅」，由陸達誠

教授帶領 1 名教師與 25 名學生前往大陸南

京、上海、蘇州、楊州等地進行參訪，並與

南京大學、復旦大學、華東師範、浙江大學

、戒幢佛學院座談交流。 

七月十六日 若望保祿二世和平研究中心雷敦龢主任應

邀由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假城邦書店演講

廳舉辦之「生命權～從歐洲人權法院談起」

系列講座第三講「西歐國家死刑觀」演講。 

七月十八日 社工系所包承恩老師應邀參加由 IASSW , 
IFSW 假 MONTPELLIER FRANCE 舉辦之

「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OLS OF SOCIAL WORK」發表 〝
GLOBALISATION  OR INCULTURATION 
：NEW CHALLENGES FOR TEACHING 
SOCIAL WORK ETHICS〞。 

七月廿三日 若望保祿二世和平研究中心雷敦龢主任應

邀由「向民主買進的人權與憲政正義」讀書

會於東吳大學主持並介紹 Arendt 女士所寫

的書 Eichmann in Jerusalem。 

七月廿五日—廿八日 社會學系訪問團由黃副校長俊傑領隊、林美

惠主任、吳素倩教授、王慶中副教授、洪雅

萍秘書及林士懿學生代表一行六人赴新加

坡南洋理工大學與新加坡國立大學訪問。 

七月卅一日 戴台馨院長任期六年屆滿，由經濟系李阿乙

教授接任院長一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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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管理學院 
 

九十年 

八月－九十一年七月卅一日 企管系李天行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案「整合

 傳統財物指標與智慧資本以建構企業危機

 預警系統－類神經網路與 MARS 之應用」（

 NSC90-2218-E-030-002），許培基老師獲國

 科會補助專案「權益型共同基金流量與投資

 風格」(NSC90-2416-H-030-002)，楊君琦老

 師獲國科會補助專案「社會資本與技術移轉

 績效之研究-移轉者與接受者非正式互動與

 資源交換觀點」（NSC-90-2416-H-030-013-sss
 ），陳世彬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案「參數規

 劃求解多服務員模糊等候問題之分析探討」

 （NSC90-2416-H-030-015），夏侯欣鵬老師

 獲國科會補助專案「領導行為與知識管理關

 係之探討」（NSC90-2416-H-030-011）；吳桂

 燕老師獲法管兩院學術研究計畫補助「台灣

 企業赴大陸投資之進入時機、所有權策略、

 企業特性與財務績效之相關性研究」，李天

 行老師獲法管兩院學術研究計畫補助「顧客

 關係管理與資料庫行銷－以物流中心為例」

 ，高義芳老師獲法管兩院學術研究計畫補助

 「傳統產業大陸投資與優勢創新之研究」，

 鄭士蘋老師、楊君琦老師、夏侯欣鵬老師獲

 得法管兩院學術研究補助。 

企管系李天行老師獲『輔仁學術研究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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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百川老師獲『輔仁教學績優獎勵』；大四

學生楊振甫獲「全國優良大專青年」，學生

鍾易霖代表參加大專院校九十學年度劍道

錦標賽男子組段外組榮獲第一名。 

 應用統計研究所黃登源老師獲國科會補助

 專題研究計畫「線性模型中以資料為基礎的

 變數選擇程序研究」，陳瑞照老師獲國科會

 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多階段變額給付保險保

 費釐定研究」。 

 管理學研究所吳秉恩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

 題研究計畫「台灣企業人力資源管理效能評

 量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環境變遷過程，

 人力資源管理角色定位及功能轉型之研究」

 ，黃榮華老師參與本院國科會專題研究整合

 型計畫「提升私大研發能量專案-管理知識與

 專業技術整合研究」。 

 貿金系葉銀華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

 計畫「整合公司監理與會計資訊之財務危機

 預測模型」，林淑玲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

 研究計畫「環境成本與環境污染防治成本函

 數及基本資料庫系統之建立與產業經營績

 效相關性之研究」整合型計畫之子計畫二：

 「企業環境品質績效、經濟績效與財務績效

 之關聯性分析(I)」。 

 會計系范宏書老師、蔡博賢老師、企管系吳

桂燕老師獲行政院主計處補助專題研究計

畫「建立公營事業之財務預警制度」，范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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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老師、貿金系葉銀華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

題研究計畫「提升私立大學校院研發能量專

案－證券市場機制建構與政府會計之研究」

。 

會計系、蔡博賢老師於九十年擔任高考會計

師出題委員，范宏書老師於九十擔任考選部

會計師考試審議委員會委員。 

八月十四日 美國聖路易大學利亞大學參訪及商談

EMBA 課程合作事宜。 

八月十五日－廿日 資管系舉辦系務發展研討會。 

八月廿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 Marshfield Medical 
Research Foundation 邱博煌博士於羅耀拉

201 室講演「Confidence Interval Estimation in 
Attributable Risk for a Case-Control Study」。 

八月廿七日 資管系於BS112-6會議室召開第一次教評會

。 

八月廿八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王清雲博士於羅耀拉

201 室演講「Missing data and measurement 
error in applied statistics」。 

八月廿九日 貿金系舉行第一次系教評會。 

九月廿八日 企管系於濟時樓國際會議廳舉辦「中小企業

創新管理研討會」。 

九月一日 《輔仁管理評論》第八卷第二期出刊。 

九月三日 第一次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九月四日 第一屆「台北縣產經研究所」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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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二日 資管系於濟時樓國際會議廳舉辦大學部新

生長家座談會。 

九月十二日 管理學院舉辦提昇研發能量專案計畫第六

次會議。 

 會計系舉辦新生家長座談會。 

 統計資訊學系於羅耀拉大樓會議室舉辦「新

生家長座談會」。 

九月十四日 全院研究生迎新茶會。 

 貿金系於 SL201 會議室舉行新生親師懇談

會。 

 金融研所於濟時樓國際會議廳舉辦迎新茶

會。 

九月十五日 資管系於法管學院潛水艇的天空頒發新生

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四名共 12 萬元。 

九月十七日 開辦金融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學分班。 

九月廿三日 管理學研究所經濟、會計、管理學檢定考。 

九月廿四日－十一月 資管系與推廣部合辦「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

業訓練局補助辦理(90)年度在職勞工職業訓

練」之「電子商務應用班」及「電腦輔助軟

體設計 Auto CAD 進階班」開課。 

九月廿五日 菲律賓亞洲管理學院鍾嘉進先生參訪管理

學院及洽談課程合作事宜。 

 資管系於 BS441 舉辦產學合作心得座談會。 

九月廿六日 會計系召開第一次系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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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貿金系舉辦大一新生課業暨生涯規劃座談

會。 

九月廿七日 學程推動小組第一次會議。 

十月三日 資管系於BS112-6會議室召開第一次系務會

議。 

 全院座談會。 

十月三日－九日 管理學研究所第一學期研究助理申請。 

十月四日 管理學院舉辦「第九屆 IAJBS 年會」暨「管

理論文發表會」第一次籌備會。 

 貿金系邀請蕭萬長、陳博志、麥朝成、張孝

威先生於濟時樓國際會議廳舉行「財經論壇

（一）：如何解決台灣當前之經濟危機」。 

十月八日 管理學研究所第一學期獎學金審查會議。 

十月九日 金融研所獎助學金審查會議。 

十月十一日 貿金系「財經名人講座」邀請立法委員賴士

葆先生於濟時樓國際會議廳講演「金融控股

管理」。 

十月十二日 醒吾中學師生一行 60 餘人參訪管理學院。 

十月十四日 金融研所迎新共融活動。 

十月十五日 企管系於羅耀拉大樓二樓 201 會議室舉辦「

第二屆全國大專盃商圈更新再造策略提案

競賽」初審。 

十月十六日 資管系對全國高中職近 470 校寄發課程與招

生宣傳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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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七日 美國聖路易大學利亞大學參訪管理學院商

談碩士班課程合作事宜。 

十月十八日 邀請經濟部商業司副司長黃慶堂博士蒞管

理學院演講暨座談「電子商務與知識管理」

。 

 貿金系「財經名人講座」邀請經濟部商業司

副司長黃慶堂先生於濟時樓國際會議廳講

演「電子商務知識經濟」。 

十月十九日 台北縣金山高中師生蒞臨企管系參觀訪問

荷 蘭 商 業 學 院 亞 洲 商 業 學 系 系 主 任

Dr.Clemens MB Berendsen 蒞企管系訪問。 

十月廿日－廿一日 統計資訊學系於金山芥菜會館舉辦「迎新宿

營」活動。 

十月廿日－十一月十日 資管系碩士班辦理校外招生宣傳活動。 

十月廿二日 企管系於羅耀拉大樓二樓 201 會議室舉辦「

第二屆全國大專盃商圈更新再造策略提案

競賽」複審。 

十月廿三日 管理學院創新育成中心 9001 次會議。 

十月廿四日 金融研所所務會議。 

 統計資訊學系於利瑪竇大樓 LM101 室舉辦

大三專題說明會。 

十月廿五日 加拿大溫莎大學商學院院長 Dr. Roger D. 
Hussey 伉儷參訪管理學院洽談合作事宜。 

 貿金系邀請蕭萬長、李高朝、薛琦、侯貞雄

於濟時樓國際會議廳舉行「財經論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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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產業政策何去何從」。 

十月廿六日 管理學院研究所課程整合會議。 

 靜修女中等 55 位同學蒞臨資訊管理學系所

參訪。 

 統計資訊學系邀請吳建和教授於羅耀拉三

樓 SL345 專題講演「談電子商務」。 

十月卅日 企管系同學參加「第二屆全國大專盃商圈更

新再造策略提案競賽」於國聯大飯店舉辦之

決賽，共計榮獲第一名、第二名及第四名。 

十月卅日－十一月一日 資管系於濟時樓國際會議廳舉辦「資訊系統

專題與對外發表會」。共有 33 組專題發表並

展出。 

十月卅一日 會計系第二次系務會議。 

 統計資訊學系邀請新竹科學園區旺宏電子

資料價值發展部徐紹鍾經理於柏達樓BS440
專題講演「半導體產業資料價值發展：旺宏

電子之經驗分享」，邀請蕃薯藤數位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市場研究部林禎舜主任，於利瑪

竇大樓 LM106 教室專題演講「Data Mining 
在資料庫行銷的研究」。 

 貿金系舉行第一次系務會議。 

十一月 會計系榮獲大會盃專業辯論比賽亞軍。 

十一月一日 貿金系「財經名人講座」邀請財政部金融局

第三組組長黃得豐先生於濟時樓國際會議

廳講演「基層金融改革」。 

管理學院 【331】 
 

十一月五日 資管系於 SL245 舉辦神手科技公司 30 套

PDA 之捐贈儀式。 

十一月五日－十九日 資管系辦理碩士班論文計畫書公開發表會

，共有 16 場發表。 

十一月七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林共進博士（美國賓州

大學管理學院教授；政治大學統計系客座教

授）於羅耀拉 201 室講演「Statistical Data 
Mining」。 

 統計資訊學系邀請國立政治大學統計系林

共進教授於 LM101 講演「統計之未來走向

與 Data Mining」。 

 資管系於BS112-6會議室召開第二次教評會

。 

十一月八日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來訪審視創新育成中心

成立補助案。 

 金融研所第一次所教評會。 

 貿金系「財經名人講座」邀請彰銀安泰投信

總經理柯世峰先生於濟時樓國際會議廳講

演「資產管理趨勢」。 

十一月十三日 資管系於BS112-6會議室舉辦致遠文教基金

會捐贈獎學金四萬元之捐贈儀式。 

十一月十四日 第一次院務會議。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 Cecil J. Houston 教授暨

耿慶武教授參訪管理學院洽談合作事宜。 

十一月十五日 資管系於 SL245 舉辦艾一資訊管理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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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捐贈本校管理學院市價新台幣壹仟

陸佰萬元的 IE ERP NEVOUS SYSTEM 軟
體之捐贈儀式。 

 第二次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十一月十六日 管理學院邀請台北科技大學邱志洲老師演

講。 

 受恆毅中學邀請辦理管理學院各學系說明

會。 

 統計資訊學系邀請台北科技大學商業自動

化與管理研究所邱志州教授於羅耀拉 SL201
會議室及電算中心 302 機房，專題演講「類

神經網路初探與範例說明（一）」。 

十一月廿一日 統計資訊學系邀請台北科技大學商業自動

化與管理研究所邱志州教授於羅耀拉 SL201
會議室及電算中心 302 機房，專題演講「類

神經網路初探與範例說明（二）」。 

十一月廿二日 貿金系「財經名人講座」邀請行政院公平交

易委員會主任委員黃宗樂先生於濟時樓國

際會議廳講演「競爭策略與公平交易」。 

十一月廿四日 會計系於潛水艇的天空舉辦系友回娘家活

動。 

十一月廿四日－廿五日 資管系參加「第一屆中華民國研究所博覽會

」，地點：台灣大學綜合體育館。 

十一月廿四日—卅一日 統計資訊學系邀請湖南省統計學會馬湧等 8
人蒞臨，並參加應用統計專題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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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廿八日 管理學院第九屆 IAJBS 年會暨管理論文發

表會第二次籌備會。 

 資管系於濟時樓國際會議廳上午舉辦「化纖

業製商整合研討會」，下午舉辦「化纖業 e
化產學合作座談會」。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郭琳博士（美國康乃狄

克州立大學統計系教授；台灣大學數學系客

座教授）於伯達樓二樓 LW205 室講演「A 
Composite Transition Model for Brand Choice 
and Purchase Timing Data」，於羅耀拉二樓（

SL245）舉辦所務會議。 

 企管系邀請中崗科技有限公司技術支援部

連陞彬經理於羅耀拉大樓一樓 117 會議室講

演「企業程序與資訊系統架構管理－IDEF
方法－ARIS 企業流程設計與 ERP 架構的著

名軟體」。 

十一月廿九日 貿金系「財經名人講座」邀請前財政部長中

央銀行副總裁許嘉棟先生於濟時樓國際會

議廳講演「兩岸經濟關係之去從」。 

 資管系於濟時樓國際會議廳舉辦「第二屆產

業資訊管理學術暨新興科技研討會」，共有 5
場實務研討及 24 篇學術論文發表。 

 資管系舉辦碩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師生共

融餐會。 

十一月卅日 金融研所「財務管理」課程戶外教學參訪工

研院之展示館、光電所暨電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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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計資訊學系邀請台北科技大學商業自動

化與管理研究所邱志州教授於羅耀拉 SL201
會議室及電算中心 302 機房，專題演講「類

神經網路初探與範例說明（三）」。 

十二月－九十一年六月 會計系范宏書老師、黃登源院長、企管系許

培基老師、楊百川老師及貿金系林淑玲老師

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非營業基金之檢討

」。 

十二月五日 統計資訊學系於利瑪竇 LM101 室舉辦系週

會。 

 資管系學生專題「應用 NET 技術開發製造

資源規劃核心管理系統」參加由教育部及中

山大學舉辦之「校園軟體創作獎勵」榮獲佳

作，指導老師：邱瑞科教授，研究學生為安

開赫、王心怡、周華貞、林德垣。 

 資管系於BS112-6會議室召開第二次課程小

組會議。 

十二月六日 貿金系「財經名人講座」邀請政大金融系教

授殷乃平先生於濟時樓國際會議廳講演「金

融管理」。 

十二月七日 會計系第十四屆系友黃宏進當選本校傑出

 校友。 

十二月八日 貿金系於 SL201 會議室舉辦系友回娘家暨

學系博覽會。 

十二月九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舉辦全國統研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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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管系於 BS440 辦理本系系友大會。十二月

十二日 資管系於 BS112-6（資管系會議室

）加開第三次系務會議。 

十二月十二日 資管系於 BS441 舉辦「產業實習」第二次課

程說明會，共有 10 家廠商及約 90 位同學出

席。 

十二月十三日 貿金系邀請蕭萬長、梁國新、蔡宏明於濟時

樓國際會議廳舉行「財經論壇（三）：兩岸

加入 WTO 後之經貿發展」。 

十二月十六日 資管系學生專題「Web-based 中文資料探勘

系統」參加由行政院國科會國家高速電腦中

心主辦之「第一屆軟體設計比賽」榮獲佳作

，指導老師：蔡明志 教授，研究學生為鍾

震寰、曾敏傑、陳芳瑜、卓之璿。 

十二月十七日 管理學研究所至各校辦理招生說明會。 

十二月十八日 貿金系舉行第二次系務會議暨第二次系教

評會。 

十二月十八日－十九日 統計資訊學系於利瑪竇大樓地下一樓表演

廳舉辦「統資之夜」活動。 

十二月十九日 統計資訊學系於濟時樓國際會議廳舉辦「第

一屆統計專題發表會」。 

 企管系邀請發展委員會主任嚴任吉神父於

利瑪竇 202 教室講演「如何建立大學生的人

際關係」。 

十二月十九日 金融研所舉辦碩士班研一研二課程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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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研所所友座談會邀請所友蔡明憲、陳志

榮專題報告「投資銀行實務 Random walk 
between Securities and Banking－淺談證券研

究、承銷與銀行投資、融資實務」。 

十二月廿日 貿金系「財經名人講座」邀請花旗銀行市場

風險管理部副總裁王博民先生於濟時樓國

際會議廳講演「金融風險管理」。 

 資管系接受教育部顧問室共五位委員蒞臨

訪視「九十年度製商整合科技教育改進」計

畫之執行成效及相關成果。 

十二月廿一日 資管系於BS112-6召開產業實習課程選課名

單確認會議。 

十二月廿二日 金融研所舉辦碩士在職專班研一課程說明

會 SL201 會議室。 

 資管系學生專題「行動商務營運整合系統」

參加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與雲林科技大

學合辦之「第五屆全國大專院校資訊系統專

題競賽」榮獲第三名，指導老師：楊銘賢、

林文修教授，研究學生為黃子恆、徐瑋駿、

呂叔真、鄭德喜。 

十二月廿六日 管理學研究所期末師生座談會。 

 統計資訊學系邀請台灣客服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事業開發部張正顯副總經理專題演講

「顧客關係管理在 Call Center 的應用」及賽

仕 SAS 電腦軟體股份有限公司彭國榮經理

專題演講「sas 在分析性 CRM 上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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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貿金系舉行第一次招生委員會。 

十二月廿七日 貿金系邀請蕭萬長、陳沖、魏啟林、胡定吾

於濟時樓國際會議廳舉行「財經論壇（四）

：台灣金融改革的檢討與展望」。 

十二月廿八日 金融研所舉辦碩士在職專班師生歲末 party
於統一城市俱樂部民生分部。 

九十一年 

一月三日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耿慶武教授蒞管理學院

舉辦暑期學院說明會。 

一月三日 統計資訊學系舉辦市場調查小組迎新活動。 

一月五日 輔仁大學管理學院、金融研究所主辦「台灣

電子、金融業的未來展望論壇」。 

一月七日－十二日 管理學研究所第一學期研究助理期末績效

考核。 

一月九日 資管系辦理碩士班甄試之複試。 

 第一學期院導師會議。 

一月十日 貿金系「財經名人講座」邀請經濟部國際貿

易局局長吳文雅先生於濟時樓國際會議廳

講演「進入 WTO 後，我國貿易之發展」。 

一月十一日 第三次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統計資訊學系邀請台灣客服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企劃處周玫芳副理於樹德樓教室

LW205 舉辦「創造數字的背後－CRM 顧客

關係管理」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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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十二日 管理學研究所九十一學年度碩士班甄試複

試。 

 金融研所碩士班九十一學年度甄試招生複

試。 

一月十六日 會計系第三次系務會議及系導 師會議。 

 應用統計研究所於龍海天餐廳尾牙聚餐。 

一月十七日 管理學院學程推動小組第二次會議。 

一月十九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於羅耀拉二樓（SL201）舉

辦所友回娘家。 

一月廿日－廿一日 貿金系假台東知本舉辦教育工作研討會。 

一月廿八日－廿九日 統計資訊學系舉辦「統資營」活動。 

二月三日－七日 資管系與辦「第三屆全國高中資訊管理研習

營」。 

 企管系學會於主辦「第一屆企業戰士企管研

習營」。 

二月四日－七日 資管系於資管系機房與艾一資訊管理公司

合作開設「IEERP2000 程式設計訓練班」，

研究生共計 34 名參與並獲得結業證書。 

二月廿一日 貿金系於 SL201 會議室舉辦專兼任教師教

學研討暨新春聯誼會。 

二月廿五日－三月六日 管理學研究所研二論文前三章發表會。 

二月廿六日 金融研所邀請 Joseph Hu, Ph.D. (Managing 
Director, Structured Finance Ratings Standard 
& Poor’s)專題演講「從美國經驗看台灣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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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證券化之未來發展」。   

二月廿七日 資管系於BS112-6會議室召開九十學年度第

三次課程會議。 

三月一日 《輔仁管理評論》第九卷第一期出刊。 

 資管系於BS112-6會議室召開大學部申請入

學第一階審查成績確認會議。 

三月四日 管理學研究所黃榮華所長帶領研究生至銀

捷公司訪問。 

 苗栗縣建臺高中師生蒞企管系參觀。 

三月四日－九日 管理學研究所第二學期研究助理申請。 

三月六日 資管系於BS112-6會議室召開第四次系務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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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樓（LW205）講演「Error in Timing in 
Regression with Observed Longitudinal 
Measurements」。 

三月七日 貿金系「產業實務講座」邀請第九屆系友金

鼎證券業務部協理余恆一先生於 SL201 會

議室講演「投資與投機」。 

三月八日－十一日 會計系於濟時樓國際會議廳舉辦「第十四屆

全國大專盃會計專業辯論比賽」。 

三月九日 資管系於相思小筑庭園餐廳舉辦碩士在職

專班一年級導生共融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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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一日 金融研所碩士論文大綱發表會（一）。 

三月十二日 管理學研究所吳秉恩老師帶領研究生至 104
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參訪。 

三月十四日 管理學研究所與企業管理學系於濟時樓九

樓國際會議廳合辦「企業創新與知識管理研

討會」。 

 貿金系舉辦第一屆畢業專題發表會。 

 資管系協助公關室辦理張系國教授專題演

講，於」輔大文友樓 118 室，演講題目「遠

距教學未來的發展」。 

三月十六日－十七日 統計資訊學系系壘隊參加全國大專院校「大

統盃」壘球賽榮獲冠軍。 

三月十八日 金融研所碩士論文大綱發表會（二）。 

 會計系於濟時樓國際會議廳舉辦申請入學

第二階段面試。 

 資管系於伯達樓舉辦申請入學學生第二階

段面試，面試完畢後於 BS112-6 會議室召開

大學部申請入學第二階審查面試成績確認

會議。 

三月十八日－六月六日 資管系於資管系機房舉辦「第一梯次網頁設

計訓練課程」。 

三月十九日 貿金系於濟時樓國際會議廳舉行申請入學

口試。 

三月廿一日 貿金系「產業實務講座」邀請第八屆系友喜

客來股份有限公司採購部協理連南強先生

管理學院 【341】 
 

於 SL201 會議室講演「零售服務－外食產業

」。 

三月廿一日 金融研所所務會議。 

 企管系於濟時樓國際會議廳舉辦「九十一學

年度申請入學第二階段面試」。 

三月廿二日 管理學院核心必修課程相關事宜座談會。 

 統計資訊學系於利瑪竇大樓地下一樓表演

廳舉辦「金統獎」戲劇表演活動。 

三月廿三日 統計資訊學系於濟時樓舉辦申請入學第二

階段面試。 

三月廿三日－六月一日 資管系於資管系機房舉辦「第二梯次網頁設

計訓練課程」。 

三月廿六日 管理學研究所吳秉恩老師帶領研究生至中

國信託商業銀行參訪。 

三月廿七日 邀請于宗先院士博士蒞管理學院講演暨座

談「加入 WTO，是春訊，抑是秋寒？」。 

 企管系於濟時樓國際會議廳舉辦「第三十六

屆銷管專題畢業發表會」。 

三月廿八日 管理學研究所第二學期獎學金審查會議。 

 貿金系「產業實務講座」邀請第七屆系友富

堡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林士強先生於

SL201 會議室講演「企業 e 化的迷思」。 

三月廿九日－四月七日 統計資訊學系謝邦昌教授等率學生一行三

十五人前往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參加學術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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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會。 

四月－七月 會計系蔡博賢老師獲補助專題研究「非營利

機構會計與稽核之研究－輔仁大學」。 

四月十日 貿金系舉行第三次系務會議暨第三次系教

評會。 

 資管系於BS112-6會議室召開第五次系務會

議。 

 企管系於利瑪竇大樓 101 教室舉辦系週會。 

四月十一日 貿金系「產業實務講座」邀請第一屆系友惠

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長富堡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金家瑞先生、第一

屆系友元大京華證券財務處副總經理金家

琳先生於 SL201 會議室講演「進口貿易－好

日子過去了？」、「金融產業變革下的生涯規

劃」。 

四月十一日－十二日 會計系第一屆碩士班招生考試。 

四月十六日 管理學研究所吳秉恩老師帶領研究生至振

碁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宏碁渴望學習中心）

參訪。 

四月十七日 第二次院務議。 

 金融研所邀請鄭昌錞博士專題演講「台灣集

中市場與墊頭市場關聯性之研究－從產品

市場觀點看企業掛牌決策」。 

四月十八日 貿金系「產業實務講座」邀請第七屆系友英

華達電子 Customer Value Officer & Logistics

管理學院 【343】 
 

陳文偉先生於 SL201 會議室講演「大陸經商

－美麗與哀愁」。 

 資管系邀請培基數碼服份有限公司協理盧

舜年先生於伯達樓四樓 BS441 舉辦專題講

演「了解 I2 系統」。 

四月十九日 企管系與管研所於濟時樓國際會議廳舉辦

「第二屆企業創新與知識管理研討會」。 

四月廿日 統計資訊學系假新竹市六福村主題遊樂元

舉辦系友活動。 

四月廿三日－六月十九日 統計資訊學系邀請中國人民大學統計系王

星、戴穩勝教授蒞校參訪。 

四月廿四日 管理學研究所與企業管理學系合辦新聘教

師面試。 

 金融研所邀請韓千山博士專題演講「股票質

押契約中斷頭條款設計對大股東交易行為

、證券市場與公司投資效率之影響」。 

 會計系系導師會議。 

 資管系於 BS441 舉辦資管研討專題講座「新

經濟、新領袖、新挑戰」，邀請 Anta Venture 
CEO 傅建華先生蒞臨演講。 

四月廿五日 貿金系「產業實務講座」邀請第三屆系友佳

音廣播電台早安台北主持人閻大衛先生於

SL201 會議室講演「廣播新聞與大眾傳播的

人際溝通」。 

四月廿六日 資管系邀請源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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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濟民先生於伯達樓四樓 BS441 舉辦專題

演講「TANX 台灣汽機車業 SCM 現況介紹

」。 

四月卅日 管理學研究所吳秉恩老師帶領研究生至圓

山飯店參訪。 

五月一日 金融研所邀請巫春洲博士專題演講「The 
GARCH Option Pricing Model: Modification, 
Application and Empirical Study」。 

 會計系邀請台積電管理會計部經理簡建全

於濟時樓九樓講演 「現代管理會計在高科

技產業之應用」。 

 貿金系於濟時樓 B1 外語實習所舉行 TOEIC
英文檢定。 

 企管系於伯達樓四樓 440 教室舉辦「大一、

二課程說明會」。 

五月二日 貿金系「產業實務講座」邀請第十一屆系友

華彩軟體股份有限公司協理商瑞玲小姐於

SL201 會議室講演「廣播新聞與大眾傳播的

人際溝通」。 

五月六日－廿五日 管理學研究所研一論文指導老師申請。 

五月八日 金融研所邀請溫福星博士專題演講「初次投

資宣告對公司價值影響之研究」。 

 大學部學生專題研究成果認證發表會。 

 會計系於濟時樓國際會議廳承辦輔仁大學

管理學院大學部專題研究成果發表會。 

管理學院 【345】 
 

 統計資訊學系於利瑪竇 LM101 室舉辦系週

會。 

 貿金系舉行第四次系務會議暨第四次系教

評會。 

 資管系於BS112-6會議室召開第七次系務會

議。 

五月九日 貿金系「產業實務講座」邀請第四屆系友 104
人力銀行高階顧問胡璘璘小姐、第四屆系友

104 人力銀行市場研究分析師羅曉畹小姐於

SL201 會議室講演「廣播新聞與大眾傳播的

人際溝通」。 

五月十日 金山高中等 40 位同學蒞臨資訊管理學系所

參訪。 

五月十一日 資管系辦理 91 學年度入學碩士班考試之複

試（口試）。 

五月十一日 金融研所碩士班招生口試。 

五月十一日－七月四日 資管系假電算中心機房（CC303）舉辦「第

三梯次電子商務程式設計課程」。 

五月十四日 管理學研究所吳秉恩老師帶領研究生至陽

明海運參訪。 

五月十五日 九十一學年度學程招生說明會。 

 金融研所邀請王昭文博士專題演講「

Forward —  Price Tree Method of Option 
Pricing Under Stochastic Interest Rates」。 

 應用統計研究邀請元智大學工業工程與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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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研究所孫天龍教授於樹德樓二樓（LW205
）講演「資料探勘技術於低良率 IC 製程因

子分析」。 

 貿金系舉行系週會暨課程說明會。 

五月十六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課程座談會於羅耀拉二樓

SL245。 

 貿金系「產業實務講座」邀請第十屆系友聯

邦證券投資信託副總經理江東峰先生於濟

時樓國際會議廳講演「投信、投顧與信託—

資產管理的先鋒」。 

五月十七日 第四次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管理學研究所與豐群基金會、企業管理學系

於濟時樓九樓合辦「第七屆企業跨國經營管

理研討會」。 

 企管系與管研所於濟時樓九樓國際會議廳

舉辦「第七屆企業跨國經營管理研討會」。 

五月十八日 金融研所碩士在職專班九十一學年度招生

口試。 

五月廿二日 金融研所邀請黃志仁博士專題演講「Insider 
Transactions and Subsidiary Trading in Parent 
Stocks」。 

 資管系於BS112-6會議室召開第四次教學小

組會議。 

 企管系於濟時樓九樓舉辦「企管系第卅六屆

畢業專題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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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廿三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 Dept. of  Statistics 
Univ. of Georgia ,U.S.A.陳占平教授於樹德

樓二樓（LW205）講演「Interval Estimation of 
the Largest Mean」；「Statistical Consulting, 
Experiences and Methods」。 

 貿金系「產業實務講座」邀請第十屆系友中

華航空公司機長鄧崇真先生於 SL201 會議

室講演「一個脫線的夢想－遨翔天空」。 

五月廿四日 管理學研究所於羅耀拉大樓二樓舉辦僑生

、外籍生口試。 

五月廿五日 管理學研究所於羅耀拉大樓二樓舉辦九十

一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口試。 

 資管系辦理九十一學年度入學碩士在職專

班考試之複試（口試）。 

五月廿八日 管理學院基金管理委員會議。 

 管理學研究所吳秉恩老師帶領研究生至精

策管理顧問公司參訪。 

五月廿九日 統計資訊學系針對全面品質管理學程，邀請

中山科學研究院品保工程師盤天培講演「

ISO9000 與未來」。 

五月卅日 貿金系「產業實務講座」邀請第十屆系友台

灣 IBM 公司業務經理杜淑貞小姐、第十屆

系友精英電腦股份有限公司業務部經理龍

世一先生於 SL201 會議室講演「電子商務」

、「從主機板的市場爭奪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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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卅一日 英國 Luton 大學副校長參訪管理學院。 

 統計資訊學系邀請東森市調暨民調中心劉

元欽經理，於利瑪竇大樓 LM409 教室舉辦

「東森民調之簡介與實務探討」演講。 

六月一日 管理學研究所於濟時大樓國際會議廳舉辦

「第一屆碩士在職專班專案管理研討會」。 

六月四日 統計資訊學系邀請全國意向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市場調查部陳琪瑋襄理，於利瑪竇

LM409 教室舉辦「統計調查實務」演講。 

六月四日－八日 會計系協辦耶穌會 IAJBS 國際論文發表會。 

六月五日 金融研所第十三屆碩士班新生報到。 

 統計資訊學系邀請大衍關係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羅瑩副總經理於柏達樓 BS441 舉辦「品

牌管理經驗談」。 

六月五日－七日 管理學院舉辦「國際耶穌會大學商管學院協

會第九屆年會」。 

 企管系協助管理學院於濟時樓九樓舉辦「第

九屆 IAJBS 年會暨論文發表會」。 

六月九日 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個案管理研討會。 

六月十日 統計資訊學系於利瑪竇大樓 LM101 室舉辦

畢業生祝福茶會。 

六月十二日 期末全院導師座談會議。 

 資管系「新經濟、新領袖、新挑戰」系列講

座邀請 HP 公司總經理黃士修先生於伯達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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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樓 BS441 講演「後 PC 時代的科技新趨勢

」。 

 資管系於BS112-6會議室召開第七次系務會

議。 

六月十三日 金融研所第二屆碩士在職專班新生報到。 

六月十四日 第五次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金融研所於統一城市俱樂部民生分部舉辦

謝師宴、在校生送舊、所友迎新聚餐。 

六月十五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於羅耀拉SL117舉辦畢業共

融餐會。 

 會計系教師評審委員會。 

六月十五日－十六日 會計系假天籟溫泉會館舉辦「教育工作研討

會」。 

六月十九日 資管系於 BS441 教室辦理九十一學年度入

學碩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新生說明會。 

六月廿一日－廿二日 金融研所於濟時樓國際會議廳舉辦「2002 年

兩岸證券論壇」。 

六月廿二日－卅日 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三十名學生赴上海

東華大學進行「大陸投資經營管理」課程研

習。 

六月廿四日 管理學研究所邀請 Professor Andr’e I. 
Khuri 蒞校演講「A General Overview of 
Response Surface Methodology」。 

六月廿五日 資管系於 BS441 舉辦產業實習行前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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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 《輔大管研通訊》出刊。 

 管理學研究所第二學期研究助理期末績效

考核。 

七月一日－六日 統計資訊學系於濟時樓國際會議室舉辦「時

間數列研討會」。 

七月三日－十一日 金融研所所長李宗培與龔尚智老師赴大陸

與浙江大學商談課程合作事宜。 

七月四日－五日 企管系於太平洋翡翠福華飯店舉辦「九十學

年度教育工作研討會」。 

七月六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於羅耀拉（SL117）舉辦新

生座談會。 

七月十四日 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畢業生祝福茶會。 

七月十五日 資管系碩士在職專班於 LM101 舉辦管理學

院聯合「畢業祈福茶會」。 

七月十七日－廿三日 統計資訊學系邀請上海財經大學黃林芳教

授一行五人參加應用統計專題研討會。 

七月十八日 上海財經大學黃林芳副校長一行四人蒞管

理學院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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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營

企業之產業現況及未來發展」。 

七月廿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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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營

企業之產業資產結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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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進修部 
 

九十年 

八月一日 聘任鮑端磊老師為英文系兼任系主任，林思

 伶副教授為企管系兼任系主任，楊南屏副教

 授為數學系兼任系主任，劉正夫副教授為統

 計系兼任系主任，施佑芝老師為英文系專任

 助理教授，翁健銘先生為全人教育課程中心

 兼任助教。 

視訊（遠距）教室及全人教育課程中心成立

。 

八月七日 新生入學考試。 

八月廿日 新生入學考試放榜會議。 

八月廿二日 新生入學考試放榜。 

第一次教評會。 

八月廿三日 轉學生正取生報到。 

八月廿四日 轉學生備取生報到。 

八月廿九日 新生正取生報到。 

八月卅日 新生備取生報到。 

八月卅一日－九月四日 蔡淑麗組長率員工前往泰國五日遊自強活

動。 

九月一日 聘任黃玉芳小姐兼代總務組長，約聘黃文娟

 小姐擔任統計系兼任助教，約聘林文蔘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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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擔任英文系兼任助教及約聘陳啟鵬先生擔

 任中文系兼任助教。 

九月十四日 新生及轉學生健康檢查。 

九月十五日 導師團體於淨心堂心靈之家舉辦期初共融

活動。 

 新生輔導教育由各系導師、系主任分別介紹

各系特色。 

九月十七日  夜間校園巡邏開始，本學年度開始由僑輔室

遴選僑生八人，以工讀生方式，分兩批於每

天晚間 6：15 至 10：15 巡守後側門外圍。 

 學輔成長團體開始招生 

九月廿二日 宗輔室於淨心堂分三場次辦理新生、轉學生

迎新祈福禮。 

九月廿五日 宗輔室英文班、西班牙文班開始招生。 

九月廿七日 導師團體於進修部 207 會議室舉辦期初會議

。 

九月卅日 本學年度役畢新生、殘障生免修軍訓本日申

請截止，共計軍訓免修 73 人，抵免 9 人。 

九月卅日－十月廿九日 各系分別於苗栗、新竹、桃園、蘆竹、金山

、宜蘭等地舉辦「迎新生活營」。。 

十月一日 教務組員史正庭先生調任教育學程中心，約

 聘林偉棻小姐擔任企管系兼任助教。 

十月三日 宗輔室英文班開課。 

 應屆畢業男生「預官考選說明會」在 ES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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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 

十月六日－七日 「壓力管理」工作坊在淨心堂地下一樓舉辦

。 

十月十二日 第一學期第一次班代表聯席會，及捷運工程

局來校舉辦捷運新莊線施工說明會一併舉

行。 

十月十八日 導師團體於進修部 207 會議室舉辦「心理測

驗」研習活動。 

十月十九日 「性、謊言、錄影帶」電影欣賞，「自我探

索團體」開始，共十次。 

十月廿五日 經一甲「時間管理」大團體動力（一）。 

十月廿八日 宗輔室舉辦進修部與宗教系同學郊遊活動。 

十一月一日 宗輔室英文聖經班。 

 導師團體於進修部 207 會議室舉辦「power 
point」研習活動。 

十一月五日－九日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社會科學領域實施期中

教學評量。 

十一月八日 經一甲「時間管理」大團體動力（二）。 

十一月九日 召開部務會議。 

十一月十一日 英一乙「興趣探索」大團體動力（一）。 

十一月十二日－十七日 第一學期期中考試及新生男生實施 CPR 教

學及實作練習。 

十一月十五日 導師團體於進修部 207 會議室舉辦「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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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int」研習活動。 

十一月十七日 英一乙「興趣探索」大團體動力（二）。 

十一月廿一日 宗輔室舉辦報佳音。 

十一月廿八日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網站設立。 

十一月廿九日 導師團體於進修部 207 會議室舉辦「個案研

討」研習活動。 

十一月廿六日－十二月一日 新生盃籃、排球賽。 

十二月五日 玫瑰宿舍實施高樓防火逃生演習。 

十二月七日 大一六百名同學參加本校在台復校四十週

年校慶感恩大會。 

十二月八日 師生參加校慶運動大會。 

十二月九日 各系參加校慶園遊會及學系博覽會 

十二月十三日 導師團體於進修部 207 會議室舉辦「焦點解

決短期心理諮商」研習活動。 

 經一乙「時間管理」大團體動力（一）。 

十二月十四日 發放全人教育課程中心簡介。 

十二月十五日 上學期週會並邀請傑出校友連登公司副總

姚慶康返校經驗分享。 

十二月十七日 應屆畢業男生「預官考選」在 ES002 輔導，

並舉行模擬測驗。 

十二月十九日 第一學期第二次班代表聯席會，通過停止委

請學校代收愛心基金，本金退還全體同學。

原「愛心基金委員會」更名為「愛心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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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運作。 

十二月廿日 導師團體於進修部 207 會議室舉辦「聖誕感

恩共融」活動。 

十二月廿七日 經一乙「時間管理」大團體動力（二）。 

十二月廿八日 宗輔室舉辦共融活動歡慶聖誕。 

九十一年 

一月四日 宗輔室舉辦期末共融彌撒。 

一月七日－十一日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社會科學領域實施期末

教學評量。 

一月十日 教官室主辦邀集進修部各系學會幹部實施

聯誼餐會。 

一月十日 導師團體於進修部會議室舉辦期末會議。 

一月十七日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專業倫理課程期末會議。 

一月廿八日 應屆畢業男生「預官考選」接受考前輔導，

第二次做模擬測驗。 

二月一日 樂麗琪講師辭推廣部主任，任英文系專任教

師。 

應屆畢業男生「預官考選」。 

二月八日 招開九十一學年度預算審查會議。 

二月十九日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人生哲學課程規劃會議。 

二月廿日 宗輔室網站設立。 

邀請江彥希教授蒞部演講「加入 WTO 應變

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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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廿一日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社會科學領域課程協調

會。 

二月廿二日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專業倫理課程期初會議。 

二月廿三日 部主任蒞劍潭活動中心參加「企管大世紀」

。 

二月廿三日－廿四日 企管系假劍潭活動中心舉辦企管大世紀及

特訓營活動，由大五及大一同學參加，顯現

傳承意義。 

二月廿五日 本學期成長團體開始招生。 

 發售九十一學年度進修學士班招收申請入

學新生簡章。 

三月八日 宗輔室舉辦期初共融彌撒及慶生活動。 

三月十日 導師團體於淨心堂心靈之家舉辦期初共融

活動。 

三月十一日－十五日 辦理九十一學年度進修學士班招生申請入

學登記，共計有 226 人申請登記。 

三月十四日 導師團體於進修部 207 會議室舉辦期初會議

。 

 學輔中心「最後十四堂星期二的課」讀書會

開始，共三次。 

三月十五日 第二學期第一次班代表聯席會。 

三月廿三日－廿四日 舉辦「時間管理」工作坊。 

三月廿八日 宗輔室主題－人間四月天－找到希望的未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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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師團體於進修部 207 會議室舉辦「失眠的

診斷與輔導」研習活動。 

三月廿八日－卅日 系際盃籃排球比賽，十四系男籃女排，女籃

男排供 101 場。 

四月六日 一年級男、女生於下午一點卅分起實施安全

教育高樓逃生演練。 

四月十日 復活節希望之蠟的製作與分送。 

四月十一日 導師團體於進修部 207 會議室舉辦「大學教

學方法」研習活動。 

四月十二日 宗輔室舉辦復活節共融祈禱.。 

四月十九日 召開部務會議。 

四月廿二日 召開九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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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廿二日－廿七日 一年級男生實施九十一年度 CPR 教學課程

，所有參加學員均實作練習成效良好。 

 第二學期期中考試。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社會科學領域實施期中

教學評量。 

四月廿四日 公布九十一學年度進修學士班申請入學錄

取榜單。 

四月廿五日 召開九十一學年度進修學士班第三次招生

會議，會中通過九十一學年度進修學士班招

收考試入學新生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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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師團體於進修部 207 會議室舉辦「心理綜

合學派」研習活動。 

四月廿八日 十四系學會聯合舉辦「第舞元素」期中舞會

。 

五月四日 英文系舉辦英語戲劇比賽。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外國語文課程協調會。 

 企一甲及企一乙「兩性探索」大團體動力（

一）。 

五月七日 九十學年度進修學士班申請入學新生報到。 

五月八日 第二學期第二次班代表聯席會。 

 今年考上預官男生，於焯炤館一樓演講廳，

參加預官入營座談會。 

五月九日 導師團體於進修部 207 會議室舉辦「電影與

輔導」研習活動。 

五月十日 舉辦應屆畢業生祈福禮。 

 第三次教評會。 

 母親節祈禱會。 

五月十一日 企一甲及企一乙「兩性探索」大團體動力（

二）。 

五月十五日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第一次功能性教評會。 

五月十六日 發售九十一學年度進修學士班招收考試入

學新生簡章。 

五月十七日 召開臨時部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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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八日 二、三年級全體同學於中美堂參加第二學期

週會。 

五月十八日－十九日 舉辦「放鬆冥想與自我催眠」工作坊 

六月三日－八日 第二學期應屆畢業生學期考 

六月八日 宗輔室舉辦期末共融彌撒。 

六月八日－十四日 辦理九十一學年度進修學士班考試入學網

路報名，共計有 5958 人報名。 

六月十日－廿一日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社會科學領域實施期末

教學評量。 

六月十一日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９０２大學入門課程協

調會。 

六月十五日 應屆畢業生畢業典禮。 

六月十六日 舉行應屆畢業生畢業晚會。 

六月十七日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召集人會議，會中通過全

人教育課程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六月十八日－廿四日 第二學期學期考試 

六月十九日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 902 人生哲學與專業倫理

任課教師交流會議。 

六月廿日 導師團體假學輔中心團輔室舉辦「個案研討

」研習活動。 

六月廿五日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外國語文課程實施教學

評量討論會。 

六月廿六日 辦理轉學生招生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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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廿六日－七月十六日 轉學考試暨九十一學年度新生入學考試安

全服務工作。 

七月五日－七日 舉辦九十一學年度新任學會幹部領導才能

研習營。 

七月十一日 九十一學年度轉學生招生考試放榜。 

七月廿三日 第四次教評會。 

七月廿五日－廿六日 辦理九十一學年度轉學生招生報到註冊。 

七月廿九日 召開九十一學年度進修學士班第四次會議

，會中決定最低報到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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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輔仁大學九十學年度行事曆 
 

八月一日 第一學期開始。 

八月十一日－十七日 第二屆亞洲青年日在本校舉行。 

八月十六日 于故樞機逝世紀念。 

八月廿一日 新進同仁歡迎暨業務說明會。 

八月卅日－九月二日 東南亞天主教大學校院會議（ASEACCU 年

會） 

九月二日 暑假結束。 

九月三日－十日 日間部網路選課。 

九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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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工

作協調說明會。 

九月十二日－十三日 日間部新生、轉學生、復學生、二年制新生

健檢。 

九月十二日－十四日 日間部學士班前學期學期考試請假學生補

考。 

進修部前學期學期考試請假學生補考。 

九月十三日 行政會議。 

校教評會（新聘、改聘）。 

九月十三日－十四日 僑生、外籍生、蒙藏生、派外子女註冊。 

九月十四日 博碩士班新生、餐廳供膳人員、實驗室教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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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健檢。 

進修部新生、轉學生健檢。 

進修部延修生、選讀生註冊。 

九月十五日 新僑生輔導講習會。 

新生輔導教育。 

九月十七日 開始上課。 

九月十七日－十九日 日間部重考生申請學分抵免。 

進修部重考生申請學分抵免。 

九月廿日 參議會議。 

九月廿四日－廿八日 社團迎新博覽會。 

九月廿六日 校園規劃小組會議。 

社團迎新晚會。 

九月廿七日 主管會報。 

九月廿八日 紀念孔子誕辰暨教師節。 

十月一日 中秋節放假一天。 

十月二日 日間部學生學期學業成績更正截止日。 

進修部學生學期學業成績更正截止日。 

預官考選網路報名。 

十月三日 總務會議。 

日間部大一班代表研習會。 

十月四日 行政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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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小組暨勞工安全衛生委員會議。 

十月十日 國慶日放假一天。 

十月十一日 參議會議。 

課程委員會議（下午）。 

十月十二日 進修部班代表聯席會。 

十月十五日 校教評會受理教師著作升等複審截止日。 

十月十五日－十九日 學輔中心輔導週。 

十月十七日 全校導師會議。 

十月十八日 第一學期社團經費補助審核會議。 

九十一學年度招生委員會成立大會。 

九十學年度人事評議委員會。 

十月廿四日 宿舍輔導協調會。 

受理本學期新聘教師（依聘期起資者）學位

送審截止日。 

十月廿五日 主管會報。 

教務會議。 

校教評會（教師著作升等）。 

十月卅一日 日間部大一至大四班代表座談會。 

十一月一日 學生事務會議。 

十一月七日 飲水機工作座談會。 

校務會議提案開始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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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廳輔導協調會。 

十一月七日－九日 新世紀新福傳閉幕典禮。 

十一月八日 行政會議。 

十一月九日 進修部部務會議。 

十一月十二日－十六日 期中考試。 

十一月十二日－十七日 進修部期中考試。 

十一月十四日 「愛肝保肝」專題演講。 

十一月十五日 參議會議。 

十一月廿二日 校務發展委員會（審查校務會議提案）。 

十一月廿五日 耶穌君王節。 

十一月廿九日 主管會報。 

校教評會（新聘、改聘）。 

十二月六日 行政會議。 

十二月七日 于斌樞機紀念郵票發行。 

校慶感恩慶祝大會。 

運動會開幕、薪火薪傳。 

十二月八日 校慶及社區運動會。 

輔仁大學學系博覽會。 

十二月九日 校慶園遊會。 

校友返校。 

十二月十二日 期中學生獎懲委員會（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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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三日 參議會議。 

十二月十五日 進修部週會（一、四年級參加）。 

十二月十九日 進修部班代表聯席會。 

十二月十九日－廿四日 社團聖誕系列活動。 

十二月廿日 主管會報。 

十二月廿四日 聖誕前夕子夜彌撒。 

十二月廿五日 聖誕節（放假一天）。 

聖誕舞會。 

十二月卅一日 校慶補假一天。 

十二月卅一日－一月七日 日間部網路選課。 

一月一日－二日 中華民國開國紀念日放假兩天。 

一月四日 日間部學生申請休學截止日。 

進修部學生申請休學截止日。 

一月九日 飲水機工作座談會。 

一月十日 校務會議。 

進修部導師工作檢討會。 

一月十四日－十八日 日間部學期考試。 

一月十四日－十九日 進修部學期考試。 

一月十五日 博士班預官初選作業。 

一月十七日 行政會議。 

一月廿日 寒假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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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廿一日 僑生春節祭祖與感恩餐會。 

一月廿四日 全校職員綜合座談會。 

一月廿八日 開放日間部學期學業成績語音暨網路查詢

、日間部學生學期學業成績繳交截止日。 

一月卅一日 參議會議。 

第一學期結束。 

二月一日 第二學期開始。 

二月五日 下午學生獎懲委員會（期末）。 

二月六日 日間部寄發學生學期學業成績通知單。 

二月十二日 春節。 

二月十八日 繳交學雜費及各項費用截止日。 

二月十九日 教務工作說明會。 

二月十九日－廿一日 進修部前學期學期考試請假學生補考。 

二月廿二日 進修部延修生選讀生註冊。 

二月廿日－廿二日 日間部學士班前學期學期考試請假學生補

考。 

二月廿三日 寒假結束。 

二月廿五日 開始上課。 

二月廿五日－廿六日 僑生、外籍生、蒙藏生、派外子女註冊。 

二月廿六日 元宵節。 

二月廿八日 主管會報。 

三月四日 日間部學生學期學業成績更正截止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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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部學生學期學業成績更正截止日。 

三月七日 行政會議。 

三月十二日 環保小組暨勞工安全衛生委員會議。 

三月十四日 參議會議。 

三月十五日 進修部班代表聯席會。 

三月廿日 總務會議。 

祭天敬祖典禮。 

三月廿四日－卅日 聖週（耶穌受難週）。 

三月廿七日 校園規畫小組會議。 

三月廿八日 參議會議。 

受理九十一學年度課程異動截止日。 

三月廿九日 耶穌受難日（下午停課停班）。 

三月卅一日 復活主日。 

進修部受理九十一學年度課程異動截止日。 

四月一日 調整彈性休假。 

四月二日－四日 春假。 

四月五日 民族掃墓節放假一天。 

四月十日 宿舍輔導協調會。 

四月十一日 行政會議。 

校務會議提案開始提報。 

四月十三日 于樞機冥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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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五日 校教評會受理教師著作升等複審截止日。 

四月十八日 參議會議。 

課程委員會議（下午）。 

四月十九日 進修部部務會議。 

四月廿二日－廿六日 期中考試。 

四月廿二日－廿七日 進修部期中考試。 

四月廿三日 受理本學期新聘教師（依聘期起資者）學位

送審截止日。 

四月廿四日 餐廳輔導協調會。 

大一至大四班導師會議。 

四月廿五日 主管會報。 

校教評會（教師著作升等）。 

學生事務會議。 

四月廿九日－五月三日 應屆畢業生申請保留雙主修、輔系、教育學

程資格。 

就業輔導週。 

四月卅日－五月二日 申請轉系。 

五月一日 日間部大一至大四班代表座談會。 

五月一日－卅一日 五月選舉月。 

五月二日 教務會議。 

校務發展委員會（審查校務會議提案）。 

五月六日－十日 僑生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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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週系列活動。 

五月八日 進修部班代表聯席會。 

五月九日 行政會議。 

五月十日 進修部畢業生祝福感恩祭。 

五月十三日－廿二日 學生自治組織暨社團評鑑與觀摩。 

五月十五日 畢業生祝福茶會。 

飲水機工作座談會。 

期中學生獎懲委員會（下午）。 

五月十六日 參議會議。 

轉系審查委員會議。 

五月十七日 公佈轉系學生核定名單。 

五月十七日－廿一日 申請雙主修。 

五月十八日 進修部週會（二、三年級參加）。 

五月十九日 聖神降臨節。 

五月廿二日 社團發展成果展。 

五月廿三日 進修部新任班代表聯席會議。 

五月廿四日 日間部應屆畢業生申請休學截止日。 

五月廿九日 公佈雙主修學生核定名單。 

學生自治組織暨社團指導老師與負責人座

談會。 

五月廿九日－卅一日 申請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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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卅日 主管會報。 

校教評會（新聘、改聘）。 

六月一日 新任各級會議學生代表研習會。 

六月三日－七日 應屆畢業生學期考試。 

六月三日－八日 進修部應屆畢業生學期考。 

六月五日 日間部新任班代表研習會。 

六月六日 校務會議。 

六月七日 日間部非應屆畢業生申請休學截止日。 

進修部非應屆畢業生申請休學截止日。 

六月十二日 公佈輔系學生核定名單。 

飲水機工作座談會。 

六月十三日 行政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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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十三日－十四日 日間部學士班應屆畢業生學期考試請假學

生補考。 

六月十四日 日間部畢業班學期學業成績繳交截止日。 

開放日間部應屆畢業生學期學業成績語音

暨網路查詢。 

六月十五日 畢業典禮（端午節）。 

六月十八日－廿四日 日間部學期考試。 

進修部學期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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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廿日 參議會議。 

六月廿五日 九十學年度人事評議委員會。 

暑假開始。 

六月廿五日－廿七日 學生領袖研習營。 

六月廿七日 主管會報。 

七月四日 行政會議。 

七月五日 日間部學生學期學業成績繳交截止日、開放

日間部學期學業成績語音暨網路查詢。 

七月七日 進修部學生學期學業成績繳交截止日、開放

進修部學期學業成績語音暨網路查詢。 

七月十日 學生獎懲委員會（期末）（下午）。 

七月十一日 參議會議。 

七月十六日 日間部寄發學生學期學業成績通知單。 

七月十八日 主管會報。 

七月卅一日 第二學期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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