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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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仁大學九十一學年度大事紀要》按時間順序、採

條列方式，列舉本校各處、室、院、所、系在本年度內各項

重大活動，資料由各單位提供，本室依「大事紀要編訂內容

擷取辦法」加以刪定。 
                       
 

校史室  謹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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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 【1】 

九十一年  

八月一日 董事會建築專案小組第一次會議。 

九月二日 董事會校務整合小組第二十二次會議。 

九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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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屆第十一次理監事會議。 

九月廿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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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台

北國際會議中心，接受教育部黃榮村部長頒

獎。 

十月二日 董事會第十四屆第四次財務專責小組會議。 

十月廿二日 董事會第十四屆第十二次會議。 

十一月十三日 教育部以台（九一）高（三）字第九一一七

二一八○號函同意備查本校第十五屆董事

為單國璽、狄剛、劉獻堂、王愈榮、劉振忠

、鄭再發、柏殿宏、張宇恭、黃兆明、許洪

坤、李振英、陸幼琴、葉德華、郭維夏、黃

淑媛、和為貴、羅四維、葉紫華、李文瑞、

鍾安住、俞明德等二十一名，任期自九十一

年十一月十三日起至九十四年十一月十二

日止。 

十一月廿日 董事會第十四屆第五次財務專責小組會議。 

十一月廿二日 董事會第十四屆第四次行政管理專責小組

會議。 

十一月廿七日 董事會第十四屆第一次學術專責小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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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一日 董事會第十五屆第一次會議。 

十二月十六日 董事會校務整合小組第二十三次會議。 

十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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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屆第十二次理監事會議。 

十二月廿六日 董事會建築專案小組第二次會議。 

十二月卅日 董事會第十五屆第一次學術專責小組會議。 

九十二年  

一月三日 單國璽樞機主教連任本校董事長案業經教

育部以台高（三）字第○九一○一九五八三

四號函同意備查，任期自九十一年十一月十

三日起至九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止。 

二月十九日 董事會第十五屆第一次行政管理專責小組

會議。 

二月廿一日 董事會第十五屆第一次財務專責小組會議。 

二月廿六日 董事會第十五屆第一次常務董事會議。 

三月十日 董事會第十五屆第二次會議。 

三月廿一日 董事長單國璽樞機主教指派李寧遠校長參

加「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文教協會」第二屆第

四次會員大會。 

四月二日 董事會校務整合小組第二十四次會議。 

四月八日 董事長單國璽樞機主教指派李寧遠校長參

加「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文教協會」第二屆理

監事會議。 



董事會 【3】 

四月九日 第十五屆董事會專責小組工作聯繫會第一

次會議。 

四月十四日 董事會第十五屆第二次常務董事會議。 

五月十四日 董事會第十五屆第二次行政管理專責小組

會議。 

五月十九日 第六任校長遴選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六月二日 董事會第十五屆第三次行政管理專責小組

會議。 

六月九日 董事會第十五屆第二次財務專責小組會議。 

六月十七日 董事長單國璽樞機主教指派王愈榮董事參

加「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文教協會」第二屆理

監事會議。 

六月十八日 董事會校務整合小組第二十五次會議。 

六月廿四日 董事長單國璽樞機主教主持醫學院綜合大

樓興建工程祈福禮；舉行《非凡人間─新世

紀新福傳．走向生命走向愛》新書發表會，

所得全數作為學校獎助學金。 

七月二日 董事會第十五屆第三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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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一年 

八月一日─十日 應邀出席於澳州聖母大學（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 Australia）舉辦之「第十屆

ASEACCU 年會」並與其締結姊妹校；出席

澳洲校友會成立餐會；參訪姊妹校 La Trobe 
University、莫爾本大學划船訓練中心；拜會

世界營養學會主席 Dr. Mark Wahlqvist 暨學

術 交 流 中 心 主 任 Mr. Anthony Pollock 
Canberra；參加駐澳洲代表處楊處長進添歡

迎晚宴。 

八月十二日 澳洲墨爾本皇家學院英語推廣教育中心經

理 Antonio Currlli 蒞校拜會校長。 

八月十五日 出席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會議。 

八月廿日 出席台南聖功女中「教區學校與社區會議—

談教會學校的行銷」。 

八月廿一日 出席「外交領事人員特考錄取人員教育訓練

成效會議－健全篩選制度座談會」。 

八月廿二日 中央研究院技術轉移組梁啟銘主任等一行

四人，墨西哥耶穌會大學聯盟執行長 Dr. 
Jamie Emilio Gonz'als Magan'a, S.J，中華民國

私立學校文教協會理事長羅傳進先生蒞校

拜訪校長。 

八月廿八日 出席全國私立醫學院校院長會議。 

九月二日 出席董事會校務整合小組第二十二次會議。 

九月五日 日本平成國際大學交流部部長楊和義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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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法政學系教授淺野和生教授蒞校拜會校

長。 

九月五日─十五日 出席香港校友會；參訪北京清華大學，拜會

校務委員會副主任賀美英委員；出席北京校

友會，並討論校史編纂及合作出版事宜；出

席南京校友會；應邀出席南京師範大學百年

校慶，並於「大學校長論壇」上發表〈台灣

生物技術之現況〉；參訪東南大學及金陵女

子學院。 

九月十五日 出席泰山鄉民大學課程博覽會。 

九月十六日 澳洲校友會會長林萬得拜會校長。 

九月十七日 德國柏林鴻博大學(Humboldt University zu 
Berlin)校長 Prof. Dr. Jurgen Mlynek 等一行五

人拜會校長。 

九月十八日 應邀出席教育部黃榮村部長宴請德國柏林

鴻博大學校長 Prof. Dr. Jurgen Mlynek 晚宴。 

九月十九日 出席「中華民國第二屆私校十大傑出教育事

業家」頒獎典禮記者會。 

九月廿三日 出席「中華民國第二屆私校十大傑出教育事

業家」頒獎典禮。  

九月廿七日 荷蘭 Stichting Porticus 基金會執行長 Peter 
Merkx 拜訪校長；出席中樞紀念大成至聖先

師孔子誕辰典禮及「大學自治－創建世界級

大學環境公聽會」。 

九月廿八日 出席思恆獎頒獎典禮並代表評審委員致詞。 



校長室 【7】 

十月二日 美國華盛頓特區陳禹成律師拜會校長。 

十月四日 中興保全張瑞猛總裁等一行人拜會校長。 

十月十二日 出席聖母聖心修女會創會七十週年慶祝大

會。 

十月十五日 三和國中江書良校長、林岱樺立委拜會校長

。 

十月十八日 聖文森總修院院長 Douglas R. Nowiscki 拜會

校長。 

十月廿一日 勗勉參加國慶表演的體育學系同學。 

十月廿五日 輔大加拿大校友會會長鐘俊雄等一行拜會

校長。 

十一月四日 Ateneo de Davao University，醫學院院長

Professor Waruto C. Vicente 拜會校長。 

十一月五日 加拿大 McMaster 大學李澤生教授、關超然

教授拜會校長。 

十一月六日 比 利 時 達 文 西 高 等 學 院 總 校 長 Dr. 
Devlamminck、副校長 Dr. Marquant 拜會校

長並洽談合作事宜；天主教香港教區聯校台

灣教育考察團拜會校長。 

十一月十一日 長春藤英語週刊董事長賴世雄先生拜會校

長；德來修院會長謝修女等一行人拜會校長

並討論宿舍合約；出席「中華民國精神衛生

護理學會精神醫療工作人員繼續教育研討

會」。 

十一月十二日 大成集團副總經理張哲郎拜會校長；主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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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綜合醫學大樓進度簡報會議、學術審查小

組會議。 

十一月十三日 香港浸信會大學校長特別助理李慧明（

Albert Lee）教授拜會校長。 

十一月十四日 主持「本篤會土地合作案討論會」及「校長

諮詢會議」。 

十一月十五日 教育部常務次長呂木琳、訓委會常務委員何

進財及文藻外語學院校長李文瑞拜會校長。 

十一月十五日─十八日 應邀出席華南理工大學五十週年校慶，並發

表〝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Enterprise 
Development 〞 及 〝 Higher Education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十一月十八日 哥斯大黎加大學副校長 Dr. Ramiro Barrantes 
Mesen 夫婦拜會校長。 

十一月十九日 夏威夷大學 EMBA 負責人 Dr. Shirley Daniel
拜會校長。 

十一月廿一日 于德蘭校友及于金山先生拜會校長。 

十一月廿七日 宏 都 拉 斯 駐 教 廷 大 使 瓦 亞 達 雷 斯  ( 
Alejandro Emilio Valladares Lanza )夫婦來訪

。 

十二月十日 美國聖文森商學院院長 Dr. Gary Quinlivan
拜會校長。 

十二月十三日 加拿大中世紀宗座研究院校長 Dr. James 
McConica 拜會校長。 

十二月十七日 德國校友會會長楊嫚妮拜會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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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廿日 考試院院長姚嘉文拜會校長。 

十二月廿三日 接見北京體育大學及浙江大學男子籃球隊。 

十二月卅一日 浙江服裝與藝術設計學院院長鄒奉元、杭州

信息工程學院副院長朱祖謙等一行人拜會

校長。 

九十二年  

一月八日 浙江省高等教育學會成人教育事業委員會

會長陳小應拜會校長。 

一月十七日－廿二日 參訪上海體育學院並簽訂姊妹校合約；參訪

上海財經大學，拜會校長談敏博士並締結姊

妹校；參訪復旦大學，拜會外事副校長並締

結姊妹校；拜會上海體育局，參觀青埔青少

年體育休閒訓練基地；會見輔大上海校友。 

一月廿七日 北加州校友會理事長李華拜會校長。 

一月廿八日 上海外國語大學成人教育學院常務副院長

齊偉鈞教授拜會校長。 

一月卅日 校長與前校友總會總幹事王紹楨（曾任傑出

校友及協助在台復校工作）餐敘。 

二月十九日 福建省統計學會盧景星會長及蔡瑞生教授

拜會校長。 

二月廿二日 和信醫院院長黃達夫拜會校長。 

二月廿七日 教廷教育部長高澤農樞機主教、教廷駐台代

辦安博思、外交部次長杜筑生、教育部次長

吳鐵雄、歐洲司司長林永樂及波蘭代表諾瓦

茨基一行人拜會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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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五日 元智大學校長詹世弘拜會校長。 

三月十一日 雕刻大師朱銘夫婦、台北市立美術館館長黃

才郎及前故宮館長秦孝儀先生拜會校長。 

三月十七日 國科會人文處處長戴浩一拜會校長。 

三月十八日 奧勒岡大學保健民生學院院長譚孟春校友 
及人類家庭學系系主任 Dr. Clara. C. Pratt 拜

會校長；伊莉沙白大學校長 Rev. Lawrence 
M. McGarrell、Mr. Norio Sato 拜會校長；澳

門理工學院署理院長周經桂拜會校長並討

論交流合作事宜。 

三月廿四日 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院長王國明教授拜

會校長。 

四月一日 元培技術學院蔡雅賢副校長拜會校長。 

四月二日 楊英風美術館執行長翁林澄拜會校長。 

四月十日 美廉藝術工作中心黃美廉博士拜會校長。 

四月廿二日 接見「天主教輔仁大學清寒獎學金」獲獎學

生涂莉萍、陳群豐。 

四月廿四日 東森集團王令麟董事長拜會校長。 

四月廿九日 加拿大 Mc Master University 關超然博士拜

會校長。 

五月二日 會見有線及廣播媒體記者並主持午餐會。 

五月六日 出席教育部私立學校之輔導與發展會議。 

五月七日  接見國立台灣博物館資深研究員安奎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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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二日 出席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第一次籌備

會議。 

六月六日 洪建昭大使拜會校長。 

六月九日 拜訪中文學系包根弟教授並致贈總統端午

節慰問金。 

六月十二日 行政院體委會副主委林德嘉拜會校長。 

六月十三日 教廷駐華大使安博思代辦拜會校長。 

六月十六日 出席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第二屆常務委

員會議。 

六月十九日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協會董事長許嘉棟拜會

校長並簽署學術合作合約。 

六月廿日 以色列經濟文化辦事處新任代表康露思拜

會校長。 

六月廿五日 出席大學招生聯合會第三屆常務委員會預

備會議。 

六月廿六日 韓國天主教釜山教區宋基寅神父拜會校長。 

七月六日 擔任思恒獎評審委員並出席評審會議。 

七月八日 出席教育部提昇高等教育競爭力研討會；出

席監察院大學法修正案座談會。 

七月十一日 出席斐陶斐第三十屆會員大會。 

七月十七日 出席台灣地區衛生局營養員公共衛生知能

繼續教育講習會；主持校長諮詢會議。 

七月廿一日 出席監察院「提昇技職教育與追求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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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發展之成效與檢討」會議、教育部公費

留考委員會會議。 

七月廿八日 出席第三屆私校十大傑出教育家評審委員

出席評審會議；曾資政永賢拜會校長。 

七月卅一日  馬偕醫院院長黃俊雄、副院長張文成拜會校

長並討論建教合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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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一年 

八月十六日 使命副校長詹德隆教授赴華梵大學講演「宗

教人締造健全社會」。 

八月廿三日 耶穌會單位使命特色發展室於法園舉辦服

務種子隊聚會（一）。 

八月廿七日 耶穌會單位使命特色發展室於法園舉辦服

務種子隊聚會（二）。 

九月一日—九十二年六月 聖言會單位使命特色發展室「聖言志工」於

聖言樓歡喜齋舉辦定期培訓課程。（每周五

） 

九月四日 行政副校長周善行教授主持醫學院綜合大

樓及人文科學圖書館建築案協調會。 

九月九日 行政副校長周善行教授主持醫學院新建大

樓建築合約協調會。 

九月十日 行政副校長周善行教授主持輔大診所協調

會、導師制度實施檢討會。 

九月十三日 學術副校長丘志威教授主持與耕莘醫院合

作研究案協調會以及化學系與食品營養學

系儀器設備移轉協調會。 

九月十三日—十五日 耶穌會單位使命特色發展室舉辦服務種子

隊培訓營。 

九月十四日 聖言會單位使命特色發展室於利瑪竇大樓

舉辦「聖言會單位所屬宿舍新生住宿歡迎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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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六日—廿九日 耶穌會單位使命特色發展室舉辦服務學習

單元說明。 

九月十八日 耶穌會單位使命特色發展室舉辦法管學院

系學會聯合幹部訓練講座。 

九月廿三日 耶穌會單位使命特色發展室舉辦服務種子

隊和學生會談（一）。 

九月廿七日  中國聖職單位使命特色發展室於冠五樓舉

行「祈禱室啟用禮」。 

九月廿七日—廿九日 耶穌會單位使命特色發展室假陽明教養院

舉辦「第二屆種子人才培訓營」。 

十月—十二月 耶穌會單位使命特色發展室假五股老人公

寓舉辦經濟四甲、經濟四乙「人生哲學─手

工藝、才藝教學、休閒活動帶領」；假陽明

教養院舉辦餐管二甲、社會二、食科二「人

生哲學─假日活動陪伴體驗服務單元」；假

桃園少年輔育院舉辦資管三甲「人生哲學─

電腦教學體驗服務單元」（每週六）；假陽明

教養院舉辦經濟四乙「人生哲學─假日活動

陪伴體驗服務單元」（每週六、日）；假育名

國小舉辦會計二乙、企管四乙、企管四丙的

「人生哲學─服務課程」（週一、週二、週

四）；於陽明永福舉辦經濟四甲、經濟四乙

、資管三甲「人生哲學─服務課程」；於裕

民國小舉辦經濟四甲、企管四乙、企管四丙

、會計二乙「人生哲學─服務課程」；假聖

安娜之家舉辦經濟四甲、資管三甲「人生哲

學─服務課程」；假陽明華岡舉辦會計二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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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二「人生哲學─服務課程」；假新店

家扶舉辦資管三乙「人生哲學─服務課程」

；於陽明養護中心舉辦會計二甲、統資二乙

「人生哲學─服務課程」；假育仁義務班舉

辦會計二甲、圖資二「人生哲學─服務課程

」；假龍山啟能中心舉辦貿金二甲、貿金二

乙「人生哲學─服務課程」；耶穌會單位使

命特色發展室假龍山啟能中心舉辦貿金二

甲「人生哲學─戶外生活教育學習體驗服務

單元」；假育仁啟能中心舉辦貿金二乙人生

哲學生活教育課＆體能課體驗服務單元。 

十月一日—九十二年四月 聖言會單位使命特色發展室假台北縣八里

鄉愛維重殘養護中心舉辦「人生哲學─愛心

服務」體驗課程」。（二星期一次） 

十月一日—九十二年五月 聖言會單位使命特色發展室於耕莘樓會議

室舉辦「福傳講座」。（每月一次） 

十月一日—九十二年六月 聖言會單位使命特色發展室於聖言樓理工

宗輔室舉辦「認識天主教信仰講座」；於外

語學院舉辦「理外民職工培育」，開設英語

學習班與針線藝術班。（每週一次） 

十月一日 聖言會單位使命特色發展室假陽明山翡翠

山莊舉辦「聖言會單位所屬宿舍幹部共融日

」。 

十月三日 學術副校長丘志威教授與各學術主管會談。 

十月六日 耶穌會單位使命特色發展室舉辦種子隊和

學生會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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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一日—十三日  中國聖職單位使命特色發展室於烏來那魯

灣飯店舉行「文藝兩院新進教職員培育共融

營」。 

十月十二日—廿五日 行政副校長周善行教授代表校長赴美出席

聖道大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並商議合作事宜。 

十月十六日 學術副校長丘志威主持「整合後本校學術發

展方向討論會」。 

十月十八日 行政副校長周善行教授主持薪資發放流程

暨教學單位負責行政職責之講師授課鐘點

協調會。 

十月廿日 文德文舍學苑假聖母山莊舉辦宿舍幹部及

學生共融活動。 

十月廿二日 中國聖職單位於冠五樓舉行第 24 次「中國

聖職單位行政會議」。 

十月廿五日—廿七日  中國聖職單位使命特色發展室假崑崙藥用

植物園舉行「文藝兩院學生領袖研習營」。 

十月廿六日 使命副校長詹德隆教授參加真理大學「宗教

與婚姻研討會」講演「The Married  Couple 
and the Catholic Church」。 

十月卅日 行政副校長周善行教授主持環保小組暨勞

工安全衛生委員會。 

十一月六日 聖言會單位使命特色發展室於淨心堂舉辦

「理外民大一新生幹部歡迎會」。 

 行政副校長周善行教授主持教育部改善實

驗室計畫經費分配協調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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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七日 菲律賓大專校園宗輔教師參訪中國聖職單

位、使命特色發展室與文德文舍學苑。 

 行政副校長周善行教授主持本校與聖道大

學學生交流協調會。 

十一月十一日 行政副校長周善行教授主持校本部各行政

單位運動服統一製作協調會。 

十一月十八日 行政副校長周善行教授主持請款流程檢討

會。 

十一月廿日 行政副校長周善行教授主持學生汽機車管

理相關事項協調會。 

十一月廿八日 行政副校長周善行教授主持若望保祿二世

獎學金甄選會議。 

十一月卅日—卅一日 耶穌會單位使命特色發展室至花蓮慈濟大

學、慈濟醫院，參加通識課程「慈濟人文精

神之探討」舉辦之服務活動。 

十一月卅日 行政副校長周善行教授主持原住民及學生

行政事務協調會。 

十二月四日—九十二年一月三日  

 耶穌會單位使命特色發展室假奮起湖天主

堂舉辦「寒假學生代表共融營活動暨學生領

袖靈性之旅」（一）。 

十二月四日 中國聖職單位使命特色發展室於輔大健康

休閒中心舉行「教區聖職對輔仁大學在地方

教會內肩負的使命研討會」。 

十二月五日  中國聖職單位使命特色發展室於淨心堂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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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王靜芝講座教授追思彌撒」。 

 行政副校長周善行教授主持本篤會泰山鄉

尚義院土地購置評估會議。 

十二月八日 聖言會單位使命特色發展室於聖神修女院

、耕莘樓舉辦「理外民教友返校活動」。 

十二月十日 龍華大學女生宿舍人員參觀文德文舍學苑。 

十二月十二日 行政副校長周善行教授主持餐廳衛生及管

理檢討會。 

十二月十七日  耶穌會單位使命特色發展室舉辦「環保聖誔

樹變裝秀」。 

十二月十八日 行政副校長周善行教授主持輔大診所經營

損益協調會，及德來宿舍興建協調會。 

十二月十九日 行政副校長周善行教授主持校內場地借用

租金支付作業流程簡化協調會。 

  中國聖職單位使命特色發展室於淨心堂舉

行「文藝兩院聖誕節教職工歡慶共融晚會」

。 

十二月廿日 聖言會單位使命特色發展室於聖言樓百鍊

展演中心舉辦「理外民同仁聖誕共融」。 

十二月廿七日 中國聖職單位使命特色發展室接待天主教

澳門教區青年牧民中心來訪團至文、藝、民

生三學院及電台參觀訪問。 

十二月廿八日 使命副校長詹德隆教授參加中國哲學研討

會講演「養成全球化的倫理人格：對中國哲

學家的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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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二年 

一月三日 中國聖職單位使命特色發展室舉辦「文藝兩

院學生就學生活愛心支助」活動。 

 行政副校長周善行教授主持會計、總務及相

關資訊系統發展討論會。 

一月六日 學術副校長丘志威教授主持進修部整合協

調會。 

一月七日 學術副校長丘志威教授主持理工學院員額

討論會。 

一月十三日 行政副校長周善行教授主持財務核准流程

檢討會，及校友返校檢討會。 

一月十四日 學術副校長丘志威教授主持九十一學年度

第一次學術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 

一月十五日 中國聖職單位使命特色發展室舉辦「心動與

行動的關懷」活動。 

一月廿日 耶穌會使命發展室舉辦服務種子隊期末隊

聚。 

 使命副校長詹德隆教授、三創辦單位代表及

使命室主任參加「腦力激盪營」。 

一月廿一日  中國聖職單位使命特色發展室於喜相逢餐

廳舉辦「文藝兩院年終行政主管職員餐會」

。 

一月廿二日 行政副校長周善行教授主持全校工友座談

會、募款及校友認同卡協調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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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言會單位使命特色發展室假新莊海產餐

廳舉辦「理外民職工友同仁期末共融餐會」

。 

一月廿三日 學術副校長丘志威教授主持碩士在職專班

經費使用協調會。 

一月廿八日 使命副校長詹德隆教授赴耕莘醫院並講演

「醫學倫理」。 

二月十日 學術副校長丘志威教授主持「共商成立教育

學院會議」。 

二月十一日—十四日 耶穌會單位使命特色發展室假奮起湖天主

堂舉辦「寒假學生代表共融營活動暨學生領

袖靈性之旅」（二）。 

二月十四日 行政副校長周善行教授主持出納整合與會

計業務協調會。 

二月十五日—十六日 聖言會單位使命特色發展室假新店天下共

融廣場舉辦「聖言志工寒假服務與學習」培

育計畫。 

二月十七日 行政副校長周善行教授主持規劃全校空間

使用及調整原則協調會。 

二月廿五日 學術副校長丘志威教授主持進修部整合協

調會。 

三月—六月 耶穌會單位使命特色發展室假育仁啟能中

心舉辦社會二、企管四乙、企管四丙、音樂

二、二護四「人生哲學─服務課程」；假鵬

程啟能中心舉辦社會二「人生哲學─服務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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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假聖安娜之家舉辦社會二、二護四的

「人生哲學─服務課程」；假龍山啟能中心

舉辦社會二、企管四甲「人生哲學─服務課

程」；假陽明養護中心舉辦社會二、企管四

甲「人生哲學─服務課程」；假育仁義務班

舉辦社會二、企管四丙、統資二乙、醫學二

、護二乙「人生哲學─服務課程」；假陽明

永福舉辦企管四甲、企管四乙、企管四丙、

應美二、音樂二、二護四「人生哲學─服務

課程」；假裕民國小舉辦企管四乙、統資二

乙、會計二乙、音樂二、應數二、圖資二「

人生哲學─服務課程」；假陽明華岡舉辦企

管四丙、會計二乙、應美二、應數二、護二

乙、二護四「人生哲學─服務課程」；假五

股老人公寓舉辦統資二乙、會計二乙、應美

二、應數二、醫學二、二護四「人生哲學─

服務課程」；假陽明養護中心舉辦應美二、

醫學二「人生哲學─服務課程」；假樂生療

養院舉辦應美二「人生哲學─服務課程」；

假新店家扶舉辦應數二「人生哲學─服務課

程」；假鵬程啟能中心舉辦醫學二「人生哲

學─服務課程」。 

 聖言會單位使命特色發展室協助公關室進

行「校友聯繫與資料更新與電訪作業」。 

三月三日 行政副校長周善行教授主持進修部會計與

總務作業流程協調會。 

三月五日 中國聖職單位使命特色發展室於淨心堂舉

行「中國文學系主任尊堂追思祈禱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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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文舍學苑舉辦「生涯規劃、新生命、新希

望講座」。 

三月七日 行政副校長周善行教授代表校長出席大學

院校品質指標建立之理論與實務學術研討

會。 

三月十一日 行政副校長周善行教授主持進修部會計與

總務作業流程第二次協調會。 

三月十三日 學術副校長丘志威教授主持護理系招生問

題懲處方式討論會。 

 行政副校長周善行教授主持校園卡合約修

訂協調會。 

三月十四日 學術副校長丘志威教授主持全人教育課程

中心空間問題協調會。 

三月十五日 文德文舍學苑人員至中原大學女生宿舍參

訪。 

三月十九日 耶穌會單位使命特色發展室舉辦傳承營學

生召募活動。 

三月廿日 耶穌會單位使命特色發展室於法園辦理服

務種子隊會議（一）。 

 行政副校長周善行教授主持文學院圖書館

增建工程評選會議。 

三月廿一日 行政副校長周善行教授主持職員薪俸比敘

協調會。 

三月廿四日 耶穌會單位使命特色發展室舉辦傳承營第

一次例行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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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副校長周善行教授主持民生學院空間

使用協調會。 

三月廿六日 行政副校長周善行教授主持全校泛財務系

統（會計、總務、資金）資料交換需求協調

會。 

三月廿七日 耶穌會單位使命特色發展室於法園辦理服

務種子隊會議（二）。 

 行政副校長周善行教授主持立體停車場籌

建委員會及學務、教務業務協調會報。 

三月卅一日 行政副校長周善行教授主持建構及改善校

友募款資料庫系統相關事宜協調會。 

四月一日 使命副校長詹德隆教授參加青輔會於台北

市紅樓舉辦之「2003 年 GYSD 績優團隊頒

獎典禮」。 

四月二日 耶穌會單位使命特色發展室召開服務組會

議（一）。 

四月九日 行政副校長周善行教授主持學雜費訂定流

程協調會。 

四月十日 耶穌會單位使命特色發展室於法園辦理服

務種子隊會議（三）。 

 行政副校長周善行教授主持畢業生離校手

續簡化協調會。 

四月十二日 耶穌會單位使命特色發展室舉辦「影視企劃

與製作」。 

四月十四日 行政副校長周善行教授主持九十二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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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讀生名額分配協調會。 

四月十五日 行政副校長周善行教授主持輔大診所新舊

合約修訂協調會。 

 耶穌會單位使命特色發展室召開服務組會

議（二）。 

四月十六日 行政副校長周善行教授主持九十二學年度

學生手冊－悠遊輔大、學生法規彙編籌備會

，以及就學貸款與就學優待減免業務移轉協

調會。 

四月十七日 行政副校長周善行教授主持校友系統維護

協調會。 

四月廿日 耶穌會單位使命特色發展室辦理研討會籌

備會。 

四月廿一日 中國聖職單位使命特色發展室於文開樓舉

行「復活節信仰分享餐會」。 

 行政副校長周善行教授主持餐廳管理委員

會會議。 

四月廿二日 行政副校長周善行教授主持本校與中華電

信公司合作建置宿舍虛擬總機校園電信網

路工程協調會。 

四月廿三日 行政副校長周善行教授主持九十二學年度

第二學期圖書館委員會；出席新建醫學院綜

合大樓台北縣都市設計審查會議。 

四月廿四日 學術副校長丘志威教授代表本校與東森媒

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簽定學術合作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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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廿五日 聖言會單位使命特色發展室於聖言樓百鍊

展演中心舉辦「理外民同仁復活節共融活動

」。 

四月廿六日—廿七日 聖言會單位使命特色發展室「聖言志工」於

耕莘樓舉辦新莊社區服務活動。 

四月廿九日 行政副校長周善行教授主持全校行政資訊

發展的願景暨泛財務系統導入簡報。 

五月 使命副校長室核定通過使命特色基金補助

案件 36 件，補助金額共計 8,131,360 元；核

定通過學術基金（使命部分）補助案件 20
件，補助金額共計 2,962,400 元。 

 聖言會單位使命特色發展室頒發「聖言助學

金」予理外民學院清寒學生。 

五月二日 行政副校長周善行教授代理校長出席大學

院校 SARS 緊急因應小組注意事項會議。 

五月二日－三日 耶穌會單位使命特色發展室主辦「服務學習

」研討會。 

五月五日 文德文舍學苑舉辦「母親卡感恩送到家」活

動。 

五月九日 學術副校長丘志威教授主持民生學院院長

續任第二任期意見徵詢會議。 

五月十二日 行政副校長周善行教授主持防堵 SARS 全校

職員工六月份輪班測量體溫協調會。 

 學術副校長丘志威教授主持遴選管理學院

院長意見徵詢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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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命副校長詹德隆教授赴雲林縣虎尾若瑟

醫院主講「醫學倫理」相關主題。 

五月十三日 學術副校長室研擬碩士在職專班經費使用

辦法會議會議記錄。 

 行政副校長周善行教授主持宿舍虛擬總機

系統與租用寬頻網路說明會。 

五月十六日 行政副校長周善行教授主持職員陞任辦法

座談會。 

五月十九日 行政副校長周善行教授主持共同外語科成

立財產與帳務移轉相關規劃事宜協調會，及

研究生獎學金發放前置業務歸屬協調會。 

 學術副校長丘志威教授主持九十二學年度

學術單位預算編列說明會。 

五月廿一日  中國聖職單位使命特色發展室於冠五樓舉

行「教職員交流座談：參享餐饗」。 

 人本計劃召開核心小組會議（一）。 

五月廿六日 學術副校長丘志威教授主持民生學院院長

續任第二任期意見公開統計會議。 

五月廿七日 行政副校長周善行教授主持董事會行政管

理專責小組第二次會議紀錄提列相關總務

處業務改進協調會。 

五月廿八日  中國聖職單位使命特色發展室舉行「本校董

事暨總修院鍾院長尊堂追思彌撒」。 

 人本計劃召開核心小組會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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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副校長周善行教授主持教師薪資發放

流程協調會。 

五月廿九日 行政副校長周善行教授主持九十二學年度

新生健檢議價協調會。 

 學術副校長丘志威教授主持修課學分上限

會議。 

六月三日 學術副校長丘志威教授主持九十一學年度

第二次學術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主持管理

學院院長第一階段遴選委員會會議。 

六月五日 人本計劃召開核心小組會議（三）。 

六月六日 耶穌會單位使命特色發展室應邀參加社會

文化研究中心舉辦之「林口東南社區調查研

討會」。 

六月十日 學術副校長丘志威教授主持管理學院院長

第二階段遴選委員會。 

 行政副校長周善行教授主持資訊中心儀器

設備採購及核銷案協調會。 

六月十一日 人本計劃召開核心小組會議（四）。 

 行政副校長周善行教授主持教師薪資發放

業務移轉協調會。 

六月十二日 行政副校長周善行教授主持聖言樓空間調

整協調會。 

六月廿一日 使命副校長詹德隆教授應邀為學務處舉辦

之領才營講演「輔仁大學使命與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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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廿三日 行政副校長周善行教授主持虛擬與寬頻網

路事宜協調會。 

六月廿五日—廿六日  中國聖職單位使命特色發展室於天籟會館

舉辦「文藝兩院主管使命發展共識營」。 

六月廿六日—廿八日 耶穌會單位使命特色發展室舉辦「第五屆傳

承共融法管營活動」。 

六月廿七日 行政副校長周善行教授主持天主教台灣總

修會租借空地計畫協調會。 

六月廿七日—廿八日 耶穌會單位使命特色發展室舉辦「傳承營老

骨頭回娘家活動」。 

七月三日－五日 使命副校長詹德隆教授參加「生命教育教學

資源建構計劃」。 

七月四日 聖言會單位使命特色發展室假苗栗華陶窯

、苗栗客家村落天主堂舉辦「聖言會使命室

自強活動」。 

七月七日 行政副校長周善行教授主持工友薪資特別

補助案例檢討會。 

 文德文舍學苑人員至清華大學宿舍參觀。 

七月十日 聖言會單位使命特色發展室假聖神修女院

舉辦「聖言會使命室期末退省日」。 

七月廿一日 行政副校長周善行教授主持薪資核定及執

行業務職權劃分協調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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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一年 

八月 校牧室正式成立。 

 校史室協助聖言會單位檔案室資料整編工

作，並請柯博識神父完成「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SVD Section Archives」檔案目錄

，整理趙恕德神父捐贈之 23,000 件照片，並

從中挑選校園照片以製作電子影像資料；至

台北主教公署拍攝狄剛總主教欲贈中國天

主教文物館之各式聖像及聖物。 

八月一日 原校本部資訊中心、理外民電算中心、法管

電算中心、文學院電腦室及醫學院電腦室等

五個資訊單位整合為「輔仁大學資訊中心」

，由資訊工程學系邱瑞科老師擔任主任，中

心依功能分組為系統發展組、電子化系統組

、教學支援組、網路管理組及行政管理組。 

 圖書館館長由圖書資訊學系鄭恒雄副教授

接任。 

 教育學程中心開辦國小教師教育學程，並新

聘徐靜嫻助理教授和吳美娟助理教授為國

小教育學程專任教師。 

 全校統一會計系統開始正式運作。 

 本校與澳洲聖母大學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Australia) 締結姊妹校。 

八月三日  中部校友會於雲林縣虎尾鎮崇德國中舉行

校友聯誼活動，並籌備成立雲林縣校友會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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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會。 

八月六日 招生委員會召開第二十次招生委員會議。 

八月八日 教務處舉辦九十一學年度轉學考招生放榜。 

八月十二日 澳洲墨爾本皇家學院英語推廣中心經理

Antonio Currulli 2 人蒞校參訪並洽談外語課

程合作相關事宜。 

八月十五日 學生輔導中心派員赴銘傳大學出席行政院

青輔會大專院校就業服務及生涯發展資源

中心（北三組）九十一年度第二次聯繫會報

。 

八月十七日 會計室委託正大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九

十學年度決算。 

八月十九日  人事室史慶璞主任應邀至銘傳大學舉辦之

「九十一年度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查

實務研討會」擔任專題講演主講人。 

八月廿一日 推廣部校本部接受台北縣政府社會局委託

辦理九十年度第二期兒童福利丙類保育人

員研習班結業典禮。 

八月廿二日 招生中心派員至暨南國際大學參加大學暨

僑大先修班海外聯合招生第八次及第九次

常務委員會議。 

 推廣部城區分部接受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委

託辦理九十一年度兒童福利專業戊類主管

人員訓練班結業典禮。 

 校史室吳瑞珠主任應邀參訪新竹教區，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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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蒐集工作經驗。 

八月廿三日—廿四日 人事室於石門水庫福華別館舉辦「第一次校

務主管研習活動」。 

八月廿七日 圖書館召開第一次主管會報。 

九月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編印《學生手冊─悠

遊輔大》出版。 

 天主教史料研究中心出版《中梵外交關係六

十年史料彙編》。 

 校史室於九十一學年度開學典禮暨新生輔

導活動中播放製作之「鬥陣看校史」多媒體

影片；應《大學入門》課程委員會委託製作

《虹霓的記號－輔仁大學校史》。 

九月一日 台北市軍訓室主任李立民少將調任軍訓室

主任職，陳開恩主任教官兼任生活輔導組長

。 

 圖書館與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簽訂圖書互

借協議書。 

九月三日—十八日 資訊中心系統發展組完成教務處全人教育

與體育興趣課程網路選填志願系統的建立。 

九月四日 教務處於野聲樓谷欣廳召開本校大學考試

聯合分發入學方案相關問題會議。 

九月五日 第一次行政會議。 

 日本平成大學國際交流部部長楊合義教授

等一行 3 人蒞校洽談學術交流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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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七日 北京輔仁大學校友會於北京輔仁舊址舉行

年度校友返校活動。 

九月九日 教育學程中心於文開樓舉辦九十一學年度

第一學期第一次課程協調會。 

九月九日—十二日 教育學程中心邀請中華民國速讀學會張獻

荔老師於文開樓舉辦速讀研習。 

九月九日—十三日 推廣部辦理生活藝術免費體驗課程「純銀黏

土」、「藝術彩繪」、「兒童美術」、「創意布染

」及「押花藝術」。 

九月十日 推廣部派員參加泰山鄉鄉民大學九十一年

度第二期課程博覽會。 

九月十一日 本校訪問團蒞南京校友會參訪。 

 宗輔中心於淨心堂心靈的家舉辦全校宗輔

人員迎新共融。 

九月十一日─十四日       教育學程中心舉辦「九十一學年度中等學校

實習教師第一次返校研習」。 

九月十一日—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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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十二日 教務處於野聲樓谷欣廳召開第一學期教務

工作協調說明會。 

 人事室於野聲樓召開「第一次教師評審委員

會」。 

九月十三日 招生委員會召開第二十一次招生委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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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務處召開網路與遠距教學委員會第十四

次會議。 

 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於利瑪竇大樓舉辦

博碩士班新生、進修部新生及轉學生、餐廳

供膳人員及實驗室教職員工健檢活動；僑外

生輔導組於焯炤館一樓演講廳舉辦新僑生

輔導講習。 

九月十四日 學生事務處於中美堂及各院系舉辦全校新

生開學典禮暨輔導教育。 

 教育學程中心邀請各科教師（本校校友）返

校為本屆實習教師及 90、91 級中教學程在

校生講演「教育實習規劃及教師甄試準備」

；於利瑪竇國際會議廳舉辦在校生修讀教育

學程研習營；於文開樓舉辦國小教育學程新

生研習座談會；於積健樓舉辦教育學程新生

迎新共融活動。 

九月十五日 會計室委託正大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出具本

校九十學年度決算無保留意見查核報告。 

九月十六日 澳洲校友會會長林萬得校友蒞校參訪。 

 推廣部九十一學年度第一學期學分系列課

程開課。 

九月十七日 德國柏林鴻博大學校長 Prof. Dr. Jurgen 
Mlynek 等一行五人蒞校參訪座談並洽談學

術交流事宜。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於野聲樓舉辦第一

學期第一次臨時學生獎懲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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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牧田默迪神父主持「心靈花園」祈禱。 

九月十八日 教育學程中心協同教育學程學會於進修部

大樓舉辦「第一學期教育學程期初研習」；

完成實習簽約合作學校通訊資料更新，共有

113 所國、高中（職）與本校簽訂實習合作

契約。 

九月十九日 第一次主管會報。 

 人事室於野聲樓第一會議室舉行「第一次人

事評議委員會」。 

九月廿日 哥 斯 大 黎 加 大 學 副 校 長 Mr. Ramiro  
Barrantes Mesen 伉儷蒞校參訪座談並洽談學

術交流事宜。 

 學生事務處僑外生輔導組舉辦中秋節聯誼。 

 推廣部城區分部接受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

業訓練局補助辦理在職勞工進修訓練「知識

經濟管理班」始業。 

 天主教史料研究中心執行「中梵外交關係史

口述歷史計畫」，訪談單國璽樞機主教（一

），並由校史室協助執行。 

九月廿一日 校長李寧遠、學務長陳鴻雁與體育室林清山

主任至左營國家訓練中心慰問代表本校參

加 2002 亞運國手。 

九月廿一日—廿二日 學生事務處僑外生輔導組於復興青年活動

中心舉辦僑聯會暨各同學會幹部研習營。 

九月廿三日 學生事務處就業輔導組協辦「第二屆私校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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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教育家頒獎典禮」。 

 推廣部第一○二期進修課程開課。 

 教育學程中心獲教育部補助九十一年度師

資培育機構設置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

園教師在職進修網站 1,600,000 元。 

九月廿三日—廿七日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於校園舉辦社

團迎新博覽會。 

九月廿四日 ACUCA 巡迴講員 Dr.  Aquino`s  Itinerary
蒞校參訪及講演。 

 新生代基金會「2002 兩岸研究生校園論壇」

等一行 33 人蒞校參訪座談。 

 教務處召開九十學年度第二學期學生成績

更正審查委員會。 

 宗輔中心及教友教職員聯誼會合辦「開學感

恩紀念彌撒」。 

九月廿四—廿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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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一學年度第一

學期公教人員外國語文進修班始業。 

九月廿五日 人事室於利瑪竇大樓國際會議廳舉行「新任

學術主管佈達典禮」與「教師節慶祝大會」

。 

 軍訓室於焯炤館辦理五十三期預官考選說

明會。 

 本校九十學年度決算書表呈報董事會財務

專責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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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輔中心召開醒新社輔導會議。 

 教育學程中心於文開樓舉辦「第一次教育實

習輔導合作機構實習輔導委員會議」。 

九月廿六日 第一次校長諮詢會議。 

 學生事務處於利瑪竇國際會議廳舉辦社團

迎新晚會。 

  教育學程中心辦理 PowerPoint 應用技能研

習與檢定。 

九月廿七日 會計室舉辦全校會計業務說明會。 

九月廿八日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於野聲樓舉辦

新任導師座談會，並邀請德國語文學系查岱

山老師及英國語文學系劉雪珍老師與會分

享輔導經驗；衛生保健組於野聲樓谷欣廳辦

理實驗安全教育訓練－CPR 搶救生命活動。 

 總務處辦理實驗室新進人員教育訓練。 

 宗輔中心於道明中心舉辦醒新社幹部共融

營。 

九月廿八日—十月十四日 學務長陳鴻雁與體育室主任林清山應邀擔

任 2002 年 14 屆釜山亞運會中華台北代表團

視察委員，倪兆良老師擔任女子壘球隊總教

練，率本校學生鍾凱寧、吳佳燕及校友王雅

芬、楊惠君、顏秀姿、簡珮琪等六位選手參

賽，榮獲團體銀牌；划船選手江倩茹和游貞

純校友，榮獲女子四人單槳銀牌表現優異，

為校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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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廿九日 學生事務處僑外生輔導組於小人國舉辦迎

新活動。 

 宗輔中心召開九十一學年度第一次本堂傳

協會會議。 

九月卅日 推廣部校本部接受台北縣政府社會局委託

辦理九十一年度第二期兒童福利乙類保育

人員研習班始業典禮。 

十月 校牧田默迪神父協同製作輔大之聲「心靈之

歌」節目。 

十月 學生事務處就業輔導組舉辦「行政大樓工讀

生座談會」。 

 校史室策展「校長盃攝影比賽」得獎作品於

「野聲藝廊」展出。 

十月一日 本校與巴西利亞天主教大學 (Universidade 
Católica De Brasília) 簽訂學術合作交流協

議。 

 圖書館依據新的組織編制，分採編組、閱典

組、期刊媒體組、參考資訊組。分設組長並

兼任人文科學圖書館、社會科學圖書館、自

然科學圖書館、醫學圖書館分館主任。總圖

書館辦公室設於社會科學圖書館八樓。 

 教育學程中心獲教育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創意學習空間設置計畫」，1,600,000 元。 

十月一日—十二月十日 學生輔導中心製作兩性平等教育宣導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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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兩性關係大家談」，並分次於輔大之

聲電台播放。 

十月二日 網路與遠距教學委員會召開「提昇大學競爭

力 A 子計畫分項計畫五—非同步遠距教學

發展計畫」補助經費執行說明會。 

 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於焯炤館舉辦「健康

DIY 專題演講（一）。 

 宗輔中心為醒新社學生舉行團體座談系列

─如何認識生命中的關鍵時刻。 

 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九十一學年度第一次

會議。 

 推廣部辦理泰山鄉民大學九十一年度第二

期「生活英語班」及「中式點心班」開課。 

十月三日 新莊市昌平國小師生共 28 人蒞校參訪。 

 教育學程中心舉辦教育實習選校說明會。 

十月四日 人事室於野聲樓谷欣廳舉辦「歡迎新進同仁

暨業務研討會」。 

十月五日—十二月十五日 學輔中心舉辦九十一學年度第一學期成長

團體及工作坊。 

十月八日 圖書館召開第一次擴大館務會議。 

十月九日 公關暨校友聯繫室召開九十一學年度傑出

校友遴選會議，會中遴選出七位傑出校友，

分別為張燕燕、姚武鍔、羅竹芳、林華韋、

徐惠群、吳小莉、林俊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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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於焯炤館舉辦「健康

DIY 專題演講（二）」及「專題演講（三）」

。 

 校史室吳瑞珠主任應邀至心理學系大學入

門課程講演「聽吳主任說輔大的故事」。 

 教育學程中心舉辦「九十一學年度中等學校

實習教師第二次返校研習」，並邀請本校教

育學程中心徐靜嫻助理教授及教育領導與

發展研究所蔡進雄助理教授講演九年一貫

課程之「課程與教學評鑑」；發行《第二十

二期實習輔導通訊》。 

十月十一日 頒授哥斯大黎加總統白契科閣下名譽法學

博士學位。 

 杭州校友會程法德校友蒞校參訪。 

 教育學程中心獲教育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發展卓越師資培育充實教學設施計畫」，

1,676,817 元。 

十月十四日 招生中心楊南屏主任率員至中正大學參加

「九十二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彙辦作業說

明會」。 

 管科會蒞校訪視。 

 校牧田默迪神父主持九十一學年第二次「心

靈花園」祈禱。 

十月十五日 學生事務處就業輔導組於谷欣廳舉行第三

屆親善大使始業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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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五日—十七日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於野聲樓谷欣

廳舉辦第一學期學生自治組織指導老師與

負責人座談會及社團指導老師與負責人座

談會。 

十月十五日—十二月十一日 學生輔導中心舉辦生命教育輔導週系列活

動（一）─（四）。 

十月十六日 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於焯炤館演講廳舉

辦健康檢查異常追蹤輔導會議活動。 

十月十六日─十二月十八日 學生輔導中心舉辦第一學期全校心理衛生

系列講演（一）─（三）。 

十月十七日 第二次行政會議。 

 招生委員會召開九十二學年度第一次招生

委員會議。 

 會計室舉辦理外民生學院及法管學院會計

業務說明會。 

十月十八日 會計室舉辦醫學院會計業務說明會。 

十月十九日 招生中心派員至竹北高中參加「升學博覽會

」。 

十月十九日—廿日 本校參與由中時晚報及時報育才公司共同

主辦之第二屆中華民國研究所博覽會（台北

）。 

十月廿二日 招生中心楊南屏主任至崑山科技大學出席

九十二學年度技術校院二技聯合甄選委員

會第二次會議。 

 大里高中師生共 283 人蒞校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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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廿二日─十二月五日 學生輔導中心舉辦第一學期兩性教育系列

講座（一）─（六）。 

十月廿二日—廿三日 圖書館召開第一次館務會議。 

十月廿三日 網路與遠距教學委員會召開「提昇大學競爭

力 A 子計畫分項計畫五—非同步遠距教學

發展計畫」補助案第二次執行說明會。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於野聲樓舉辦第一

學期宿舍輔導協調會；課外活動指導組於利

瑪竇國際會議廳召開全校導師會議，邀請同

仁醫院精神科主任江漢光醫師針對青少年

精神人格疾病之認識、處理與輔導要領進行

專題講座；就業輔導組邀請中華民國電腦教

育發展協會劉玉玲副秘書長主講「何謂國際

性 MOUS 資訊專業能力認證」。 

 宗輔中心召開醒新社輔導會議。 

十月廿四日  教務處於谷欣廳召開第一次教務會議；招生

中心派員至嶺東技術學院出席「九十二學年

度技術校院四年制及專科學校二年制聯合

甄選委員會」第二次委員會議。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於野聲樓召開第一

學期第二次臨時學生獎懲委員會會議；就業

輔導組邀請泛亞人力銀行楊肯誠營運長主

講「WTO 兩岸產業結構 v.s.就業市場分析」

。 

 台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稽查大隊蒞校稽查

本校實驗室廢液及毒性化學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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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廿五日 加拿大校友會鐘俊雄會長等 3 人蒞校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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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發展處召開九十一學年度第一次審議

委員會。 

十月廿六日—廿七日 本校參與由中時晚報及時報育才公司共同

主辦之第二屆中華民國研究所博覽會（台中

）。 

十月廿七日 會計室召開第一次經費稽核委員會議通過。 

十月廿八日 醫學院圖書館人員編制奉核移轉納入圖書

館編制。 

十月廿八日—十一月一日 學生事務處僑外生輔導組承辦「港澳地區回

國升學輔導講座─香港、澳門」。 

十月廿九日 本 校 分 別 與 澳 門 理 工 學 院 (Instituto 
Politécnico de Macau)及澳門大學(University 
of Macau) 簽訂學術合作交流協議。 

十月卅日 教務長陳猷龍應邀至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出

席「九十一學年度技術校院二年制日間部聯

合登記分發入學委員會第四次委員會議」及

「九十二學年度技術校院二年制日間部聯

合登記分發入學委員會第一次委員會議」。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於利瑪竇國際會議

廳舉辦第一學期日間部大一至大四班代表

座談會；就業輔導組邀請傑夫（Jeff）講演

「台灣準備好了嗎？─如何提昇自己的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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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能力」。 

 總務處舉辦環境保護暨勞工安全衛生委員

聯合會議（一）。 

 會計室舉辦文藝學院會計業務說明會。 

 學生輔導中心派員赴銘傳大學參與行政院

青輔會大專院校就業服務及生涯發展資源

中心（北三組）九十一學年度第三次聯繫會

報。 

十月卅一日 人事室於野聲樓召開「九十一學年度第二次

教師評審委員會」。 

                         校牧田默迪神父接受連華普門雜誌專訪。 

十一月－十二月 校史室培訓學務處就業輔組親善大使「校史

、校園導覽」課程。 

十一月二日 本 校 分 別 與 美 國 知 識 系 統 管 理 學 院

(Knowledge Systems Institute)北京廣播學院

（Beijing Broadcasting Institute）簽訂學術合

作交流協議。 

十一月二日—三日 本校參與由中時晚報及時報育才公司共同

主辦之第二屆中華民國研究所博覽會（高雄

）。 

十一月三日 宗輔中心於主日彌撒中為慕道者舉行收錄

禮。 

十一月四日─十一日 菲律賓基督教大學校牧Rev. Emilio Puerto一

行六人蒞校參訪。   

十一月四日—廿九日 教育學程中心於文開樓辦理教育學程 90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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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之口語表達及板書能力檢定。 

十一月五日—九十二年一月八日  

 社會科學圖書館與宗教學系共同舉辦「宗教

護身聖物展」。 

十一月六日 天主教香港教區聯校台灣教育考察團林麗

萍女士等一行 76 人蒞校參訪。 

 比利時達文西高等學院 Devlamminck 與副

校長 Marquant 蒞校參訪並簽訂學術合作交

流協議。 

 台北市校友會舉行九十一年度第三屆第三

次常務理監事會議。 

 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於焯炤館舉辦「健康

DIY 專題講演（四）」及「專題講演（五）」

；就業輔導組邀請 74 級法律學系校友葛傳

宇先生講演「留學大陸／美國面面觀」。 

  推廣部接受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

委託辦理九十一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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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班結業典禮。 

十一月七日 第三次行政會議。 

 招生委員會召開九十二學年度第二次委員

招生會議。 

 校史室吳瑞珠主任應邀至進修部經濟學系

大學入門課程演講「聽吳老師說輔大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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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八日 教務長陳猷龍應邀至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出

席九十二學年度技術校院二年制日間部聯

合登記分發入學委員會第二次委員會議。 

 教育發展資金室召開教育發展資金委員第

十一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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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員研習班結業典禮。 

 天主教史料研究中心「中梵外交關係史口述

歷史計畫」，訪談單國璽樞機主教（二），並

由校史室協辦。 

十一月九日 高雄市校友會舉行秋季生態之旅。 

 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於焯炤館舉辦校內

暨校外宿舍急救安全講習活動「CPR 搶救生

命活動」（一）。 

 台北護理大學參訪校史室（一）。 

 教育學程中心於文開樓舉辦九十一年度中

等學校地方教育輔導「九年一貫課程社會學

習領域多元評量設計工作坊」，邀請國立台

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王錦

雀講師及本校教育學程中心林偉人助理教

授講演。 

十一月十日 招生中心派員參加陽明高中「大學博覽會」

。 

十一月十一日—十五日 推廣部城區分部辦理生活藝術免費體驗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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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養生太極拳」、「穴道按摩及氣功」、「生

命潛能開發」、「蛋糕製作」、「芳香療法的認

識」及「芳療美膚體驗」。 

十一月十二日─九十二年十一月  

 招生委員會召開九十二學年度招生第三次

委員會議。 

 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於谷欣廳舉辦痛風

防治專題講演。 

 中國天主教文物館典藏畫作「舉聖杯」於校

長室特展。 

 教育部函覆同意備查教育學程中心提報之

「輔仁大學學生修讀教育學程辦法」第九條

條文修正案。 

十一月十三日 公關暨校友聯繫室於焯炤館召開校友返校

日各院系協調會。 

 校史室應邀出席進修部全人教育課程中心

大學入門課程協調會。 

 教育學程中心舉辦「九十一學年度中等學校

實習教師第三次返校研習」，邀請台北市立

仁愛國中楊昌珣老師講演「教師生命的成長

與再定位」。 

十一月十四日 第三次校長諮詢會議。 

 招生中心派員至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出席「九

十二學年度大學暨僑大先修班海外聯合招

生委員會常務委員預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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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十五日 圖書館與美國 OCLC 線上電腦圖書館共同

舉辦「圖書資訊服務新發展─開創知識圖書

館新境界知識交流研討會」。 

十一月十六日 招生中心派員參加內壢高中「桃園區大學博

覽會」。 

 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於焯炤館舉辦「CPR
搶救生命活動」（二）。 

十一月十八日 招生委員會召開招生第二十二次委員會議。 

 哥斯大黎加大學副校長 Mr. Ramiro Barrantes 
Mesen 伉儷蒞校參訪座談。 

十一月十九日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於野聲樓召開第一

學期餐廳（超市）督導委員會議。 

 宗輔中心舉行校牧田默迪神父之父親 Josef 
Christian 追思彌撒。 

 推廣部校本部接受民間企業利樂包股份有

限公司委託辦理英語能力訓練課程。 

 圖書館召開第二次館務會議。 

十一月廿一日 第四次行政會議。 

 于德蘭校友伉儷及兄長于金山先生蒞校參

訪。 

 研究發展處召開九十一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一次校務發展委員會。 

 圖 書 館 與 圖 書 資 訊 學 系 共 同 邀 請 美 國

Kentucky 大學麥麟屏教授（Dr. Lois M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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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蒞校講演「Common Subject-Related 

   Elements in Metadata Schemes」。 

十一月廿二日 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於健康中心舉辦Ｂ

型肝炎疫苗第二劑注射活動。 

十一月廿三日 學生事務處就業輔導組邀請傑夫（JEFF）專

題講座（二）「台灣準備好了嗎？針對外來

文化與本土文化差異，應如何突破！！以中

西文化的差異來做比較」。 

 推廣部校本部辦理生活藝術免費體驗課程

「樂在工作中愛在生活裡」及「果凍蠟燭

DIY」。 

十一月廿三日—廿四日 學生輔導中心邀請鄭素玉老師，於學生輔導

中心團體輔導室協辦行政院青輔會大專院

校就業服務及生涯發展資源中心（北三組）

九十一年度工作計畫「生涯探索與抉擇工作

坊」。 

十一月廿五日 推廣部第一○三期進修課程開課；城區分部

接受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辦理九十一年

度兒童福利專業甲類助理保育人員訓練班

結業典禮。 

  校史室應邀參與研議大學入門課程委員會

「編撰《輔仁校史》計畫」。 

十一月廿六日 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於野聲樓召開輔大

診所管理委員會第四次會議。 

十一月廿七日 宏都拉斯駐教廷大使瓦雅達雷斯伉儷蒞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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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座談。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舉辦全校合唱

比賽。 

 宗輔中心召開醒新社輔導會議。 

 教育學程中心召開第一學期第二次師資培

育規劃委員會議。 

十一月廿八日 第二次主管會報。 

 人事室於野聲樓召開「九十一學年度第三次

教師評審委員會」。 

十一月廿九日 招生中心楊南屏主任至教育部出席「九十二

學年度大學暨僑大先修班海外聯合招生委

員會」第一次會議。 

 輔仁中學師生共 300 人蒞校參訪。 

 推廣部城區分部接受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

業訓練局補助，辦理在職勞工進修訓練「知

識經濟管理班」結業典禮。 

 金陵女中師生蒞校參訪社會科學圖書館。 

十一月卅日 推廣部校本部辦理生活藝術免費體驗課程

「台灣自然生態之美」、「嵌瓷藝術」。 

十二月一日 圖書館與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簽訂圖書互

借協議書。 

 學生輔導中心出版《二ＯＯ三年年曆手札》

。 

十二月二日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參加教育部兵役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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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資料評鑑。 

 推廣部辦理泰山鄉民大學九十一年度第二

期「生活英語班」及「中式點心班」；校本

部接受台北縣政府社會局委託辦理九十一

年度第二期兒童福利戊類主管人員研習班

始業典禮。 

十二月二日—廿三日 宗輔中心舉辦「關懷生命」海報簽名連署活

動。 

十二月三日 招生委員會召開招生第二十三次委員會議。 

 圖書館召開第三次館務會議；醫學院圖書館

承辦「PBL 與醫學資源利用」研習會。 

十二月四日 招生委員會召開九十二學年度招生第四次

委員會議。 

 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於谷欣廳舉辦愛滋

病防治專題演講活動。 

十二月四日－六日 撞球代表隊赴中正大學參加九十一學年度

大專撞球錦標賽，獲男子甲組團體第一名及

女子乙組團體第一名。 

十二月五日 第五次行政會議。 

 頒贈德國文學系校友林岱樺榮譽校友證書。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於中美堂舉辦校慶

大會感恩典禮。 

 宗輔中心舉辦校慶暨聖誕點燈、校慶感恩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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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廣部城區分部接受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委

託辦理九十一年度第一期兒童福利專業乙

類保育人員訓練班結業典禮。 

 圖書館舉辦「圖書資訊檢索新知－認識『

MUSE 全球資源整合搜尋系統』」座談會。 

  學生輔導中心派員赴德霖技術學院參與行

政院青輔會大專院校就業服務及生涯發展

資源中心(北三組)九十一年度第四次聯繫會

報。 

十二月五日—六日 天主教史料研究中心及歷史學系於谷欣廳

共同舉辦「中梵外交關係史國際學術研討會

」。 

十二月六日 公關室暨校友聯繫室假圓山大飯店國宴廳

宴請傑出校友當選人及其家屬。 

 學生事務處體育室主辦全校運動會及新生

盃籃球賽。 

十二月七日 招生中心派員至振聲高中參與「大學暨四技

二專升學博覽會」。 

 公關室暨校友聯繫室假台北富都大飯店宴

請台灣各地區校友會負責幹部並成立校友

總會籌備會，推選台北市校友會理事長吳東

亮校友為籌備會主任委員。 

十二月八日－二十五日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分別於校園、草嶺古

道舉辦春暉週系列活動。 

十二月八日 校友返校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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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輔中心舉辦校慶聖母無染始胎原罪彌撒。 

 校慶園遊會。 

十二月九日－十六日 棒球代表隊赴新竹中正棒球場參加棒球運

動聯賽，獲得Ｂ組第一名取得六強複賽參賽

權。 

十二月十日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於野聲樓召開第一

學期期中學生獎懲委員會。 

 資訊中心舉辦「資訊中心服務說明暨討論會

」。 

 宗輔中心「淨心絮語」電子報大德蘭版創刊

。 

 推廣部校本部辦理生活藝術免費體驗「親子

花藝」課程。 

十二月十一日 學生事務處就業輔導組及學生輔導中心邀

請廣播主持人傑夫（JEFF）專題講座（二）

「台灣準備好了嗎？當東方遇上西方—針

對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差異，應如何突破！

」。 

 宗輔中心舉辦將臨期團體和好禮與聖誕介

紹（一）。 

  圖書館舉辦「大陸文獻電子資源利用研習會

」。 

十二月十一日—十二日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舉辦「校長盃粉

彩暨攝影比賽」。 

十二月十二日 第四次校長諮詢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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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生委員會召開九十二學年度招生第五次

委員會議。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於耕莘樓召開第一

學期餐廳衛生評鑑期末檢討會。 

 研究發展處召開九十一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二次校務發展委員會。 

 推廣部出席泰山鄉鄉民大學九十一年度第

二期期中檢討會暨九十二年度第一期課程

規劃會議。 

 台北護理大學參訪校史室（二）。 

十二月十三日 本 校 與 加 拿 大 宗 座 中 世 紀 研 究 院 （ The 
Pontifical Institute of Medieval Studies）簽訂

學術合作交流協議。 

 研究發展處召開九十一學年度重點儀器設

備審查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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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員研習班結業典禮。 

十二月十四日 人事室於推廣部城區分部舉辦「高階行政人

員知能研習會議」。 

 教育學程中心於文開樓舉辦「九十一學年度

中等學校實習教師暨校友返校研習」，研習

主題為「實習教師創新教學活動設計發表會

暨校友教學經驗分享」；發行第二十三期《

實習輔導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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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五日 學生事務處體育室假「kiss 撞球場」舉辦本

學期新生盃撞球比賽。 

 資訊中心《資訊中心》創刊號出版。 

 學生輔導中心邀請萬華社區大學講師凌坤

楨老師於聖言樓歡喜齋帶領「放鬆冥想與自

我催眠」教職員成長工作坊。 

十二月十六日 宗輔中心舉辦聖誕介紹（二）。 

 圖書館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

年圖書館簽訂圖書互借協議書。 

十二月十七日 宗輔中心舉辦聖誕介紹（三）；於輔園餐廳

前廣場，舉辦宗教藝術展。 

十二月十八日 招生中心派員至教育部參加「研商大學申請

入學外加名額招收原住民學生相關事宜會

議」。 

 台北縣私立 MIDI 國際幼兒學校師生一行 55
人蒞校參訪。 

 宗輔中心舉行聖誕介紹（四）；至野聲樓進

行報佳音活動。 

 圖書館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簽訂圖

書互借協議書。 

十二月十八日—廿一日 學生事務處就業輔導組於淨心堂大廳舉辦

「職涯興趣量表施測」。 

十二月十九日 第六次行政會議。 

  宗輔中心「淨心絮語」電子報小德蘭版創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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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廿日 考試院院長姚嘉文蒞校參訪。 

 人事室於野聲樓舉辦「行政人員英語會話專

案研習」。 

 學生事務處就業輔導組邀請學輔中心鄭素

玉老師講演「職業施測量表解說」。 

 宗輔中心與音樂學系合辦聖誕音樂會。 

 圖書館加入「北區大學校院館際合作聯盟」

，由閱典組黃文祥主任代表出席國防大學圖

書館召集之聯盟成立大會。 

十二月廿一日 學生事務處僑外生輔導組於焯炤館演講廳

舉辦冬至湯圓之夜。 

十二月廿三日 北京體育大學暨浙江大學男子籃球隊等一

行 25 人蒞校參訪並進行友誼賽。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於野聲樓舉辦「與房

東有約」座談會。 

 教育學程中心召開第一學期第三次師資培

育規劃委員會議。 

十二月廿三日—廿四日 圖書館舉辦醫學主題書展。 

十二月廿四日 教育發展資金室舉行「劉清章、羅不夫婦清

寒獎學金」及「企管學系第三屆校友獎學金

」頒發典禮。 

 宗輔中心舉行聖誕子夜彌撒。 

十二月廿五日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於中美堂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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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舞會。 

 宗輔中心舉行聖誕節中英文彌撒。 

十二月廿六日 日本聖德大學日試中心主任山村茲與佐藤

美智教授蒞校參訪。 

 澳門理工學院關沾雄校長等一行 43 人蒞校

參訪。 

十二月廿七日 澳門教區青年牧民中心鍾志堅等一行 10 人

蒞校參訪。 

 宗輔中心舉行聖誕介紹（五）。 

 圖書館與東吳大學圖書館簽訂圖書互借服

務協議書。 

 學生輔導中心邀請本校心理學系夏林清教

授於野聲樓講演「自我揭露—反省與行動」

。 

十二月廿八日—廿九日 本校參加由中時人力網、中時教育網假紐約

紐約展覽購物中心舉辦之「第二屆 EMBA
暨高階進修教育博覽會」。 

十二月廿九日 宗輔中心於主日彌撒舉行聖洗聖事。 

十二月卅一日 十二月份全球校友募款活動募得資金計＄

36,287,728 元，校內教職員勸募活動募得資

金計＄627,190 元。 

 圖書館召開第四次館務會議。 

九十二年 

一月三日  「輔仁大學行政資訊化推動小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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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大學圖書館發展館參訪校史室。 

一月六日 總務處召開飲水機管理座談會並頒發飲水

機水質檢測績優管理工友獎狀。 

一月七日 招生委員會召開九十二學年度招生第六次

委員會議。 

 本校九十學年度決算教育部准予備查。 

 校史室策展「校長盃粉彩比賽及攝影比賽」

得獎作品於野聲藝廊展出。 

 教育學程中心新修訂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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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教育部函復同意備查。 

一月七日—九日 教育學程中心邀請中國文學系孫永忠教授

指導國小教育學程寫字課學生作品於文開

樓舉辦書法展。 

一月八日 浙江省高等成人教育專業委員會董百志等

一行 12 人蒞校參訪。 

 教育發展資金室召開第一次募款作業校內

協調會。 

 教育學程中心舉辦「九十一學年度中等學校

實習教師第五次返校研習」；於進修部大樓

地下一樓演講廳舉辦「九十一學年度第一學

期教育學程期末研習」；教學實習課程說明

協調會，以及準實習教師選校作業。 

一月九日 第一學期校務會議。 

 高雄市校友會假霖園大飯店舉行第三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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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次理監事會議。 

一月十日 推廣部城區分部接受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委

託辦理九十一年度第二期兒童福利專業乙

類保育人員訓練班結業典禮。 

一月十三日 公關暨校友聯繫室於谷欣廳召開九十一學

年度校友返校日檢討會。 

 雲林縣校友會籌備會正式申請成立雲林縣

校友會。 

 巴西利亞天主教大學社會學博士 Ms. Leila 
Bijos 教授來訪。 

一月十四日 招生中心楊南屏主任至教育部出席高教司

召集之「九十二學年度甄選入學參採推薦函

作業研討會」。 

 研究發展處召開九十一學年度第二次審議

委員會。 

一月十五日 網路與遠距教學委員會召開第十五次會議。 

 會計室召開全校九十二學年度預算編列說

明會議。 

一月十六日 第七次行政會議。 

 學生事務處僑外生輔導組於淨心堂及仁園

舉辦春節祭祖與感恩餐會。 

一月十七日—廿二日 學生事務處體育室由校長李寧遠、研發長克

思明、學務長陳鴻雁、體育系楊志顯主任及

體育室林清山主任等人至上海與上海體育

學院、上海財經大學參訪並簽訂學術合作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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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協議。 

一月廿日 會計室召開推廣部九十二學年度預算編列

說明會。 

一月廿一日 人事室邀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王麗鳳

科長於野聲樓谷欣廳講演「政府採購法介紹

與實務說明」。 

 會計室召開醫學院九十二學年度預算編列

說明會。 

 資訊中心召開「輔仁大學行政資訊化推動小

組」第一次會議。 

一月廿二日 資訊中心召開網路與遠距教學委員會第十

六次會議。 

 人事室於野聲樓舉行「九十二學年度第二次

人事評議委員會」。 

 左營高中師生共 120 人蒞校參訪。 

 會計室召開法管學院九十二學年度預算編

列說明會議。 

 教育發展資金室召開第二次募款作業校內

協調會。 

 推廣部九十一學年度第二次課程審查小組

會議；城區分部接受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公務

人力發展中心委託辦理九十一學年度第一

學期公教人員外國語文進修班結業日。 

一月廿三日 第五次校長諮詢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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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室於利瑪竇大樓國際會議廳舉行「全校

職員新春座談會」，並核發「輔大職工永續

學習護照」。 

 教育學程中心邀請台北市立仁愛國中楊昌

珣老師於聖言樓講演「多媒體教材製作研習

」。 

一月廿四日 教育學程中心於文開樓舉辦「國中教師甄試

筆試測驗準備」研習。 

一月廿四日—廿五日 教務處承辦九十二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台

北五考區試務工作。 

一月廿七日 招生委員會召開九十二學年度招生第七次

委員會議。 

 美國北加州校友會理事長李華校友蒞校參

訪。 

 會計室召開校本部九十二學年度預算編列

說明會議。 

一月廿八日 總務處召開第一學期「工友座談會」。 

 資訊中心新辦公室完成整建。 

一月廿九日 九十二學年度博士班暨碩士班甄試招生放

榜。 

二月八日 澳門新華夜中學李明基校長等一行 10 人蒞

校參訪。 

二月十日 臨時行政會議。 

 人事室於野聲樓舉行「九十二年新春團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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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由宗輔中心舉辦新春團拜祈福禮。 

二月十一日 會計室召開理外民生學院九十二學年度預

算編列說明會議。 

 本校與上海復旦大學（FuDan University, 
China）簽訂學術合作交流協議。 

 教育發展資金室召開美國輔仁大學基金會

董事會議，通過本基金會新任董事名單：使

命副校長詹德隆神父、傑出校友姚武鍔博士

、醫學院院長江漢聲教授，以及博物館學研

究所所長兼教育發展資金室主任周功鑫教

授。 

二月十一日—十六日 出版社參加第十一屆台北國際書展。 

二月十二日 教務處於野聲樓谷欣廳召開第二學期教務

工作協調說明會。 

 推廣部校本部接受民間企業晟鈦股份有限

公司委託辦理英語能力訓練課程。 

二月十三日 會計室召開文藝學院九十二學年度預算編

列說明會議。 

 圖書館召開第九次圖書館主管會報。 

二月十四日 招生中心派員至靜修女中參加「升學進路博

覽會」。 

 本校田徑隊榮獲 2003 年國際撐竿跳邀請賽

金牌。 

 華梵大學學生輔導中心主任及輔導老師參

訪學生輔導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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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五日 招生中心楊南屏主任至崑山科技大學出席

九十二學年度技術校院二技聯合甄選委員

會第一次技術小組會議。 

二月十五日—三月九日 學生事務處體育室蔡明志老師獲選為行政

院體育委員會精英教練並擔任跆拳道韓國

代表團總幹事。 

二月十八日 人事室於野聲樓谷欣廳舉辦「公文流程說明

與寫作講習」。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於野聲樓召開第一

學期期末學生獎懲委員會。 

二月十九日 福建省統計學會盧景星副局長等一行 14 人

蒞校參訪。 

 公關室暨校友聯繫室邀請在台復校大學部

第一屆校友中現任系主任之校友討論大學

部擴大慶祝校友活動。 

 推廣部九十一學年度第二學期學分班系列

課程開課。 

 教育學程中心於利瑪竇大樓舉辦「九十一學

年度第二學期教育學程期初研習」。 

二月十九日—三月十九日 輔大出版社舉辦開學期間特賣優惠活動。 

二月廿日 研究發展處研議輔仁大學提升學術研究獎

勵及補助相關辦法。 

 宗輔中心第二學期第一次讀經班聚會。 

 圖書館研訂館內專任工作人員員額暨職級

規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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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廿一日  招生中心派員參加九十二學年度大學暨僑

大先修班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第一次常務

委員會議。 

 招生委員會召開九十二學年度招生第八次

委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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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類助理

保育人員研習班結業典禮。 

 學生輔導中心派員赴德霖技術學院參加行

政院青輔會大專院校就業服務及生涯發展

資源中心（北三組）九十二年度第一次聯繫

會報。 

二月廿四日 推廣部第一○四期進修課程開課。 

二月廿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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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一學年度第二

學期公教人員外國語文進修班始業日。 

 圖書館召開第五次館務會議。 

二月廿六日 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於積健樓舉辦「減脂

班課程說明會－體位評估及學員篩檢活動」

。 

 推廣部城區分部接受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公

務人力發展中心委託辦理九十一學年度第

二學期公教人員外國語文進修班始業日並

與台北市政府公務人員訓練中心正式簽定

九十二年度夜間英日語課程委外辦理案之

合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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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廿七日 頒授教廷教育部長高澤農樞機主教名譽法

學博士學位。 

 本校橄欖球代表隊榮獲第 57 屆台灣區橄欖

球錦標賽團體第三名。 

三月一日 學務長陳鴻雁於高雄市立中正文化中心接

受內政部辦理兵役業務績優表揚。 

三月一日—卅日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舉辦文藝復興

月。 

三月二日 宗輔中心與神學院合作為慕道者舉辦「收錄

禮」。 

三月三日 法 國 天 主 教 高 等 研 究 學 院 Mr. François 
Bouletreau 教授蒞校參訪。 

 推廣部校本部接受台北縣政府社會局委託

辦理九十二年度第一期兒童福利甲類助理

保育人員暨第一期丙類保育人員研習班始

業典禮。 

三月三日—七日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舉辦藝術性社

團聯合藝術週。 

三月三日－十四日 醫學院於社圖舉辦「黃崑巖教授書籤展」。 

三月四日 教務處召開第二次學生成績更正審查委員

會。 

 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於積健樓舉辦「減脂

班－課程一」。 

 宗輔中心淨心慕道團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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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廣部城區分部接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

語學系委託辦理網站網頁基礎訓練課程開

課。 

三月四日—廿八日 教育學程中心舉辦 Excel 應用技能研習與檢

定。 

三月五日 教育發展資金室辦理「校友勸募及資料更新

作業」，並舉辦「校友勸募及資料更新作業

－電訪人員培訓講習」。 

 宗輔中心舉辦聖灰禮儀及「走耶穌的路」開

幕禮。 

 宗輔中心舉行生命 ABC 系列活動。（每週三

） 

 推廣部城區分部接受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委

託辦理九十二年度第一期兒童福利專業戊

類主管人員訓練班始業典禮，及丙類保育人

員訓練班始業典禮。 

三月六日 第八次行政會議。 

 東森集團趙怡等一行 10 人蒞校洽談合作事

宜。 

 宗輔中心醒新社愛盲隊舉辦迎新活動。 

三月七日 招生中心楊南屏主任率員至彰化女中參加

「彰女人前進大學系列活動」。 

 校史室配合舉辦日文系導覽解說校史及文

物館課程。 

三月八日 招生中心派員至金甌女中參加「大學博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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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本校男、女乙組排球校隊分別榮獲大專排球

會長盃冠軍，男子乙組棒球校隊獲大專棒球

會長盃第三名。 

三月十日 推廣部校本部接受台北縣政府社會局委託

辦理九十二年度第一期兒童福利乙類保育

人員研習班始業典禮。 

三月十一日 頒授雕塑大師朱銘先生名譽藝術博士學位。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於野聲樓召開第二

學期第一次臨時學生獎懲委員會；衛生保健

組於積健樓舉辦「減脂班－課程二」。 

三月十二日 上海復旦大學蒞校參訪。 

 教育發展資金室舉辦「校友勸募及資料更新

作業－電訪人員培訓講習」。 

 校牧室出版《吳經熊逝世百年冥誕紀念學術

研討會論文集》。 

 校史室吳瑞珠主任應博物館學研究所同學

邀請於輔大之聲錄製「博物館大耳朵」。（分

別於三月廿一日及廿四日輔大之聲播出） 

 教育學程中心於文開樓舉辦「九十一學年度

中等學校實習教師第六次返校研習」。 

三月十二日—十九日 學生輔導中心承辦青輔會九十二年度大專

院校就業服務及生涯發展資源中心（北三組

）活動計畫「生涯規劃工作坊」系列活動（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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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三日 第六次校長諮詢會議。 

三月十四日 天津校友會會長程宗明校友蒞校參訪。 

 本校乙組女子籃球隊獲大專籃球會長盃第

二名，乙組男子籃球隊獲大專籃球會長盃第

四名。 

 本 校 分 別 與 韓 國 祥 明 大 學 (Sangmyung 
University, Korea) 、美國底特律默西大學

(University of Detroit Mercy, U.S.A.)簽訂學

術合作交流協議。 

三月十六日 本校田徑隊榮獲台北市春季田徑賽男子決

賽第一名。 

三月十六日—五月廿四日 學輔中心舉辦第二學期成長團體及工作坊。 

三月十七日 研究發展處召開第一次教育學院籌備委員

會會議。 

三月十八日 澳門理工學院周經桂署理院長等一行 8 人蒞

校參訪並討論校際交流合作。 

 奧勒岡大學保健民生學院院長譚孟春校友 
、人類家庭系系主任 Dr. Clara. C. Pratt 蒞校

參訪並簽訂學術合作協議與締結姊妹校。 

 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於積健樓舉辦「減脂

班－課程三」。 

 本校男子籃球隊獲大專聯賽第一級團體第

二名。 

  日 本 伊 莉 莎 白 大 學 校 長 Lawrence M. 
Mcgrarrell 蒞校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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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九日 宗輔中心舉辦「祭天敬祖」感恩大典。 

 教育學程中心於文開樓召開「九十一學年度

第二次教育實習輔導合作機構實習輔導委

員會議」。 

三月廿日 人事室於耕莘樓召開「第三次人事評議委員

會」。 

三月廿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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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類保育

人員研習班結業典禮。 

三月廿三日 宗輔中心與傳協會及大專同學會合辦「青年

彌撒」。 

 宗輔中心為慕道者舉辦「懇禱禮」。 

三月廿四日 人事室邀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王國明

院長於野聲樓谷欣廳講演「二十一世紀大學

經營策略」。 

 推廣部派員參加泰山鄉鄉民大學九十二年

度第一期課程博覽會。 

 校史室與國立臺南藝術學院古物維護研究

所合作修復館藏「女人抽象畫」。（始於九十

年六月） 

三月廿四日－廿八日 學生事務處僑外生輔導組於淨心堂舉辦僑

外生嘉年華會。 

 教育學程中心舉辦「九十一學年度教育學程

教育週」。 

三月廿五日 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於積健樓舉辦「減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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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課程四」。 

三月廿五日—廿七日 校牧田默迪神父參與由 Miss Doris 於淨心堂

舉行之帶領神恩祈禱會。 

三月廿六日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於焯炤館演講

廳舉辦「第三屆全校教職員工生語文比賽」

；就業輔導組邀請心理復建學系李永欽校友

講演「快快樂樂從軍去」。 

 校牧田默迪神父主領醫學院大體老師慰靈

公祭。 

 圖書館舉辦「圖書館資源說明會（一）：全

球圖書書目、期刊指南、期刊排名及引用文

獻分析之介紹」。 

三月廿六日─六月六日 學輔中心舉辦第二學期全校心理衛生系列

演講（一）─（六）。 

三月廿八日 日本神戶西宮市甲子園歡欣媽媽合唱團等

一行 31 人蒞校參訪；台南新化高中師生共

500 人蒞校參訪。 

 招生委員會召開九十二學年度招生第十次

委員會議。 

 人事室辦理第六任校長遴選委員會教師代

表、職員代表及行政人員代表選舉。 

 學生事務處就業輔導組邀請 9999 汎亞人力

銀行人力資源部襄理楊智斐講師講演「最佳

履歷填寫技巧 v.s 求職陷阱剖析」。 

 總務處召開環境保護暨勞工安全衛生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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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會議（二）。 

 資訊中心電子化系統組協助完成人事室之

簽到退查詢系統建置，並正式上線使用。 

三月卅日 教育發展資金室完成九十二學年募款餐會

計畫書，並向私立學校興學基金會申請經費

補助。 

四月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編印《租屋手冊》；

就業輔導組編印《彙編 2003 社會新鮮人手

冊》。 

四月－五月 中國天主教文物館協辦博物館學研究所「國

際博物館」博物館週系列活動。（刊登於《

民生報》91.4.15 第 12 版及「聯合報新聞網

」91.4.15） 

四月一日 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於積健樓舉辦「減脂

班－課程五」。 

 圖書館召開第六次館務會議；與大同大學圖

書館簽訂圖書互借協議書。 

四月二日 教務長陳猷龍率教務處同仁前往東海大學

教務處參訪。 

 招生中心派員至中壢高中參與「大學博覽會

」活動。 

 宗輔中心舉辦校園苦路「走耶穌的路」禮儀

活動。 

四月三日 教育學程中心於文開樓舉行國小教師教育

學程甄試之小論文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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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三日－五日 學生事務處僑外生輔導組舉辦僑聯會及海

峰社「春之旅活動─花、東地區」。 

四月六日 宗輔中心為新慕道者舉辦「懇禱禮」。 

四月八日 招生委員會召開九十二學年度招生第十一

次委員會議。 

 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於積健樓舉辦「減脂

班－課程六」。 

 軍訓室公告九十二年大專預備軍（士）官考

選錄取名單（51 位軍官，343 位士官錄取）

。 

 宗輔中心舉辦「逾越節晚餐」禮儀活動。 

四月八日—十一日 推廣部受泰山鄉鄉民大學委託辦理九十二

年度第一期「生活英語」、「中式點心」、「西

式點心」及「彩妝 DIY 芳香療法」。 

四月九日 會計室召開「研訂學雜費收費標準相關事宜

」會議。 

 圖書館邀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王振鵠教授

蒞校講演「我國大學圖書館發展之趨勢」。 

四月十日 第九次行政會議。 

 北區勞動檢查稽查人員蒞校稽查實驗室。 

四月十一日 醒吾高中師生共 300 人蒞校參訪；金陵女中

師生共 50 人蒞校參訪。 

 教育部管理學門評鑑委員蒞校進行實地訪

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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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主教史料研究中心陳方中主任應邀參加

由比利時新魯汶大學歷史系主辦之「在本地

化與適應外來文化之間—東方與西方的宗

教運動學術研討會」並發表〈義和團源流與

性質的解釋—以近十年中國學術界之研究

成果說明〉。 

 學生輔導中心邀請萬華社區大學講師凌坤

楨老師於聖言樓帶領「放鬆冥想」教職員成

長工作坊。 

四月十二日 宗輔中心於耕莘樓舉辦「教友退省活動」。 

  教育學程中心於文開樓舉辦「教師甄試準備

讀書會」。 

四月十四日 人文科學圖書館新建工程破土典禮，由董事

長單國璽樞機主教、狄剛總主教及校長主持

。 

四月十五日 研究發展處召開系所評鑑先期作業及協調

會。 

 教育學程中心於文開樓舉辦中學教師教育

學程甄試說明會。 

四月十六日 教務處召開第二次課程委員會。 

 人事室邀請中國生產力中心張寶成總經理

於野聲樓谷欣廳講演「再造組織新文化，擘

畫校園大未來」。 

 教育學程中心於文開樓舉辦「九十一學年度

中等學校實習教師第七次返校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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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七日 第七次校長諮詢會議。 

 招生委員會召開第十二次委員會議；九十二

學年度招生第十三次委員會議。 

 宗輔中心舉辦「主的晚餐」紀念禮儀。 

 教育學程中心於文開樓舉辦中學教師教育

學程甄試說明會。 

四月十八日 暖暖高中師生共 100 人蒞校參訪。 

 宗輔中心舉辦「主耶穌受難」紀念禮儀。 

四月十九日 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於焯炤館舉辦「CPR
搶救生命活動（一）、（二）」。 

  學生輔導中心承辦青輔會九十二年度大專

院校就業服務及生涯發展資源中心（北三組

）活動計畫「生涯規劃工作坊」系列活動（

二），邀請觀新心理成長諮商中心陳意文老

師於團體輔導室辦理「生涯探索工作坊」。 

四月廿日 美國輔仁大學基金會成立二週年，簡介出版

。 

 宗輔中心舉辦一家一菜共融活動。 

四月廿一日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於野聲樓召開第二

學期餐廳（超市）督導委員會議；衛生保健

組於聖言樓百鍊展演中心舉辦運動與健康

生活專題講座。 

四月廿一日—廿五日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舉辦第一屆輔

大盃辯論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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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廿一日－五月九日 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於宜真宜善學苑舉

辦健康月系列活動。 

四月廿一日至六月卅日 校史室邀請流行設計經營系趙丹綺老師於

野聲藝廊舉辦 2003 春季特展「趙丹綺金屬

創作海報展」。 

四月廿二日 人事室史慶璞主任率員參加世新大學舉辦

之「教育部暨北區私立大學校院人事業務連

繫座談會」。 

 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於積健樓舉辦「減脂

班－課程七」。 

  圖書館召開第七次館務會議。 

四月廿二日—廿四日 教育學程中心辦理中學教師教育學程甄試

報名。 

四月廿三日  招生委員會召開第十四次委員會議。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於野聲樓召開第二

學期宿舍輔導協調會；課外活動指導組於利

瑪竇國際會議廳舉辦全校導師座談會，邀請

兩性專家曾昭旭教授講演「現代兩性關係」

。 

 宗輔中心舉辦「尋找生命中的綠洲」活動。 

 召開全校性圖書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四月廿四日 東森媒體集團執行長趙怡等一行 10 人蒞校

簽約及參訪。 

 美國南卡男聲合唱團 Jim Gill 等一行 22 人蒞

校交流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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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輔仁大學基金會」獲美金捐款 USD
＄251,088.86 元，由旅居美國加州舊金山的

輔大之友 Mary B. Liu 女士過世前捐出。 

四月廿四日—廿六日 學生事務處僑外生輔導組於濟時樓及關西

萊馥渡假村舉辦「九十一學年度全國僑生輔

導人員工作研討會」。 

四月廿四日—卅日 學生輔導中心舉辦九十一學年度第二學期

兩性教育系列講座（一）─（三）。 

四月廿五日 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於健康中心舉辦第

三劑Ｂ型肝炎預防注射活動。 

四月廿六日 美國北加州校友會假南灣華僑文教中心舉

行 2003 年年會。 

 推廣部城區分部辦理「台灣傳統建築」演講

活動。 

 教育學程中心於文開樓舉辦國小教師教育

學程甄試之面試。 

四月廿八日 推廣部校本部接受台北縣政府社會局委託

辦理九十一年度第二期兒童福利乙類保育

人員研習班結業典禮。 

 校史室舉辦體育系學會活動導覽介紹解說

校史及文物館課程。 

四月廿八日—五月二日 學生事務處就業輔導組舉辦迎向 2003 企業

校園徵才說明會暨博覽會。 

四月廿九日 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於積健樓舉辦「減脂

班－課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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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中心與逢佑電腦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共

同舉辦「本校行政資訊化發展的願景暨泛財

務系統導入」說明會。 

 宗輔中心協辦傑出校友楊英風雕刻作品展

示暨揭幕祝福禮。 

四月廿九日—五月十五日 人事室於聖言樓舉辦「電腦多媒體網頁設計

基礎班」。 

四月卅日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於利瑪竇國際會議

廳舉辦第二學期日間部大一至大三班代表

座談會。 

 宗輔中心舉辦「你的心在哪裡，你的寶藏就

在那裡」活動。 

 圖書館舉辦「圖書館資源說明會－四庫、e
康熙、詩心翰選」。 

 教育學程中心邀請台北縣立北新國小資訊

種子教師高珠容老師於文開樓講演「資訊融

入教學之創意電腦化教材」；於野聲樓第一

會議室召開「第二學期第一次師資培育規劃

委員會議」。 

 本校以輔校研字第 0920401245 號函，向教

育部申請於九十二學年度成立法律學院及

原法學院其餘系所更名為社會科學院。 

五月 校史室接受公共電視訪問，並協助拍攝「文

化獎章得主—羅光總主教」專輯節目。 

五月一日 教務處於谷欣廳召開第二次教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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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室於野聲樓召開「第四次教師評審委員

會」。 

 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於焯炤館演講廳舉

辦乳癌防治專題講座。 

 宗輔中心迎接佘山聖母到淨心堂，並同時為

世界和平、SARS 疫情、輔大、青年福傳、

聖召等意向祈禱。 

  圖書館舉辦《Ref Works 個人參考文獻管理

系統》簡介及展示。 

五月一日—卅一日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舉辦交通安全宣導

活動；課外活動指導組舉辦九十二學年度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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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事務處就業輔導組邀請資生堂李瑞珍

老師講演「Make up make believe─美麗的妝

自信的妳」。 

五月四日 美國芝加哥校友會舉行新舊任會長交接儀

式，新任會長為潘芷秋校友。 

 校牧田默迪神父參與淨心堂本堂傳協會開

會。 

五月五日 推廣部第一○五期進修課程開課。 

五月五日—十日 輔大出版社參加宗教週書展。 

五月六日 中原大學祕書室參訪校史室。 

五月七日 招生委員會召開九十二學年度招生第十五

次委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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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事務處就業輔導組邀請曾陽晴先生講

演「Love Life Cycle─戀愛生命週期 」。 

五月八日 第十次行政會議。 

 招生中心派員至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出席九

十二學年度大學暨僑大先修班海外聯合招

生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 

五月九日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於野聲樓召開第二

學期期中學生獎懲委員會。 

五月十一日 宗輔中心進行傳協會理事改選提名。 

五月十三日 九十二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招生放榜。 

 宗輔中心於法蒂瑪聖母顯現紀念日為世界

和平、SARS 疫情、輔大、青年福傳、聖召

等意向以頌唸玫瑰經祈禱。 

五月十四日—卅一日 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依據校園 SARS 防治

因應小組會議決議實施全校體溫測量工作。 

五月十五日 第八次校長諮詢會議。 

 招生委員會召開九十二學年招生第十六次

委員會議。 

 學生事務處就業輔導組《92 級畢業紀念冊》

出刊。 

 推廣部城區分部接受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委

託辦理九十二年度第一期兒童福利專業乙

類保育人員暨第二期兒童福利專業戊類主

管人員訓練班始業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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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舉辦「數位報紙新聞資料庫、聯合知

識庫 UDN 及古今圖書集成」電子版展示。 

五月十六日 宗輔中心「淨心絮語」電子報發行 SARS 關

懷專刊。 

五月十七日 教育學程中心於文開樓舉行中學教師教育

學程教育時事、法規、小論文與適任教職工

作自我評估測驗。 

五月十八日 宗輔中心進行傳協會理事改選。 

五月十九日 推廣部校本部接受台北縣政府社會局委託

辦理九十二年度第二期兒童福利乙類保育

人員研習班始業典禮。 

五月十九日—卅日 學生事務處體育室於野聲樓前廣場舉辦「輔

仁大學防煞大家一起來運動」。 

五月廿日 教務處召開「教務處防制嚴重急性呼吸道症

候群（SARS）會議」。 

 圖書館召開第八次館務會議。 

五月廿一日─廿九日 學輔中心因應 SARS 系列座談（一）─（三

）。 

五月廿一日 教育學程中心舉辦國小教師教育實習實務

說明會，邀請台北縣立新莊國小許森凱主任

、馮芳秋組長、黃思瑜實習教師及莊才稚實

習教師擔任講座主講人。 

五月廿二日 招生中心派員至逢甲大學出席「九十二學年

度大學暨僑大先修班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

常務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及第四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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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室邀請中國生產力中心吳文祥顧問於

野聲樓谷欣廳講演「輔大經營管理真心話」

。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於耕莘樓召開第二

學期餐廳衛生評鑑期末檢討會。 

 「輔仁大學會計總帳決算管理系統、預算控

管系統」採購合約簽訂，自九十二學年起全

校統一使用本系統處理帳務及控管預算。 

 研究發展處召開九十一學年度輔仁大學提

昇學術研究獎補助案審議委員會。 

五月廿三日 推廣部校本部接受台北縣政府社會局委託

辦理九十一年度第二期兒童福利戊類主管

人員研習班結業典禮。 

五月廿四日 美 國 南 加 州 校 友 會 假 Pacific Palms 
Conference and Resort 舉行 2003 年年會。 

五月廿七日 宗輔中心於真善美聖廣場舉辦「心的祝禱－

為 SARS 繫上祈福的黃絲帶」。 

五月廿八日 招生委員會召開九十二學年度招生第十七

次委員會議。 

 研究發展處召開第二次教育學院籌備規劃

委員會會議。 

 學輔中心因應 SARS 系列座談（二），邀請

護理學系陸愉老師於學生輔導中心講演「防

煞抗煞從生活中做起」。 

 教育學程中心於運動場舉辦「教育學程期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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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會」。 

五月廿八日—廿九日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於真善美聖廣場及

理工學院草坪舉辦租屋博覽會。 

五月廿九日 臨時校長諮詢會議。 

 人事室於野聲樓召開「第五次教師評審委員

會」。 

 九十二學年度學雜費標準函送教育部核備。 

 學輔中心因應 SARS 系列座談（三），邀請

學輔中心輔導老師呂嘉惠老師於學生輔導

中心講演「SARS 衝擊下的心靈安頓」。 

五月卅日 九十二學年度運動成績優良學生招生放榜。 

 教育發展資金室完成「九十一學年度校友聯

繫及資料更新計畫」。 

 宗輔中心恭送佘山聖母至德來小妹妹修女

會。 

六月一日—廿一日 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依據校園 SARS 防治

因應小組決議配合人事室持續第二階段全

面進行體溫篩檢工作。 

六月二日 校牧田默迪神父應邀至台北耕莘護專講演

「敬天與愛人」。 

六月三日 學生事務處就業輔導組於谷欣廳舉辦親善

大使歡送第一屆畢業團員暨第四屆結業式。 

六月五日 第十一次行政會議。 

  「輔仁大學發展基金使用管理辦法」，經第

【82】行政單位  
 

十一次行政會議通過發布施行。 

 校史室首批修復畫作成果送榮民總醫院予

捐贈人－前校長羅光總主教審視；吳瑞珠主

任應邀至博物館學研究所「博物館展覽」課

程講演「中國天主教文物館展覽現況及展望

」；長庚大學參訪校史室。 

六月六日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於野聲樓召開第二

學期第二次臨時學生獎懲委員會。 

六月七日 教育學程中心於文開樓辦理中學教師教育

學程甄試面試作業。 

六月八日 宗輔中心舉行本堂新任傳協會理事派遣禮。 

六月十日 教育發展資金室舉辦「劉清章、羅不夫婦清

寒獎學金」頒贈典禮。 

 宗輔中心淨心慕道團舉行結業祝福禮。 

 推廣部城區分部與本校宗教學系合作開辦

殯葬禮儀二十學分班第一學期始業日。 

六月十一日 招生委員會召開九十二學年度招生第十八

次委員會議。 

 學生事務處體育室於中美堂舉辦體育成果

呈現及贈獎予連續四年擔任學校運動代表

隊應屆畢業選手。 

 總務處召開「工友支薪特別補助案例檢討會

議」。 

 校牧田默迪神父發起為楊英風作品「正氣」

之募款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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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學程中心於中美堂前廣場舉辦「九十一

學年度教育學程祈福派遣結業典禮」。 

六月十二日 第二學期校務會議。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林德嘉副主任委員率員

蒞校訪視。 

六月十三日 九十二學年度碩士班招生放榜。 

 教育學程中心於野聲樓召開「第二學期第二

次師資培育規劃委員會議」。 

六月十六日 招生委員會召開九十二學年度招生第十九

次委員會議。 

六月十七日 九十二學年度博士班招生放榜。 

 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於野聲樓召開輔大

診所管理委員會第五次會議。 

 宗輔中心協辦全校期末感恩彌撒。 

  教育學程中心公告九十二學年度中學教師

教育學程修讀生甄試各類科錄取名單。 

六月十八日 網路與遠距教學委員會於谷欣廳舉行「九十

一學年度提昇大學國際競爭力 A 子計畫分

項計畫 5—非同步遠距教學發展計畫」成果

發表會。 

 資訊中心召開「電腦與網路委員會第一次會

議」。 

 校史室吳瑞珠主任、文圖黃天成主任、天主

教史料研究中心陳方中主任及教務處林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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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先生應張音踪女士之邀前往拜訪洽談贈

書事宜。 

六月十八日－十九日 大豐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ATTV）蒞校

史室製作「北縣博物館系列專題－中國天主

教文物館」。 

六月十九日 第九次校長諮詢會議。 

 研究發展處九十一學年度第二次輔仁大學

提昇學術研究獎補助案審議委員會。 

 推廣部接受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公務人力發

展中心辦理九十一學年度第二學期公教人

員外國語文進修班結業日。 

 圖書館與圖資學系進行實習館員座談。 

六月廿日 招生中心派員至東海大學出席「九十二學年

度大學暨僑大先修班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

常務委員會第五次會議及第六次會議。 

 研究發展處召開第三次教育學院籌備規劃

委員會會議。 

六月廿一日－廿二日 學生事務處體育室於中美堂承辦大專跆拳

道委員會 2003 年第二十二屆大邱世界大學

運動會跆拳道中華代表隊選拔賽。 

六月廿一日－廿三日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舉辦學生領袖

研習營。 

六月廿三日  教育學程中心於文開樓舉辦「實習教師教育

實習職前講習」。 

六月廿三日—廿七日 教育學程中心獲教育部補助 200,000 元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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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一貫課程師資職前教育研習會」。 

六月廿四日 教育發展資金室舉辦「『非凡人間』影音光

碟、新書發表暨單國璽樞機主教獎學金頒贈

典禮」。捐款全數作為「單國璽樞機主教獎

學金」基金。 

 推廣部校本部接受民間企業利樂包股份有

限公司委託辦理英語能力訓練課程。 

 圖書館召開第九次館務會議。 

 學生輔導中心派員赴德霖技術學院參與行

政院青輔會大專院校就業服務及生涯發展

資源中心（北三組）九十二年度第二次聯繫

會報。 

  教育學程中心於文開樓舉辦「教育學程課程

說明會」。 

六月廿五日 招生委員會召開招生委員會企劃委員第四

次會議。 

  推廣部九十二學年度第一次課程審查小組

會議。 

六月廿六日 人事室於利瑪竇大樓舉行「全校職員綜合座

談會」。 

 韓國宋基寅神父等一行 7 人蒞校參訪。 

 華梵大學哲學系參訪團一行 25 人蒞校參訪

。 

 研究發展處召開醫學倫理暨人體實驗審查

委員會、生物實驗安全委員會聯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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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史室為校歌歌詞、譜誤植多年，於《益世

評論》發表〈輔仁大學校歌源起〉及〈「進

」與「界」大不同－校歌歌詞辨正〉二文。

（登刊於《益世評論》第 26 期第 5 版） 

六月廿七日 中華電信公司取得本校虛擬總機（Centrex
）及宿網寬頻網路（ADSL）建置權，開工

典禮於真善美聖廣場舉行。 

六月卅日 招生委員會召開九十二學年度招生第二十

次委員會議。 

 資訊中心協助會計室導入新一代整合型會

計資訊系統。 

 推廣部校本部與資訊工程學系所共同辦理

行政院勞委會辦理九十二年度「行政院科技

人才培訓及運用方案」資訊軟體人才培訓計

劃－網際網路資料庫設計班始業日。 

 桃園縣政府文化局率縣內鄉鎮圖書館館員

一行 45 人參訪圖書館。 

七月 天主教史料研究中心編輯之《中國天主教史

籍彙編》出版。 

七月一日 推廣部城區分部接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

語學系委託辦理網站網頁基礎訓練課程結

訓。 

 圖書館召開第廿一次主管會報。 

 學生輔導中心出版《心靈的饗宴—成長團體

的分享與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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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一日—三日 教務處承辦大學入學考試中心九十二學年

度指定科目考試台北五考區試務工作。 

 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依據校園 SARS 防治

因應小組決議配合教務處主辦全國大學入

學考試至台北縣各考場進行體溫篩檢工作。 

七月七日 招生中心派員至台灣大學參加九十二學年

度大學暨僑大先修班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

第七次委員會議。 

 推廣部第一○六期進修課程開課日。 

七月八日 人事室於野聲樓召開「第四次人事評議委員

會」。 

 推廣部城區分部承辦林口憲兵訓練中心、憲

兵特勤隊、中華路憲兵隊之英文及電腦委訓

課程。 

七月九日 招生中心派員至靜修女中招生宣傳並安排

本校老師進行學系講座。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於野聲樓召開第二

學期期末學生獎懲委員會。 

七月十日 第十二次行政會議。 

七月十四日 推廣部校本部接受台北縣政府社會局委託

辦理九十二年度第一期兒童福利戊類主管

人員暨第二期丙類保育人員研習班始業典

禮。 

 教育部以台高（一）字第 0920102674 號函

同意本校「法學院」更名為「社會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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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增設「法律學院」。 

七月十五日－卅一日 圖書館舉辦暑期館員資訊教育訓練。（至八

月六日） 

七月十六日 秘書室秘書業務檢討與發展會議。 

七月十七日 第十次校長諮詢會議。 

 推廣部城區分部與本校宗教系合作開辦殯

葬禮儀二十學分班第一學期結業。 

七月十九日 本校參與由中時晚報主辦之第九屆大學博

覽會。（台北） 

 第十次主管會報。 

七月廿日 本校參與由中時晚報主辦之第九屆大學博

覽會。（台中） 

 頒授再興中學朱秀榮校長名譽哲學博士學

位。 

七月廿一日 本校參與由中時晚報主辦之第九屆大學博

覽會。（高雄） 

 推廣部校本部接受民間企業瀚宇電子股份

有限公司委託辦理英語能力訓練課程。 

七月廿二日 招生中心派員至崑山科技大學參加九十二

學年度技術校院二技聯合甄選委員會第五

次委員會議。 

  教育發展資金室召開第三次募款作業校內

協調會。 

七月廿七日—卅日 教務處於中美堂辦理九十二學年度大學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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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分發入學台北五考區收繳志願卡工作。 

七月廿八日 九十二學年度預算函送教育部核備。 

七月廿九日 圖書館召開第廿三次主管會報。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91】 

 一、全人教育課程中心 
 

九十一年  

八月 首創開設英語授課之通識教育課程以因應

全球化趨勢。 

八月—九十二年七月卅一日 易青青老師獲本校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博閱

資料庫」。 

八月一日 大學入門課程召集人由心理學系劉兆明主

任接任，人生哲學課程召集人由哲學系黎建

球主任接任，專業倫理課程召集人由統計資

訊學系廖湧祥副教授接任，自然與科技通識

課程由理工學院華魯根院長接任，社會科學

通識課程由管理學院黃登源院長接任，體育

課程召集人由體育室林清山主任接任，軍訓

課程召集人由軍訓室李立民總教官接任。 

  外國語文課程侯永琪老師通過教育部審定

升等為副教授，新聘林志誠老師為專任講師

；人生哲學課程新聘畢連德神父為專任助理

教授。 

 外國語文（英文）課程配合多元入學方案之

實施，能力分班改以指定科目考試之英文考

科成績為主要依據，學科能力測驗英文成績

為輔；外國語文（英文）課程增設身心障礙

生及僑生英文專班；獲研究發展處補助「提

昇本校大學部學生英文基本能力」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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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聘劉富容老師為自然與科技通識課程專

任講師。 

八月十五日 國文課程委員會舉辦第一學期國文課程教

師評審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八月廿六日—廿八日 易青青老師獲本校補助參加北京師範大學

於北京舉辦之「北京師範大學百年校慶系列

國際學術研討會」。 

八月卅一日 講座教授龔士榮神父病逝，享年九十二歲。 

九月 與推廣部合作，於九十一學年度起開設全人

教育課程學分班。 

九月—九十二年七月卅一日 獲教育部核定補助第二梯次提昇大學基礎

教育計畫「迎向廿一世紀－大學全人教育課

程面臨之問題與規劃」，含三分項計畫：（一

）卓越大學英文網改進計畫；（二）大學全

人教育生物科技課程之規劃；（三）整合的

「人生哲學」與「專業倫理」核心基礎課程

規劃與教學實驗。（至九十五年八月） 

九月一日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主任由企管系高人龍教

授接任。 

九月十三日 國文課程委員會於焯炤館舉辦九十一學年

度僑生國文能力分班測驗。 

九月十六日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辦公室搬遷至耕莘樓 117
室。 

九月廿五日 易青青老師獲頒私立教育事業協會「模範教

師」，王復國老師獲頒私立教育事業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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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勇獎」。 

十月廿四日 專業倫理課程委員會舉辦第一學期課程委

員會第一次會議。 

十一月四日 人文藝術課程「中國藝術欣賞」洪進丁老師

師生一行 70 人參訪故宮博物院。 

十一月五日 第一學期中心會議。 

十一月七日 致贈《人生哲學補充教材》第五冊予各公立

及大專院校圖書館。 

十一月八日 社會科學通識課程委員會審查通過決議開

設以「英語」授課之通識課程共計三班。 

十一月十一日 通識教育人文藝術課程委員會舉辦九十一

學年度第一學期通識教育人文藝術課程委

員會第一次會議。 

十一月十二日 課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十一月十九日 專業倫理課程委員會第一學期教師研習會

第一次會議，邀請教育學程中心賴麗珍主任

講演「從教學理論的角度來談合作教學的方

法和功能」。 

十一月廿六日 專業倫理課程委員會舉辦提昇大學基礎教

育計畫「專業倫理—核心基礎課程規劃與教

學實驗」第一次會議。 

十二月 張寶燕老師應邀參加於台北舉辦之「中學生

做研究學術研討會」發表〈增加英語聽力的

策略〉。 

十二月四日 易青青老師榮獲「輔仁學術研究獎」，張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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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老師、鄭愛倫老師榮獲「教師教學績優獎

勵」。 

十二月六日—七日 侯永琪老師應邀參加於香港舉辦之「香港教

育研究學會 2002 年國際研討會」，發表〈由

三個管理模式探討美國耶穌會大學 60 年代

後行政組織管理之變革〉。 

十二月十日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梁崇民老師應邀參加由

中研院歐美研究所舉辦之「歐洲聯盟人權保

障學術研討會」發表〈歐盟對於少數人權之

保障：少數民族、少數語言個案分析〉。 

十二月十一日 人生哲學課程「提昇大學基礎教育計畫」邀

請心理系劉兆明教授於文開樓講演「心理學

：人的科學與對人的服務」。 

十二月十二日 專業倫理課程委員會及理工學院科學與宗

教研究中心獲教育部九十一學年度整體發

展獎補助款，印製修訂再版《怎麼當一位科

學家—科學研究中的負責行為》。 

十二月十四日 人文藝術課程「博物館學」徐純老師師生一

行 72 人參訪台北市立美術館。 

十二月十八日 人生哲學課程「提昇大學基礎教育計畫」邀

請心理系劉兆明教授於文開樓講演「心理學

：人的科學與對人的服務」。 

十二月廿四日 專業倫理課程委員會第一學期教師研習會

第二次會議，邀請食品營養系王果行主任講

演「食品營養系實施合作教學的經驗和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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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卅日—九十二年一月十七日  

 九十一學年度第一學期專業倫理課程教學

評鑑。 

十二月卅一日 專業倫理課程委員會舉辦提昇大學基礎教

育計畫「專業倫理—核心基礎課程規劃與教

學實驗」第二次會議。 

九十二年  

一月—七月卅一日 尹美琪老師獲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補助

專題研究計畫「服務學習中的人際經驗－以

輔仁大學人生哲學中的服務學習單元為例」

。（至九十二年十月） 

一月四日 專業倫理課程委員會於文開樓舉辦第一屆

專業倫理個案分析競賽。 

 人文藝術課程「中國藝術欣賞」洪進丁老師

師生一行七十人參訪台北市立美術館。 

一月六日—十七日 第一學期人文與藝術通識教育新開課程教

學評鑑。 

一月八日 於谷欣廳舉辦第一學期教師座談會。 

一月廿七日 專業倫理課程委員會取得美國科學院《怎麼

當一位科學家—科學研究中的負責行為》一

書中文版權。 

二月一日 成立「共同外語科」取代原外國語文課程委

員會，並整合全校英語聽講課程，將原「文

學院多媒體語言中心」與「法管外語實習所

」納編，分別更名為「共同外語科文華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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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及「共同外語科濟時語言中心」。本

年度由張寶燕教授擔任科主任。 

二月一日—六月卅日 共同外語科「提昇本校大學部學生英文基本

能力」計劃執行「輔助學生自我學習英語方

案」，與圖書館合作採購閱讀及視聽教材。 

三月 魏思齊助理教授獲國科會補助，赴斯洛伐克

參加「魅力與理解：西方精神與中國精神的

相互關係研討會」，發表〈理解外地（西方

）做為重新獲得自己文化（中國）的認同之

要務－梁漱溟 1893-1988 的文化思想〉。 

三月三日 專業倫理課程委員會舉辦第二學期專業倫

理課程委員會及教師評審委員會第一次會

議暨提昇大學基礎教育計畫「專業倫理—核

心基礎課程規劃與教學實驗」第三次會議。 

三月四日 共同外語科於野聲樓舉辦第一次科務會議。 

三月七日 侯永琪老師參加淡江大學舉辦之「大學院校

品質指標建立理論與實際研討會」，發表〈

美國大學學術聲譽排名指標之研究：以「美

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為例〉。 

三月十二日 人生哲學課程「提昇大學基礎教育計畫」邀

請哲學系黎建球教授於文學院講演「基本哲

學」。 

三月十九日 第二學期中心會議。 

三月廿一日 侯永琪老師參加中山大學於高雄舉辦之「第

十六屆中山學術與國家發展研討會」，發表

〈全球化的觀點：追求卓越與我國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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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併〉。 

三月廿六日 課程委員會臨時會議。 

 專業倫理課程委員會舉辦第二學期理工學

院專業倫理課程第一次會議。 

四月二日 國文課程委員會舉辦第二學期國文課程教

師評審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四月十四日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會議設置辦法」修訂版

及「全人教育各課程委員會及共同外語科設

置辦法」經校長核定實施。 

四月廿一日 人生哲學課程「提昇大學基礎教育計畫」邀

請宗教系莊慶信教授於羅耀拉舉行教學觀

摩會。 

四月廿四日 通識教育人文藝術課程委員會舉辦九十一

學年度第二學期通識教育人文藝術課程委

員會及教師評審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四月廿九日 專業倫理課程委員會舉辦第二學期專業倫

理課程委員會及教師評審委員會第二次會

議暨提昇大學基礎教育計畫「專業倫理—核

心基礎課程規劃與教學實驗」第四次會議。 

四月卅日 國文課程委員會舉辦第二學期國文課程教

師評審委員會第二次會議。 

五月二日 自然與科技通識課程邀請衛生署疾病管制

局劉家秀技正於聖言樓講演「生物恐怖時代

來臨了！」。 

五月七日 專業倫理課程委員會舉辦提昇大學基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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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計畫「專業倫理—核心基礎課程規劃與教

學實驗」第五次會議。共同外語科「提昇本

校大學部學生英文基本能力」計劃邀請淡江

大學教育科技系高熏芳教授於聖言樓講演

「提昇學生學習動機的教學策略」；自然與

科技通識課程邀請衛善笙生物科技公司許

嘉欽總經理於外語學院講演「發酵工業在醫

學生物技術的應用」。 

五月九日 人生哲學課程與哲學系於文開樓合辦「人生

哲學教材教法研討會」。 

五月十四日 共同外語科「提昇本校大學部學生英文基本

能力」計劃邀請國立台北師範學院兒童英語

教育學系黃淑鴻教授於聖言樓講演「英文作

文中的代名詞－學生常犯的錯誤」；自然與

科技通識課程邀請中天生物科技公司路孔

明總經理於外語學院講演「臺灣中草藥的國

際化路線」。 

五月十七日 專業倫理課程委員會於文友樓舉辦「第二屆

專業倫理個案分析競賽」。 

五月十九日—六月廿日 第二學期專業倫理課程教學評鑑。 

五月卅一日 人文藝術課程「西洋現代藝術」駱麗真老師

師生一行 60 人參訪台北當代藝術館。 

六月七日 通識教育人文藝術課程「西洋藝術欣賞」洪

進丁老師師生一行 75 人參訪台北市立美術

館。 

六月九日—廿日 第二學期人文與藝術通識教育教學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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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三日 專業倫理課程委員會舉辦九十二學年度專

業倫理課程新任教師座談會。 

六月十八日 共同外語科於谷欣廳舉辦「非同步遠距教學

發展計劃」成果發表會。 

六月廿一日 國文課程委員會於文開樓舉辦期末教學研

討會。 

六月廿四日—廿五日 共同外語科「提昇本校大學部學生英文基本

能力」計劃於聖言樓舉辦「基礎統計學工作

坊」。 

七月 九十二學年度全人教育課程簡介發送本校

各相關單位及全國大專院校。 

 國文課程委員會派授課教師至國防管理學

院支援該校應用文書寫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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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學院 
 

九十一年  

八月 體育學系陳鴻雁老師應邀擔任台灣體育運

動管理學會第二屆常務理事。（至九十三年

六月） 

 哲學系黎建球教授接任哲學系系主任。 

 影像傳播學系新聘洪雅玲老師為專任教師。 

 歷史學系新聘楊瑞松老師、張省卿老師及高

郁雅老師三名專任教師。 

 中國文學系許華峰老師應邀至淡江大學參

與「中國現當代文化之回饋與展望學術研討

會」，發表〈《朱熹集》卷六十五中與《尚書

》相關諸篇之寫作時間考〉。 

 歷史學系張省卿老師榮獲「Deutsche 
Forschungs- Gemeinschaft 學術研究出版獎」

。 

 廣告傳播學系張郁敏老師應邀擔任《廣告學

研究》評審；洪雅慧老師獲張思恆文教基金

會學術研究獎；吳宜蓁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

題研究計劃「危機決策過程及其影響因素之

研究：多個案分析與理論模式建構」。（至九

十二年十二月） 

 新聞傳播學系張文強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

題研究計畫「新聞媒介組織內的工作常規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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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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餽系

統之系列研究」；林麗雲老師獲國科會補助

專題研究計畫「台灣新聞史上失落的群像：

戰後初期台灣左翼及其報刊」。 

八月—十二月 體育學系楊志顯老師應邀擔任中華民國體

育運動總會第四屆運動記錄審查委員會委

員。 

八月－九十二年一月 圖書資訊學系鄭恒雄老師應邀參加國家圖

書館舉辦之「國家圖書館中文主題詞表編訂

會議」。 

 影像傳播學系葉春華老師接受法管學院委

託進行「服務─學習 Service-Learning 計畫

中之子計畫」之執行。 

八月－九十二年四月 體育學系陳鴻雁老師應邀擔任中華民國運

動教練協會第一屆常務理事；曾慶裕老師應

邀擔任中華民國大專院校九十一學年度棒

球運動聯賽執行秘書。 

八月－九十二年七月 中國文學系金周生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

研究計畫「漢字叶韻音研究」；廖棟樑老師

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寓學術的追索

和時代的批判於其中：論朱熹《楚辭集注》

」；許華峰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陳大猷《書集傳》與《書集傳或問》研究

」。 

 哲學系丁福寧教授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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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多瑪斯形上學中分享與存有的類比」

；丁原植教授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中國古典哲學與古代天文思想淵源之探索」

；尤煌傑副教授獲教育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輔仁大學『提昇大學國際競爭力計劃』A
計劃下之子計劃『非同步遠距教學計劃』」；

潘小慧副教授獲教育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輔仁大學『提昇大學國際競爭力計劃』A
計劃下之子計劃『非同步遠距教學計劃』之

『哲學課群』－多瑪斯倫理學與倫理學二課

程網路輔助教學」及獲本校研究發展處補助

專題發展研究計畫「多瑪斯的『正義』思想

研究」；張雪珠副教授獲本校研究發展處補

助專題研究計畫「康德的倫理學與哈澈遜的

道德感倫理學」。 

 體育學系楊志顯老師應邀擔任中華民國大

專院校體育總會大專體育學刊暨英文學刊

分科召集人，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劃「

我國大專院校體育教師專業進修需求與阻

礙因素之研究」；葉志仙老師應邀擔任中華

民國棒球協會技術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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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獲國科會補助專題

研究計劃「資料探勘分類模式之應用─以運

動健身俱樂部之顧客保留模式為例」，應邀

擔任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兩岸體育交流小組

委員、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國光獎章審查

委員；王顯智老師獲研究發展處補助專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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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計畫「輔仁大學新生之健康風險評估」；

楊漢琛老師應邀擔任中華民國大專院校劍

道委員會執行秘書；曾慶裕老師應邀擔任教

育部大專院校棒球運動聯賽執行秘書。 

 圖書資訊學系林麗娟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

題研究計畫「資訊科技應用與創意教學（提

昇創意教學成效之研究－子計劃四）」；曾元

顯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中文索

引典之自動建構及其應用」。 

 廣告傳播學系張郁敏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

題研究計劃「綜效在 wearin 與 warout 之效

應探討」。 

 影像傳播學系趙庭輝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

題研究計劃「台灣電視偶像劇：青少年次文

化的文本再現」。 

八月十一日 著名史學家陳致平校友（本校傑出校友），

其子陳玨將其父畢生藏書捐贈本校歷史系。 

八月十八日—廿三日 中國文學系金周生老師與趙中偉老師應邀

赴大陸青島參加「海峽兩岸易學與中國哲學

研討會」，分別發表論文〈朱熹《周義本義

》音韻資料研究〉及〈《易傳》的神秘數學

—「數」之宇宙論探析〉。 

八月十九日—廿六日 體育學系楊志顯主任帶領中華民國大專院

校划船代表隊前往英國諾丁罕參加「2002 年

世界大學划船錦標賽」。 

八月廿日 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假台南市聖功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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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天主教中小學經營領導研習會」。 

八月廿一日—廿五日 中國文學系孫永忠老師應邀參加中國蘇軾

研究學會舉辦之「紀念蘇軾逝世九百週年暨

中國第十四屆蘇軾學術研討會」，並發表〈

蘇軾贈別詞的藝術特色—以送陳襄赴南都

詞為例〉。 

八月廿四日 中國文學系李添富老師應邀至台灣師範大

學擔任「論有中國特色之語言學學術研討會

」主持人，金周生老師應邀參與討論。 

八月廿四日—九月廿一日 哲學系丁原植教授獲中華發展基金管理委

員會補助赴大陸武漢大學，擔任「先秦道家

思想發展史與儒家早期思想」講學。 

八月廿五日 中國文學系鍾宗憲老師應邀至陽明大學參

加「第六屆人文醫學營專題講座」，講演「

台灣民間信仰與民俗療法」。 

 哲學系與澳門中國哲學會、中國人民大學哲

學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共同主辦

「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學術研討會」。 

八月廿六日—廿七日 中國文學系鍾宗憲老師應邀至北京外國語

大學擔任「2002 東亞漢學國際學術討論會」

主持人，並發表〈台灣原住民神話傳說中「

人變異類」的變形思維〉。 

九月 歷史學系尹章義老師榮獲「教育部三十年資

深優良教師」與「本校資深教職員工（三十

年）；王芝芝老師榮獲「行政院一等服務獎

章」；戴晉新主任榮獲「行政院二等服務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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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孔思曾老師榮獲中華民國私立教育事

業協會九十一年優良教師「大仁獎」（三十

五年）；克思明老師榮獲「教育部二十年資

深優良教師」與「本校資深教職員工（二十

年）」；並應邀至臺北市中小企業協會講演「

兩岸關係的盲點與變數」。 

 哲學系鄔昆如教授獲中華發展基金管理委

員會補助赴大陸廣州中山大學，擔任「士林

哲學」講學。 

 哲學系田宜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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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告傳播學系陳尚永老師、蕭富峰老師、洪

雅慧老師翻譯《廣告學》由華泰出版社出版

；曾敏傑（協同主持人：陳尚永、張景旭、

林桂碧）獲勞委會補助專題研究計劃「永續

就業工程計劃評估」；吳宜蓁老師應邀擔任

國民健康局評審會議評審。 

 體育學系楊志顯老師應邀擔任台灣體育運

動管理學會「2002 年水域運動產業展」顧問

，於《輔仁大學體育學刊》發表〈國內企業

對大學院校棒球隊贊助行為之研究〉；陳鴻

雁老師應邀擔任「2002 年水域運動產業展」

顧問並於「第十屆歐洲運動管理學會暨第四

屆國際運動管理研討會」中發表論文；曾慶

裕老師於「2002 國際運動與健康研討會」發

表〈大學新生 BMI、三分鐘登階及 16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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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之相關〉、〈建立身體質量與體適能之線

性迴歸模型〉；范武人老師應邀擔任斯里蘭

卡國際七人制錦標賽國家代表隊教練；王金

蓮老師於《輔仁大學體育學刊》發表〈專校

學生休閒活動參與狀況之相關研究〉；劉俊

業老師於「2002 台灣運動生物力學技術分析

暨電腦應用研習會」發表〈不同動作及不同

距離投籃分析〉。 

 新聞傳播學系陳樹華老師獲張思恒文教基

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劃「輔仁大學傳播系所

動畫簡介」。（自九十一年五月起） 

 體育學系陳鴻雁老師應邀擔任大專體育雙

月刊編審委員。（至九十二年八月） 

 哲學系陳福濱教授獲教育部補助進行「整全

的『人生哲學』與『專業倫理』核心基礎課

程規劃與教學實驗」研究計畫。（至九十五

年八月） 

九月—十月 體育學系陳鴻雁老師應邀擔任我國參加

2002 年釜山亞運會視導團輔導委員。 

九月—十二月 圖書資訊學系毛慶禎老師專題研究計劃「教

育部九十一年度協助國民中小學推動資訊

教育計畫」。 

九月－九十二年二月 影像傳播學系葉春華老師與「台灣海洋文教

基金會」合作拍攝「公益廣告─海洋污染篇

」，與「兒童福利基金會」合作拍攝「公益

廣告─唉喲喂呀篇」，與「中華民國身心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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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者藝文發展協會」合作拍攝「公益廣告─

走自己的路篇」，與「董氏基金會」合作拍

攝「公益廣告─美麗新女性篇」及「公益廣

告─父子篇」。 

九月－九十二年四月 廣告傳播學系林榮觀老師、張佩娟老師指導

學生執行「輔大形象推廣案」。 

九月十一日 中國文學系曾文樑老師應邀擔任本校實習

暨代理教師返校實習分組實習老師。 

九月十四日 圖書資訊學系鄭恒雄老師應邀出席由台北

市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舉辦之「佛教知識管

理研討會」。 

九月十四日—十五日 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假三芝佛朗明哥舉

辦第一學期期初研習營。 

九月十六日—十月一日 體育學系楊漢琛老師應澳洲昆士蘭省台僑

團體聯合運動大會之邀，前往協助辦理「

2002 年第三屆澳洲昆士蘭省台僑團體聯合

運動大會」及僑民體適能檢測。 

九月十七日 哲學系舉辦第一學期研究生座談會。 

九月十八日 文學院第一學期第一次院務會議。 

九月廿四日 中國文學系金周生老師、李添富老師及鍾宗

憲老師應邀至台北市大同中學擔任「台北市

九十一年度語文競賽」評審委員。 

九月廿五日 中國文學系王初慶老師獲頒行政院一等獎

章；黃湘陽老師獲頒教育部資深優良教師獎

勵及資深教職員工服務獎勵；金周生老師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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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私校協會大智獎；孫永忠老師獲頒私校協

會大勇獎。 

十月 體育學系楊志顯主任應邀擔任九十二年全

國運動會籌備委員（至九十二年十月）；陳

鴻雁老師應邀擔任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全民

運動會運動競賽審查委員會委員與運動禁

藥審查委員會委員；王顯智老師於《中華體

育》發表〈骨骼肌的收縮型態與特性〉；劉

麗雲老師帶領學生至仁濟療養院、偏遠地區

服務病友及協助義診，指導新莊市公所舉辦

之「新莊市九十一年『活力城市、魅力新莊

』全民聯歡晚會」「武舞」之演出；王金蓮

老師指導學生代表本校參與國慶大會表演。 

十月—十一月 體育學系劉麗雲老師帶領學生於新莊地區

進行環保資源回收，至樂山療養院、花蓮慈

濟醫院服務病友。 

十月一日 哲學系召開基礎理論組教學研究小組會議。 

十月一日—五日 體育學系吳錦雲老師帶隊參加「九十一年全

國中小學田徑錦標賽」。 

十月二日 歷史學系於利瑪竇大樓國際會議廳舉辦第

一學期系週會。 

 哲學系召開西洋哲學組與中國哲學組教學

研究小組會議。 

十月六日 中國文學系齊曉峰老師應邀至戲曲與文學

推廣協會參加「古典戲曲教學演講」，講授

內容：崑劇經典折子戲的劇本導讀「由漁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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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到朱買臣休妻」及「崑曲中的節婦—以評

雪辨蹤為例」（一）。 

十月八日 體育學系舉行第一學期第一次「碩士班研究

生學術發表會」。 

十月九日 哲學系舉辦第一學期系週會，邀請系友會會

長楊秋福返校講演。 

十月十一日—十二日 中國文學系鍾宗憲老師應邀至香港大學擔

任「錢鍾書與二十世紀中國學術國際研討會

」評論人，並發表論文：〈《管錐編》對於「

變形」的相關論述與思辨〉並獲大會論文一

等獎；孫永忠老師及許華峰老師應邀擔任評

論人。 

十月十三日 中國文學系齊曉峰老師應邀至戲曲與文學

推廣協會參加「古典戲曲教學演講」，講授

內容：崑劇經典折子戲的劇本導讀「由漁樵

記到朱買臣休妻」及「崑曲中的節婦—以評

雪辨蹤為例」（二）。 

十月十四日 體育學系陳太正老師出席高雄市政府代表

我國申辦 2007 年世界大學運動會相關議題

研討座談。 

十月廿日 中國文學系齊曉峰老師應邀至戲曲與文學

推廣協會參加「古典戲曲教學演講」，講授

內容：崑劇經典折子戲的劇本導讀「由漁樵

記到朱買臣休妻」及「崑曲中的節婦—以評

雪辨蹤為例」（三）。 

十月廿三日 文學院第一次臨時院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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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廿三日—卅一日 影像傳播學系於文友樓舉行「118 影展」。 

十月廿六日 中國文學系孫永忠老師應邀於文藝學院領

導幹部共融營講演「生涯規劃」。 

 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於文開樓舉辦第一

學期教育專題系列講座（一），邀請台北市

政府教育局吳清基教授蒞校講演「變遷社會

中的學校領導」。 

十月廿七日 中國文學系齊曉峰老師應邀至戲曲與文學

推廣協會參加「古典戲曲教學演講」，講授

內容：崑劇經典折子戲的劇本導讀「由漁樵

記到朱買臣休妻」及「崑曲中的節婦—以評

雪辨蹤為例」（四）。 

十月卅日 新聞傳播學系陳順孝老師應邀至台灣大學

中文系講演「新聞真實建構：理論與實務」

。 

十月卅一日 中國文學系舉辦「第七屆紀念傅試中老師詩

詞吟唱比賽」；齊曉楓老師獲教師教學績優

獎勵。 

 新聞傳播學系陳順孝老師應邀至政治大學

新聞系講演「新聞標題寫作」。 

十月卅一日—十一月一日 體育學系高瑞鍾老師及吳福明老師代表本

校參加「中華民國大專院校九十一年教職員

工網球錦標賽」。 

十月卅一日—十二月二日 新聞傳播學系陳樹華老師於台灣師範大學

總圖書館舉行「人文進修班師生藝術作品聯

展」。 

文學院【111】 

十一月  廣告傳播學系張郁敏老師擔任「第四屆媒介

與環境學術研討會」評審；張郁敏老師、彭

芸老師及張愛華老師獲台灣電力公司補助

研究計劃案「提昇台電公司整體企業形象之

研究」；陳尚永老師擔任財團法人罕見疾病

基金會舉辦之「絕地花園電視單元劇」評審

、「第四屆媒介與環境學術研討會—第四場

」評論人、擔任由新聞評議委員會舉辦之「

廣告中女性意涵」評審及由中華發展基金管

理委員會舉辦之「兩岸關係暨大陸新聞報導

獎—新聞攝影類」評審；林榮觀老師赴台北

藝術大學推廣部講授「印刷設計」及擔任由

行政院衛生署舉辦之「大專院校媒體反菸影

像創作競賽」評審；洪雅慧老師於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期刊發表論文〝

Who’re on and why they’re there：A study of 
candidates‘ web sites users in Taiwan〞、擔

任「張思恆文教基金會學術研究獎成果發表

會」主持人及「第四屆媒介與環境學術研討

會」召集人；吳宜蓁老師於國立台北師範大

學推廣班講授「校長培訓學分班」；吳宜蓁

老師擔任張思恆文教基金會學術研究獎成

果發表會發表人。 

 影像傳播學系林維國老師應邀參加「第四屆

媒介與環境學術研討會」，發表〈公共關係

與第三人效果：一個初探性研究〉。 

 體育學系楊志顯老師應邀擔任耕莘醫院永

和分院雙和社區健康促進營造計畫體適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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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課程主持人；劉麗雲老師帶領學生參訪

台中南投地震災區重建中小學（希望工程）

；楊漢琛老師應邀擔任「歡樂迪士尼台北健

康家園」體能檢測活動負責人；范武人老師

應邀擔任亞洲青年杯錦標賽選拔委員；劉俊

業老師於《淡江體育》發表〈運動競技賽會

之組織與運作─以美國大學為例〉，應邀擔

任扶輪社主辦之「扶輪心、運動情—社區關

懷籃球活動」總策劃。 

十一月—十二月 體育學系楊志顯老師應邀擔任行政院體育

委員會九十一年度運動人口倍增計畫輔導

委員；楊漢琛老師應邀指導輔仁大學體育學

系與耕莘醫院永和分院合辦雙和社區健康

促進營造計畫體適能課程。 

十一月四日—十日 體育學系范武人老師應邀擔任「九十一年全

國中正盃橄欖球錦標賽暨第七屆亞青盃國

家代表隊選拔賽」選拔委員。 

十一月四日—廿日 體育學系劉俊業老師及王金蓮老師帶隊參

加「中華民國大專院校九十一學年度籃球運

動聯賽」。 

十一月六日  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蔡進雄教授於「教育

品質管理」課程中帶領同學至淡江大學實地

了解 TQM 推行情形。 

 天主教香港教區聯校台灣教育考察團參訪

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 

十一月七日—十五日 哲學系黎建球教授應邀赴大陸上海佘山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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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擔任「哲學概論、知識論」講學。 

十一月八日 新聞傳播學系陳順孝老師應邀至文化大學

新聞系演講「新聞控制與反控制」。 

十一月九日—廿四日 哲學系鄔昆如教授赴大陸武漢中南神學院

擔任「西洋哲學史」講學。 

十一月十二日 文學院第二次院教評會。 

十一月十三日 文學院第一學期第二次院務會議。 

十一月十五日 圖書資訊學系鄭恒雄老師應邀參加「美國

OCLC：圖書資訊服務新發展『開創知識圖

書館新境界』知識交流研討會」；吳政叡老

師應圖書館之邀講演「NBINet 主題複分效

用分析」。 

 體育學系碩士班舉辦第一學期第二次「研究

生學術發表會」。 

 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於野聲樓舉辦「教育

部推動生命教育九十一學年度工作研討會」

。 

十一月十五日—十六日 體育學系楊志顯老師應邀出席「九十一年度

運動人口倍增計畫輔導訪視行前研習會」。 

十一月十六日 新聞傳播學系習賢德老師參加「2002 媒介與

環境研討會」，發表論文〈解讀戰爭新聞的

虛實：以國共台海空戰紀錄的爭議為例〉；

陳順孝老師發表〈新聞組織的控制與反控制

—記者與報老闆的互動策略〉。 

十一月十七日 中國文學系王靜芝教授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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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十九日 新聞傳播學系張文強老師應邀至政治大學

新聞所演講「『教』『學』相長的互動經驗：

在職專班的經驗」。 

十一月廿日—廿二日 中國文學系許華峰老師應邀至中央研究院

參加「宋代經學國際研討會」，發表論文〈

陳大猷《書集傳》及《書集傳或問》的學派

歸屬問題〉。 

十一月廿一日 圖書資訊學系鄭恒雄老師應邀參加「Ommon 
Subject-Related Elements in Metadata 
Schemes」。 

十一月廿二日 中國文學系由孫永忠老師帶領同學參加「中

華民國大專青年第二十屆聯吟大會比賽」，

吟唱組榮獲全國團體獎項第四名，創作組榮

獲全國團體獎項第四名，個人組亦有多人獲

獎；胡幼楓老師應邀擔任評審委員。 

十一月廿三日 中國文學系與中國聲韻學會於野聲樓合辦

「上古音專題學術研討會」，並邀請中研院

龔煌城院士及台灣師大退休教授陳新雄教

授講演。 

十一月廿七日—廿八日 中國文學系廖棟樑老師應邀擔任「杜詩與唐

宋詩學—杜甫誕生一千二百九十年國際學

術研討會」評論人。 

十一月廿八日 歷史學系與宗教學系共同邀請中國社科院

民族研究所研究員伍昆明先生蒞校講演「早

期天主教傳教士在西藏西部古格地區的傳

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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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卅日 中國文學系李添富老師應邀參與「國家考試

國文科命題技術研討會」命題及技術討論。 

 新聞傳播學系林麗雲老師應邀至教育部擔

任「英國新左思想研讀會」講師。 

十一月卅日至十二月一日 歷史學系於「第廿八屆全國大專院校史學盃

球類邀請賽」中獲女子排球隊亞軍。 

十二月 文學院《九十學年度成果報告書》出版。 

 歷史學系周雪舫老師獲「教師教學績優獎勵

」；克思明老師獲「輔仁學術研究獎」；張省

卿老師應邀至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西洋

藝術史中心講演「借東方啟蒙西方—以德國

耶穌會傳教士戚爾學（Athanasius Kircher, 
1602-1680）對中國之報導來探討東西文化交

流」；高郁雅老師應邀於「中國近代國家的

塑造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戰後國民黨新

聞機構的企業化嘗試（1945-1949）〉。 

 哲學系鄔昆如教授獲頒「輔仁學術獎」；尤

煌傑教授獲頒「教學績優獎」；鄔昆如教授

應邀參加「The 14th Symposium on the Unity 
of Science」，發表論文〝From Plurality to 
Unity- A Comparative Study Concerning 
Yin-yan-theory and Holy-morphism〞；黎建球

教授應邀赴香港參加「二十一世紀中華文化

世界論壇第二次會議—文化自覺與社會發

展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普世價值

與民族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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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傳播學系張文強老師於《新聞學研究》

第 73 期發表〈媒介組織內部權力運作與新

聞工作自主封建采邑內的權力控制與反抗〉

；陳樹華老師出版「主題攝影」電子書。 

 廣告傳播學系林榮觀老師應邀擔任農委會

舉辦之「全國蘭花展 LoGo 競賽」評審，帶

領同學參訪秋雨印刷公司；張郁敏老師於台

大、清大、交大、陽明大學進行遠距教學「

網路廣告」。 

 影像傳播學系劉立行主任應邀至立法院「數

位匯流公聽會」擔任專家說明。 

 體育學系楊志顯老師於《大專體育學刊》發

表〈我國大專院校運動團隊資源分配考量因

素之研究〉，於「輔仁大學九十一學年度體

育學術研討會」中擔任主持人並發表〈大學

運動代表隊組織承諾量表編制〉，應邀擔任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九十一年度運

動與女性研習會主持人與九十二學年度大

學入學考試體育組術科考試執行委員；陳鴻

雁老師於《國民體育季刊》發表〈運動產業

之根基－競技運動〉，並應邀擔任台灣體育

運動管理學報論文審查委員；張宏亮老師分

別應邀於「輔仁大學九十一學年度體育學術

研討會」與「九十一年中華民國體育學會學

術發表會」中擔任主持人，並於《輔仁大學

體育學刊》發表〈防止運動員藥物濫用的行

為策略〉；陳太正老師應邀於「輔仁大學九

十一學年度體育學術研討會」中擔任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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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福明老師獲「輔仁大學九十一學年度教

學績優教師獎」，於《大專體育雙月刊》發

表〈論女子體操選手之選材〉，並於《國立

台灣藝術學報》發表〈體操戰術戰略應用之

研究〉；王顯智老師應邀於「輔仁大學九十

一學年度體育學術研討會」中擔任主持人，

並發表〈員工健康行為相關研究─以某汽車

廠之員工為例〉、〈美國健康管理之健康風險

評估介紹〉；葉志仙老師於「輔仁大學九十

一學年度體育學術研討會」中發表〈職業與

業餘棒球選手心理技能、團隊凝聚力與滿意

度之探討〉，並於《輔仁大學體育學刊》發

表〈國內企業對大學院校棒球隊贊助行為之

研究〉；曾慶裕老師於「2002 亞洲體育運動

學會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建立身體質量

與體適能之線性迴歸模型〉，於《輔仁大學

體育學刊》發表〈運動負荷與運動持續時間

關係之探討〉，並於「輔仁大學九十一學年

度體育學術研討會」中發表〈運用群集分析

探討中華大學學生體適能之現況〉、〈中華大

學教職員工健康體適能與工作倦怠之研究〉

；范武人老師於「輔仁大學九十一學年度體

育學術研討會」中發表〈九十年全國中正杯

高中男子十五人制橄欖球比賽致勝因素分

析與探討〉，並於「2003 年產官學運動與休

閒管理學術研討會」中發表〈目標管理在橄

欖球運動訓練上之應用〉。 

十二月一日 歷史學系邀請南京大學錢乘旦教授蒞臨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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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中國大陸對英國社會史的研究」。 

十二月二日—十日 哲學系獲國科會補助「羅光講座（一）」，邀

請美國聖母大學 Ralph McInerny 教授講授「

倫理哲學—Human Action and Virtue」課程。 

十二月三日 圖書資訊學系鄭恒雄老師應邀參加由醫學

圖書館舉辦之「PBL 與醫學資源利用研習會

」。 

 新聞傳播學系陳順孝老師應邀至台灣大學

農業推廣系講演「新聞編輯的知識與行動」

。 

十二月四日—五日 體育學系曾慶裕老師應邀擔任「2002 年神腦

國際盃世界大學棒球名校邀請賽」工作執行

小組競賽組副組長。 

十二月五日—六日 歷史學系於野聲樓舉辦「中梵外交關係史國

際學術研討會」，張淑勤老師應邀發表〈天

主教會的再思考〉。 

十二月六日—七日 中國文學系鍾宗憲老師應邀至香港大學擔

任「異端與開拓：中國語文教學國際學術研

討會」主持人、評論人、引言、回應及特約

討論人，並發表〈劉守華《中國民間故事史

》與兩種中國民間文學史的比較：兼論台灣

地區大學的民間文學課程〉，並獲大會論文

一等獎；孫永忠老師及許華峰老師亦參與會

議擔任評論人。 

十二月八日 哲學系舉辦系友回娘家活動，新聞傳播學系

、廣告傳播學系、影像傳播學系共同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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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大傳播系友回娘家」活動；體育學系、體

育學系系友會於積健樓合辦「輔仁大學體育

學術研討會」暨系友聯誼活動。 

十二月十日 體育學系舉辦第一學期第三次「研究生學術

發表會」。 

十二月十日—十一日 體育學系葉志仙老師與曾慶裕老師帶隊前

往新竹市參加「中華民國大專院校九十一學

年度棒球運動聯賽」。 

十二月十一日 中國文學系舉辦成年禮。 

 哲學系舉辦「人與倫理兩岸學術研討會」。 

 圖書資訊學系鄭恒雄老師應邀參加由社會

科學圖書館舉辦之「大陸文獻電子資源利用

研習會」。 

 新聞傳播學系習賢德老師應邀至銘傳大學

傳播學院講演「臺灣地區新聞專業人力的流

動與整合」。 

十二月十二日 中國文學系舉行王靜芝教授公祭，安葬於臺

北縣三芝鄉北海墓園。 

十二月十二日—十四日 哲學系舉辦「基督宗教哲學與人性尊嚴國際

學術研討會」。 

十二月十二日—廿二日 體育學系陳太正老師代表大專體總及高雄

市政府為申辦 2007 世界大學運動會赴捷克

、匈牙利、瑞典與愛沙尼亞訪問國際大學運

動總會執行委員。 

十二月十三日—十五日 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師生計 46 人至高雄



【120】文學院 
 

旗美高中及台南聖心女中校外參訪，並假旗

美高中舉辦第一學期教育專題系列講座（二

），邀請國立台東社教館吳坤良館長講演，「

學校與社區結合─雕塑社區發展」。 

十二月十四日 圖書資訊學系鄭恒雄老師應邀參加由國立

中興大學舉辦之「兩岸公共圖書館實務研討

會」，發表〈參訪公共圖書館所見技術服務

問題之省思〉。 

十二月十八日 中國文學系於利瑪竇大樓舉辦系週會。 

 體育學系王金蓮老師出席「大專籃球聯賽女

生組第一級複、決賽比賽場地協商會議」。 

十二月十八日—十九日 體育學系葉志仙老師與曾慶裕老師帶隊前

往台中市參加「2002 年協會盃全國成棒年度

大賽」。 

十二月廿日 中國文學系胡幼楓老師應邀至南門國中擔

任台北市詩詞吟唱比賽高中組評審。 

十二月廿四日 體育學系吳福明老師帶隊前往台南縣參加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九十一學年度排球聯

賽」預賽。 

十二月廿八日 哲學系與中國哲學會共同舉辦「中國哲學與

全球化學術研討會」。 

十二月卅日—卅一日 體育學系吳福明老師帶隊前往屏東縣參加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九十一學年度排球聯

賽」預賽。 

十二月卅一日 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於文開樓舉辦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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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教育專題系列講座（三），邀請管理學

院吳秉恩教授講演「教育人力資源管理」。 

九十二年 

一月 歷史學系周雪舫老師應邀於周樑楷先生之

《史觀與史實—談「世界文化史」》一書中

發表〈烏托邦的幻滅：蘇聯的興亡〉。 

 廣告傳播學系吳宜蓁老師應邀擔任台經院

「能源報導」編輯會議評審。 

 影傳系葉春華老師應邀至彰化市講演「剖析

電影中的美學元素與閱讀影像語言」。 

 體育學系楊志顯老師應邀擔任行政院體育

委員會九十二學年度運動人口倍增計畫輔

導委員台灣體育運動管理學會學術研討會

論文審查委員、九十二學年度中等以上學校

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甄試委員及教

育部九十一年公費留學考試短期研究人員

書面審查委員，獲耕莘醫院補助專題研究計

劃「資深國民體能常模之建立」（至九十二

年八月）；張宏亮老師應邀擔任中華民國體

育學會副秘書長；楊漢琛老師於「台灣運動

教育學會九十一年度年會暨論文發表會」發

表〈資訊科技融入體育教學之探討─以台北

市立仁愛國中為例〉；陳鴻雁老師應邀擔任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足球委員會委

員。 

 歷史學系戴晉新主任獲教育部顧問室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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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計畫「藏文經典研讀會」；雷俊玲

老師獲教育部顧問室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新

編劍橋世界近代史研讀會」（至十二月）；陳

君愷老師獲衛生署國民健康局補助專題研

究計畫「衛生所之歷史回顧與網路資料庫的

建立」（至九十四年十二月）、獲教育部顧問

室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培育新時代有機知識

份子的醫學人文課程設計—結合醫學人文

教改和 STS 學程推動的整合型計畫」。（至九

十五年十二月） 

 哲學系丁福寧教授獲教育部補助「西洋古典

暨中世紀哲學資料中心」計畫；高凌霞教授

獲教育部九十二年度人文社會科學教育改

進計畫補助「中世紀哲學經典研讀會」。（至

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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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主題詞表編訂」。 

 廣告傳播學系吳宜蓁老師參與衛生署國民

健康局舉辦之「2003 無菸餐廳宣導計劃」。 

一月四日 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九十三學年度碩士

班甄試筆試及書面資料審查。 

一月七日 體育學系舉辦第一學期第四次「研究生學術

發表會」。 

一月九日 圖書資訊學系於文開樓舉辦碩士班甄試招

生委員會第二次會議。 

一月十日 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九十三學年度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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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甄試口試。 

一月十日—十七日 體育學系陳太正老師赴義大利出席「國際大

學運動總會執行委員會議」。 

一月十三日—十七日 體育學系於積健樓舉辦「九十一學年度碩士

班論文計畫口試審查」。 

一月十四日 文學院第三次院教評會。 

一月十五日 文學院第一學期第三次院務會議。 

一月十七日 中國文學系九十一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師學

術研討會於文學院研究所大樓舉行，由王金

凌老師及廖棟樑老師擔任主持人，趙中偉老

師發表論文〈道者，神明之原也－《黃帝四

經》形之思維研究〉；胡正之老師發表〈文

氣：從六朝到唐宋的發展〉；孫永忠老師發

表〈三才圖會研究〉。 

一月十七日—廿二日 體育學系楊志顯主任參訪上海體育學院。 

一月十八日—十九日 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假新店崇光女中協

辦天主教中小學經營領導研習會（三）－主

任管理領導知能研習。 

一月廿一日 體育學系於積健樓舉辦九十一學年度第一

學期碩士學位考試綜合測驗（筆試）。 

一月廿六日—廿七日 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假屏東福華飯店舉

辦教育工作研討會。 

一月廿七日—廿八日 體育學系楊志顯老師赴台南縣出席「九十一

年度運動人口倍增計畫總檢討會」。 

二月 歷史學系張省卿老師應邀在〈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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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umenta Serica Institute 中發表論文〝The 
Philosophy of Nature in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East and West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y〞。 

 哲學系潘小慧副教授出版《德行與倫理—多

瑪斯的德行倫理學》。 

 廣告傳播學系陳尚永老師擔任中華民國社

區廣播電台協會舉辦之「第一屆廣播金音獎

」評審；吳宜蓁老師應邀擔任衛生署國民健

康局舉辦之「家庭無菸年」評審，並於「2003
中華傳播學會上海年會」發表論文〈兩岸公

共關係現況與發展初探〉；蕭富峰老師出版

《你可以再靠近一點看 P&G》。 

 體育學系吳福明老師於《大專體育雙月刊》

發表〈女子體操跳馬動作技術發展之探討〉

；王顯智老師於《大專體育》發表〈健康促

進之健康風險評估〉；陳太正老師應邀擔任

「第八屆第二次亞奧運選訓小組」委員；劉

麗雲老師與王金蓮老師帶領學生至陽明教

養院服務；葉志仙老師出版《棒球聖經》，

並應邀擔任「第八屆第二次亞奧運選訓小組

」委員；楊志顯老師獲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

康局補助專題研究計劃「新莊及泰山地區地

區老人健康促進及生產力開發推廣實驗計

劃」（至九十三年三月）；陳鴻雁老師應邀擔

任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第四屆第二

任國際交流審查委員會主任委員（至九十三

年十二月）。 

文學院【125】 

二月—三月 體育學系楊志顯老師應邀擔任九十二學年

度大學入學考試體育組術科考試總監試。 

二月—七月 影像傳播學系葉春華老師接受法管學院委

託進行拍攝「服務─學習 Service-Learning
計畫中之推廣影片」及「服務─學習 
Service-Learning 計畫之龍山啟能中心紀錄

片」。 

二月—十二月 體育學系陳鴻雁老師應邀擔任中華民國大

專院校體育總會田徑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與

跆拳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二月二日 中國文學系鍾宗憲老師應邀至南京師範大

學擔任「台灣地區漢唐文學教學座談會」引

言人。 

二月三日—五日 中國文學系鍾宗憲老師應邀至徐州師範大

學擔任「漢唐文化學術研討會」主持人、評

論人及引言回應，並發表論文〈漢畫像石的

文化詮釋與商榷：以徐州漢畫像石館館藏為

例〉，獲大會論文第一名。 

二月十八日 中國文學系孫永忠老師應人事室邀請於谷

欣廳擔任「輔仁大學新進職員公文講座」課

程講師。 

二月十九日 體育學系劉俊業老師帶隊參加「中華民國大

專院校九十一學年度籃球運動聯賽」複賽。 

二月廿日—廿七日 體育學系范武人老師應邀擔任「九十二年度

台灣區第五十七屆橄欖球錦標賽暨 2003 年

世界盃青年錦標賽國家代表隊選拔賽」選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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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二月廿四日 體育學系劉俊業老師帶隊參加「中華民國大

專院校九十一學年度籃球運動聯賽」複賽。 

二月廿六日 文學院第二學期第一次院務會議。 

 圖書資訊學系於文開樓舉辦碩士班甄試招

生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二月廿七日 體育學系葉志仙老師出席「第八屆第二次亞

奧運選訓小組會議」。 

三月 廣告傳播學系陳尚永老師擔任新聞局國際

處舉辦之「行政院新聞局九十二年美、加、

日巡迴展演團企劃研商」顧問，及《新聞學

研究》之〈台灣廣告與社會文化價值關聯性

的探討—以時報廣告金像獎為例〉學術審查

；謝明順老師擔任本校宗教學系舉辦之「宗

教攝影展」評審，擔任中興新村舉辦之「中

興新村全省美展」評審及複審評審，擔任「

攝影金像獎」評審及擔任「富士專業人像攝

影大賽」評審。 

 影像傳播學系劉立行主任應邀參加「數位視

訊論壇」並擔任特約討論人。 

 體育學系楊志顯老師應邀擔任九十二年全

國大專院校運動會體育學術研討會論文審

查委員；王顯智老師於《大專體育》發表〈

健康管理事業之經營策略案分析─以康寧

健康運動中心為例〉；楊漢琛老師應邀擔任

台北縣三峽恩主公醫院社區發展部體適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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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與檢測活動負責人；劉俊業老師於「The 
4th ICHPE. SD Asia Congress」發表〝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Fitness and Skill 
for the Young Female Soccer Player in Taiwan
〞；陳鴻雁老師應邀擔任 2003 年第二十二屆

韓國大邱世界大學運動會工作執行小組委

員（至九月），以及國民體育季刊編輯委員

會委員。（至九十四年三月） 

三月—七月 體育學系楊志顯老師應邀擔任行政院體育

委員會《國民體育季刊》英文摘譯工作。 

三月一日 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於野聲樓舉辦第二

學期教育專題系列講座（一），邀請國立陽

明大學洪蘭教授蒞校講演「閱讀的神經機制

」。 

三月三日—四日 體育學系劉俊業老師帶隊參加「中華民國大

專院校九十一學年度籃球運動聯賽」複賽。 

三月六日 中國文學系齊曉楓老師及孫永忠老師擔任

「中國詩文與戲劇之美」演講系列主持人。

 體育學系劉俊業老師帶隊參加「中華民國大

專院校九十一學年度籃球運動聯賽」複賽。 

三月十日—十四日 新聞週。 

三月十一日 哲學系召開基礎理論組教學研究小組會議。 

 體育學系於積健樓舉辦第二學期第一次「研

究生學術發表會」。 

三月十一日—十四日 體育學系葉志仙老師與曾慶裕老師帶隊前

往台北市參加「中華民國大專院校九十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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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棒球運動聯賽」。 

 哲學系召開西洋哲學組與中國哲學組教學

研究小組會議。 

三月十二日 新聞傳播學系邀請中國廣播公司新聞部經

理馮小龍先生蒞校講演「廣播新聞發展趨勢

與策略」。 

三月十四日—十六日 體育學系吳錦雲老師帶隊前往台北市參加

「九十二年台北市春季田徑分齡公開賽」。 

三月十五日—十七日 體育學系吳福明老師帶隊前往彰化縣參加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九十一學年度排球聯

賽」；范武人老師帶隊前往板橋市參加「九

二全運會系列活動─台北縣縣長杯暨全國

七人制橄欖球錦標賽」。 

三月十五日—四月三日 哲學系高凌霞教授赴上海佘山修院講學「倫

理學」。 

三月十六日 體育學系楊志顯老師應邀擔任行政院體育

委員會運動人口倍增計畫輔導委員。（至九

十三年三月十五日） 

三月十七日—廿一日 影傳週。 

三月十八日 體育學系葉志仙老師與曾慶裕老師帶隊前

往台北市參加「中華民國大專院校九十一學

年度棒球運動聯賽」。 

三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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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由系上東籬詩社擔

任「蓼莪」演唱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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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林梅琴教授帶領學

生至桃園縣大成國中及新竹內思高工參觀

訪問。 

三月十九日—廿四日 體育學系楊漢琛老師赴泰國出席「4th 
ICHPER.SD Asia Congress」並發表〝A Study 
on the Leadership of University Dragon Boat 
Coaches betwee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Background of 
College Dragon Boat Teams betwee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Effected Group 
Cohesiveness〞、〝An Investigation of the 
Impact of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Strategies of a Sports Coach on Team 
Performance〞。 

三月十九日—廿五日 體育學系吳福明老師帶隊前往嘉義參加「中

華民國大專院校九十一學年度排球聯賽」。 

三月廿日 中國文學系齊曉楓老師及孫永忠老師擔任

「中國詩文與戲劇之美」演講系列主持人；

金周生老師及李添富老師應邀至銘傳大學

參與「第六屆中國訓詁學全國學術研討會」

，並擔任評論人。 

三月廿四日 歷史學系陳君愷老師應邀在「東亞自由化、

民主化與區域和平國際圓桌討論會」中發表

論文〈「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乎？—淺論

中國民運借鏡臺灣民主化經驗時應有的歷

史認識〉。 

三月廿五日 新聞傳播學系邀請中國廣播公司新聞部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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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兼總編導朱克威先生蒞校講演「廣播新聞

基本原則與寫作」。 

三月廿八日 歷史學系陳君愷老師應邀擔任「社會、人文

與全人教育學術研討會」評論人。 

 圖書資訊學系張淳淳老師應邀參加由淡江

大學舉辦之「數位化資源經營研討會」。 

三月廿九日 中國文學系孫永忠老師應邀參加「社會、人

文與全人教育學術研討會」，發表〈論鶯鶯

覆簡及在西廂故事中的遞變〉；黃湘陽老師

擔任評論人；鍾宗憲老師參與特約討論。 

三月廿九日—卅日 中國文學系李添富老師應邀擔任「第十四屆

中國文字學學術研討會」評論人。 

三月卅日 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於文開樓舉辦第二

學期教育專題系列講座（二），邀請高雄市

政府教育局鄭英耀教授講演「教育創新」。 

三月卅一日 體育學系葉志仙老師與曾慶裕老師帶隊前

往台北市參加「中華民國大專院校九十一學

年度棒球運動聯賽」。 

四月 歷史學系張淑勤老師應邀至國父紀念館擔

任復活節的音樂策劃「歷史意識重要著作研

討會」主持人、主講人與特約討論人。 

 哲學系鄔昆如教授出版《哲學十大問題》。 

 圖書資訊學系林麗娟老師應邀參加由師範

大學舉辦之「第 11 屆國際電腦輔助教學研

討會 ICCAI 2003」，發表〈科技融入創意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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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影響因素分析〉、〈PBL 於網路學習成效評

析〉及〈網路學習用於營養教學之應用〉；

毛慶禎老師應邀參加「臺灣地區數位落差指

標與應用高峰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新聞傳播學系陳順孝老師出版《新聞控制與

反控制：「記實避禍」的報導策略》。 

 廣告傳播學系與政大廣告系假台北紐約紐

約展覽中心舉辦聯合畢業展「偏執群」；舉

辦「第六屆明梅廣告策略提案競賽校際競賽

」榮獲第二名及佳作。 

 影像傳播學系劉立行主任應邀參加「數位時

代與傳播科技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 

 體育學系楊志顯老師應邀出席國立教育研

究院籌備處之「體育界對健體領域課程意見

反應座談會」，於《大專體育》發表〈棒球

運動起源與發展之探討〉；張宏亮老師應行

政院體育委員會之邀請參與國家運動選手

訓練中心教練、選手培訓期間大專課業輔導

課程規劃事宜，於「九十一年大專體育總會

學術發表會」擔任特約討論人；王金蓮老師

出版《體育學系學生成就動機、學習態度、

運動態度及價值觀之分析研究》。 

四月一日—二日 體育學系潘孟宜老師帶隊前往楊梅參加「

2003 年大專盃高爾夫錦標賽」；葉志仙老師

與曾慶裕老師帶隊前往花蓮市參加「九十二

年全國成棒甲組春季聯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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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一日—十五日 中國文學系孫永忠老師應人事室邀請擔任

講授「輔仁大學新進職員公文講座」課程。 

四月四日 圖書資訊學系曾元顯老師應邀參加由國立

暨南國際大學資訊工程研究所舉辦講演「

Text Mining Techniques: Classification and 
Association」。 

四月七日—十七日 哲學系獲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羅光講座（

二）」邀請羅馬宗座聖多瑪斯學院院士 Leo 
Elders 教授講授「亞奎那形上學（The 
Metaphysical Theory of Thomas Aquinas）」課

程。 

四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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蒞校講演「廣播新聞

採訪」。 

四月九日 圖書資訊學系邀請王振鵠教授於濟時樓講

演「我國大學圖書館發展之趨勢」。 

 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林梅琴教授帶領學

生至桃園縣大成國中及新竹內思高工參觀

訪問。 

四月十日 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蔡進雄教授帶領學

生至新莊民安國小參觀訪問。 

四月十一日 體育學系曾慶裕老師帶隊前往新竹市參加

「九十二年全國成棒甲組春季聯賽」複賽。 

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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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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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學系於積健樓舉辦第二學期第二次「碩

士班研究生學術發表會」。 

 哲學系陳福濱教授赴北京市首都師範大學

講演「台灣高等教育之現況與發展」。 

四月十六日 哲學系陳福濱教授赴北京市社會科學院講

演「台灣高等教育之現況與發展」。 

四月十七日 哲學系尤煌傑副教授應邀赴師範大學音樂

系講演「各種透視觀所呈現的審美世界」。 

四月十八日 哲學系陳福濱教授赴民主促進會講演「台灣

高等教育之現況與發展」。 

 圖書資訊學系鄭恒雄老師應邀參加「國家圖

書館發展策略與展望座談會」。 

 新聞傳播學系陳順孝老師應邀至台灣師範

大學國文系講演「新聞編輯的技術與藝術」

。 

四月十九日 中國文學系與中國聲韻學會於谷欣廳合辦

「漢語拼音專題學術研討會」，邀請師範大

學國文系李鍌教授及中研院語言所李壬癸

院士主講。 

四月廿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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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月廿二日—廿三日 體育學系葉志仙老師帶隊前往台北市參加

「九十二年全國成棒甲組春季聯賽」複賽。 

四月廿三日 文學院第二學期第二次院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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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文學系孫永忠老師應救國團邀請於台

北劍潭青年活動中心擔任「救國團同仁公文

講座」課程講授。 

四月廿三日—廿五日 體育學系曾慶裕老師帶隊前往台北市參加

「九十二年全國成棒甲組春季聯賽」複賽。 

四月廿四日—五月廿九日 中國文學系舉辦「大學部應屆畢業同學論文

發表會」。 

四月廿五日 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於濟時樓舉辦「第二

屆教育領導與發展學術研討會－二十一世

紀教育領導新典範」。 

四月廿五日—廿六日 歷史學系於文友樓舉辦「天主教輔仁大學歷

史學系成立四十週年學術研討會」。 

四月廿六日—廿八日 影像傳播學系與世新廣電、政大廣電、台藝

廣電及文化大傳四系假台北市立圖書館總

館舉辦「第六屆五校聯展─五力泛台」。 

四月廿八日 圖書資訊學系邀請蘇精教授於文開樓講演

「中西手工印本的生產與傳播」。 

四月廿八日—卅日 體育學系陳太正老師赴韓國大邱出席「2003
年世界大學運動會團長暨團體項目抽籤會

議」。 

四月廿八日—五月二日 影像傳播學系於文開樓舉辦影展。 

四月廿九日 新聞傳播學系邀請中國廣播公司新聞部主

播姚愛真女士蒞校講演「廣播新聞編輯」。 

 影像傳播學系邀請公共電視「孽子」劇組舉

行座談會，邀請導演曹瑞原、製片蘇國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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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中演員與大家暢談製片過程甘苦。 

四月卅日 圖書資訊學系吳政叡老師應邀至中興大學

圖書資訊所講演「資料著錄的未來趨勢臆測

」。 

五月 歷史學系王芝芝老師應邀於《暨南大學電子

雜誌》第二十二期中發表〈阿拉伯、庫德族

、什葉派﹕伊拉克的民族與宗教〉。 

 哲學系丁原植教授出版《楚簡儒家性情說研

究》。 

 圖書資訊學系蘇諼老師應邀參加由世新大

學資訊傳播學系舉辦之「論文發表學術研討

會」；林麗娟老師應哲學系邀請講演「哲學

教材教法研討會」。 

 廣告傳播學系謝明順老師擔任「城市‧城事

攝影比賽」評審；張郁敏老師擔任「慈懷中

途之家籌建募款專案」評審。 

  影像傳播學系葉春華老師應邀參加本校舉

辦之「服務－學習國際學術研討會」，並擔

任特約討論。 

 體育學系張宏亮老師於《輔仁大學體育學刊

》發表〈目標設定理論在健身運動的應用〉

；陳鴻雁老師應邀擔任台北護理學院運動保

健學系自我評鑑委員與中華民國九十二年

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田徑競賽副總指揮、中

華民國學生棒球教材編輯委員會委員；楊漢

琛老師於「2003 第二屆運動事業管理學術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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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會」中發表〈健康促進營造計畫體適能指

導課程成效評估調查研究〉、〈政府機關員工

體適能現況之探討─以台北縣教育局與衛

生局員工為例〉，於《輔仁大學體育學刊》

發表〈我國大專院校重點運動發展考量因素

調查問卷之編製研究〉；潘孟宜老師應邀前

往楊梅講演「高球判例分析」。 

五月—六月 葉志仙老師應邀擔任中華民國棒球協會學

生棒球教材編輯委員會委員。 

五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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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期

）」。（至九十三年四月三十日） 

五月一日—六日 體育學系吳錦雲老師擔任「中華民國九十二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田徑競賽」副總指揮

。 

五月二日  新聞傳播學系張文強老師參加政大新聞所

舉辦「傳播研究與臺灣社會」學術研討會，

發表〈理論與實務的斷裂：跳脫我們分類習

性與語言習性後的解釋〉；林麗雲老師參加

政大新聞所舉辦「傳播研究與臺灣社會」學

術研討會發表〈傳播學術研究社群的媒體改

革運動：「無盟」的歷史分析〉。 

 影像傳播學系舉辦「台灣電影新形式探討座

談會」，邀請聯合報專欄影評人游惠貞擔任

主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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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二日—三日 哲學系舉辦「第四屆哲學系校際研究生論文

發表會」。 

五月三日 廣告傳播學系張郁敏老師、高欣芝同學、洪

婉甄同學於第十一屆廣告暨公共關係研討

會發表〈名人如何代言？初探電視「名人代

言」廣告之呈現方式〉。 

五月五日—九日 歷史週暨書展。 

 影像傳播學系與本校新聞系、廣告系、景觀

系、應美系、進修部大傳系共同舉辦「城市

‧城事」六系攝影聯展。 

五月六日—十五日 體育學系曾慶裕老師應邀擔任「九十二年謝

國城盃誠泰全國青少棒錦標賽中華青少棒

代表隊」選訓委員。 

五月七日  歷史學系邵台新老師及周雪舫老師榮獲本

校「教師及研究人員成果獎勵」。 

五月八日 新聞傳播學系邀請中國廣播公司新聞部主

播徐筱明女士蒞校講演「廣播新聞播報」。 

五月八日—十二日 體育學系葉志仙老師與曾慶裕老師帶隊前

往新竹市與台北市參加「中華民國九十二年

梅花旗大學棒球錦標賽」。 

五月九日 哲學系、哲學系師友會與全人教育中心共同

舉辦「第一屆哲學教材教法研討會：人生哲

學」。 

五月十二日 新聞傳播學系林靜伶老師應邀至政戰學校

新聞研究所講演「語藝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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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三日 文學院第四次院教評會。 

五月十四日 圖書資訊學系邀請盧錦堂博士於文開樓講

演「中國古籍整理經驗談」。 

 體育學系於積健樓舉辦「第二學期碩士學位

考試綜合測驗（筆試）」。 

五月十五日 新聞傳播學系邀請中國廣播公司新聞部總

編導董媛瑜女士蒞校講演「新聞性訪問定題

、擬題、採訪技巧」。 

五月十七日 哲學系於士林哲學研究中心舉辦「九十一學

年度哲學系教師研究成果發表會」。 

五月廿日 體育學系於積健樓舉辦第二學期第三次「研

究生學術發表會」。 

五月廿一日 廣告傳播學系與凌群電腦進行建教合作並

舉行「行銷傳播認證課程」簽約儀式。 

五月廿二日 中國文學系包根弟老師獲頒教育部總統端

午節慰問獎。 

 新聞傳播學系邀請中國廣播公司新聞部主

播劉敏娟女士蒞校講演「談論性新聞節目製

作」。 

五月廿三日 歷史學系雷俊伶老師應邀在「歷史文化與社

會變遷課程研討會」中發表〈傳統與鋭變－

悍民族的形成與其文化的發展〉。 

五月廿九日 新聞傳播學系邀請中國廣播公司新聞部資

深記者蕭文合先生蒞校講演「電腦在廣播新

聞採編製作之影響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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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 歷史學系《史苑》第六十三期出版，《輔仁

歷史學報》第十三期出版；陳君愷老師應邀

在《輔仁歷史學報》發表為〈擺盪在「科學

之明」與「文化暴君」之間—吳新榮的科學

觀及其實踐上的侷限〉。 

 圖書資訊學系林麗娟老師應邀參加由AACE
舉辦之「Edmedia 2003」發表〝Experiencing 
PBL with Web-Based Technology 〞、〝

Problem-Based Learning Approach in 
Web-Based Instructional Design〞、〝Enhancing 
Web-Based Dietetic Training through A PBL 
Design〞。 

 新聞傳播學系許順成老師於《文訊雜誌》六

月號發表〈輔仁大學人文景觀筆記〉。 

 廣告傳播學系謝明順老師於新莊美展擔任

評審；陳尚永老師擔任新聞局國際處舉辦之

「行政院新聞局第一階段國際媒體 SARS英

文廣告完稿審核」評審及擔任新聞局國際處

舉辦之「行政院新聞局第一階段國際媒體

SARS 英文廣告比稿」評審。 

 體育學系楊志顯老師於「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九十二年度體育學術研討會」中擔任特約討

論人，並發表〈我國運動行銷學研究課題、

方法和趨向之探討〉；陳鴻雁老師應邀擔任

九十二學年度指定科目考試台北五考區第

五分區（丹鳳國中）分區主任與弘光技術學

院九十一學年度第二學期教師升等著作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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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委員；張宏亮老師應邀擔任弘光科技大學

弘光學報論文審查委員；楊漢琛老師於《大

專體育》發表〈劍道運動的起源與演進過程

之探討〉，於《大專體育學刊》發表〈我國

大專院校運動代表運作現況調查〉；曾慶裕

老師獲著作升等為教授；潘孟宜老師應邀前

往泰山鄉社會大學講座課程中講演「運動與

營養」。 

六月二日 新聞傳播學系舉行期末系週會。 

六月三日 新聞傳播學系林靜伶老師應邀至臺灣大學

新聞研究所講演「社會運動的語藝批評」。 

六月六日—九日 體育學系陳太正老師應邀赴美國科羅拉多

出席「國際大學運動總會執行委員會議」。 

六月七日—八日 影像傳播學系於文友樓舉辦「第五屆畢業展

─百納被製造工場」。 

六月十二日 圖書資訊學系於文開樓舉辦碩士班甄試招

生委員會第三次會議。 

六月十三日 影像傳播學系於文友樓舉行「第七屆劇展─

仲夏夜之夢」。 

六月十四日 新聞傳播學系於文友樓舉行「2002 畢業祝福

茶會」。 

六月十七日 文學院第五次院教評會。 

 中國文學系第二學期「教師學術研討會」於

文學院研究所大樓舉行，王金凌老師、李毓

善老師及金周生老師擔任主持人，王金凌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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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發表論文〈論嵇康聲無哀樂的兩重意義〉

；胡幼峰老師發表論文〈論吳喬《圍爐詩話

》對李夢陽的評價〉。 

六月十八日  新聞傳播學系陳順孝老師應邀至台灣立報

媒體識讀講座講演「新聞種毒與解讀」。 

六月廿日—卅日 體育學系於積健樓舉辦「九十一學年度第三

屆碩士學位論文發表會」。 

六月廿八日 文學院第二學期第三次院務會議。 

 歷史學系周雪舫老師應邀擔任「西洋史經典

著作研讀會」主持人。 

七月 歷史學系《史學研究》第十七期出版。 

 廣告傳播學系吳宜蓁老師擔任由人事室舉

辦之教育訓練專題研習講師，講演「校園公

關與行銷」；林榮觀老師於 Crystal Art 
Gallery, New York City, U.S.A.舉行「The Lin
‘s Family Art Exhibition」個展。 

 影像傳播學系劉立行主任於《輔仁學誌人文

藝術之部》發表〈WTO 後大陸電影發行與

映演之變格與發展〉，應邀為行政院原住民

族委員會撰寫媒體補助要點；林維國老師應

邀參加「2003 Annual Convention of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AEJMC）會議，發

表〝Enhancing Inoculation Strategy in the 
Spiral of Silence— Public Opinion Changes 
on Taiwan‘s Political Future with the P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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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學系陳鴻雁老師於《輔仁學誌人文藝術

之部》發表〈台灣地區體育場館供給面指標

之建立〉；楊漢琛老師於《輔仁學誌人文藝

術之部》發表〈我國大專院校重點運動考量

因素之研究〉；曾慶裕老師於《輔仁學誌人

文藝術之部》發表〈職業棒球選手工作壓力

量表之編制研究〉；張宏亮老師應邀至萬能

技術學院講演「運動與健康課程規畫與教學

策略」；劉麗雲老師擔任大學博覽會舞蹈表

演與台北縣宗教藝術節「武舞」舞蹈表演指

導老師，並應邀擔任國際超宗派和平文化體

育活動田徑教練；潘孟宜老師應邀前往泰山

鄉社區晨間活動指導羽毛球；曾慶裕老師應

邀擔任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副秘書

長。（至九十三年八月） 

七月三日 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 93 級碩士在職專班

第一學期開課。 

七月十二日 中國文學系鍾宗憲老師應邀參與北京大學

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中國俗文學會

，民間文化青年論壇第一屆會議「中國現代

學術史上的民間文化學術研討會」擔任主持

人及特約討論人，並發表：〈「圖騰」理論的

運用與神話詮釋－以感生神話與變形神話

為例〉。 

 新聞傳播學系許順成老師擔任台北縣 2009
年宗教藝術節新莊大眾廟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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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於文開樓舉辦「九十

二學年度新生座談會」。 

七月十五日 新聞傳播學系出版學生實習媒體「生命力公

益新聞網」文章選集《看見生命之光》         
。 

七月廿三日 新聞傳播學系許順成老師擔任人事室舉辦

之教育訓練專題研習講師，講演「新聞媒體

與溝通」。 

七月廿四日—廿六日 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 93 級碩士在職專班

教育參訪台東縣教育局、紅葉國小等地。 

七月卅一日 哲學系出版《哲學論集》三十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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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藝術學院 
 

九十一年 

八月 音樂學系劉志明教授由全音樂譜出版社發

行書籍《巴洛克時代音樂史》，由香港公教

真理學會出版《禮樂節 vol.25－垂憐頌、光

榮頌、羔羊頌、聖神降臨頌》，由香港公教

真理學會於靈頌出版《垂憐頌、光榮頌、歡

呼頌、羔羊頌、羔羊頌》、＜求主悦納＞、

＜上主萬有的天主＞、＜奉獻＞、＜信德的

奧蹟＞、＜讚頌詞＞、＜導言．天主經＞、

＜天主經＞及＜天下萬國＞並獲輔仁大學

＜輔仁學術研究獎＞；許明鐘教授發表管絃

樂作品＜生之頌＞；胡小萍教授於每個音符

都是愛—蕭滋教授百歲冥誕紀念文集發表

＜蕭滋教授文稿：Bach’s “Art of Fugue”

導引＞。 

 景觀設計學系張德煇教授應聖心社區大學

委託「聖心社區大學建築規劃設計」，應邀

擔任國防部採購局「年度廠商認製修軍品展

示會場工程」評選委員，應聘為桃園縣楊梅

鎮公所「楊梅鎮休閒農漁園區計劃評選會」

委員；張清烈副教授應聘為台北縣榮譽社區

規劃師、台北縣政府公共工程與公共藝術執

行與各案競圖評選委員。 

 應用美術學系所馮永華老師應新莊市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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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撰寫《新莊文化年鑑－新莊地區書法發

展概述》。 

八月三日 應用美術學系所康台生老師應青林國際公

司邀請參加由中央圖書館舉辦之「安徒生童

話藝術表現與影響國際研討會」，發表〈安

徒生童話插畫的藝術風格研究〉。 

八月五日—九日 音樂學系舉辦「2002 樂團指揮研習營」，邀

請郭聯昌教授擔任主持人，許明鐘教授講演

「貝多芬第五號交響曲創作手法解析」。 

八月十日 應用美術學系所康台生老師應邀赴飛狼山

野教育中心講演「談風景攝影創作」。 

八月十日—九十二年五月十日  

 應用美術學系所康台生老師應中華民國攝

影金像獎委員會邀請於全省文化中心巡迴

展覽「第二屆中華民國攝影金像獎巡迴展」

。 

八月十日—廿一日 音樂學系蘇慶俊教授應澳洲台灣同鄉會邀

請於布里斯本、墨爾本、雪梨擔任福爾摩沙

合唱團擔任指揮。 

八月十五日 應用美術學系康台生老師應邀參加「第四屆

中央機關美展」。 

八月十六日 應用美術學系所康台生老師應邀赴國父紀

念館演說「落實藝術與生活理念」。 

八月十七日 應用美術學系所康台生老師應彰化縣攝影

協會邀請演說「談攝影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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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九日—廿六日 音樂學系郭聯昌教授應邀於金門高中主持

「2002 金門地區音樂夏令營」。 

八月廿二日 音樂學系曾素芝教授應加台文化協會邀請

於國家音樂廳演出「第二屆加台夏季音樂節

音樂會」。 

八月廿四日 音樂學系曾素芝教授應邀赴台北縣新莊文

化藝術中心演出「夏日親子逍遙遊」。 

九月 景觀設計學系張德煇教授參加花蓮縣政府

辦理之「文化演藝館可行性評估研究」並獲

第二名，應聘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影響

評審會委員；張清烈副教授受聘台北市政府

公共工程與公共藝術執行委員與各案競圖

評選；葉美秀教授應聘為花蓮縣吉安鄉觀海

遊憩自行車道規劃設計評選委員。 

九月—九十二年六月 應用美術學系所林文昌老師獲耕莘醫院委

託辦理「耕莘醫院 CIS 應用系統計畫」合作

案。 

九月一日 應用美術學系所廖繼坤老師獲輔仁大學補

助「台灣藝術欣賞網路教學」企劃案。 

九月四日—十二月十日 應用美術學系所康台生老師應邀參加由教

育部舉辦之「第十六屆全國美展」。 

九月九日 應用美術學系所呂清夫老師應文化大學推

廣部邀請講演「校園公共藝術」。 

九月十二日 應用美術學系所呂清夫老師應邀赴抱樸珠

寶藝術中心講演「慕夏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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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八日 音樂學系曾素芝教授應國民黨邀請於大安

森林公園演出「巨星雲集中秋夜之夢音樂晚

會」。 

九月廿二日 音樂學系許明鐘教授應台北縣文化局邀請

於台北縣文化中心發表管絃樂作品「生之頌

」。 

十月 景觀設計學系張德煇教授參加平溪鄉公所

委託「礦業生活博物園區規劃設計」並獲第

二名；邀請中國社會科學考古研究所徐光冀

教授來台講演「長江大壩整治工程－三峽地

區考古新收穫」，邀請國立台灣大學地理系

張長義教授講演「台灣環境敏感地帶之調查

與研究」。 

十月一日—九十二年六日 應用美術學系所陳國珍老師應邀參加由皇

宣緣珠寶國際公司舉辦之「星空夜雨」陳國

珍作品展。 

十月六日 音樂學系蘇慶俊教授應中正文化中心邀請

於國家音樂廳擔任「實驗合唱團」指揮。 

十月十三日 應用美術學系所康台生老師應台南市文化

局邀請赴台南攝影文化會館講演「數位影像

教育發展趨向」。 

十月廿七日 藝術學院於懷德廳舉辦 Dennis Azabagic 大

師音樂講習會。 

十月廿八日 應用美術學系所呂清夫老師應邀赴真美花

藝協會講演「造形形態學」。 

十月廿九日 音樂學系邀請大提琴家亞布隆斯基（Dmit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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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blonsky）於懷德廳主講「大提琴講習會」

。 

十一月 景觀設計學系於台北縣政府舉辦「市鎮景觀

發展與社區再利用」專題演講；葉美秀教授

參加台北縣九十一年度休閒農漁園區諮詢

輔導座談會；邀請公共衛生學系劉希平教授

講演「環境保育資源再利用，以八里垃圾焚

化廠為例」；邀請輔大護理系賴正秀教授演

講「公共醫療環境之老人居住環境設計要點

」。 

十一月五日 應用美術學系所呂清夫老師應中華花藝文

教基金會邀請講演「色彩與倫理」。 

十一月六日 音樂學系蘇慶俊教授應福爾摩沙合唱團邀

請於國家音樂廳擔任福爾摩沙合唱團「世界

歌謠巡禮」指揮。 

十一月九日 應用美術學系所賴志彰老師應台北縣政府

文化局邀請赴林本源園邸講演「林本源園邸

建築構件解說」。 

十一月十日 應用美術學系所康台生老師獲國立藝術教

育館委託「台灣地區高級中學暨大專院校一

般美術教育普查及研究計劃現況分析」。 

十一月十三日 音樂學系林玉卿教授應台灣萊茵協會邀請

於德國 Düssedorf 發表「台灣歌樂作品發表

」。 

十一月十五日 音樂學系林玉卿教授應台灣萊茵協會邀請

於德國 Köln 發表「台灣歌樂作品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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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十六日 音樂學系許明鐘教授應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邀請參與研討「阿多諾論音樂的功能—從另

一角度來檢視音樂家在社會之角色」。 

十一月十七日 音樂學系林玉卿教授應立陶宛音樂協會邀

請於立陶宛 Kaunas 參加「立陶宛考那斯音

樂節」演出。 

十一月廿三日 應用美術學系所賴志彰老師應邀赴彰化縣

觀光導覽解說人員培訓活動講演「八卦山腳

路風情」；康台生老師應爵士公司邀請於爵

士藝廊展覽「爵士二十風華攝影聯展」。 

十一月廿六日 應用美術學系所向明光老師應台灣師範大

學人文中心邀請於台灣師大圖書館展出「台

灣師大第二屆人文季師生作品聯展」。 

十一月廿七日 藝術學院於懷仁廳舉辦 Dennis Azabagic 大

師音樂講習會。 

十一月廿九日 台北愛樂文教基金會邀請英國伯明罕音樂

學院副院長 Prof. Mark Racz 至音樂學系講

授「鋼琴大師班講座」；嘉義市輔仁中學蒞

系參訪；於國家音樂廳舉辦「來自俄羅斯的

樂章」音樂會，並邀請許明鐘教授發表其管

絃樂作品「生之頌」，由郭聯昌教授擔任樂

團指揮。 

十二月 景觀設計學系葉美秀教授應高雄縣仁武鄉

公所邀請參加運動公園委託規劃設計評選

會議，參加「高速公路建設應用生態工法設

計準則及範例」評審小組委員第一次審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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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邀請國立台灣大學園藝系蔡厚男教授講

演「關於景觀建築專業教育的一些看法」。 

十二月三日－五日 音樂學系德林傑教授應光仁中學、中壢高中

、中正高中邀請講演「鋼琴講習會」。 

十二月六日 藝術學院於懷仁廳及會議廳舉辦「天主教輔

仁大學佛拉明哥藝術研討會」。 

十二月七日 應用美術學系所賴志彰老師應邀赴台中縣

文化局舉辦之歷史建築導覽種籽教師培訓

營講演「台中縣建築發展史」。 

十二月八日 藝術學院舉辦「天主教輔仁大學校長盃校慶

系列活動攝影暨粉彩比賽」。 

十二月十日 應用美術學系顧世勇老師獲台北市政府文

化局頒發「內湖公共藝術第二名」。 

十二月十一日 應用美術學系康台生老師應私立萬能技術

學院邀請於視覺設計系演說「攝影美學與構

圖」。 

十二月十三日 音樂學系於懷仁廳舉辦「協奏曲之夜」。 

十二月十九日 音樂學系郭聯昌教授應台北縣政府邀請於

台北縣鄧公國小指揮台北縣青少年交響樂

團「知音傳情二」。 

十二月廿日 音樂學系於淨心堂舉辦「合唱之夜－聖誕節

音樂會」，並邀請蘇慶俊教授擔任合唱團指

揮。 

十二月廿四日 香港教育學院音樂系蘇明村講師等 10 位師

生參訪音樂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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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廿五日 音樂學系郭聯昌教授應總統府邀請於總統

府指揮國立台灣交響樂團、啟明中學、碧華

國小「溫馨聖誕情」。 

十二月廿六日 日本聖德大學日試中心主任山村滋副教授

與佐藤智美教授蒞音樂系參訪。 

十二月廿六日－廿七日 音樂學系郭聯昌教授應嘉義市政府邀請於

嘉義市文化中心擔任陸、海軍軍樂隊「嘉義

市國際管樂節」指揮。 

十二月廿九日 音樂學系郭聯昌教授應成功大學邀請於台

南成功大學擔任陸軍軍樂隊「戶外音樂會」

指揮。 

九十二年 

一月 音樂學系高惠宗教授出版《Music Library 7, 
2003》；劉志明教授由香港公教真理學會出

版《禮樂節 vol.26－歡呼頌、讚主頌、聖神

頌》。 

 景觀設計學系葉美秀教授參加九十二年度

農業產業文化各直轄市、縣、市細部計畫評

選會議（東區）；張清烈副教授應台北縣政

府邀請主持「汐止市鎮街道景觀研究與規劃 
」。    

 應用美術學系呂清夫老師獲文建會補助專

題研究計畫「台北縣美術發展史」；應交通

部邀請赴交通部運輸研究所舉辦之「全國道

路景觀研討會」發表〈道路景觀與公共藝術

〉；賴志彰老師應邀參加由中原室內設計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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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之「桃園台地埤塘文化學術研討會」，

發表〈桃園埤塘文化的歷史變遷〉。 

一月四日 應用美術學系康台生老師應邀於國父紀念

館中山畫廊展出「國父紀念館第七屆展覽審

查委員『藝林風華』聯展」。 

一月五日 音樂學系蘇慶俊教授擔任福爾摩沙合唱團

指揮錄製「蕭泰然清唱劇－浪子」。 

一月六日 藝術學院於懷仁廳舉辦 Jing Ling - Tam 大

師音樂講習會。 

一月八日 音樂學系蘇慶俊教授應木樓合唱團邀請於

國家音樂廳擔任木樓男聲合唱團指揮。 

一月十一日 音樂學系蘇慶俊教授應高雄室內合唱團邀

請於高雄市至善廳擔任指揮。 

一月十五日 音樂學系曾素芝教授應光仁小學邀請於台

北新舞台演出「光仁小學重建募款音樂會」

。 

一月十九日 應用美術學系呂清夫老師應邀赴中華花藝

文教基金會台中分會講演「色彩與倫理」。 

一月廿日 音樂學系林玉卿教授應亞洲音樂協會邀請

於奧地利 Wien 演出「現代絲竹音樂會」。 

二月 應用美術學系顧世勇老師獲頒「九十一年度

輔仁學術傑出研究獎」，應台北市立美術館

邀請於台北市立美館靈光流匯「科技藝術研

討會－媒體藝術裡的時間與空間結構」，發

表〈從在世存有到虛擬存有〉；賴志彰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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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頒「九十一年度教學績優教師」。 

二月—十月 應用美術學系林文昌老師獲允拓公司委託

「允拓公司 VI 計畫」計畫案。 

二月四日 應用美術學系呂清夫老師應邀赴國立歷史

博物館舉辦之「2003 年兩岸攝影家聯展」，

講演「形式美與觀念性之間」。 

二月十五日 音樂學系郭聯昌教授應台中師院音教系邀

請擔任國立台中師院音教系管樂團「台中市

慶祝元宵節燈會」指揮。 

 應用美術學系康台生老師應桃園縣文化局

邀請赴桃園文化中心演說「攝影創作與鑑賞

」。 

二月十七日 音樂學系德林傑教授應和信醫院邀請演出

「和信醫院音樂會」。 

三月 景觀設計學系張德煇教授應聘為交通部公

路總局第二區養護工程處評選委員，應聘為

中華發展基金會管理委員會學術著作審查

委員；張清烈副教授應花蓮縣政府文化局之

邀主持「花東出張所鐵道博物館文物研究與

再利用規劃」。 

 應用美術學系賴志彰老師應邀參加由台中

縣文化局舉辦之「台中縣開發史文化學術研

討會」，發表〈西元 1935、1999 年二次大地

震台中縣災區都市重建之比較〉。 

三月四日 美國鋼琴家 Dr. Scott McBride Smith 蒞臨音

樂學系訪問，並教授大師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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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日 藝術學院邀請詹哲雄教授講演「佛拉明哥音

樂吉他」。 

三月十一日 藝術學院於谷欣廳舉辦「頒授朱銘教授藝術

名譽博士學位典禮」。 

三月十二日 藝術學院於懷仁廳舉辦素描比賽；邀請李建

安教授講演「鳥類生態環境營造」；於輔園

餐廳前廣場舉辦戶外人像速寫（一）。 

三月十五日 應用美術學系呂清夫老師應邀赴台北市立

美術館講演「透視公共藝術」。 

三月十七日－十八日 藝術學院邀請莊維仁教授講演「佛拉明哥音

樂與技巧介紹」；於懷仁廳舉辦日本伊莉莎

白音樂大學佐藤紀雄教授古典吉他獨奏會。 

三月十九日 音樂學系邀請法國鋼琴家 Marie－Laure 
Muller 講演鋼琴大師班課程。 

 藝術學院舉辦電影欣賞；邀請吳春城教授講

演「廣告創意與管理專題演講－談國家創意

」；於輔園餐廳前廣場舉辦戶外人像速寫（

二）。 

三月廿日 藝術學院邀請陳婉如教授於懷仁廳講演「聲

心安頓」；邀請陳威稜教授主講「豎笛梢片

的製作」。 

 應用美術學系賴志彰老師應邀赴銘傳大學

建築系講演「台灣民居的地域性風格」。 

三月廿一日 藝術學院邀請 Kris Belisle 講演「單簧管講習

會」；邀請廖繼坤老師講演「十九世紀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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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的鋼琴演奏風格」。 

三月廿一日—廿二日 音樂學系郭聯昌教授應國立台灣交響樂團

邀請於台中中興堂、台北三和國中青少年音

樂廳擔任國立台灣交響樂團「協奏曲之夜」

指揮。 

三月廿二日—四月廿二日 應用美術學系所林文昌老師應台北縣政府

邀請於台北縣文化藝廊參加「台北縣美術家

大展」。 

三月廿五日 藝術學院舉辦麥克雷藍、派爾、雪普斯大師

音樂講習會。 

三月廿六日 音樂學系邀請洪小琴教授講演「雙簧管講習

會」。 

 藝術學院邀請吳怡欣教授講演「昆蟲誘引設

施設計」；邀請簡榮奏教授講演「數位藝術

專題演講 CF 製作與鑑賞」；邀請劉美蓮教授

講演「透過主編音樂課本的經歷，剖析台灣

杏壇與樂壇的生態」；邀請吳春城教授主講

「廣告創意與管理專題演講－談國家創意」

；於輔園餐廳前廣場舉辦戶外人像速寫（三

）。 

三月廿七日 音樂學系於懷仁廳舉辦輔大藝術節系列活

動（一），邀請陳漢金教授講演「所謂印象

派音樂－德布西與他的時代」。 

三月廿八日 音樂學系邀請日本合唱團蒞校舉辦中日親

善交流合唱音樂會，並邀請蘇慶俊教授擔任

輔大音樂系合唱團與日本合唱團交流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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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揮。 

 應用美術學系賴志彰老師應邀參加至銘傳

大學視傳所講演「建築史、都市史研究方法

」。 

四月 景觀設計學系張德煇教授應聘為台北縣政

府「鶯歌鎮陶瓷老街二期工程委託技術服務

業」評審委員。 

 應用美術學系顧世勇老師應邀於至伊通公

園舉辦「零度風景」個展。 

四月—七月 應用美術學系陳國珍老師獲行政院文化建

設委員會委託「台灣史前卑南人型玦式品開

發」計劃案，獲鄭金匠股份有限公司委託「

『金飾＆信封式』飾品設計」開發案。（至

九十二年九月） 

四月二日 音樂學系於懷仁廳舉辦藝術節系列活動（二

），邀請林清財教授專題演講「John Cage 四

分三十三秒」及舉辦藝術節系列活動（三）

「室內合唱音樂會」。 

 藝術學院於懷仁廳舉辦陳榮貴教授法國藝

術歌曲演唱會。 

 應用美術學系呂清夫老師應邀赴國立歷史

博物館講演「色彩與人生」。 

四月五日 應用美術學系康台生老師應邀至北縣文化

局展出「台北縣美術家大展」。 

四月九日 音樂學系於懷仁廳舉辦藝術節系列活動（四

【158】藝術學院  
 

）李貞吉『唇』音樂會；於輔大懷仁廳舉辦

輔大藝術節系列活動（五）「爵士之夜」。 

 藝術學院邀請蔡厚男教授講演「地景藝術與

景觀建築的對話」。 

四月十日 藝術學院於懷仁廳舉辦陳威稜教授、張龍雲

教授、范德騰教授豎笛、低音管與鋼琴三重

奏。 

四月十一日 音樂學系於懷仁廳舉辦藝術節系列活動（六

）「黃淵泉教授木笛音樂會」。 

四月十三日 音樂學系蘇慶俊教授應大橋國際聯青社邀

請於台北縣立文化局演藝廳擔任福爾摩沙

合唱團指揮。 

四月十四日 藝術學院於懷仁廳舉辦王穎教授及林明慧

教授雙鋼琴演奏會。 

四月十六日 藝術學院邀請鍾邦玄教授講演「產品設計與

開發專題演講－礦石鑑賞與礦石藝術」；於

懷仁廳舉辦曾鄭男聲二重唱。 

四月十七日 藝術學院邀請彭廣林教授講演「對於演奏中

Virtuoso (展技)及 Intimacy (內斂)的一些思

考」。 

 應 用 美 術 學 系 康 台 生 老 師 應 邀 參 加 由

EPSON 公司假台北新光三越百貨公司展出

「EPSON 名家典藏作品展」。 

四月廿一日 音樂學系唐鴻芬教授於文華樓講演「聲樂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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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廿三日 音樂學系於懷德廳舉辦「第一屆音樂學論文

發表會」。 

 藝術學院邀請杜文正教授講演「空間藝術專

題演講－室內空間美學」。 

四月廿四日 藝術學院於懷仁廳舉辦美國南卡男聲合唱

團演唱會。 

四月廿七日 音樂學系蘇慶俊教授應邀於台北艋舺教會

擔任福爾摩沙合唱團指揮錄製劉志明神父

「禮頌 II」。 

四月廿八日 音樂學系於國家音樂廳舉辦「美哉聖樂」音

樂會，並邀請郭聯昌教授擔任樂團指揮，蘇

慶俊教授擔任合唱團指揮。 

 藝術學院邀請曾慶祺教授講演「科學與藝術

－簡報軟體使用」。 

四月卅日 音樂學系林玉卿教授應藝術學院邀請於懷

仁廳演出「林玉卿獨唱會」。 

五月 景觀設計學系張德煇教授應聘擔任行政院

內政部營建署公共工程評選委員；張清烈副

教授主持台北縣汐止金龍湖休閒景觀整體

發展計劃。 

五月四日 音樂學系林玉卿教授於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舉辦之「中國唱腔研討會—西方聲樂唱法與

中國唱腔之異同即其運用」擔任引言人。 

五月五日 應用美術學系康台生老師應邀赴員林社區

大學演說「康台生攝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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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六日 藝術學院於懷德廳舉辦「杰森‧維奧大師音

樂示範暨講習會」。 

五月七日 應用美術學系康台生老師應邀於輔大應美

藝廊展出「康台生虛實『映像』攝影個展」

。 

五月十三日 藝術學院舉辦呂昭炫大師音樂講習會。 

五月十九日—廿三日 應用美術學系陳國珍老師應邀於輔大應美

藝廊舉辦「『金嘆號』2003 年輔仁大學應美

師生金工作品創作聯展」。 

五月廿五日 音樂學系蘇慶俊教授應中正文化中心邀請

於國家音樂廳擔任國家實驗合唱團「亞洲合

唱音樂」指揮。 

六月 應用美術學系林文昌老師獲輔仁大學頒發

「九十一學年度教師研究成果獎」。 

六月二日 藝術學院舉辦張龍雲大師音樂講習會。 

六月七日 應用美術學系康台生老師應邀至全省巡迴

展出「第五屆中央機關美展」。 

七月 景觀設計學系張清烈副教授主持台北縣汐

止金龍湖東岸景觀及步道設計；應邀於

Lorch, Germany 講演〝Seminar der Weinkultur 
und Landschaft in Rhein〞，應邀於 Senheim, 
Germany 講演〝Kulturlandschaftund 
Naturgegbenheit〞。 

七月一日 應用美術學系廖繼坤老師應邀於國立中正

文化中心「2002 年表演藝術年鑑」發表「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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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音樂評論之總評：拓荒－打造音樂良田」

；馮永華老師應邀於《輔仁大學「人生哲學

」論文集》發表＜藝術家筆下的「生的禮讚

與死的憂懼」＞。 

七月六日 應用美術學系賴志彰老師應彰化縣大自然

生態協會邀請於彰化八卦山生態旅遊服務

中心講演「彰化古蹟巡禮」。 

七月八日—卅一日 應用美術學系陳國珍老師應非非藝術股份

有限公司邀請於非非藝廊舉辦「方圓之間」

。（至九月十四日） 

七月十二日 音樂學系蘇慶俊教授應福爾摩沙合唱團邀

請於新竹市立演藝廳擔任福爾摩沙合唱團

指揮。 

七月十二日—卅一日 應用美術學系康台生老師應 EPSON 公司邀

請於 EPSON 影像藝廊展出「康台生攝影展

」。（至九月十一日） 

七月廿六日 音樂學系林玉卿教授應文建會邀請於霧峰

國立台灣交響樂團音樂廳演出「Encore! 台

灣『樂動台灣生命力』」。 

七月廿八日—卅一日 音樂學系於懷仁廳舉辦「2003 年第八屆樂團

指揮研習營」。（至八月一日） 



【162】醫學院  
 

四、醫學院 
 

九十一年  

八月 護理學系賴政秀主任、蕭淑貞教授、邱碧如

副教授及黃玉珠副教授四位老師至加拿大

Mc Master 大學參與為期四週的 PBL 研討會

;黃玉珠老師獲耕莘醫院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新店永和地區民眾對喘息服務方案使用

效能之初探」；陳惠姿老師獲中華民國紅十

字會頒發金獅獎。 

八月一日—九十二年七月 心理復健學系林玉華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

題研究計畫「精神分析－克萊恩學派經典譯

註計劃（1/3）」（至九十四年七月卅一日）；

李俊仁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以

圖片唸名作業探討閱讀障礙的認知歷程缺

陷」。 

八月一日 專任教授兼醫學院院長陸幼琴教授退休改

聘兼任教授，新聘江漢聲教授為醫學系專任

教師兼醫學院院長；心理復健學系系主任由

洪志美副教授接任；新聘黃慧娟修女任宗輔

室組員。 

 護理學系蕭淑貞副院長、賴政秀主任、馮容

芬老師及賀姝霞老師接受耕莘醫院合聘。 

  醫學系盧志峰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

計劃「肺泡第二型細胞特有基因 FR-104 之

研究」；王素珍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

醫學院 【163】 

計劃「Fluoxetine 在腦皮質神經末稍對神經

傳遞物質釋放過程之研究」；王嘉銓老師獲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劃「Neurokinin-1 接

受器活化 ERK 參與發炎引起的痛覺超敏感

化」；洪啟峰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

劃「抗氧化劑及維他命經皮膚吸收之評估與

改善之研究」；李憶菁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

題研究計劃「bHLH 轉錄因子治療視網膜退

化疾病之應用」。 

八月七日 地下室解剖室空調隔間工程協調會議。 

八月九日 醫學院召開與合作醫院合作辦法研擬小組

會議。 

八月十九日 第一次臨時院行政主管會議；第一次醫學研

究所籌備會議，擬成立「醫學研究所碩士班

」；召開基礎醫學籌備會議第二次會議。 

八月廿一日 第一次院行政主管會議。 

八月廿六日 第一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八月卅一日 醫、藝學院於藝術學院懷仁廳舉辦「醫藝學

院迎新音樂會」。 

  醫學系於野聲樓舉辦新生暨家長歡迎茶會

；於醫學院視聽教室舉辦九十一學年度「小

班導師成長訓練工作坊」。 

九月 護理學系劉玉雲老師獲私立教育協會頒發

「全國模範教師獎」。 

  醫學系鄒國英主任獲教育部補助專案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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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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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二日—十二日 心理復健學系陳美琴老師應邀主持由大陸

武漢天主教大修院舉辦之「心理衛生與心理

輔導工作坊」。 

九月四日 第二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及第一次圖書

資訊教學資源委員會議。 

九月六日—八日 心理復健學系李錦虹老師應邀參加中國心

理學會第四十一屆年會，發表〈「憂慮之認

知歷程量表」的信度與效度研究〉。 

九月九日 護理學系舉辦學術研討會，邀請邱豔芬副教

授講演「ICNP 國際護理實務分類系統」。 

  醫學系實施 PBL 教學，於醫學院視聽教室舉

辦「三年級 PBL 始業式」。 

九月十一日 第一次院務會議。 

九月十二日 第一次學術研究發展委員會議。 

九月十四日 新生輔導教育。 

九月十八日 護理學系與推廣部共同辦理推廣學分班。 

九月十九日 江漢聲院長獲中華泌尿醫學會吳階平獎。 

  心理復健學系林玉華老師應華人心理治療

基金會邀請講演「弗洛伊德與克萊恩論戰（

一）」。 

九月廿五日 第二次院行政主管會議。 

九月廿六日 心理復健學系李天慈老師應邀主持由恆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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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舉辦之「督導與個案研討」。 

九月卅日 與潘冀聯合建築師事務所於本校舉辦「新建

醫學綜合大樓簽約儀式」。  

 基礎醫學分科會議。 

十月 護理學系辦理單獨招生，招收在職專班學生

50 名。 

十月一日 心理復健學系李天慈老師應邀主持由新莊

高中舉辦之「督導與個案研討」。 

十月二日 宗輔室舉辦愛的行蹤志工服務回顧與展望

座談會。 

十月四日 公共衛生學系舉辦迎新暨各班聯誼「誘惑未

來」活動。 

十月十四日 輔仁大學新建醫學綜合大樓規劃小組－醫

學院代表第一次會議。 

十月十六日 宗輔室舉辦醫學院新進教職員共融活動。 

十月十八日 心理復健學系林玉華老師應邀主持台安醫

院精神科之「督導研習會」。 

十月十九日 心理復健學系李天慈老師應邀主持由仁愛

醫院舉辦之「督導與個案研討」；林玉華老

師應邀參加由台灣心理治療學會舉辦之「台

灣心理治療學會第二屆年會」。 

十月廿二日 大里高中師生 46 名蒞院參訪。 

  心理復健學系陳美琴老師獲頒「2003 教育部

資深優良教師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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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廿三日 輔仁大學新建醫學綜合大樓規劃小組－醫

學院代表第二次會議。 

 心理復健學系邀請整體醫學中心何逸謙執

行長於醫學院大樓講演「身心靈整體醫學與

情緒的科學測量」。 

十月廿四日 第三次行政主管會議。 

  心理復健學系李天慈老師應邀主持由恆毅

中學舉辦之「督導與個案研討」。 

十月廿五日 心理復健學系陳美琴老師應行政院公務人

力發展中心之邀請講演「悲傷失落與輔導」

。 

十月廿六日—廿七日 公共衛生學系至台中參加「中華民國研究所

博覽會」。 

十月廿八日 輔仁大學新建醫學綜合大樓規劃小組－醫

學院代表第三次會議。 

十月卅日 第一次院務會議。 

  醫學系邀請喬治城大學分子遺傳實驗室主

任 黃 張 梨 君 教 授 於 醫 學 院 講 演 「

Mitochondrial DNA  Mutations and Disease」
。 

十月卅一日 醫學系鄒國英主任率專兼任老師參加於長

庚舉辦的「The 3rd Asia-Pacific Conference 
on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in Health 
Sciences」。 

十一月 心理復健學系林玉華老師獲輔仁大學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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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年度專任教師申請校外研究獎勵補助

；李俊仁老師獲輔仁大學九十一學年度專任

教師申請校外研究獎勵補助。 

十一月一日 心理復健學系林玉華老師應華人心理治療

基金會邀請講演「弗洛伊德與克萊恩論戰（

二）」。 

十一月三日—五日 加拿大 McMaster U. 李澤生教授、關超然教

授參訪醫學系，並指導 PBL 小班學習課程。 

十一月六日 第三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護理學系於利瑪竇國際會議廳舉辦系週會

，邀請新光醫院藍章杰護理長專題講演「護

理專業中的醫學人文教育」。 

 新莊國小參訪公共衛生學系。 

十一月九日 心理復健學系李天慈老師應邀主持由仁愛

醫院舉辦之「督導與個案研討」。 

十一月十一日 第一次學生事務委員會議；第二次學術研究

發展委員會議。 

十一月十五日 心理復健學系陳美琴老師應行政院公務人

力發展中心邀請講演「悲傷失落與輔導」；

林玉華老師應國立師範大學諮商與教育學

研究所邀請講演「當代精神分析論」。 

十一月十八日 第二次圖書資訊教學資源委員會議。 

十一月廿日 第四次院行政主管會議。 

  心理復健學系李錦虹老師應邀代表中國心

理學會臨床心理學組參加提升精神醫療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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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行動聯盟會議。 

十一月廿二日 心理復健學系李天慈老師應邀主持由樹林

國小舉辦之「督導與個案研討」；陳美琴老

師應行政院公務人力發展中心邀請講演「悲

傷失落與輔導」；林玉華老師應邀主持博嘉

國小輔導處舉辦之「個案研討會」。 

十一月廿五日 第一次輔仁大學暨耕莘醫院研究發展委員

會議。 

十一月廿六日 新建醫學綜合大樓整體規劃設計說明會。 

十一月廿七日 醫學、食營、生科三系聯誼餐會。 

  醫學系邀請哈佛大學王舜平副研究員於醫

學 院 講 演 「 Human Stem Cell: Clinical 
Obligation and Promise」。 

十一月廿八日 心理復健學系李天慈老師應邀主持由恆毅

中學舉辦之「督導與個案研討」。 

十一月廿九日 嘉義輔仁中學師生 70 人參訪醫學院。 

十一月卅日 心理復健學系於醫學院大樓舉辦「系友座談

會之心復十年回顧」；林玉華老師應台灣心

理治療學會之邀請赴高雄長庚醫院講演「精

神分析導向兒童心理治療」。 

十二月 護理學系馮容芬老師獲頒九十一學年度教

學績優獎勵。 

十二月四日 第二次院務會議。 

  心理復健學系邀請亞東醫院精神科馮榕醫

師於醫學院大樓講演「談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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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學系邀請和信治癌中心醫院講座教授賴

其萬醫師於醫學院講演「對人類受苦的敏感

度」。 

十二月六日 心理復健學系陳美琴老師應邀參加由聖言

會單位舉辦之「志工訓練」講演「人際關係

與互動」；李天慈老師應邀主持由樹林國小

舉辦之「督導與個案研討」；林玉華老師應

教育部訓委會之邀請督導淡江大學、世新大

學學生輔導中心老師。 

十二月九日 心理復健學系林玉華老師應國立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系所邀請講演「精神分析與嬰兒觀

察」。 

十二月十日 醫學系邀請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洪啟仁院

長於醫學院講演「醫師的生涯」。 

十二月十三日 心理復健學系林玉華老師應邀主持教育部

訓委會為世新大學學生輔導中心老師舉辦

之「個案研討會」。 

十二月十四日 心理復健學系李天慈老師應邀主持由仁愛

醫院舉辦之「督導與個案研討」。 

十二月十九日 心理復健學系李天慈老師應邀主持由恆毅

中學舉辦之「督導與個案研討」。 

十二月十九日—廿三日 夏威夷大學醫學生十人參訪醫學系。 

十二月廿三日 輔仁大學暨新光醫院成立醫學研究發展委

員會籌備會議；私立輔仁大學暨財團法人新

光吳火獅紀念醫院醫學教育暨研究發展委

員會設置要點、合作備忘錄簽約儀式籌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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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及第一次會議；第二次學生事務委員會議

。 

  心理復健學系李天慈老師應邀主持由新莊

國中舉辦之「督導與個案研討」。 

十二月廿六日 輔仁大學暨新光醫院醫學教育暨研究發展

委員會第二次會議。 

  心理復健學系李天慈老師應邀主持由恆毅

中學舉辦之「督導與個案研討」。 

九十二年  

一月—七月 心理復健學系蕭仁釗老師應邀參加假台中

縣東勢鎮舉辦之「東勢鎮九二一震災災後身

心健康門診」（每月二次）及「東勢社區健

康志工團體」（每月二次）。 

 輔仁大學暨新光醫院醫學研究中心輔大管

理小組第二次籌備會議。 

一月三日 輔仁大學暨新光醫院醫療相關專業領域建

教合作座談會。 

 醫學系洪啟峰老師獲行政院衛生署 92 年科

技研究計劃補助「抗氧化劑及維他命保養品

對皮膚功效之研究－以細胞生物學評估」。 

一月六日 建構本院使命特色研討會。 

一月七日 公共衛生學系邀請第二屆校友邱垂翰蒞系

專題演講「半導體安全衛生管理實務」。 

一月十一日 心理復健學系李天慈老師應邀主持由仁愛

醫院舉辦之「督導與個案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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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十三日 第一次醫學院發展會議籌備會議。 

一月十五日 第一學期第四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一月廿日 第二次醫學院發展會議籌備會議。 

一月廿二日—廿四日 心理復健學系陳美琴老師應邀主持由臺北

市政府及臺灣大學舉辦之「臺灣生命教育啟

航工作坊」講演「人格整合與靈性發展」。 

一月廿三日—廿六日 護理學系舉辦全國大護年會。 

一月廿七日 第六次行政主管會議；第一學期第五次院教

師評審委員會議。 

二月 護理學系毛新春老師以「食物與癌症相關性

之調查與研究」；邱碧如老師以「健康促進

護理措施對社區靜態活動型態老年人之身

體活動持續性之影響」；楊秋月老師以「幻

聽管理策略團體於減輕分裂症病患幻聽之

成效探討」；劉玉雲老師以「大學護理學系

對護理之專業承諾相關探討」；邱月娥老師

以「乳癌婦女的心理調適和生活品質」；廖

彩言老師以「初探有經期不適婦女的生活與

飲食經驗」；尤姵文老師以「運用伙伴關係

介入策略改善大學生體重控制之研究」獲本

校專題研究計畫補助。 

 醫學系王進賢老師以「環氧酵素的反應機制

與光譜研究」；卓貴美老師以「探討中藥禪

花成分 Beauvericin 及其他天然萃取物對白

血病腫瘤細胞的毒殺作用及其作用機轉」；

陳彬芳老師以「分析同時被 HBV/B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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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V/C 感染的靜脈注射藥物者血中 HBV 演

化的情形」；鄭瓊娟老師以「研究與探討

Thy-1 在神經系統扮演的角色」；王素珍老師

以「Fluoxetine 在腦皮質神經末梢對神經傳

遞物質釋放過程之研究」；洪啟峯老師以「

抗氧化劑及維他命經皮吸收之評估與改善

之研究」；王嘉銓老師以「Neurokinin-1 接受

器活化 ERK 參與發炎引起的痛覺超敏感化

」獲本校專題研究計畫補助。 

二月一日—九十二年七月 心理復健學系洪志美主任獲本院補助專題

研究計畫「大學生在主題統覺測驗（TAT）
中呈現的主題和防衛機轉」。（至九十三年一

月） 

二月十七日 第四次院學術研究發展委員會議；輔仁大學

暨新光醫院醫學教育暨研究發展委員會第

三次會議。 

  護理學系與推廣部共同辦理推廣學分班。 

二月十九日 第一次院教學設備委員會議。 

二月廿二日 心理復健學系李天慈老師應邀主持由仁愛

醫院舉辦之「督導與個案研討」。 

  醫學院邀請和信治癌中心醫院黃達夫院長

及賴其萬講座教授於醫學院講演「如何甄選

醫學生」。 

二月廿三日 心理復健學系蕭仁釗老師應邀赴台北巿軍

情局講演「健康心理學與壓力管理」。 

二月廿五日 心理復健學系李錦虹老師應邀代表中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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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會參加精神復健機構評鑑標準暨作業

程序研商會議。 

二月廿六日 第三次醫學院發展會議。 

二月廿八日—三月一日 公共衛生學系於礁溪辦理有關增聘師資相

關事宜、大學部及碩士班課程討論、公共衛

生實習研討會。 

三月 醫學月—讚揚生命。 

  護理學系廖彩言老師獲台北榮民總醫院頒

發實習優良教師。 

三月三日 醫學月開幕活動及邀請黃崑巖教授專題講

演「研究是生活的態度」；醫學院環境美化

比賽。 

三月三日—十四日 與圖書館共同於濟時樓舉辦「黃崑巖教授遊

歴各國收藏及自制之立志書籤展」。 

三月五日 舉辦「醫學倫理專題演講」，邀請孫效智副

教授、戴正德處長及艾立勤院長擔任講演人

；第二學期第一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醫學系舉辦「PBL 筆試出題訓練工作坊」。 

三月八日 心理復健學系陳美琴老師應邀主持由臺北

市政府及臺灣大學舉辦之「生命教育讀書會

」。 

三月十日—十四日 心復週。 

三月十二日 醫學倫理劇場；第二次輔仁大學暨耕莘醫院

研究發展委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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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復健學系邀請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M Ed in Human Development and Counseling 
Program 龔寧馨博士於醫學院講演「成為一

位心理劇導演的歷程」。 

三月十五日 醫學月「志工服務徵文比賽」；醫學月「攝

影比賽」。 

  心理復健學系林玉華老師應邀主持由新竹

藍天家園舉辦之「心理諮詢會議」；李錦虹

老師應邀參加三軍總醫院舉辦之「大台北地

區 2003 個別心理治療分區繼續教育」，講演

「認知行為心理治療中的認知探問」。 

三月十七日—廿一日 護理週。 

三月十九日 醫學院使命特色圓桌交談；「醫韻獎」。 

三月廿二日 心理復健學系於醫學院舉辦「家族治療工作

坊」；李天慈老師應邀主持由仁愛醫院舉辦

之「督導與個案研討」。 

三月廿四日 心理復健學系邀請英國愛丁堡大學認知科

學研究中心周育如博士於醫學院講演「

Mission in-possible 以認知科學揭發人腦奧

秘」。 

三月廿六日 第五次院學術研究發展委員會議。 

 舉辦「大體老師慰靈公祭感恩禮」。 

三月廿九日 心理復健學系陳美琴老師應邀主持由臺北

市政府及臺灣大學舉辦之「生命教育讀書會

」；李錦虹老師應邀主持三軍總醫院精神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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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部舉辦之「2003 個別心理治療分區繼續教

育－認知行為心理治療研討小組」。 

四月一日—八日 護理學系黃玉珠副主任及邱碧如老師至美

國費城參加專科護理師學術研討會。 

四月二日 護理學系於利瑪竇國際會議廳舉辦系週會

，邀請江漢聲院長講演「護理專業中的醫學

人文教育」。 

  心理復健學系邀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

心理與輔導學系陳清平博士於醫學院講演

「活化測驗彰顯這人」。 

四月六日—卅日 加拿大 McMaster 大學關超然教授來訪「指

導 PBL 小班學習」。 

四月九日 第二學期第一次院務會議。 

  心理復健學系邀請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研

究所賴惠德博士於醫學院講演「（一）漢字

錯覺組合現象本質之探討／（二）道德認知

與教育─以兩性關係為例」。 

四月十日 心理復健學系邀請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研

究所卓淑玲博士於醫學院講演「眼見為真?
－淺談知覺心理學」。 

四月十二日 主管退省會。 

四月十三日 九十一學年度輔大醫學系 PBL 初階師資培

育研討會。 

四月十四日 醫學月公祭檢討會議。 

四月十六日 第七次院行政主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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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復健學系邀請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研

究所鄭中平博士於醫學院講演「結構方程模

型中的遺漏值處理—以臨床心理學為例」。 

四月十七日 心理復健學系邀請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研

究所黃金蘭博士於醫學院講演「內隱自尊的

測量與應用」。 

四月十八日 護理學系於醫學院舉辦「護理系所再發展研

討會」。 

四月十八日—十九日 於聖言樓舉辦「2003 音樂治療研討會」。 

四月十九日 心理復健學系李錦虹老師應邀參加由台北

榮民總醫院精神部舉辦之「大台北地區 2003
個別心理治療分區繼續教育」講演「認知行

為心理治療中的認知探問」。 

四月十九日—廿日 九十一學年度輔大醫學系 PBL 進階師資培

育工作坊－For Experienced Tutor。 

四月廿一日 護理學系碩士班邀請美國 Mc Master 大學關

超然教授與內外科組老師進行座談會。 

  心理復健學系蕭仁釗老師應邀參加由台北

巿社區心理衛生中心舉辦之《災難心理衛生

工作人員手冊》編輯會議。 

四月廿三日 醫學月檢討會。 

四月廿六日—廿七日 護理學系參加由中國時報主辦於東南技術

學院舉行之北區技職博覽會。 

 九十一學年度輔大醫學系 PBL 進階師資培

育工作坊－For New Tu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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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復健學系李錦虹老師應邀籌畫 2003 年

臨床心理師繼續教育第三梯次－精神官能

症心理治療繼續教育。 

四月廿八日 護理學系二技部邀請美國 Mc Master 大學關

超然教授與產兒科組老師進行座談會。 

  心理復健學系李天慈老師應中壢陸軍第廿

一砲指部邀請於「心理衛生工作講習」講演

「憂鬱症與 CBT」。 

四月廿九日 護理學系邀請美國 Mc Master 大學關超然教

授與精神科組老師進行座談會。 

四月卅日 第三次院學生事務委員會議。 

 護理學系於展演中心舉辦「護士節加冠典禮

」並頒發「實習愛心獎」；蕭淑貞老師獲台

北縣護理師護士公會頒發傑出護理人員專

業貢獻獎。 

五月 護理學系蕭淑貞老師、毛新春老師及陳紀雯

老師獲本校「教師及研究人員獎勵」之優等

獎勵金；蕭淑貞老師參加第一屆醫學院學術

研究成果壁報展（含口頭報告）教師組，發

表「精神科專科護理師培訓內容規劃及教學

資源整合專案研究」；賀姝霞老師發表「資

訊性支持對減少產後憂鬱之效用」；碩士班

劉莉妮榮獲第一屆醫學院學術研究成果壁

報展（含口頭報告）學生組第三名，黃麗珠

、黃惠君獲佳作。 

五月一日 第一屆醫學院學術研究成果壁報展；輔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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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暨新光醫院醫學教育暨研究發展委員會

第四次會議。 

五月三日 心理復健學系陳美琴老師應邀參加臺北市

真理電台講演「創傷後壓力症 PTSD」，並應

邀主持由臺北市政府及臺灣大學舉辦之「生

命教育讀書會」；林玉華老師應教育部訓委

會之邀請督導淡江大學學生輔導中心老師

；蕭仁釗老師應邀參加三軍總醫院舉辦之「

台灣臨床心理學會繼續教育」講演「團體心

理治療」。 

五月五日 第一次圖書期刊討論會議。 

五月十四日 第二學期第二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第六

次學術研究發展委員會。 

 五月十七日 護理學系於醫學院舉辦「系友回娘家活動」

。 

  心理復健學系陳美琴老師應邀主持臺北市

政府及臺灣大學舉辦之「生命教育讀書會」

。 

五月十九日 第二次圖書資訊教學資源委員會。 

五月廿一日 第八次行政主管會議；醫學院盃球類競賽。 

五月廿八日—六月十一日 醫學系舉辦 PBL 小班學習課程觀摩活動。 

五月卅日 「護理系教師座談會」。 

  心理復健學系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柯永河教

授、東吳大學心理學系張本聖副教授與長庚

大學職能治療系/臨床行為科學研究所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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琛副教授一行人三人因應 SARS疫情為進行

九十一學年度系所評鑑之實地評鑑書面審

查。 

五月卅一日 心理復健學系林玉華老師應教育部訓委會

之邀請督導淡江大學學生輔導中心老師。 

六月三日 第四次院學生事務委員會。 

  心理復健學系於醫學院舉辦「完形治療工作

坊」。 

六月五日 第四次醫學院發展會議。 

六月七日  心理復健學系陳美琴老師應邀主持臺北市

政府及臺灣大學舉辦之「生命教育讀書會」

。 

六月十日 公共衛生學系邀請前台北市衛生局長邱淑

媞醫師蒞系講演「公共衛生之未來展望與期

許」。 

六月十一日 第二學期第二次院務會議。 

六月十二日 第三次輔仁大學暨耕莘醫院研究發展委員

會議。 

六月十六日 公共衛生學系主任遴選會議。 

六月十六日—廿日 心理復健學系林玉華老師、陳美琴老師與李

錦虹老師應邀參加由 Maastricht University, 
Netherlands 舉辦之「Problem-Based Learning 
Workshop」。 

六月十八日 第九次院行政主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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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九日 醫學系主任遴選會議。 

六月廿一日—廿二日 假台中東勢舉辦本院共融活動。 

六月廿三日—廿七日 心理復健學系洪志美主任、李錦虹老師應邀

參加由 Maastricht University, Netherlands 舉
辦之「Problem-Based Learning 
Workshop-Expanding Horizons in PBL PartⅡ
」。 

六月廿四日 醫學綜合大樓新建工程祈福禮活動。 

六月廿五日 第一次院教師升等公開講演；第二學期第三

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六月廿六日 心理復健學系李天慈老師應永吉國中邀請

講演「憂鬱症與 CBT」。 

七月 護理學系邱愛富老師之「台灣社區老人地生

活品質及其影響因素之探討」；馮容芬老師

之「男性護理人員職場適應與工作滿意之探

討」；陳紀雯老師之「先天性心臟病學童與

一般學童自我概念之比較研究」及賀姝霞老

師之「運動對於台灣婦女減輕愛丁堡產後憂

鬱分數之成效」分別獲本校專題研究計畫補

助。 

 護理學系蕭淑貞老師獲耕莘醫院專題研究

計畫「建立精神病患分裂症病患出院準備服

務之護理模式」，賴政秀老師之「氣喘兒童

抗胰島素現象」黃玉珠老師之「東南亞外籍

新娘在台灣之生活調適和嬰幼兒健康狀況

與發展初探」亦分別獲得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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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二日 「2003－2004 音樂治療推廣座談會」。 

七月九日 以 色 列 代 表 處 處 長 之 夫 婿 Mr. Ram 
Oshervotiz 參訪心理復健學系。 

七月十二日 輔大新光合聘臨床專兼任教師職前講習及

歡迎會。 

七月十六日 心理復健學系林玉華老師應邀主持由桃園

榮民療養院舉辦之「督導研習會」。 

七月十九日 輔大耕莘合聘臨床專兼任教師職前講習及

歡迎會。 

七月廿六日—廿七日 心理復健學系林玉華老師應邀主持由華人

心理治療基金會假高雄舉辦之「移情座談會

」並擔任演講人。 

七月卅日 心理復健學系林玉華老師應邀主持由桃園

榮民療養院舉辦之「督導研習會」。 

七月卅一日 馬偕醫院院長一行五人參訪醫學院。 

 護理學系蕭淑貞老師、毛新春老師、賴政秀

老師、黃玉珠、楊秋月老師及陳紀雯老師獲

本系研究論著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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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理工學院 
 
九十一年 

八月 資訊工程學系新聘葉佐任、徐嘉連兩位老師

；陳良華老師應邀參加於瑞士洛桑舉辦之「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ultimedia & 
Expo」並發表論文。 

八月－十月 生命科學系周秀慧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

研究計劃「以小白鼠動物模式評估高分子

PHA 的生物相容性 」；呂誌翼老師獲國科會

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案「受污染淡水河口底泥

中微生物族群」；楊美桂老師獲國科會補助

研究計劃「光合菌 PHA 基因之轉錄分析」。 

八月－十一月 數學系張康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

劃「提昇私大研發能量專案—行動多媒體網

路系統之研究發展與應用(2/3)」。（始於九十

年十二月） 

八月一日 理工學院院長由物理學系華魯根教授接任

、應用科學與工程研究所首任所長由張康教

授擔任；物理學系主任由蕭光志教授擔任；

化學系主任由管克新教授擔任；數學系主任

由張茂盛副教授接任。 

 生命科學系周秀慧老師於中國天津 2002 
Tianjin-Taiwan Master Forum on 
Biotechnology 發表〝Application of Bone 
Marrow Stem Cells on the Study of in Ut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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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plantation〞。 

八月—十二月 物理學系吳坤東老師獲純智文教基金會補

助研究計畫「正己宗及油酸稀釋鐵系磁性流

體之光學性質研究」；凌國基老師獲國科會

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透明導電鍍膜技術於飛

機之應用研究」。（始於九十一年一月一日） 

 生命科學系李永安老師獲得農委會補助四

項研究計劃「重要植物檢疫病原細菌

Ralstonia Solanacearum Race 2之偵測技術之

研發與應用」、「植物檢疫病菌 Ralstonia 
Solanacearum 生理小種之鑑定與檢測技術

之研發」、「Xanthomonas 屬植物病原細菌之

鑑定晶片之研發」及「蝴蝶蘭抗細菌性軟腐

病基因轉殖之研究」；另獲得教育部及輔大

研究計劃補助「生物技術科技教育改進計畫

」。（始於九十一年一月一日） 

 生命科學系藍清隆老師獲得行政院農委會

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補助研究計劃「開發鐮孢

菌診斷鑑定 DNA 晶片」；李永安老師獲得農

委會補助研究計劃「Xanthomonas 屬植物病

原細菌之鑑定晶片之研發」。（始於九十一年

七月一日） 

 資訊工程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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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智慧型電腦病毒偵測及行為知識

庫之建立」。（始於九十一年一月一日） 

八月－九十二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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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工程學系林振緯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大

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行動數據網路模

擬器製作」。 

八月－九十二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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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毓西南—織

品服飾資源整合及其資料探勘—子計畫(二)
」。（始於九十年六月一日） 

 資訊工程學系連國珍老師獲國科會補助提

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研究計畫「熱轉印知

熱感模式及加熱控制方式」；梅興老師獲國

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應用個人化技術於

數位博物館的發展」。（始於九十一年八月一

日） 

八月－九十二年七月 數學系李安莉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

計畫「連分數在函數體上之應用」；郭仲成

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論 N 環面

上擬線性橢圓共振方程解的存在性」；謝忠

村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純量型

及向量型 Sturm-Liouville 方程反問題研究

(1/2)」；陳思勉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

計畫「製程能力指標 Cpk 之一致 大檢力檢

定」。 

 物理學系方德貴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

究計畫「以 B-spline 為主的複數座標旋轉方

法來研究二價原子系統與並行計算(1/2)」；
杜繼舜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高

壓變電材料與液晶高分子生物分析與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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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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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凌國基老師獲國

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利用遮板改善濺射

鍍膜厚度分佈之研究－用於高密度多波分

工器 DWDM 干涉濾鏡」；華魯根老師獲國科

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Structure and Elastic 
Properties of Lanthanum Aluminosilicate 
Glasses at High Temperature」。 

 生命科學系周秀慧老師與晶碁生化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建教合作研究「臍帶血幹細胞研

究」。（始於九十一年七月一日至九十四年一

月卅一日）；林彥蓉老師獲得中研院補助研

究計劃「植物基因組分析：（子計畫二）：建

構 BAC 基因庫（子計畫五）：特定水稻基因

的定位圖譜分析」。（始於九十一年七月一日

至九十四年十二月卅一日）；呂誌翼老師與

人宇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建教合作研究

「微生物製劑配方」；李永安老師獲得國科

會補助專題研究計劃「插入序列對植物病原

細菌基因組的影響及其應用」；周秀慧老師

獲得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劃「綠色材料－

生物可分解聚脂材料 PHA 生產、應用與分

解技術開發—子計劃八：生物高分子－PHA
的生物相容性與生醫材料應用性評估系統

之研發(II)」；林彥蓉老師獲得國科會補助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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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楊美桂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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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獲得國科會補助研究計劃「綠色材料－生

物可分解聚脂材料 PHA 生產、應用與分解

技術開發－子計劃二：生產聚脂材料 PHA
微生物系統之研究(II)」及「柑橘潰瘍病菌

LexA 抑制者所辨識之特定核甘酸序列」。 

 資訊工程學系所陳良華老師獲國科會補助

專題研究計畫「自動化數位電影摘要」；王

國華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內嵌

式可程式話邏輯模組：新架構及相關設計軟

體－子計畫五：內嵌式可程式化邏輯模組之

合成及 佳化技術及相關 CAD 工具開發(I)
」；許見章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行動商務智慧型介面整合服務環境的研

究(I)」；顏秀珍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

計畫「資料庫行銷上客戶行為分析之研究(I)
」；林振緯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高效率移動式群播協定之設計與分析式」

；郭忠義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行動商務智慧型介面整合服務環境的研究

(I)」。 

八月十二日－十四日 資工系所黃貞瑛老師應邀參加於英國曼徹

斯特舉辦之「IDEAL 2002: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lligent Data Engineering 
and Automated Learning」並發表論文。 

八月廿三日－九月六日 數學系李安莉老師應邀於中央大學數學系

講演「Complex Multiplications and Elliptic 
Cur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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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廿五日—廿七日 電子工程學系王元凱副教授出席於新竹舉

行之「第 15 屆電腦視覺、圖學與影像處理

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八月廿七日 第一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九月 心理學系袁之琦、陸洛老師服務十年獲行政

院三等獎章；陳秀蓉老師獲理工學院教學績

優教師；蔡宛蒨同學至夏威夷大學希羅分校

交換學生；廖幸儀同學獲宗倬章獎助學金。 

九月一日 生命科學系李永安老師赴台中植物重要防

檢疫疫病診斷鑑定技術研習會(農委會)發表

論文〈Xanthomonas 屬病原菌及甘蔗流膠病

之診斷鑑定技術〉。 

九月—九十二年七月 物理學系林更青老師獲教育部補助研究計

畫「近代物理遠距教學課程」；華魯根老師

獲教育部補助研究計畫「 A  Plan to 
Strengthen the Course and the Applications of 
Modern Spectroscopy」。（至九十二年八月卅

一日） 

 生命科學系李永安老師獲得教育部補助研

究計劃「提昇大學競爭力重點發展計畫 子
計畫 B 生物科技人才培育計畫」；藍清隆老

師獲得教育部補助研究計劃「迎向二十一世

紀－大學全人教育課程面臨之問題與規劃

大學全人教育生物科技課程之規劃」。（至九

十五年八月卅一日） 

九月二日 生命科學系李永安老師應邀至台中中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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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講演「Xanthomonas 屬病原菌及甘蔗流膠

病之診斷鑑定技術」。 

九月三日 生命科學系李永安老師應邀至台中中興大

學發表論文〈植物重要防檢疫疫病診斷鑑定

技術研習會〉。 

九月三日－七日 生命科學系蘇睿智老師應邀至 2002 美國丹

佛市植物生物學家年會發表〝 Nitrate 
Transporter AtNRT1：4 Expressed in Petiole is 
Involved in Nitrate Translocation in 
Arabidopsis 〞。 

九月十六日 數學系李安莉老師應邀於中央大學數學系

講演「L-Series Attached to CM Elliptic Curves
」。 

九月十七日 德國柏林鴻博大學貴賓 5 人蒞院參訪。 

九月廿日－廿二日 生命科學系蘇睿智老師在第十六屆亞太地

區生物化學家暨分子生物學家年會發表〝

Nitrate Transporter AtNRT1：4 Expressed in 
Petiole is Involved in Nitrate Translocation in 
Arabidopsis〞。 

九月廿三日 數學系李安莉老師應邀於中央大學數學系

講演「On Complex Multiplications」。 

九月廿三日—廿六日 電子工程學系白英文副教授出席於西德 
Erfurt 舉行之「2002 電機與電子工程師協會

－消費性電子國際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九月廿五日 物理學系邀請國科會精密儀器發展中心陳

至信博士講演「從太空到奈米－國科會精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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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器發展中心研發工作介紹」。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龍華科技大學電子工程

學系杜國洋副教授於聖言樓講演「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 Soccer Robot 
System」。 

九月廿六日 資訊工程學系舉辦師生共融迎新晚會。 

九月卅日 應用科學與工程研究所訂定科學計算領域

資格考相關事宜。 

十月 資訊工程學系所周賜福老師應邀參加於中

國大陸北京舉辦之「2002 第五屆平行處理演

算法與組織架構國際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十月一日 應用科學與工程研究所訂定光電科技領域

資格考相關事宜。 

 生命科學系蘇睿智老師應邀至台北市青年

企業研究社講演「由基因改良食品談健康」 
。 

十月二日 生命科學系蘇睿智老師應邀至中央大學講

演「轉殖基因分析與穩定度探討」。 

 資訊工程學系邀請徐嘉連教授講演「音樂資

料庫」。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長庚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呂仁園副教授於聖言樓講演「語音辨識系統

技術實現」。 

十月八日 第一次院務發展委員會。 

 生命科學系曾婉芳老師應邀參加「九十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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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指定科目考試試題分析座談會」。 

十月九日 物理學系邀請台灣大學物理系曹培熙教授

講演「光電科技在環境監測與生物醫學的應

用」。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光電

科技研究所曹士林教授於聖言樓講演「光纖

通訊發展之近況」。 

十月十五日－九十二年二月十五日  

 生命科學系陳擎霞老師獲補助研究「眉溪部

落文化產業振興與人才培育發展計劃」。 

十月十六日 應用科學與工程研究所訂定計算機工程領

域資格考相關事宜。 

 數學系謝忠村老師應邀於台灣師範大學數

學系講演「Eigenvalues of Spherical Laplacian
」。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國立臺北師範學院教育

傳播科技研究所劉遠楨教授於聖言樓講演

「 An Novel Block Search Algorithm for 
Video Coding and Learning Environment in 
Internet」。 

十月十八日－十九日 生命科學系周秀慧老師及呂誌翼老師應邀

參加「幾丁質幾丁聚醣生物科技應用研討會

」並擔任會議籌備委員。 

十月十九日—廿三日 電子工程學系李永勳副教授出席於 Busan, 
Korea 舉行之「第十九屆國際電動車輛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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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EVS19)」，並發表論文。 

十月廿日 生命科學系崔文慧老師至台大醫學院參加

「國家衛生研究院第三期文獻回顧研析計

劃報告書成果發表會」。 

十月廿二日 大里高中師生蒞院參訪。 

十月廿三日 理工學院宗輔中心於耕莘樓舉辦新進同仁

歡迎餐會。 

 物理系邀請交通大學電子工程學系李建平

教授講演「Semiconductor Nanostructures and 
Quantum Devices」。 

 資訊工程學系邀請智原科技實體設計部經

理蔡裕文博士講演「Floor Planning：A Floor 
Planner and more for Back-End Design」。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國立海洋大學導航通訊

系卓大靖教授於聖言樓講演「新世代航空導

航之發展」。 

十月廿四日 應用科學與工程研究所訂定「生物科技領域

」資格考相關事宜。 

 化學系邀請中山大學物理系王進賢教授講

演「二次非線性光學分子科技」。 

 心理學系畢業生鄧明宇畢業論文「獻身與沈

淪：一個男性的自我生成與發展」，獲九十

一學年度中國輔導學會「優秀碩、博士論文

獎」蔣建白紀念獎學金；邀請政戰學校政治

作戰研究班陳忠貴先生講演「心理學在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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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潛力與挑戰」。 

十月廿五日  生命科學系於聖言樓舉辦「台北縣生技產業

發展與規劃論壇暨生物科技展覽」並由應用

科學與工程研究所協辦。 

十月廿五日－廿七日 化學系周善行、陳壽椿教授、李國安教授應

邀出席「中國化學會七十週年年會」並發表

論文。 

十月廿八日—卅一日 電子工程學系李永勳副教授出席於中國大

陸北京舉行之「2002 IEEE TENCON 國際研

討會」並發表論文。 

十月卅日 生命科學系邀請 A Mersham Biosciences Ltd
馬慧瑛經理講演「 Tools for Proteomics 
Research: From separation to identification」。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台北科技大學電子工程

系林丁丙教授於聖言樓講演「The Mobile 
Fading Channel for Wireless Communication 
System」。 

 心理學系舉辦「課程結構規劃與發展願景研

討會（一）」。 

十月卅一日 化學系邀請食品營養系許瑞芬教授講演「

The Role of Folate on Homocysteine-induced 
Apoptotic Chromosome Damage」。 

 電子工程學系王元凱副教授應邀至高雄第

一科技大學電腦與通訊系講演「Introduction 
to Mobile Multimedia Retrie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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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 資訊工程學系許見章老師應邀參加於高雄

舉辦之「第八屆資訊管理暨實務研討會」並

發表論文；徐嘉連老師應邀參加於美國舉辦

之「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ACM」並發表

論文。 

十一月一日 生命科學系李永安老師應邀於 Plant Disease
發表〝First Report of Bacterial Soft Rot of 
White Flowered Calla Lily Caused by Erwinia 
chrysanthemi in Taiwan〞，並應邀於台中中華

民國植物病理學會九十一年年會發表〝

Functional Analysis and Existence Patterns of 
virD4 Homologues of Xanthomonas 
Campestris pv. Campestris.〞及〝Application of 
the virB Genes to Identify Plant Pathogenic 
Xanthomonas〞，周秀慧老師應邀於 The 4th 
Asia-Pacific Organization for Cell Biology 
(APOCB) Conference 發表〝A Metabolic 
Stress Induced the Apoptosis of Lymphocytes 
in Rats〞。 

 心理學系劉兆明主任榮任中國心理學會理

事長。 

十一月三日－六日 生命科學系周秀慧老師應邀於中研院 The 
4th Asia-Pacific Organization for Cell Biology 
(APOCB) Conference 學術會議發表論文。 

十一月四日 第二次院院務發展委員會。 

十一月四日—六日 電子工程學系林寬仁副教授出席於美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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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頓舉行之「第六屆 IASTED 軟體工程與應

用國際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十一月七日 化學系邀請東華大學化學系陳清標教授講

演「The Nozaki-Hiyama-Kishi Reaction in the 
Presence of Bipyridine-Type Ligand」。 

十一月八日－十一日 化學系周善行、李國安教授授應邀出席「第

七屆國際華人有機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十一月十二日 生命科學系楊美桂老師應邀於 Molecular 
Genet,  Genomics 發表〝Characterifation of 
Xanthomonas Axonopodis pv. Citri Lex A :：
Recognition of the Lex A binding Site〞。 

十一月十三日 應用科學與工程研究所第一次師生共融會

議、組成教師評審委員會及組成課程委員會

。 

十一月十四日 第二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十一月十五日 理工學院於耕莘樓舉辦第一學期院務會議。 

十一月十六日 電子工程學系白英文副教授出席於國立臺

灣科技大學舉行之「九十一年度微電腦應用

系統設計製作競賽」，並獲頒儀錶類大學組

優等獎獎狀。 

十一月十七日－廿一日 資訊工程學系林振緯老師應邀參加於台北

舉辦之「Proceedings of the 2002 IEEE Global 
Telecommunications Conference (Globecom 
2002)」並發表論文。 

十一月十八日—廿日 電子工程學系呂學坤副教授出席於美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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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舉辦之「2002 年國際電子電機工程師學會

亞洲測試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十一月廿日 物理系邀請台灣大學化學系周必泰教授講

演「Excited-State Proton Transfer Reactions：
their Associated Multiple Hydrogen Bonding 
Recognition」。 

 資訊工程學系邀請航電交控技術實驗室謝

禎冏博士講演「汽車電子平臺／Telematics 
Platform」。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台北科技大學機電學院

姚立德院長於聖言樓講演「雷射光在微米間

的舞蹈─光碟機精密伺服控制」。 

十一月廿一日 化學系邀請生命科學系周秀慧講演「幹細胞

的應用現況與未來趨勢」。 

 心理學系邀請香港大學榮譽教授、中央大學

人資所教授高尚仁先生講演「鼻子、文字與

老夫子：文化後效與組織行為之再思考」。 

十一月廿五日 應用科學與工程研究所訂定「電子系統工程

領域資格考相關事宜」。 

十一月廿五日—廿八日 電子工程學系劉惠英副教授出席於新加坡

舉行之「IEEE 通訊系統國際會議」並發表

論文。 

十一月廿七日 物理系邀請師範大學物理系劉祥麟教授講

演「奈米碳管之拉曼散射」；邀請淡江大學

秦一男教授講演「世界末日：From Genesisto 
Armaged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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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廿八日 化學系邀請化學系系友宋久德醫師講演「

Enzyme Orthok： A New Horizon for Corneal 
Refractive Treatment」。 

十一月卅日 生命科學系崔文慧老師參加台大醫學院舉

辦之「國家衛生研究院組織工程教育課程」

。 

十二月 資訊工程學系許見章老師應邀參加於新竹

舉辦之「第十屆模糊理論及其應用會議

(CFSAT-2002)」並發表論文；應邀參加於台

北舉辦之「第二屆國際電子商務研討會」並

發表論文。 

 心理學系舉辦「課程結構規劃與發展願景研

討會（二）」。 

十二月－九十二年五月 生命科學系崔文慧老師獲得教育部補助研

究計劃「九十一學年度高級中學生物科能力

競賽決賽計劃」。 

十二月－九十二年七月 資訊工程學系連國珍老師獲國科會／輔仁

大學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適用於資訊家電之

多媒體顯示技術」；梅興老師獲國科會/輔仁

大學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以 Jini 為基礎行動

應用閘道設計與評估之研究」，呂俊賢老師

獲國科會/輔仁大學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網際

網路上端對端品質服務之研究」。（至九十二

年十一月卅日） 

十二月－九十二年七月 數學系張康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

劃「提昇私大研發能量專案—行動多媒體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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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系統之研究發展與應用(3/3)」。（至九十二

年十一月卅日） 

 資訊工程學系葉佐任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

題研究計畫「利用檔案預取來提升電腦系統

之整體運效能」。 

十二月四日 物理系邀請中原大學物理系周武清教授講

演「半導體光學」；邀請文化大學黃信健教

授講演「計算物理課程與相關研究」。 

十二月四日 生命科學系邀請人宇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研發處鄭俊明處長講演「藻類生技產業與

螢光蛋白」。 

十二月五日 化學系邀請台灣科技大學高分子暨纖維系

洪伯達教授講演「高分子溶液之相分離及凝

膠化」。 

 心理學系邀請 Ph. D. Hopkins Peter Kramer, 
University of Johns 講演「 When do you see 
things move and why? 」 

十二月五日—六日 電子工程學系王偉彥副教授出席於新竹國

立交通大學舉行之「2003 年中華民國第十屆

模糊理論及其應用會議」並發表論文。 

十二月六日 邀請傑出校友姚武鍔博士講演「美國反恐科

技的趨勢與未來發展」。 

十二月六日－十二月八日 數學系郭仲成老師及張康老師應邀參加由

逢甲大學舉辦之「2002 年國際數學學術研討

會暨中華民國數學會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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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一日 數學系黃文祥老師應邀參加由本校舉辦之

「大陸文獻電子資源利用研習會」；邀請中

原大學物理系周武清教授講演「半導體光學

」；邀請彰化師範大學吳仲卿教授講演「

Fabric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Patterned 
Magnetic Thin Films」。 

 資訊工程學系顧維祺老師應邀至數學系講

演 「 Authentication Protocols based on 
Software Smart Cards」。 

 電子工程學系第一學期系週會暨系導師會

議。 

十二月十二日 第三次院務發展委員會。 

 化學系邀請台北醫學大學生藥技術系蔡佑

輔教授講演「The Synthesis of Carbohydrate: 
Preparation of The Build Block of 
O-Glycolyl-Linked Polysialic Acid Associated 
with Fertilization of Sea Urchin Egg」。 

十二月十二日－十四日 化學系柏殿宏教授授應邀出席「基督宗教哲

學與人性尊嚴學術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十二月十三日 心理學系楊建銘老師獲本校研究發展處重

點儀器補助「活動週期記錄腕帶系列」。 

十二月十三日－十四日 生命科學系蘇睿智老師在成功大學全國農

業 生 物 技 術 研 討 會 發 表 〝

Methionine-Enriched Rice Accumulation of a 
Sesame 2S Albumin Enhances Methionine and 
Cysteine Levels of Transgenic Rice S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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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四日 生命科學系蘇睿智老師於中國畜牧學會第

十六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暨九十一年度年會

發表「盤固草基因轉殖與植株再生系統之建

立」。 

 心理學系劉俐君同學獲中技社獎學金 5 萬元

。 

十二月十七日－十八日 數學系謝忠村老師應邀參加由台灣大學舉

辦之「台灣－日本逆問題及非良置問題研討

會」並且發表論文。 

十二月十八日 數學系黃文祥老師應邀參加由本校舉辦之

「資料科學與電機工程線上資料庫講習會」

。 

 理工學院邀請《楊振寧傳》作者江才健先生

講演「楊振寧的人與科學—兼談寫楊振寧傳

記背後二三事」。 

 生命科學系邀請臺灣東洋製藥研發部經理

胡宇方博士講演「Formulation of Peptidic or 
Protein Drugs （Peptide 及蛋白質藥物配方

和製成探討）」。 

十二月十九日 化學系邀請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俞鍾山

博士講演「Glycoconjugatesin 
NuclearMedicine：Establishment of New Tools 
for MonitoringMetabolism in Vivo」。 

十二月廿日－廿二日 數學系郭仲成老師應邀參加由靜宜大學舉

辦之「第 11 屆微分方程研討會」。 

十二月廿一日 心理學系舉辦「課程結構規劃與發展願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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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會（三）」。 

十二月廿六日 第一學期院導師會議。 

 化學系邀請台灣大學化學系訪問助理研究

員蔡福裕講演「Transition Metal-Mediated 
Formation of Highly Substituted Aromatics, 
Organic Heterocycles, Conjugated Polymers 
and the Application to Nano-Scale Organic／
Inorganic Composites」。 

十二月廿七日 生命科學系周秀慧老師應邀於台灣大學永

續發展科技與政策研討會發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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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楊美桂老師應邀於台大第

二活動中心參加「永續發展科技與政策研討

會」。 

九十二年 

一月一日 生命科學系李永安老師於 Plant Disease 發

表 學 術 期 刊 論 文 〝 First Report of 
Burkholderia cepacia as a Pathogen of Banana 
Finger-tip Rot in Taiwan〞；周秀慧老師於 J. 
Chromatogr. B 發 表 論 文 〝 Analysis of 
Corticosterone in Rat and Mice Plasma by 
On-line Sample Sweeping/reversed Migration 
Micellar Electrokinetic Chromatography〞，以

及 J. Chromatogr. B，發表論文〝Analysis of 
Corticosterone in Rat and Mice Plasma by Gas 
Chromatography-Selected ion Monitoring 
Mass Spectrometry (GC-EI-MS)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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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ophoresis 發表論文〝Determination of 
Lysergic Acid Diethylamide (LSD) in Mouse 
Plasma by Capillary 
Electrophoresis/fluorescence Spectroscopy 
with a Sweeping Technique in Micellar 
Electrokinetic Chromatography〞；曾婉芳老師

於 Toxicology 發表〝Protection of Cells From 
Menadione-Induced Apoptosis by Inhibition of 
Lipid Peroxidation〞；蘇睿智老師於《YMC
台北市青年企業研究社 2002 年刊》發表＜

淺談基因改良食品＞；楊美桂老師出版《微

生物學》。 

一月－七月 數學系張康老師獲教育部補助「基礎科學教

育改進計畫－數學組」；李安莉老師獲教育

部補助專題研究計劃「基礎科學教育改進計

畫－數學組－資料訊號與數學」。（至九十二

年十二月卅一日） 

 物理學系吳坤東老師獲純智文教基金會補

助研究計畫「磁性合金薄膜之光學與磁性研

究」。（至九十二年十二月卅一日） 

 生命科學系周秀慧老師獲得教育部研究計

劃補助研究「基礎科學教育改進計劃－A 類

計劃」；藍清隆老師及陳擎霞老師獲得教育

部研究計劃補助研究「基礎科學教育改進計

劃－B 類計劃」。（至九十二年十二月卅一日

） 

一月二日 化學系邀請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劉彥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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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士 講 演 「 Building Functional Solid 
Materials from the Bottom-up by 
Self-Assembly of Molecular Subunits」。 

 生命科學系周秀慧老師於成功大學第廿六

屆高分子研討會發表「初代脾臟淋巴細胞對

高分子－PHA 聚合物與摻合物之生物相容

性評估」。 

一月六日－十日 理工學院舉行教學評量。 

一月九日 化學系邀請系友呂家榮教授講演「揮發性有

機氣體即時分析技術及微小化有機氣體分

析儀」。 

一月十日 化學系邀請孫世勝博士講演「Transition 
Metal Based Supramolecular Systems: 
Synthesis, Photochemistry, Photophysic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as Chemosensors, 
Switches, and Catalysts」。 

 心理學系學生王允汶獲江學珠女士獎學金。 

一月十一日 生命科學系周秀慧老師於台北榮民總醫院

「The 10th Sino-Japan Symposium on Cancer 
Treatment － Somatic Stem Cells ／

Regenerative Medicines」發表學術會議論文

〝Study of the Effect of Mesenchymal Stem 
Cells on the Engraftment of Fetal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一月十五日 數學系張康老師應邀擔任由本校舉辦之「無

線通訊網路趨勢研討會」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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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十六日 舉辦北區私校聯盟院長研討會。 

一月十七日 第三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一月十七日－十八日 化學系李選能教授應邀出席「第二十五屆高

分子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一月十八日 生命科學系邀請司徒惠康博士講演「認識自

體免疫疾病」。 

一月十九日 心理學系夏林清老師獲美國 East Side 
Institute 頒授傑出貢獻獎。 

一月廿一日 生命科學系陳擎霞老師於南投集集「中國生

物學會中華民國溪流環境協會九十二年聯

合年會」發表〈以 RAPD 探討台灣地區玉帶

鳳蝶之遺傳變異〉。 

一月廿二日－廿四日 數學系李安莉老師應邀擔任由本校舉辦之

「數論 Winter School 學術研討會」主持人並

且發表論文。 

一月廿三日－廿五日 生命科學系楊美桂老師、呂誌翼老師及蘇睿

智老師於日本九州「台日生物技術研討會(
國科會與日本交流協會 )」分別發表〝

Identification of the Potential SOS-like Boxes 
in Xanthomonas Axonopodis pv. Citri.〞，〝
Carbon Dioxide Fixation by Microalgal 
System.〞及〝Near Homozygous Transgenic 
Rice (Oryza sativa L.) Plants Regenerated 
from Particle Bombardment-mediated 
Transformation of Haploid Suspension Cell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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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廿七日－廿八日 生命科學系崔文慧老師主持教育部高級中

學生物科能力競賽決賽。 

二月十一日 生命科學系曾婉芳老師參加「九十一年度學

科能力測驗自然考科試題研發工作計劃命

題研習會」。 

二月十四日 心理學系楊建銘老師與翰沃生電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簽訂研究委託案「開發助眠器材心

理及生理舒壓功能之研究」。 

二月十五日 生命科學系陳擎霞老師出版《Alang Tongan(
眉溪部落)原生植物調查研究》。 

二月廿一日 生命科學系楊美桂老師參加於台大思亮館

舉辦之「微生物基因體研究 新進展研討會

」。 

二月廿六日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淡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張志勇副教授於聖言樓講演「無線網路在學

習科技上的應用－無所不在的學習」。 

三月 資訊工程學系梅興老師應邀參加於中國大

陸 西 安 舉 辦 之 「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Networking and Applications」並發表論文。 

三月一日 生命科學系李永安老師在 Plant Pathology 
Bulletin 發表〝A Novel Insertion Sequence, 
ISRso19, Isolated from Ralstonia 
Solanacearum and its Application to Race 
Differentiation.〞。 

三月一日－七月卅一日 數學系黃文祥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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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織品服飾數位博物館加值計畫—織品

服飾數位產權管理之研究—子計畫(二)」。 

三月四日 化學系邀請昶昕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鄭輝穎

總經理講演「印刷電路板廢剝液再利用」。 

三月八日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台灣科技大學電機工程

系蔡超人教授於聖言樓講演「主動式噪音控

制技術於局部噪音抑制之應用」。 

三月十一日－十八日 生命科學系呂誌翼老師與人宇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建教合作研究「菌種鑑定及酵素

活性分析」。 

三月十二日 物理系邀請劉建楠博士講演「Structure and 
Dynamics of Coulombic Three-body Atomic 
Systems」。 

 生命科學系邀請英國倫敦帝國學院博士、英

國聖喬治醫學院醫學博士候選人謝榮光博

士講演「p53-induced Apoptosis 漫談由基礎

生命科學至醫學研究」。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雲林科技大學電子系許

明華教授於聖言樓講演「System-on-a-Chip 
Design for Optical Mouse 」。 

三月十三日 數學系謝忠村老師應邀於淡江大學數學系

講演「On Some Inverse Problems of Discrete 
Vibrating Systems」。 

 生命科學系邀請東吳大學微生物學系張碧

芬教授講演「河川環境有機毒性物質生物分

解之研究」。 



【206】理工學院  

 心理學系邀請德國法蘭克福大學心理學博

士候選人，現任真理大學宗教學系講師郭士

賢先生講演「行動理論：一個發展中的理論

觀點」。 

三月十三日—十四日 電子工程學系王偉彥副教授出席於清雲技

術學院舉行之「2003 年中華民國自動控制研

討會暨生物機電系統控制與應用研討會」並

發表論文。 

三月十四日 物理系邀請林銘杰博士講演「開放式量子異

質 結 構 之 準 穩 態 研 究 (Study on the 
Quasistationary States in Open Quantum 
Heterostructures)。 

三月十七日 資訊工程學系徐嘉連老師應邀至中原大學

資 訊 工 程 系 講 演 「 Music Information 
Retrieval and Analysis」。 

三月十八日 物理系邀請 Bradley University 王威禮教授

講演「XPS technique used in Glass Research
」。 

 化學系邀請生物技術開發中心林藹寧博士

講演「單株抗體生技產品之發展及製程現況

」。 

三月十八日－廿日 邀請王威禮教授蒞院短期講學。 

三月十九日 物理系邀請 Bradley University 王威禮教授

講演「XPS Technique Used in Glass Research
」 及 「 Nanotechnology: Evolution to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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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智原科技公司研發部經

理王志恆博士於聖言樓講演「 Design 
Methodology in a Design Service Company」。 

三月廿日 數學系謝忠村老師應邀於中研院數學所講

演「On the Extremal Problems of Laplace 
Eigenvalues」。 

 化學系邀請美國 Bradle 大學物理系王威禮

教授講演「OrganicLight Emitting Devices」。 

 心理學系邀請荷商飛力浦公司人力資源暨

行政服務中心協理、荷商飛力浦在台各企業

組織管理教育訓練協理、台灣新世紀教育訓

練發展協會(TSTD)副理事長曾振鵬先生講

演「領導職能與潛能評鑑」。 

三月廿一日 物理系邀請蔡宗儒博士講演「

Characterization of Nematic Liquid Crystals 
5CB in the Terahertz Frequency」；邀請羅豪甦

教授講演「The Growth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New Piezoelectricity Materials of 
Relaxor-based Single Crystals」；邀請中央大

學物理系易台生教授講演「光譜學－由原子

看到天文星體」。 

三月廿二日 生命科學系邀請行政院環保署土壤污染及

整治基金會謝子陽組長講演「生物技術與環

境保護」。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龍華科技大學電子系杜

國洋教授於聖言樓講演「足球機器人之研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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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廿四日 第四次院務發展委員會。 

三月廿六日 生命科學系邀請許家偉博士講演「Molecular 
Engineered Genetics of Influenza Virus」。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台北科技大學電子工程

系李宗演教授於聖言樓講演「

Function/Architecture Co-design」。 

三月廿七日 化學系邀請義守大學化工系吳俊毅教授講

演「幾丁聚醣之微生物發酵及其應用」。 

三月廿七日—廿九日 電子工程學系劉惠英副教授出席於大陸西

安舉行之「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Networking and 
Applications （AINA 2003 高等資訊網路與

應用國際會議）」並發表論文。 

三月廿七日－四月十四日 生命科學系呂誌翼老師與康達生命訊息股

份有限公司建教合作研究「產品－Natto 
King 及比較商品納豆激脢活性測定委託試

驗」。 

三月廿八日 台南興化高中師生一行 60 人蒞院參訪。 

 物理系邀請黃立文博士講演「Disaster 
Recovery for Enterprise Computer Systems 
Using Wavelength Multiplexing Networks」。 

四月一日 《輔仁學誌》第 36 期出刊。 

 化學系邀請系友李雨朴博士講演「投資興建

工廠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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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科學系林彥蓉老師在 Genetics，in press
發表學術期刊論文〝A High-density Genetic 
Recombination Map of Sequence-tagged Sites 
for Sorghum, as a Framework for Comparative 
Structural and Evolutionary Genomics of 
Tropical Grains and Grasses.〞；蘇睿智老師在

Plant Molecular Biology 發表〝Accumulation 
of a Sesame 2S Albumin Enhances Methionine 
and Cysteine Levels of Transgenic Rice Seeds
〞。 

四月二日 物理系邀請吳璧如博士講演「Will Diamond 
Transform Under Megabar Pressure? －  A 
First-Principles study」。 

 資訊工程學系邀請創意電子黃俊達博士講

演「Digital IP Authoring」。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師範大學圖文傳播系周

遵儒教授於聖言樓講演「傳統紙本文件的數

位化與檢索」。 

四月八日 化學系邀請美國哈佛大學黃紹光博士講演

「Strategic Approach of NMR In Organic 
Molecular Structure Elucidation」。 

四月九日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 Senior Manager, Network 
Solution & Marketing - Wireless, Wireline, 
and Optical of Nortel Networks － Taiwan 
Branch.曾旭東博士於聖言樓講演「Wireless 
3G ： CDMA2000 & UMTS and Network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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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九日－十日 生命科學系崔文慧老師、李永安老師於濟時

樓主持「蛋白質結構與生物資訊跨領域研究

及教學研討會」。 

四月十日 化學系邀請生物技術開發中心高華生博士

講演「合成 peptide 的應用」。 

 心理學系邀請美國耶魯大學認知心理學博

士、國立暨南大學成人繼續教育研究所助理

教授楊世英老師講演「成人智慧研究與其相

關議題」。 

四月十一日 物理系邀請徐瑞鴻博士講演「Photophysics 
of Aggregates at Single Molecule Scale」。 

四月十五日 應用科學與工程研究所修訂博士班研究生

修業規則。 

四月十六日 生命科學系邀請中央大學化工系徐敬衡副

教授講演「生物工業生產之 適化設計」。 

 電子工程學系呂學坤副教授應邀至 VLSI 
Test Technology Forum 講演「DWL 架構內嵌

式記憶體內建自我修復技術」。 

四月十七日 第二學期院務會議。 

四月十八日 物理系邀請徐立義博士講演「Alice & Bob in 
Quantum Entanglement Wonderland」。 

四月十九日 電子工程學系呂學坤副教授應邀至國立成

功大學電機系講演「單晶片系統 (SOC) 核
心診斷技術」。 

四月廿二日—廿五日 電子工程學系劉惠英副教授出席於韓國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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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島舉行之「行動技術國際會議」並發表論

文。 

四月廿三日 物理系邀請台灣大學牟中原教授講演「金子

金子我愛你」。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所

助理研究員呂俊賢博士於聖言樓講演「

Applications and Challenging Issues in Data 
Hiding」。 

四月廿四日 化學系邀請合晶科技公司光電事業處潘敏

學處長講演「The Story of  Blue LED From 
Research to Product」。 

 生命科學系邀請臺灣大學醫學技術研究所

賴信志教授講演「利用基因改造微生物檢測

環境毒物」。 

 心理學系邀請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精神科

臨床副教授 Dr. Richard Brown 講演「減壓與

憂鬱症心理治療之 新替代療法—淨化呼

吸法」。 

四月廿四日－廿五日 生命科學系呂誌翼老師參加「宜蘭海洋生物

科技產業發展論壇」。 

四月廿五日 物理系邀請李柏璁博士講演「Two 
Dimensional Photonic Crystal Defect Laser」。 

四月廿六日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交通大學電機與控制系

教授兼系主任林進燈教授於聖言樓講演「虛

擬實境動態模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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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廿六日－卅日 生命科學系舉辦「研究生研究成果壁報展」

，由楊美桂老師及周秀慧老師主持。 

四月廿八日－五月二日 資工週。 

四月廿九日  生命科學系邀請亞太智慧財產權基金會郭

榮富副總講演「生技專利技術鑑價」。 

四月卅日 物理系邀請清華大學果尚志教授講演「

Nanoscale Sensing & Manipulation」。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中華電信公司電信研究

所研究員吳坤榮博士於聖言樓講演「影像處

理與圖形識別應用於智慧型運輸系統(ITS)」
。 

五月 資訊工程學系顏秀珍老師、林振緯老師、周

賜福老師、郭忠義老師及顧維祺老師獲理工

學院研究獎勵獎。 

 心理學系舉辦系所評鑑；劉兆明老師升任教

授；楊玉琪、林群森、吳怡君、劉俐君同學

獲清寒獎助學金，陳俊良、張蓓盈獲孔祥熙

院長清寒獎助學金及張蓓盈獲聖言助學金。 

五月一日 化學系邀請大同大學材料科學系 Stobinski
教授講演「Carbon Nanotabes in Chemistry 
and Physics」。 

 生命科學系蘇睿智老師在《科學農業》發表

〝The Development and Plausibility of Using 
Transgenic Plants for Oral Vaccine Produc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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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工程學系王偉彥副教授應邀至國立交

通大學電機與控制學系講演「 Genetic 
Algorithms and Control Systems」。 

五月三日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台北科技大學電機工程

系曾傳蘆教授於聖言樓講演「Robust SPC 
Performance Analysis for Dynamic Systems」
。 

五月六日 化學系邀請旺宏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曾守億

博士講演「化學專業半導體業之應用與發展

」。 

五月七日 生命科學系邀請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

心林藹寧博士講演「醫療用蛋白質之工業化

量產純化製備技術」。 

 資訊工程學系顧維祺老師應邀至東吳大學

數學系講演「Hash-Based Password 
Authentication Schemes」。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威盛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技術發展部何志龍經理於聖言樓講演「微波

射頻電路元件模型發展與分析」。 

五月十日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新埔技術學院電子工程

學系許陳鑑教授於聖言樓講演「Design of 
Optimal Controller for Interval Plants via 
Evolutionary Approaches 」。 

五月十三日 第四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五月十四日 電子工程學系第二學期系週會暨系導師會

議（師生共融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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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學系陸洛老師獲理工學院「教師研究成

果獎勵」。 

五月十五日 應用科學與工程研究所修訂「碩士班逕修讀

辦法」。 

五月十六日 電子工程學系呂學坤副教授應邀至清華大

學積體電路設計中心講演「Diagnosis and 
Repair Techniques for Embedded Cores」。 

五月十六日－卅日 生命科學系呂誌翼老師與康達生命訊息股

份有限公司建教合作研究「人工血栓溶解活

性測試」。 

五月廿日 生命科學系邀請中山醫學大學毒理學研究

所李輝教授講演「Environmental exposure 
and human disease」。 

 心理學系夏林清老師獲輔仁大學使命特色

發展基金補助「弱勢連結、經濟合作之可能

性探索方案—手把手消費合作聯盟」。 

五月廿日—廿二日 電子工程學系白英文副教授出席於美國科

羅拉多舉行之「2003 年電機與電子工程師協

會儀表和量測技術會議」並發表論文。 

五月廿一日 物理系邀請中興大學物理系孫允武教授講

演「What Old Microwave Tricks can do in the 
New Nano Era」。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交通大學電機與控制系

王啟旭教授於聖言樓講演「 Dynamical 
Optimal Training of Fuzzy Neural Network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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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廿三日 資訊工程學系顏秀珍老師應邀至銘傳大學

資訊管理系講演「資料探勘」。 

五月廿九日 化學系邀請本校公衛系劉希平教授講演「

1.Particle Size Segregated 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PAHS) of Dust 
Strom Events in Taipei, Taiwan  2.台灣之環

境賀爾蒙」。 

 心理學系廖幸儀同學獲華實先生紀念獎學

金；陸洛老師獲本校研究發展處補助研究計

畫「夫妻傳統性、現代性的契合與婚姻衝突

之關聯」；楊建銘老師獲本校研究發展處補

助研究計畫「睡眠剝奪對情緒的影響：以量

化腦波及多向度情緒評量加以探討」；孫慶

文老師獲本校研究發展處補助研究計畫「色

彩與形狀知覺相互作用的探討」。 

六月二日 生命科學系於聖言樓舉辦「21 世紀微生物生

技產業的商機─納豆菌之開發與應用研討

會暨納豆菌及黃豆生技產品博覽會」。 

六月三日－五日 心理學系楊建銘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出席「赴

美國芝加哥參加專業睡眠學會聯合會議第

十七屆年會」。 

六月五日  生命科學系邀請工業技術研究院環安中心

楊琇瑩博士講演「生物科技在環境荷爾蒙檢

測之應用」。 

六月十日 第五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六月十三日 資訊工程學系林宏彥老師應邀至數學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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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Mathematics in Computer Graphics」。 

六月十九日－六月廿日 數學系張康老師應邀擔任由中華大學舉辦

之「全國計算數學研討會」的籌備委員。 

六月廿日 應用科學與工程研究所九十二學年度放榜

，共錄取 5 名。 

六月卅日－七月卅日 資訊工程學系辦理「行政院科技人才培訓及

運用方案」北東區資訊軟體人才培訓計畫－

網際網路資料庫班一班。 

七月 資訊工程學系葉佐任老師應邀參加於美國

舉辦之「The 7th World Multiconference on 
Systemics Cybernetics and Informatics」並發

表論文。 

七月一日 生命科學系周秀慧老師獲得行政院國家科

學委員會頒發「指導大專學生研究創作獎」

；蘇睿智老師之「紀錄簿之結構」獲得專利

；李永安老師獲得教師教學績優獎勵；陳錫

智獲老師得行政院服務獎章二等獎；曾婉芳

老師獲得行政院服務獎章三等獎，藍清隆老

師獲得教育部研究計劃補助研究「提昇大學

基礎教育計劃－生物」。 

七月六日－十一日 心理學系楊建銘老師應邀出席「第八屆歐洲

心理學會議」。 

七月卅一日 電子工程學系徐國政系主任卸任由袁正泰

教授接任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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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外語學院  
 

九十一年  

八月 德國語文學系張善禮老師應邀參加由中國

德語協會假北京舉辦之「亞洲德語協會第四

屆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Interkulturelle 
Aspekte in der Reflexion Eine Studie  
Praxisbezogener Publikationen ü ber die 
Literaturvermittlung des DaF-Unterrichts in 
Taiwan（跨文化角度之反思 － 分析台灣地

區所發表之德語文學教學實務論文）〞及應

邀參加由日本德語協會假日本京都舉辦之

「日本德語協會第 30 屆國際德語語言學研

討會」發表論文〝Kontrastive Linguistik als 
Forschungsaufgabe asiatischer germanistischer 
LinguistInnen〞（檢視亞洲德語語言學者在

比較語言學上的任務）。 

 日本語文學系系何思慎副教授於新加坡國

立大學東亞研究所發表〝The Rise of China 
and Sino-Japan Relations: A Taiwanese 
Perpective〞；楊錦昌副教授於日本神戸大学

部国語国文会之《国文論叢》發表〝アジア

における＜国文学＞－台湾における＜日

本文学研究＞の一端〞；何思慎副教授出版

《日文文書處理Ⅲ》。 

八月－十月 德國語文學系王美玲老師獲行政院國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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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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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善禮老師獲德國聯邦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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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惠安老

師獲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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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九十二年一月 德國語文學系裴德老師獲行政院國家科學

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劃「女性畫匠瑪莉•

封•愛布內•愛申巴哈的文學作品中之功能

」。 

八月－九十二年七月 德國語文學系查岱山老師獲教育部科技顧

問室補助專題研究計劃「商務口譯教學網中

德組—台灣因應全球化趨向的口譯人培訓

方案」；胡功澤老師獲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

會補助專題研究計劃「翻譯批評方法初探」

；王美玲老師獲本校研究發展處補助專題研

究計劃「兩本當代青少年小說之議題：毒品

及離家出走」；劉惠安老師獲行政院國家科

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劃「跨文化溝通認

知與學習策略的鍛鍊在台灣德語教學課程

發展可能性的探討」，葉聯娟老師、張善禮

老師獲輔仁大學研究發展處補助專題研究

計劃「輔仁大學外語學院第二外語語彙與文

化教學網（德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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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一日 日本語文學系新聘劉慶瑞助理教授與橫路

啟子講師為專任老師。 

 義大利語文學系康華倫主任屆滿卸任，由杜

金換修女接任。 

 華裔學志漢學研究中心正式成立。 

 翻譯學研究所所長一職續由狄明德副教授

兼職代理；楊承淑教授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

究計畫「口譯轉碼模組研究 I」及獲教育部

補助「台灣因應全球化趨向的口譯人才培訓

方案」。 

 英國語文學系劉雪珍老師卸主任一職，由蕭

笛雷老師（Raphael Schulte）接任；鮑端磊

老師（Fr. Daniel Bauer）出任進修部英國語

文學系主任；那湯姆老師（Thomas Nash）
獲准休假研究乙年；施佑芝老師自進修部英

國語文學系轉調至本系；菲律賓德拉薩大學

銀純美老師（Sterling Plata）應邀來台，至

本系擔任客座副教授一年；美國聖文森學院

與本系簽訂學術交流計畫；崔艾隆老師（

Ronald Tranquilla，又名恬書義）至本系擔任

客座教授，崔艾隆老師妻子崔珍苹老師（

Penny Tranquilla，又名恬懷慈）應人事室與

外語學院之邀，為本校助教職員開設英語文

進修課程。；墨樵老師（Joseph Murphy）擔

任交換教授。 

八月－十一月 英國語文學系施琳達老師（Llyn Scott）獲教

育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Tales of Du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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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osa」。 

八月－十二月 英國語文學系康士林老師（Bro. Nicholas 
Koss）獲財團法人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

會補助舉辦「第二屆聖經與中國文化國際研

討會」。 

八月－九十二年七月 英國語文學系劉雪珍老師獲本校研究發展

處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中世紀聖經劇中聖母

身體/主體性與女權的論述」，劉雪珍老師獲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英國中世紀聖經

劇中女性角色之身體政治與文化再現」，獲

本校研究發展處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中世紀

聖經劇中聖母身體／主體性與女權論述」、「

大學英文網－〈主題式全方位英語網路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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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文學教學與專題研究資料庫」；施佑芝

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電腦視訊

英語文學習」，獲教育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高中高職英語教師進修網站：英語教學方

法與科技課程」，擔任子計畫執行人；張王

黎文老師、劉雪珍老師、劉紀雯老師、蕭笛

雷老師（Raphael Schulte）及袁韻璧老師獲

教育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教育部提升大學

競爭力重點發展計畫分項計畫 5 之『輔仁大

學非同步遠距教學發展計畫』」，分別擔任「

通識課群：英文系大學入門網路課程」子計

畫執行人、「文學與文化組－文學課群：現

代小說」子計畫執行人、「文學與文化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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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課群：當代加拿大文學與電影」課群召

集人及分項計畫主持人、「文學與文化組－

文學課群：『莎士比亞：自我及家庭的建構

』」子計畫執行人以及「外語學習課群－語

言學概論、語言評量、字彙發展」課群召集

人及網路開課。 

 法國語文學系黃孟蘭老師獲本校研究發展

處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法文文法學習障礙與

常犯錯誤之剖析：以動詞時態、時間介系詞

和邏輯連接詞為例」；黃雪霞老師獲本校研

究發展處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十九世紀法國

文學中之『饗宴』」；洪藤月老師獲本校研究

發展處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普魯斯特作品中

的詼諧與幽默」；楊光貞老師獲本校研究發

展處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輔仁大學外語學院

第二外語語彙與文化教學網（法文）」。 

 日本語文學系何思慎老師獲本校研究發展

處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中國威脅論』在日

本的論述」；黃翠娥老師獲本校研究發展處

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日本成長小說的研究－

以近現代文學為中心」；楊錦昌、法文系楊

光貞、德文系葉聯娟、西文系舒小珠、義文

系圖莉安老師獲本校研究發展處補助專題

研究計畫「輔大外語學院第二外語語彙與文

化教學網」；馮寶珠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

研究計畫「日語的使役表現－從能格動詞，

對格動詞的觀點分析」。 

 康士林院長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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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世紀和十八世紀英國的中國意象」。 

  西班牙語文學系杜東璊老師獲國科會補助

專題研究計畫「中文部首與西班牙文前綴的

文化成因及功能導向」；游淳傑老師通過教

育部補助之提昇大學國際競爭力 A 子計劃

分項計劃五－輔仁大學非同步遠距教學計

劃：文學與文化課群－「西班牙文化概論」

。 

 翻譯學研究所楊承淑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

題研究計畫「口譯轉碼模組研究」。 

 比較文學研究所簡瑛瑛老師獲國科會補助

專題研究計畫「逆境與重生：第三世界女性

心靈與文學/藝術再現」。 

八月四日－九十二年六月廿九日  

 英國語文學系鮑端磊老師（Fr. Daniel Bauer
）應英文《中國郵報》The China Post 之邀

擔任專欄作家。（每週五） 

八月十九日－廿三日 英國語文學系劉雪珍老師應邀參加由

Assumption University 假泰國曼谷舉辦之「

當代語言與文學協會：二十一世紀語言與文

學 的 重 新 想 像 」（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Moder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better known by its French 
acronym, FILLM），發表〝Writing Back to the 
Empire: From M. Butterfly to Madame 
Butterfly〞（＜從《蝴蝶君》到《蝴蝶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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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寫帝國後殖民理論＞）。 

八月十九日－九月五日 加拿大魁北克電台口語表達顧問 Jacques 
Laurin 教授應詹德隆副校長之邀於暑假期間

開設免費法語課程。 

八月廿七日 日本語文學系中村祥子老師於「中日現代詩

國際研討會暨第三屆寶島文學獎頒獎典禮」

發表声＜をとおした表現―谷川俊太郎の

詩を考えるー＞。 

八月廿八日 第一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九月 德國語文學系張善禮老師應邀參加由日本

德語文協會假日本新瀉舉辦之「日本德語文

協 會 國 際 研 討 會 」 發 表 論 文 〝

Höflichkeitsrituale in Gesprächseröffnung und 
Gesprächsbeendigung im Kontrast zwischen 
dem Deutschen und dem Taiwan-Chinesischen
〞（＜德語區及台灣地區「開談」與「結談

」— 禮儀之對比分析＞）。 

 法國語文學系黃孟蘭老師榮獲中華民國私

立教育事業協會九十一年全國傑出教師第

二十五屆資深優良教師「大勇獎」。 

九月－九十二年七月 英國語文學系劉紀雯老師、蕭笛雷老師（

Raphael Schult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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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分別

擔任子計畫主持人、協同主持人；劉雪珍老

師、劉紀雯老師以及施佑芝老師獲教育部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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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研究發展處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提昇大

學基礎教育計畫－卓越大學英文網改進計

畫」，前二位擔任分項計畫共同主持人，後

者擔任「多媒體輔助英語學習」子計畫執行

人。 

九月二日－三日 第一學期第一次系主任會議。 

九月四日－廿四日 西班牙語文學系所蘇素嬌老師應邀參加國

際合作發展委員會海外志工服務隊於台北

農訓會天母國際會議廳舉辦之專題講學「語

言教學、商業談判暨服務精神」。 

九月五日 日本平成國際大學法學部楊合義教授、酒井

正文教授、淺野和生助理教授參訪日本語文

學系。 

九月九日－十三日 姊妹校日本費利斯女學院大學於外語學院

大樓舉辦教育實習活動。 

九月十一日 英國語文學系劉紀雯老師、劉雪珍老師與施

佑芝老師合力建構之「九十一年度師資培育

機構設置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在職進修網站」

獲教育部評鑑為 A 級網站（優等）。 

 日本語文學系邀請姊妹校日本費利斯女學

院大學森朝男教授於外語學院講演「和歌的

世界」。 

九月十一日－十二日 視聽教學中心於各語言教室及視聽教室舉

辦第一學期視聽器材使用研習會。 

九月十二日 日本語文學系於聖言樓舉辦新生家長座談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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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三日 西洋古典暨中世紀文化學程第一次審查委

員會議。 

九月十四日 英國語文學系於外語學院舉辦「新生歡迎茶

會」。 

九月十八日 第一學期第一次主管會議。 

 宗教輔導室舉辦「新生 Welcome Party」。 

 語言中心於耕莘樓舉辦中秋節文化節慶課

程活動。 

九月廿二日－廿六日 日本語文學系邀請日本東北大學仁平道明

教授於耕莘樓講學「源氏物語的世界」。 

九月廿五日 第一學期第一次院務會議。 

九月廿六日 新進教師歡迎餐會。 

九月廿七日 英國語文學系邀請德州農工大學教育心理

系教育科技學程負責人 Dr. Ronald D. 
ZellnerSupport 於聖言樓講演「Resources to 
Enhance University Teaching」（「如何支援教

師進行遠距教學、改進大學教學？」）。 

 視聽教學中心舉辦 Support Resources to 
Enhance University Teaching 講習會。 

九月廿八日 英國語文學系張王黎文老師獲中華民國私

立教師協會頒發「中華民國私立教師協會 91
年全國模範教師」。 

 日本語文學系黃瓊慧老師榮獲中華民國私

立教育事業協會頒發之第五屆模範教師；楊

錦昌副教授於教育部顧問室人文社會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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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典籍研讀計劃舉辦之「中國與日本的文

化交會」發表「《平家物語》＜蘇武說話＞

的敘述策略及轉化意義」。 

十月 德國語文學系查岱山老師應邀參加由文藻

外語學院德國語文學系舉辦之「中華民國德

語文學者暨教師協會第十一屆年會暨研討

會」，發表論文〈翻譯課程與德語系『國家/
文化概覽』（Landeskunde/Kulturkunde）課程

間之互動關係〉〝Interaktion der Kurse 「
Übersetzung 〞  und 〝

Landeskunde/Kulturkunde 」  der 
Deutschabteilung）〞； 

 發表論文「Deutsche Landeskunde」  fü r 
Lernende: ein Beispiel aus der Fu Jen 
Universität（德國概覽之教學:以輔大德文系

為例）〉；張善禮老師應邀參加由淡江大學外

語學院舉辦之「淡江大學第六屆兩岸外語教

學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行為主義心理

學範式、認知心理學範式與外語教學法〉。 

 西班牙語文學系系主任帶領 20 名大三交換

學 生 赴 西 班 牙 中 西 部 莎 拉 曼 加 大 學

(Universidad de Salamanca)留學；雷孟篤老師

應邀參加靜宜大學於台中舉辦之 La 
presencia hispánica en Taiwan 研討會講演「

Presencia hispánica en el campo educativo en 
Taiwan」。 

 日本語文學系所賴振南副教授翻譯淺田次



外語學院 【229】 

郎著作《鐵道員》出版。 

十月一日 英國語文學系於輔園餐廳舉辦「期初聚餐」

。 

十月一日－九十二年六月卅日  

 英國語文學系劉紀雯老師獲教育部補助專

題研究計畫「高中高職英語教師進修網站」

，擔任子計畫主持人。 

十月二日 第一學期外語學院導師會議。 

 語言中心於耕莘樓舉辦第一次教學研討會。 

十月三日 宗教輔導室舉辦「教友學生世青分享會」。 

十月四日 西洋古典暨中世紀文化學程第二次審查委

員會議。 

 翻譯學研究所楊承淑教授應邀參加由長榮

管理學院翻譯研究所舉辦之學術演講會講

演「探討中英日的順譯」。 

十月五日 德國語文學系施素卿老師應邀參加由淡江

大學舉辦之「第六屆兩岸外語教學研討會」

，發表論文〈從實務中探討與克服語言教學

的宿敵—被動的學習態度〉。 

十月九日 第二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宗教輔導室舉辦外語志工回娘家。 

 視聽教學中心召開第一次視聽教學委員會

議。 

十月十日－廿日 義大利語文學系主任杜金換修女偕圖莉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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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及查蓮娜老師率本系學生訪問團赴北京

參與國際義大利文週，並與北京外語大學、

北京對外經貿大學進行教學觀摩訪問。 

十月十四日 英國語文學系邀請中國文化大學俄文系副

教授 Dr. Andrej Shatilov 於舒德樓講演「

Theatre and Russian Society」；施佑芝老師應

邀參加由 Dominican Kindergarten 舉辦之

Dominican Kindergarten Speech 講演「Happy 
English Acquisition (HEA)」。 

十月十六日 研究所新生歡迎餐會。 

十月十七日 語言學研究所邀請國立台灣大學外國語文

學系張漢良教授於外語學院講演「The 
Paradox of Learning and the Elenchos: Plato
’s Meno, Augustine’s De Magistro, and 
Gongsunlong’s 公孫龍 Jianbai lun 堅白論

（On Hardness and Whiteness）」。 

 英國語文學系施琳達老師（Llyn Scott）應桃

園西門國小之邀講演。 

十月十八日 外交學程籌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十月廿二日 大學入門教師經驗交流會議。 

十月廿三日 英國語文學系為財團法人中央廣播電台與

地球村文教機構主辦之「2002 年全國英語演

講比賽」，於外語學院舉辦「輔仁大學預賽

」。 

 視聽教學中心舉辦第一學期視聽資料查詢

系統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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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言中心前往板橋林家花園舉辦秋季戶外

教學。 

十月廿四日 語言學研究所邀請國立台灣大學語言學研

究所張顯達副教授講演「兒童語言的發展」

。 

十月廿五日 英國語文學系邀請 Mr. Yeates Timothy Paul
蒞系講演。 

 德國語文學系王美玲老師獲本校研究發展

處補助專題研究計劃「德語文學十八世紀狂

飆時期與十九世紀帝國年代之青少年與社

會：界定主題，作品範圍」；張善禮老師獲

本校研究發展處補助專題研究計劃「德漢語

用對比及德語教學論文集（二）（Beiträge 
zur kontrastiven Pragmalinguistik 
Deutsch-Chinesisch und zum 
Deutschunterricht (Ⅱ)）」。 

十月廿八日－卅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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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卅日 第一學期第二次主管會議。 

十月卅一日 英國語文學系於外語學院舉辦「Halloween 
Parade」。 

十一月六日 英國語文學系康士林老師（Bro. Nicholas 
Koss）應邀參加由美國聖文森學院 Alex G. 
McKenna School 假賓州 Latrobe 舉辦之「

James and Margaret Tseng Loe Chinese 
Studies Center Conference 」 發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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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xteenth-century England and China: A 
Matter of Business〞。 

十一月七日 語言學研究所邀請國立台灣大學語言學研

究所鄭良偉教授講演「從台語學英語：鄉土

與全球化的接軌」。 

十一月八日－十日 英國語文學系施佑芝老師應邀參加由中華

民國英語文教師學會及國立清華大學外國

語文學系舉辦之「第四屆泛亞洲英語文教學

國際研討會（PAC4）暨第十一屆中華民國英

語文教學國際研討會暨書展－亞洲地區英

語文教學：四個 PC 在二十一世紀的角色與

其重要性」，發表〝Online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A Texas-Taiwan Connection〞。 

十一月十一日 邀請詩人陳千武蒞院專題演講「東亞現代詩

的交流與比較」。 

十一月十一日－十六日 姊妹校日本桃山學院大學經營學部鈴木幾

多郎教授參訪日本語文學系所。 

十一月十二日 英國語文學系邀請 Ms. Angel Yen 於外語學

院講演「Studies in England」。 

十一月十二日－十六日 英國語文學系施佑芝老師應邀參加由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s 
and Technology（美國教育傳播暨科技學會

）假美國德州達拉斯舉辦之「2002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s and Technology」（美國教

育傳播暨科技學會 2002 年國際會議）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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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via Desktop 
Videoconferencing: A Pilot Study〞。 

十一月十三日 第一學期第二次院務會議。 

十一月十四日 英國語文學系那湯姆老師（Thomas Nash）
應美國加州柏克萊分校語言學系之邀，赴該

校講演「Heritage Languages in One Family in 
Taiwan」；施琳達老師（Llyn Scott）應桃園

西門國小之邀，至該校講演。 

十一月十八日 邀請靜宜大學趙天儀教授立院專題講演「陳

千武詩的創作與翻譯」。 

 日本語文學系邀請日本弘前大學中村信吾

教授、佐藤和之教授、李梁副教授於外語學

院舉行「全球性日語教育定位問題」座談會

。 

十一月廿日 第三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語言學研究所邀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

王道還助理研究員講演「語言與大腦」。 

十一月廿一日 台北市日僑工商會高木恆治、三澤豐先生參

訪日本語文學系所。 

十一月廿五日 西班牙語文學系邀請 Salamanca 大學 Juan 
Felipe García Santos 教授於聖言樓發表系列

學術演講「Los pronombres del español: Un 
sistema doblemente desequilibrado 」 及 「

Objetivo final: contar una historia」。 

十一月廿六日 宗教輔導室舉辦「參觀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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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語文學系邀請 Salamanca 大學 Juan 
Felipe García Santos 教授於淡江大學舉辦系

列學術演講「Comentario de ¨A un olmo seco
¨, de Antonio Machado」及「El subjunjtivo 
expresa la duda? Visualización de la gramática
」。 

十一月廿七日 西班牙語文學系邀請 Salamanca 大學 Juan 
Felipe García Santos 教授於聖言樓發表系列

學術演講「El estilo indirecto en la clase de 
ELE」及「Comentario del Romance Soná
mbulo, de Federico Gacía Lorca」。 

 日本語文學系於聖言樓舉辦系週會，邀請節

目主持人黃子佼先生與學生座談「日本流行

文化與樂壇」。 

十一月廿八日 第一學期第二次系主任會議。 

十一月廿八日－十二月三日 義文週。 

十二月 德國語文學系林劉惠安老師應邀參加由台

北醫學大學舉辦之「第一屆語言與文化課程

研討會」，發表論文〈由外語學習動機到成

果評量的過程 ─ 以歐盟的 ALTE （The 
Association of Language Testers in Europe）為
例探討我國外語學習的分類與分級〉。 

 法國語文學系李友仁老師榮獲「輔仁大學九

十一學年度教師教學績優獎勵」。 

 西班牙語文學系所 Encuentros en Catay（《
會晤在中國》）第十六期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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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語文學系黃翠娥副教授獲頒「教師教學

績優獎勵」；何思慎副教授與張啟雄先生共

著《戰後東北亞國際關係》；劉慶瑞助理教

授於台灣大學舉辦之《二○○二日本研究國

際會議》發表<対日直接投資の動向分析>。 

十二月－九十二年四月 英國語文學系劉紀雯老師獲加拿大在台貿

易辦事處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加拿大研究學

會網站」。 

十二月四日 英國語文學系劉紀雯老師獲頒「九十一學年

度輔仁學術研究獎」。 

十二月五日 英國語文學系劉雪珍老師應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英文研究社之邀講演「Stage and Screen: 
John Guare’s 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 

十二月五日－十日 法文週及英文週聯合舉辦「英法聯姻」。 

十二月六日  德國語文學系系友林岱樺立法委員獲外語

學院頒傑出校友暨系友獎。 

十二月六日－九日 英國語文學系於舒德樓理圖劇場舉辦畢業

公演「Celebration」，並放映劇作家 Harold 
Pinter 一系列作品。 

十二月七日 英國語文學系於舒德樓舉辦 Under the table 
with Pinter 座談會。 

 義大利語文學系承辦 CILS 義大利文程度檢

定考試。 

十二月八日 義大利語文學系歷屆系友返校暨大一學生

家長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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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言學研究所於外語學院舉辦「齊德芳神父

百年冥誕紀念暨校慶校友返校活動」，並邀

請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湯志真

研究員講演「語言學與我」。 

 翻譯學研究所協辦於宜真學苑交誼廳舉行

之「九十一學年度校友返校日理外民校友共

融餐會」。 

 英國語文學系於舒德樓理圖劇場舉辦「歡迎

系友回娘家：群英會」。 

 德國語文學系之友會成立。 

 「法國語文學系系友會成立大會」於聖言樓

舉行。 

 日本語文學系所舉辦日文系三十三週年系

慶活動暨系友會年會，並舉行「新舊圖書義

賣」。 

十二月十日 第一次三獨立所會議。 

十二月十日－十三日 西日週—西日東昇。 

十二月十四日 法國語文學系和中央大學法文系合辦之「台

灣法語文教學實務研討會」假中央大學文學

院會議廳舉行。 

 姊妹校日本梅光女學院大學森田兼吉教授

蒞臨日本語文學系討論交換留學事宜。 

十二月十五日 日本語文學系三年級曾國鳳同學參加「第十

九屆日本亞細亞航空盃日語演講比賽」榮獲

第一名，三年級蔣怡蘋同學獲得第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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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六日－廿日 英文週。 

十二月十八日  語言中心於淨心堂舉辦聖誕晚會。 

十二月廿一日 英國語文學系與日文系於聖言樓舉辦「熱門

學群探索營：校系介紹、課程體驗」。 

十二月廿四日 第二次三獨立所會議。 

 宗教輔導室舉辦「聖誕節的意義」。 

十二月廿六日 英國語文學系蕭笛雷主任（Dr. Raphael 
Schulte）應邀於台北科技大學應用外文系講

演「Lost Families and Homes in Elizabeth 
Bishop’ s Poetry: when the Familiar and 
Homey Become Strange and Foreign」。 

 財團法人國際教育振興會日米會話學院日

本語研究所宮崎道子教務主任、鄉司幸子老

師蒞臨日本語文學系，洽談暑期遊學團合作

事宜。 

十二月廿七日 英國語文學系邀請救世傳播協會《空中英語

教室》工作者 Mr. Albert Youn 與伯大尼學校

老師 Ms. Christine Youn 於舒德樓講演「

Popular Music and Media Literacy in Taiwan」
。 

十二月廿八日－廿九日 翻譯學研究所參加由中時人力網、中時教育

網假紐約紐約展覽購物中心舉辦之「第二屆

EMBA 暨高階進修教育博覽會」。 

十二月卅一日 第三次三獨立所會議。 

九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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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 德國語文學系胡功澤老師應邀參加由輔仁

大學外語學院、翻譯學研究所舉辦之「第七

屆口筆譯教學研討會」，發表論文〈文學翻

譯評論之理論與實踐－以梁實秋文學獎翻

譯類為例〉。 

一月－二月 西班牙語文學系吳碧蘭老師帶領五位學生

前往墨西哥，展開為期一個月的志工服務計

劃。 

一月三日 華裔學志漢學研究中心舉辦「輔大同仁對漢

學研究感興趣的會議」。 

一月七日 三語言實習所整合細節會議。 

一月八日 視聽教學中心召開第二次視聽教學委員會

議。 

一月十日 西洋古典暨中世紀文化學程第三次審查委

員會議。 

 翻譯學研究所邀請香港浸會大學博士候選

人胡庚申教授講演「Translation/interpretation 
as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 〝

Translator/interpreter –centered〞 approach」
。 

一月十五日 第四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一月十六日 設立戲劇學程之可行性會議。 

 翻譯學研究所邀請香港浸會大學英國語言

學系譚載喜教授講演「中西譯論傳統的比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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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十七日 語言學研究所洪振耀老師應邀至國立台北

護理學院講演「向先賢求教：學以致用的技

職英文」。 

一月十八日 第七屆口筆譯教學研討會。 

一月廿二日 語言中心於耕莘樓舉辦農曆春節文化課程

活動。 

一月廿六日－廿九日 第一屆輔大外語營－「JEFIGS 絕非茍試」。 

一月廿八日 英國語文學系劉雪珍老師應超頂文教事業

有限公司之邀赴師範大學講演「大學入學選

系的重要性：英語學群」。 

二月七日－十五日 義文系杜金換主任率本系教師姜豐瑞、圖莉

、查蓮娜等赴義大利西也那大學及佩魯賈大

學進行交換學生計畫協商事宜。 

二月十六－十七日 第二學期第一次系主任會議。 

二月廿一日－廿五日  英國語文學系康士林老師（Bro. Nicholas 
Koss）應邀參加由 Monumenta Serica（《華

裔 學 志 》） 假 斯 洛 伐 克 舉 辦 之 「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Fascination and 
Understanding: The Spirit of the Occident and 
the Spirit of China in Reciprocity」發表〝The 
Arte of English Poesie (1589): The First 
Mention of Chinese Poetry in an English text〞
。 

二月廿四日 語言學研究所邀請國立台灣大學語言學研

究所黃宣範教授講演「Embodied Cognition 
and Situated Cognition」。 

【240】外語學院  

二月廿六日 英國語文學系於外語學院舉辦「加拿大當代

影展」（"Canada's Cutting Edge" Film Series）
。 

三月  日本語文學系黃翠娥副教授獲日本國立國

文學研究資料館研究獎助「日本古典籍に関

する調査研究」。 

三月三日 語言學研究所邀請中央研究院院士王士元

教授於外語學院講演「語言是從那裏來的」

。 

三月四日 英國語文學系邀請加拿大知名電影導演 Jill 
Sharpe 與 Ann Marie Fleming 於聖言樓舉辦

「加拿大當代影展－與導演面對面」。 

三月五日 第二學期第二次系主任會議。 

 視聽教學中心舉辦第二學期視聽資料查詢

系統說明會。 

三月五日－廿六日 外語月。 

三月七日 德國語文學系張善禮老師應邀至台北建國

中學講演「第二外語學習與生涯規劃」。 

 日本語文學系與日本亞細亞航空公司、救國

團聯合舉辦之第十六屆日本大學生訪華研

修團於外語學院舉辦中日學生文化交流會。 

三月十日 語言學研究所邀請國立政治大學英語系徐

嘉慧教授於外語學院講演「Transitivity and 
Grounding」。 

三月十三日 師大華語教學研究所陳俊光老師率師生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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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人參訪語言中心。 

三月十四日 視聽教學中心召開第三次視聽教學委員會

議。 

三月十四日－十五日 英國語文學系康士林老師（Bro. Nicholas 
Koss）應邀參加由中興大學舉辦之「第四屆

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全國學術研討會」，講

演「主題演說：文學與宗教」並發表<談理

查哈魯特（Richard Hakluyt）的 Principal 
Voyages of the English Nation 中如何鼓勵

英國人在中國傳教之策略>。 

三月十七日 語言學研究所邀請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人文處戴浩一處長於外語學院講演「手語研

究導論」。 

三月十九日  日本語文學系系友座談會「留學考說明會與

如何準備留學考」。 

三月廿一日 西洋古典暨中世紀文化學程第四次審查委

員會議。 

三月廿四日 語言學研究所邀請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人文處戴浩一處長於外語學院講演「手語和

心智的發展」。 

三月廿六日 第二學期第一次主管會議。 

 德國語文學系邀請陸委會企劃處副處長張

樹棣、補習班負責人蕭鴻基、新竹市文化局

局長蔡榮光蒞校講演「生涯、職涯座談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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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聽教學中心於各語言教室及視聽教室舉

辦第二學期視聽器材使用研習會。 

 語言中心前往六福村舉辦春季戶外教學。 

三月廿七日 外語學院邀請美國在台協會文化新聞組組

長 Ms. Judith Mudd-Krijgelmans 專題演講「

Daughters of the Dust 塵之女」。 

 英國語文學系與外國語文學院邀請美國在

台協會美國文化中心組長柯玖蒂女士（Ms. 
Judith Mudd-Krijgelmans）於聖言樓講演「

Daughters of the Dust」。 

三月廿八日 英國語文學系施琳達老師指導大學部一年

級同學於舒德樓舉辦 Freshman Showcase，
劇目為「Flyboy」。 

三月廿八日－廿九日 法國語文學系和英國語文學系於聖言樓合

辦「第四屆中世紀學術研討會：騎士精神、

騎士文學」；劉雪珍老師於會中發表<「美女

無情？」：《高文與綠騎士》中高文爵士的騎

士身分及女性角色分析>。 

三月廿九日 第一屆五校日本語文學系聯合演講暨朗讀

比賽。 

三月卅一日 語言學研究所邀請國立台灣大學語言學研

究所張顯達副教授於外語學院講演「兒童語

言發展之異常 I」。 

四月 德國語文學系胡功澤老師應邀參加由高雄

第一科技大學應用德語系舉辦之「台灣第五

屆德語文學暨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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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的德國－整合與距離」，發表論文〈功能

翻譯德國學派評介〉；王美玲老師應邀參加

由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應用德語系舉辦之「台

灣第五屆德語文學暨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

會－歐洲的德國－整合與距離」，發表論文

〝Das Bild des Rheins in der Darstellung 
europäischer Kunst und Literatur: 1815 -1850
（1815-1850 歐洲文學藝術中的萊茵河形象

）〞；林劉惠安老師應邀參加由高雄第一科技

大學應用德語系舉辦之「台灣第五屆德語文

學暨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歐洲的德國－

整合與距離」」發表論文〈多元走向？歐洲

國家貨幣統合以來的德語語言現象（Tendenz 
vielfältig? Sprachliche Phänomene des 
Deutschen seit der europäischen 
Währungsvereinigung）〉。 

 西文週。 

四月二日 第二學期院導師會議。 

四月五日－六日 英國語文學系康士林老師（Bro. Nicholas 
Koss）應邀參加由 The Camaldolese Institute 
for East.West Dialogues 、  Incarnation 
Monastery、 The Institute for World Religions
以及 Berkeley Buddhist Monastery 假舊金

山舉辦之「Contemplation in the City」，發表

〝By the Rivers of Babylon?  At the Gate of 
the New Jerusalem?  Benedictine Monastic 
Life in the Urban Sprawl of 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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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七日 語言學研究所邀請國立台灣大學語言學研

究所張顯達副教授於外語學院講演「兒童語

言發展之異常 II」。 

 翻譯學研究所邀請北京清華大學外語系羅

選民教授講演「翻譯領域論文寫作：語言學

角度」。 

四月九日 第二學期院務會議。 

四月十日  西班牙語文學系主任遴選委員會會議。 

四月十一日 語言學研究所邀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

系畢永峨教授於外語學院講演「言談與語法

」。 

四月十二日 日本語文學系所坂元さおり助理教授於教

育部顧問室人文社會科學史料典籍研讀計

劃舉辦之「日本近現代文學與外國文化文學

之交會」發表「日本近代文学における＜ネ

イディブ＞の表象ー大鹿卓『野蛮人』を中

心にー」。 

 語言中心於陽明山福音園舉辦教育訓練。 

四月十四日 翻譯學研究所邀請北京清華大學外語系羅

選民教授講演「翻譯領域論文寫作：文、史

學角度」。 

四月十六日 語言中心於耕莘樓舉辦第二次教學研討會。 

四月十八日 宗教輔導室舉辦「聖週的由來－十二處苦路

與生活」。 

 英國語文學系鮑端磊老師（Fr. Daniel Bau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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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ICRT radio FM 100 之邀，於 Interview on 
The Morning Call Show 受訪，談論「Suicide 
and Youth in Taiwan」。 

四月廿一日 語言學研究所邀請國立台灣大學語言學研

究所蘇以文教授於外語學院講演「譬喻在認

知與語言演化中的角色」。 

四月廿三日 德國語文學系邀請安麗達（Andrea Keller）
老師講演「德國留學座談會」。 

四月廿三日－五月七日 文藝法文月。 

四月廿四日 西洋古典暨中世紀文化學程於中山大學、文

藻外語學院舉辦招生說明會。 

四月廿五日 語言學研究所邀請國立政治大學語言學研

究所莫建清教授於外語學院講演「構詞學與

英文字彙教學」。 

 英國語文學系鮑端磊老師（Fr. Daniel Bauer
）應 ICRT radio FM 100 之邀，於 Interview on 
The Morning Call Show 受訪談論「Discipline 
in the Classroom」。 

四月廿八日 語言學研究所所長遴選委員會會議。 

 語言學研究所邀請國立台灣大學語言學研

究所蘇以文教授於外語學院講演「現代譬喻

學理論的建構與展望」。 

四月廿九日 第五屆中世紀學術研討會第一次籌備會議。 

五月 德國語文學系王美玲老師應邀參加由東吳

大學德國文化學系舉辦之「德語文學－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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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之外文學門（德國文學範疇專題演講）」

發表演講。 

 西班牙語文學系所於外語學院大樓舉辦暑

假赴西班牙短期進修說明會。 

五月二日 比較文學研究所所長遴選委員會會議。 

 英國語文學系鮑端磊老師（Fr. Daniel Bauer
）應 ICRT radio FM 100 之邀，於 Interview on 
The Morning Call Show 受訪談論「Camus’s 
“The Plague” and SARS」。 

五月五日 語言學研究所邀請中央研究院歐美所鄧育

仁副研究員於外語學院講演「語言與思想 I
」。 

五月五日－六日 義大利語文學系第四屆畢業公演「哈拉假伯

爵」。 

五月七日 外語學院增建大樓規劃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西洋古典暨中世紀文化學程舉辦招生說明

會。 

  義大利語文學系邀請清華大學徐光台教授

蒞系講演「中世紀的宇宙觀」。 

五月九日 西洋古典暨中世紀文化學程於靜宜大學、東

海大學及中興大學舉辦招生說明會。 

 英國語文學系鮑端磊老師（Fr. Daniel Bauer
）應 ICRT radio FM 100 之邀，於 Interview on 
The Morning Call Show 受訪談論「Students 
Talk about Mothers in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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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聽教學中心召開第四次視聽教學委員會

議。 

五月十二日 語言學研究所邀請中央研究院歐美所鄧育

仁副研究員於外語學院講演「語言與思想 II
」。 

五月十四日 第五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第二學期第三次系主任會議。 

 教師及研究人員研究成果獎勵審查委員會

議。 

五月十四日－十六日 英國語文學系於舒德樓理圖劇場舉辦年度

大戲公演，劇目為「Pride and Prejudice」。 

五月十六日 翻譯學研究所所長遴選委員會會議。 

 西洋古典暨中世紀文化學程於台灣師範大

學、台灣大學舉辦招生說明會。 

 英國語文學系鮑端磊老師（Fr. Daniel Bauer
）應 ICRT radio FM 100 之邀，於 Interview on 
The Morning Call Show 受訪談論「Tolstoy’
s Ivan Illyich and SARS」。 

五月十九日 第二學期第二次主管會議。 

五月廿一日 德國語文學系主任遴選委員會會議。 

 翻譯學研究所所長遴選委員會會議。 

 日本語文學系所邀請日本天理大學教授太

田登教授於外語學院講演「石川啄木におけ

る『個』と『孤』の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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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廿一日－廿三日 法國語文學系戲劇公演「Rencontre au Puits
」由莫瀚（Gabrie Morin）老師指導。 

五月廿二日 外語學院增建大樓規劃委員會第二次會議。 

 西洋古典暨中世紀文化學程於淡江大學舉

辦招生說明會。 

五月廿三日 英國語文學系鮑端磊老師（Fr. Daniel Bauer
）應 ICRT radio FM 100 之邀，於 Interview on 
The Morning Call Show 受訪談論「President 
Chen Wears Mask for SARS」。 

五月廿六日 語言所邀請國立台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安

可思教授於外語學院講演「認知與大腦」。 

五月卅日 英國語文學系鮑端磊老師（Fr. Daniel Bauer
）應 ICRT radio FM 100 之邀，於 Interview on 
The Morning Call Show 受訪談論「SARS is 
Terrible, but has Humorous Side」。 

六月 德國語文學系林劉惠安老師應邀參加由

Fachverband für Moderne Fremdsprachen 假

德國不萊梅舉辦之「Bundeskongress Bremen: 
Einigkeit macht stark － Mehrsprachigkeit 
verbindet」，發表論文〝Learning by singing – 
Eine Alternative zur Verbesserung des 
Verständnisses einer Fremdenkultur〞；張善禮

老師及研四孫玫玲譯作專書《中世紀德語傳

奇》出版。 

 西班牙語文學系白安茂老師獲外語學院教

師及研究人員研究成果獎勵；於理圖劇場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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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戲劇畢業公演「Tres Sombreros de Copla
（三頂大禮帽）」。因應 SARS 改以光碟拍攝

錄製方式；系刊 Pionero《前鋒期刊》，發行

慶祝創系四十週年之特刊一號。 

六月二日 語言學研究所邀請國立台灣大學語言學研

究所黃宣範教授於外語學院講演「認知和語

言演化的互動」。 

六月六日 外交學程說明會。 

六月九日 語言學研究所邀請國立台灣大學語言學研

究所黃宣範教授於外語學院講演「認知科學

和語言學：未來科際互動的模式與展望」。 

六月十一日 第六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英國語文學系客座教授崔艾隆老師於外語

學院舉辦讀詩會，發表由中英文對照詩集

Loitering at Heaven’s Gate: Taiwan poems
（《漫步於天堂之門：台灣詩集》）。 

 法國語文學系於聖言樓舉行「九十一學年度

法文系送舊共融會」及「畢業班謝師宴」。 

 義大利語文學系邀請中研院研究員李奭學

先生蒞系講演「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對比」

。 

六月十二日 義大利語文系承辦 CILS 義大利文程度檢定

考試。 

 歐盟研究所第二次籌備會議。 

六月十三日 西洋古典暨中世紀文化學程第五次審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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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議。 

六月十四日 日本語文學系舉行畢業生歡送會暨新系友

歡迎會。 

六月十八日 英國語文學系張王黎文老師、劉紀雯老師以

及袁韻璧老師應邀參加由本校教務處網路

與遠距教學委員會舉辦之「輔仁大學教育部

A 計畫：提升大學國際競爭力－分項計畫 5.
『非同步遠距教學發展計畫』成果發表會」

，分別發表「通識課程課群：學群工作報告

、課程製作分享」、「文化與文學課群：學群

工作報告、課程製作分享」、「外語學習課群

：學群工作報告、課程製作分享」。 

 德國語文學系葉聯娟老師應邀參加由教務

處網路及遠距教學委員會舉辦之「『非同步

遠距教學發展計畫』成果發表」，發表論文

〈「文化與文學課群」課程製作分享〉。 

六月十九日 日研所舉辦研究生論文期中口頭發表會。 

六月廿日 華裔學志漢學研究中心參訪國家圖書館漢

學研究中心。 

 歐盟研究所第三次籌備會議。 

六月廿四日 外交學程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六月廿五日 第七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六月廿八日 語言中心於陽明山天籟舉辦自強活動。 

六月廿八日－廿九日 英國語文學系假北投禪園餐廳及吟松閣溫

泉旅館舉辦自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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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卅日 視聽教學中心舉辦 Hot Potatoes 軟體教學課

程。 

七月 英國語文學系張王黎文老師獲頒「輔仁大學

教師及研究人員獎勵」。 

 日本語文學系所賴振南副教授及何思慎副

教授獲本校教師及研究人員研究成果獎勵

；馮寶珠助理教授獲頒「教師教學績優獎勵

」。 

七月七日－廿一日 視聽教學中心舉辦Dreamweaver網頁設計課

程。 

七月十六日 英國語文學系劉雪珍老師應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英文研究社之邀講演「Why Is Gatsby 
Great?－《大亨小傳》賞析」。 

七月十九日 西洋古典暨中世紀文化學程第六次審查委

員會議。 

七月廿三日 宗教輔導室舉辦「外語志工南投曲冰布農族

部落服務」。 

七月廿四日 第二學期第四次系主任會議。 

七月廿八日－廿九日 視聽教學中心舉辦 PowerPoint 軟體教學課

程。 

七月卅日 日本語文學系黃翠娥副教授於教育部顧問

室人文社會科學史料典籍研讀計劃舉辦之

「日本近現代文學與外國文化文學之交會」

，發表<《星風秋落五丈原》的敘事詩特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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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卅一日 日本語文學系賴振南副教授應邀參加「《陰

陽師》、《陰陽師－飛天卷》新書發表暨座談

會」講演「『陰陽師』文化起源－日本平安

時代文學與文化特色：『陰陽師』與古典文

學、文化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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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民生學院 
 

九十一年 

八月 織品服裝學系蔡淑梨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

題研究計畫「企業進行全球運籌之動機與據

點佈局之相關研究－以台灣紡織成衣業為

例」；何兆華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

畫「苗族服飾中龍與牛紋的考證與研究」；

黃昭瓊老師獲研究發展處補助專題研究計

畫「貴州黃平革家蠟染織物及其物性之研究

」；王怡美老師應邀參加於日本東京舉辦之

The 20th International Costume Symposium，

發表〝When East Meets West：A Study of 
Chinese Textile Ornamental Pattern Applied to 
Contemporary Fashion Design〞。 

 兒童與家庭學系利翠珊老師獲國科會補助

專題研究計畫「身心障礙兒童家庭中夫妻的

付出行為與情感關係」；陳若琳、利翠珊老

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雙薪家庭幼

兒父母親的婚姻情感、婚姻滿意與子女教養

品質之相關研究」；楊康臨老師獲國科會補

助專題研究計畫「家庭系統與青少年問題之

探討」；新聘潘榮吉助理教授為專任教師，

張其教老師改聘為助理教授。 

八月－十二月 織品服裝研究所執行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

之「原住民傳統染織工藝及設計學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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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培育計畫」，舉辦北、中南三區結業成

果巡迴展。 

 織品服裝學系喬昭華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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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於

九十一年一月），獲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

中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文物保存維護專有

名詞圖典研究計畫－織品服飾、紙質」（始

於九十一年七月）；陳春梅老師獲得行政院

工業技術研究院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新布種

流行服飾設計及製作」（始於八十九年七月

）；蔡淑梨老師獲得青輔會補助專題研究計

畫「九十一年度女性創業相關專題研究－我

國推動知識經濟下婦女創業機會及輔導政

策之研究」（始於九十一年六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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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始於九十一年五月）。 

八月－九十二年五月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畢業專題研究課程

，「飾品設計組」及「零售經營組」分別有

六組及四組同學與業界建立為期近一年之

建教專案合作。 

八月一日 本學年度起，本院系所共有織品服裝學系、

織品服裝研究所、食品營養學系、流行設計

經營學系、餐旅管理學系（新設）、兒童與

家庭學（新設）系、博物館學研究所，共為

五系二所，兒童與家庭學系並於九十三學年

度增設碩士在職專班；新增加教師行政同仁

：餐旅系蘇哲仁老師、許順旺老師、王媛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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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兒家系潘榮吉老師、織品系林國棟老

師，餐旅系黃素玉秘書、博研所陳伯榆秘書

。 

 餐旅管理學系正式獨立成系，並同時招收第

一屆餐旅管理學系新生，由李青松副教授擔

任系主任，流行設計經營系由楊維漢講師暫

代，博物館學研究所由周功鑫教授新任所長

，兒童與庭學系附設托兒所主任由陳富美助

理教授接任。 

  食品營養學籌備食科組與營養組；陳炳輝、

盧義發、吳文勉、黃瑞美、許瑞芬、陳政雄

及王果行等教師獲九十一年「民生學院研究

獎」。 

八月－十二月 織品服裝研究所執行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

究中心籌備處補助之計畫「文物保存維護專

有名詞圖典研究計畫—織品服飾、紙質」（

始於九十一年七月）；與景盛針織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簽訂「景盛針織企業多媒體公司介

紹之光碟設計與製作建教合作計畫」。 

八月－九十二年五月 織品服裝學系尤政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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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四)：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織品

服飾典藏資料數位化及網站之系統設計」；

喬昭華老師獲得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織品服飾數位博物館加值計畫」及獲得儒

鴻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補助專題研究計畫「04
’/05’ A/W & S/S 產品設計案」；羅麥瑞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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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獲得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傳統中國

絲綢設計特色研究與創新應用於現代傢飾

布圖案設計」及「織品服飾數位博物館－鍾

毓西南」。 

八月－九十二年七月 食品營養學系陳炳輝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

題研究計畫「番茄紅素分析，安定性和應用

的研究(3/3)」；陳炯堂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

題研究計畫「不同溶劑系統中類黃酮抑制膽

固醇氧化之動力學，機制及其食品加工之應

用」；吳文勉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

畫「探討 w-3 脂肪酸對自體免疫鼠腎臟間質

細胞分泌細胞激素之影響」；盧義發老師獲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以植物性固醇取

代微脂粒中膽固醇之可行性及對包覆降血

壓胜肽的效果」；黃瑞美老師獲國科會補助

專題研究計畫「糖醇對無糖小西餅麵糰流變

性及品質之影響」；許瑞芬老師獲國科會補

助專題研究計畫「探討 w-3 脂肪酸對自體免

疫鼠腎臟間質細胞分泌細胞激素之影響」；

李寧遠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以

基因表現評估葡萄糖轉運子，六碳糖激酵素

，肝醣素，探討運動與昇糖指數碳水化合物

攝取對肌肝醣再合成的影響」；陳政雄老師

獲研發處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香味影響幼童

品評員的甜度感」；盧義發老師獲聯合醫事

檢驗所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代驗血清脂肪酸

組成」（始於九十一年七月至九十三年六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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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旅管理學系黃韶顏教授接受台北縣職訓

局委託辦理「原住民傳統地方小吃創業班」

，並辦理中餐烹調技術士技能檢定衛生講習

課程，負責執行行政院農委會主辦，台灣農

業策略聯盟發展協會協辦「全國休閒農業策

略聯盟推動計畫─休閒農業跨領域策略聯

盟營運計畫」，並由全中妤、鄭聰旭、徐達

光、蔡啟通、林万登老師擔任指導委員，王

媛慧、蘇哲仁老師協助手冊編輯並由楊鵑華

老師擔任「鄉土菜餚」課程考評，柯玉文研

究生負責烘焙點心製作；李青松老師獲國科

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台灣地區民眾的休閒

生活素質分析:1980 至 2000 年」；全中妤老

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中式宴會餐

廳服務生肌肉骨骼傷病之人因工程檢核研

究」；蔡啟通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

畫「組織正義、組織結構、主管部屬交換與

員工創新行為之關係」；蘇哲仁老師獲國科

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印象管理中企業道德

強度角色之研究：以台灣、香港與日本 MBA
學生為例」；王媛慧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

研究計畫「我國老人照護機構的效率評估及

其影響因素之研究」。 

八月十三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楊維漢主任應中國

紡織工業研究中心邀請，為十個邦交國官方

代表，針對講題「中華民國之紡織業與政府

之輔導措施」作紡織專業即時口譯工作，另

應邀為商鼎文化出版社出版之新書《零售商

   民生學院【259】 

品管理及個案分析》提序。 

八月十五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協辦由英屬維京群

島商銀鯨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於朝橒

樓所舉辦之「第一屆店務技能競賽」。 

八月十六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楊維漢主任應邀出

席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承辦「中小企業工

業團體聯繫發展推廣計畫—紡織工業產業

願景對策座談會」。 

八月廿一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楊維漢主任應邀為

商鼎文化出版社出版之新書《零售商品管理

及個案分析》審閱。 

八月廿二日－九十二年三月卅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楊維漢主任應英屬

維京群島商銀鯨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邀請為其公司「中高階主管人才培訓課程」

講授一系列服飾零售管理相關之講座。 

八月廿八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楊維漢主任應中國

紡織工業研究中心邀請為十個邦交國官方

代表講授「Strategic Approach in Competitive 
Market Development for Taiwan’s Textiles 
＆ Clothing Industries」。 

九月 博物館學研究所邀請台北當代美術館館長

Leon Paroissien 專題演講；加入「中華民國

博物館學會」，成為台灣博物館專業組織成

員。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延聘經濟部智慧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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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局主任秘書鄭智華兼任副教授講授「設計

智財權之保護」課程。 

 生活應用科學系餐飲管理組三甲趙婷蓁同

學獲「台灣農業推廣學會獎學金」。 

 餐旅管理學系「種子服務隊」簽訂建教實習

合作單位，有台北市國家會議中心、凱薩飯

店、台北縣政府餐廳、台北豪園飯店、來來

喜來登飯店、桃園尊爵飯店、希爾頓飯店。 

九月－九十二年六月 兒童與家庭學系與推廣部合作開設兒童福

利保育人員訓練班及學士學分班、碩士學分

班。 

九月－十二月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楊維漢主任擔任經

濟部工業局「織品服裝設計與管理人才培訓

計畫」第 14 屆「高階經營管理講座」任課

教師。 

九月一日 完成全院網路線路系統更新並同時架設無

線系統，實習教室空間進行防火材質天花板

及隔間更換。 

九月一日－十月十五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協助情意金股份有

限公司（Amour 品牌）所舉辦之「2002 時

尚之鑽」甄選比賽。 

九月二日 餐旅管理學系李青松主任及全中妤副教授

一行四人拜訪澳門旅遊學院，與香港酒店及

旅遊管理學院洽談建立姊妹校合約書、學術

交流、研習與學術合作等相關事項。 

九月五日—六日 織品服裝學系喬昭華、蔡淑梨老師應邀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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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台北舉辦之「2002 經濟部技術處學界科專

非技術領域學術研討會」，發表〈紡織產業

策略規劃〉。 

九月七日—十四日 織品服裝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配合「國際企

業管理」課程，由喬昭華老師、蔡淑梨老師

、王祖淼老師帶領研究生前往大陸上海、蘇

州、無錫、杭州、紹興及桐鄉等地進行為期

一週之學術參訪活動。 

九月十日－十一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楊維漢主任應中華

民國物流協會邀請，為經濟部商業司主辦之

「2002 全國物流現代化研討會」講演「以資

訊科技提升企業之全球運籌績效—以 MiTac
與 DHL 之成功合作個案為例」。 

九月十二日 食品營養學系舉辦大學部新生暨家長座談

會。 

 兒童與家庭學系舉行新生家長茶會。 

九月十四日 織品服裝研究所承辦經濟部工業局「九十一

年度織品服裝設計與管理人才培訓計畫」，

舉辦第十四屆秋季班培訓學員始業式。 

 餐旅管理學系楊鵑華老師代表系上參與台

北縣政府衛生局主辦、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

制局指導的「健康中秋、活力北縣」之活動

。 

九月十四日－十二月卅一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趙丹綺老師假桃園

及台南新光三越百貨公司，展出「第十屆台

灣公藝設計競賽」優選獎作品「絕境˙依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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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綻放」及「2002 台灣生活用品評選暨展覽

競賽」最優獎作品「枝˙葉˙果－水果叉系

列」。 

九月十五日—十九日 織品服裝研究所喬昭華老師赴中國四川成

都參加「第五屆海峽兩岸紡織業合作研討會

」。 

九月十七日 德國柏林鴻博大學校長 Prof. DR. Jurgen 
Mlynek 一行五人參訪織品服裝學系。 

九月廿一日－十月六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趙丹綺老師假台中

Zama Metal Art 藝廊舉辦「做瓶子」個展。 

九月廿四日 餐旅管理學系生活家園餐廳承辦新生代基

金會「兩岸研究生校園論壇」之蒞校參訪餐

會。 

九月廿五日  兒童與家庭學系邀請心理系副教授邱皓政

講演「結構方程模式的原理與應用」。 

九月廿五日—廿七日 織品服裝學系師生參加由中華民國紡織業

拓展會主辦之「2002 台北紡織服飾展」。 

九月廿七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配合「織品材料學」

課程進行戶外教學，參觀「TITAS2002」－

台北國際紡織成衣展。 

十月 博物館學研究所邀請國際博物館學專家

Gary Edson 教授專題演講；參加國際博物館

協會亞太地區年會；參加第二屆研究所博覽

會。 

 織品服裝學系胡澤民老師榮獲內政部所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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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之「台灣新衫設計大賽」全國「特優獎」

；蔡玉珊老師獲得大同區公所補助專題研究

計畫「2003 台北年貨觀光大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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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品服飾設計獎暨觀摩」；林國棟

老師獲得經濟部工業局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五分埔衣術節」。 

 兒童與家庭學系陳富美老師老師於 Early 
Child Development and Care 發表〝Factors 
Related to Parenting Practices in Taiwan〞。 

 餐旅管理學系楊鵑華老師與推廣部合作開

設「泰山鄉民大學課程」。 

十月－十二月 兒童與家庭學系於兒家中心舉辦「小蝸牛的

春天—發展遲緩幼兒父母讀書會」；蘇雪玉

、陳若琳、陳富美及楊康臨四位老師應邀參

加台北縣政府社會局舉辦之「台北縣九十一

年度公私立托兒所評鑑」。 

十月二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舉辦飾品設計組暑

假實習暨英國設計研習營心得分享。 

十月四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楊維漢主任應邀為

英屬維京群島周生生珠寶股份有限公司講

演「從策略規劃發展年度計劃」。 

十月七日 總統府正式啟用織品服裝研究所執行設計

之新地毯主題名稱為「福地」。 

 餐旅管理學系李青松主任及許順旺老師領

隊「種子服務隊」於圓山飯店接受一系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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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專業實習訓練課程。 

十月九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舉辦零售經營組暑

假實習暨英國零售研習營心得分享。 

十月十一日－十一月一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趙丹綺老師於朝橒

樓藝廊舉辦近年金屬研究及創作發表「冶煉

記事」個展。 

十月十三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之姊妹校 University 
of Central England in Birmingham 系主任 Dr. 
John Law (Head of Fashion, Textiles ＆

3-Dimensional Design) 及國際事務部主管

Ms. Julie Handy 蒞系參訪。 

十月十四日 教育部委員一行 23 人蒞臨織品服裝學系進

行訪視。 

十月十七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楊維漢主任應經濟

部工業局邀請，擔任「產業設計推動小組—

民生產品分組」委員。 

十月十八日 兒童與家庭學系邀請東吳大學社會系副教

授吳明燁講演「士林地區家庭生活與資源之

變遷」。 

十月十九日 餐旅管理學系舉辦「九十一年全國技術士技

能檢定中餐丙級廚師專業衛生講習課程」。 

十月廿一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楊維漢主任應經濟

部工業局邀請出席「2008 國家發展重點計畫

—紡織相關設計論壇」。 

十月廿二日 台北市大理高中師生一行 44 人參訪食品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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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學系。 

十月廿六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舉行飾品設計組畢

業展第一次校內評審會。 

十月卅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邀請英國文化協會

武必慧顧問於系週會講演「英國留學生活面

面觀」。 

十一月 織品服裝學系黃昭瓊老師應邀參加由 IFFTI
於 香 港 舉 辦 之 「 IFFTI 200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 發 表 〝 Patterns of Chinese 
Shangtung Hand-woven Textiles〞；陳華珠老

師應邀發表〝Investigating the Potentials of 
Brand-and-Local Based Mass Customization〞

；蔡淑梨老師應邀發表〝The Impacts of the 
Strategic Alliances in R&D,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Case Studies Based on the Hi-Tech 
Functional Products〞；尤政平老師應邀發表

〝Textiles and Costume Digital Museum：

Hmong Tribe〞。 

 食品營養學系教師參與警廣「馬路在奔跑」

節目的合作計劃。 

 兒童與家庭學系利翠珊、陳富美老師應邀參

加「第四屆華人心理學家學術研討會暨第六

屆華人心理與行為科際學術研討會，講演「

配偶親職角色的支持與分工對華人夫妻恩

情的影響」及「夫妻親職經驗的差異：分工

內涵及其親職型態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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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旅管理學系黃韶顏老師獲行政院農委會

補助專案研究計畫「休閒農業跨領域策略聯

盟營運計劃，計劃編號：九一農發一 1.1 一

輔 01（1）」。 

十一月－十二月 兒童與家庭學系於兒家中心舉辦「全方位幼

兒潛能開發—感覺統合父母活動」。 

十一月一日 食品營養學系邀請系友鄭幼萱講演「大一新

鮮人的忠告」。 

 兒童與家庭學系邀請空中大學生活科學系

副教授唐先梅講演「談在家事分工議題上的

研究歷程」。 

 兒童與家庭學系利翠珊、陳富美老師於

Journal of Psychology in Chinese Societies（《

華人心理學報》發表〝Affection in Marriage
：A Study of Marital Enqing and Intimacy in 
Taiwan〞。 

十一月二日 兒童與家庭學系承辦教育部之『攜手計劃—

「小海豚 Q 樂營」』於新莊豐年國小。 

十一月三日 餐旅管理學系蔡啟通老師榮獲社團法人中

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第十一屆「年度論文獎

」，論文＜組織因素、組織成員整體創造性

與組織創新之關係＞。 

十一月六日 兒童與家庭學系系週會，邀請國策顧問及國

際單親兒童文教基金會董事長黃越綏女士

講演「如何建立和諧的兩性關係」。 

十一月七日—九日 織 品 服 裝 研 究 所 喬 昭 華 赴 香 港 參 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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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FTI2002 年國際學術會議」，並同時與尤政

平老師代表本所數位博物館研究團隊發表

論文〝Textiles & Costume Digital Museum—

Hmong Tribe〞。 

十一月九日 兒童與家庭學系參與中華民國人權協會舉

辦之全國兒童希望影展活動，由羅文喬及葉

嘉青老師擔任現場導讀工作。 

十一月十一日 實踐大學民生學院教師 5 人參訪食品營養學

系。 

十一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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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應邀為

中國紡織工業研究中心講演「e 世代品牌商

顧客管理之道」。 

十一月十八日 第一學期臨時院務會議。 

十一月廿日 兒童與家庭學系邀請潘榮吉助理教授講演

「家庭歷史的研究」。 

十一月廿二日 博物館學研究所與上海美術館簽訂「第一屆

美術館專業人員在職培訓班合作協議書」。 

 餐旅系全中妤副教授協助長島大學合作遊

學計畫案第二期。 

十一月廿七日 食品營養學系於利瑪竇國際會議廳舉辦系

週會暨第五屆傑出系友表揚大會。 

十一月廿九日 嘉義市輔仁中學師生一行 60 人參訪食品營

養學系。 

十二月 博物館學研究所新聘專任副教授劉婉珍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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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及兼任助理教授丁維欣老師。 

 兒童與家庭學系陳富美老師於《中華家政學

刊》發表＜母親的權威教養、民主教養、與

放縱教養的交互與幼兒社會行為之探討＞。 

十二月一日－六月卅日 食品營養學系李寧遠老師獲大成長城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大成鹿野

雞精對恢復疲勞之功能性研究」。 

十二月一日－七月卅一日 食品營養學系陳炳輝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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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十二月一日 兒童與家庭學系於總統府前參與教育部舉

辦之婚姻季活動。 

十二月四日 食品營養學系許瑞芬教授獲「輔仁學術研究

獎」。 

十二月六日 博物館學研究所邀請國立故宮博物院會計

室陳煌信主任專題演講「國立故宮博物院人

力資源管理」；邀請台北當代美術館館長

Leon Paroissien 專題演講。 

十二月八日 食品營養學系配合學校四十一週年校慶舉

辦「系友返校茶會」。  

 兒童與家庭學系與餐旅管理學系於輔園舉

辦「家政／生科／兒家、餐旅 系友回娘家

活動」。 

十二月十一日 餐旅管理學系邀請紐約國際顧問公司總經

理陳文敏小姐於理工教室講演「餐旅業的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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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服務 POS 以及紐約經驗之談」。 

十二月十二日 本院獲行政院農委會委託辦理農漁村民宿

經營人才訓練班結訓。 

十二月十三日 織品服裝學系蔡淑梨老師應邀參加於高雄

縣舉辦之「中華民國科技管理研討會」，發

表〈國際品牌採購商的認證要求對供應商創

新能力影響之研究－以毛衣業為例〉。 

 兒童與家庭學系邀請許錦雲助理教授講演

「訪談在研究中的應用」。 

十二月十六日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教師 4 人參訪食品營養學

系。 

 香港天主教中小學暨幼稚園團體參訪兒童

與家庭學系。 

十二月廿七日 澳門教區青年牧民中心一行 12 人參訪織品

服裝學系。 

十二月廿八日 兒童與家庭學系於濟時樓舉辦「兒童與家庭

學術研討會—趨勢、未來與創新」；陳若琳

、鄭穆熙老師應邀講演「原住民兒童知覺父

母教養行為之研究」；陳若琳老師、蔡晶晶

研究生應邀講演「幼兒母親知覺祖父母協助

教養之正向與衝突感受」；楊康臨老師生應

邀講演「The Relationships among Family 
Differentiation , Individuation , and Personal 
Adjustment in late Adolescence and Young 
Adulthood」。 

十二月卅日—卅一日 織品服裝學系於濟時樓舉辦「第一屆兩岸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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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服裝教育及產業發展研討會」；尤政平老

師應邀參加「第一屆兩岸織品服裝教育及產

業發展研討會」，發表〈多媒體輔助教學在

織品設計技術課程之應用〉；王怡美老師應

邀發表〈數位化織品設計〉；羅麥瑞老師應

邀發表〈新世紀的全球觀織品服裝教育〉。 

九十二年  

一月 織品服裝學系黃昭瓊老師獲得國科會補助

專題研究計畫「利用幾丁聚醣賦予聚酯纖維

吸濕性和抗菌性之研究」。 

 餐旅管理系楊鵑華老師獲行政院農委會補

助研究計畫「糖的種類、添加量與添加方式

對糯米糰黏彈性、老化性及貯存性影響之研

究」；李青松老師獲行政院農委會補助研究

計畫「農業推廣專業人員認定體系及訓練課

程發展研究計畫—鄉村發展專業認定體系

之研究」。 

一月－七月 食品營養學系陳炳輝老師獲衛生署補助專

題研究計畫「油炸食品之丙烯醯胺分析與形

成」（至九十二年十二月）；陳雪娥老師獲農

委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水果風味品質的改

善」（至九十二年十二月）。 

一月三日 博物館學研究所邀請銓敘部特審司鄭正輝

司長專題演講「公立社會教育機構人員進用

制度之探討」。 

一月八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舉行飾品設計組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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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展第二次校內評審會。 

一月九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趙丹綺老師獲「輔仁

大學教學績優獎」。 

一月十日 兒童與家庭學系邀請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庭

庭長邱瑞祥講演「『法不入家門』－由夫妻

、親子間訴訟實務談起」。 

一月十五日－七月卅一日 食品營養學系丘志威老師獲富利食品補助

專題研究計畫「富利食品檢驗」。（至九十三

年七月） 

一月十六日─廿六日 博物館學研究所與上海美術館合作於上海

美術館舉辦第一屆美術館在職人員培訓班。 

一月十七日 自民國七十八年起由經濟部工業局委辦之

「織品服裝設計與管理人才培訓計畫」辦理

第十四屆學員結業式後，正式結束為期十三

年的計畫，總計培訓人數為 577 人次。 

一月十八日 餐旅管理學系楊鵑華老師指導大四學生參

加台北縣衛生局舉辦之「搶教貧窮健康年菜

大作戰」活動。 

一月廿日－廿四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舉辦飾品設計組校

外教學活動赴台中鞋類設計暨技術研究中

心。 

二月 織品服裝學系喬昭華老師獲得國立文化資

產保存研究中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文物保

存維護專有名詞圖典研究計畫－織品服飾

、紙質(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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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趙丹綺老師通過升

等助理教授；延聘吳繼仁兼任副教授講授「

服飾零售業 e 化整合管理」課程。 

二月六日 餐旅管理學系舉辦第一屆餐旅體驗營。 

二月廿日－廿九日 餐旅管理學系舉辦第一學期「調酒丙級技術

士技能檢定訓練班」。 

二月廿日—三月十九日 織品服裝研究所與財團法人施合鄭民俗文

化基金會、漢聲雜誌社、國立台灣工藝研究

所台北工藝設計中心及中國女工坊共同假

台北工藝設計中心舉辦「貴州蠟染展」。 

二月廿一日—廿七日 食品營養學系王果行、盧義發及許瑞芬教授

應邀參加由亞洲營養學會假印度新德理舉

辦之第九屆亞洲營養學會並發表論文。 

二月廿一日－廿九日 餐旅管理學系舉辦第一學期「中餐烹調乙級

技術士訓練班」。 

二月廿三日 餐旅管理學系李青松主任與學生簡彥傑、彭

芯筠三人接受教育廣播電台專訪。 

二月廿六日 食品營養學系教師許瑞芬教授獲九十二年

「行政院服務獎章」、「教育部資深優良教師

獎勵」及「輔仁大學資深教職員工獎勵」。 

三月 本院獲行政院農委會委託辦理農漁村民宿

經營輔導計畫。 

 織品服裝學系陳華珠老師應邀參加由 IFFTI
於 上 海 舉 辦 之 「 IFFTI 2003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發表〝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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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isfaction and Dilemmas of Fashion 
Education；A Case Study Based in Taiwan〞。 

三月－七月 兒童與家庭學系鄭穆熙神父獲教育部補助

專案計畫「創造機會、啟動希望」（至九十

二年十二月）。 

三月—七月 食品營養學系吳文勉老師獲中天生物科技

公司補助專題研究計畫「MS-20 改善化學藥

物治療期間之自然殺手細胞活性低下及白

血球下降所導致的發燒症狀」；李寧遠老師

獲農委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補充刺五加對

人體有氧能力，免疫調節，抗疲勞功能及血

脂質之效應」；吳文勉老師獲台灣必治妥公

司補助專題研究計畫「Tamoxifen 對 SLE 患

者週邊血液淋巴球分泌細胞激素之影響」；

曾明淑老師獲衛生署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台

灣地區衛生局(所)營養員公共衛生營養知能

繼續教育計畫」（至九十二年十二月）。 

三月六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邀請業界專家王榮

華先生講演「鑽石產業與現況」及「寶石切

割的種類」。 

三月七日 博物館學研究所邀請國外歸國學者何春寰

女士專題演講「博物館美術館的經營與文化

產業概念」。 

三月十日 密西根大學 Prof. Tanya Domina 參訪織品服

裝學系。 

三月十一日 博物館學研究所「博物館大耳朵活動」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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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開播；發行特刊《博物館大眼睛》。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邀請巧軟資訊系統

股份有限公司翁建發總經理講演「資訊產業

看台灣服飾業如何面對當前種種的挑戰」；

邀請沈妙如小姐講演「設計師之自我審思」

。 

三月十一日－四月十一日 餐旅管理學系與三重市農會建教合作「家政

領導才能培育研習班課程」由李青松主任與

蘇哲仁、蔡啟通、洪子豪、陳若琳、許順成

老師，開授相關培育研習課程。 

三月十七日－廿一日 美國奧勒岡州立大學 College of Health and 
Human Sciences 院長譚孟春教授蒞院參訪。 

三月廿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邀請王榮華先生講

演「鑽石產業與現況」及「寶石切割的種類

」。 

 二 年 制 流 行 設 計 經 營 系 之 英 國 姊 妹 校

University of Central England,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Ms. Julie Hardy 蒞系洽

訪。 

 兒家週，兒童與家庭學系大四畢業展覽。 

三月廿五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零售經營組戶外教

學，參觀「快樂美髮連鎖總部」與雅丰美容

醫學中心；並邀請楊立政董事長講演「台灣

美髮連鎖事業的經營管理」，弘光科技大學

黃宜純副教授講演「美容流行業現狀與未來

」，開放智慧領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引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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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佩宜小姐講演「自我成長心理規劃」。 

三月廿六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舉行系週會。 

 餐旅管理學系徐達光老師受邀高佳臨時業

股份有限公司於晶華酒店舉辦「新鮮不溜走

、樂釦帶著走」密封保鮮盒之活動專訪。 

三月廿六日—四月廿四日 兒童與家庭學系獲台北縣政府文化局補助

專案計畫「學習型家庭：快樂父母用愛成長

團體」。 

三月廿八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零售經營組戶外教

學，參觀「中華民國條碼策進會」，並邀請

林孟鴻經理及周桂菊副理講演「國際條碼系

統與物流業 e 化的經營管理」。 

 台南新化高中師生一行 50 人蒞院參訪。 

三月廿九日－卅日 餐旅管理學系全中妤老師於「餐旅採購與物

料管理」課程領隊學生 70 人，由北至中部

校外教學觀摩。 

四月 織品服裝學系加入「中華民國紡織品研發國

際交流協會」會員。 

四月一日 餐旅管理學系楊鵑華老師應邀至台北市大

安區衛生所講授「健康飲食新觀念」。 

四月二日 博物館學研究所邀請廣播工作者楚雲專題

演講。 

四月三日—四日 食品營養學系陳雪娥教師帶領學生 43 名至

校外教學觀摩研究並參觀著名食品工廠。 

四月八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邀請台灣紐巴倫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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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New Balance 品牌）程國光副

理蒞臨講演「台灣鞋業零售經營現況」。 

四月十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邀請業界專家王榮

華先生示範教學「蛋面寶石研磨技術」及「

刻面寶石研磨技術」。 

四月十一日 台北縣醒吾高中 119 人參訪兒童與家庭學系

。 

 台北縣醒吾高中社會組學生約 60 人參訪餐

旅管理學系。 

四月十六日 第二學期院務會議。 

四月十九日—廿日 織品服裝學系假紐約紐約展覽購物中心舉

行「第三十屆畢業生動態成果展」。 

四月廿二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零售經營組戶外教

學，參觀「麗嬰房股份有限公司連鎖總部」

，並邀請林泰生董事長講演「台灣服飾品牌

連鎖經營現況」。 

四月廿三日 餐旅管理學系、財經法律學系、食品營養學

系及進修部十四系邀請亞都麗緻飯店總裁

嚴長壽先生主講「世界與視野」。 

四月廿六日－廿七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參加由教育部假東

南技術學院舉辦之「九十一學年度全國技職

校院北區博覽會」。 

四月廿九日—五月四日 織品服裝學系假大趨勢藝術空間舉行「第三

十屆畢業生靜態成果展」。 

四月卅日 餐旅管理學系與市、縣警局民防總隊龔延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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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官秘書處合作，針對一年級甲、乙班學生

至校外實習之性質，舉辦「人身安全」講座

。 

五月一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邀請「Adidas—愛迪

達股份有限公司」林淑卿經理蒞臨講演「

Adidas 全球採購之企業社會責任內涵」。 

五月六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邀請「生活工場—育

冠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許宏榮總經理講演「

台灣流行雜貨之通路策略－以生活工場為

例」。 

五月七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飾品設計組畢業展

第三次校內評審會暨展演。 

 兒童與家庭學系舉辦東森幼幼台就業、實習

、建教合作說明會。 

五月十三日─五月十九日 博物館週。 

五月十四日 織品服裝學系於朝橒樓舉行「第三十屆畢業

生論文發表」。 

 食品營養學系邀請美國休斯頓貝勒醫學院

分子免疫學系封莉莉副教授教授講演「

SARS 與免疫」。 

五月十四日－十八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飾品設計組假台北

市遠企購物中心舉辦校外畢業動靜態展演。 

五月十七日 織品服裝學系蔡淑梨老師應邀參加由國立

政治大學舉辦之「創業管理研討會」發表〝

The Role of Government on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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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repreneurship in Taiwan〞。 

五月廿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零售經營組戶外教

學，參觀「台灣區手提包輸出業同業公會」

，並邀請陳勝彥理事長講演「台灣手提袋包

箱業經營現況」。 

五月廿日－六月一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飾品設計組假國立

手工藝研究所舉辦校外畢業靜態展。 

五月廿一日  兒童與家庭學系舉辦大四畢業即將出國同

學經驗分享活動。 

五月廿四日 餐旅管理學系於濟時樓舉辦「2003 年餐旅學

術與實務研討會」。 

五月廿六日—卅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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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一學年度

研究生論文壁報展」。 

五月卅日 織品服裝學系黃昭瓊老師應邀參加「第十九

屆纖維紡織科技研討會」，發表〈織物組織

對於以幾丁聚醣塗佈於聚酯緯編針織物藥

物釋放之影響〉及〈織物組織對於具有緯編

針織結構的傷口被覆材機械性質之影響〉。 

六月 博物館學研究所與朱銘美術館合作進行「築

夢踏實：臺北縣藝術種籽教師行動方案計畫

」。 

 織品服裝學系喬昭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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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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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值計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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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五)數位內容商務模式建置」；尤政平老

師獲得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織品服飾

數位博物館－學習、教學、研究、產學合作

－子計畫(四)：數位內容加值生產」；黃佩鈺

老師應邀參加由中華人力資源發展學會舉

辦之「2002 經濟部技術處學界科專非技術領

域學術研討會」，發表〈勞動現場人才培育

方法之探討〉。 

六月－七月 織品服裝研究所執行國科會數位博物館計

畫第三期計畫「織品服飾數位博物館加值計

畫」，包括總計畫與五項子計畫。（至九十三

年五月卅一日） 

 食品營養學系陳炳輝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

題研究計畫「提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研究

計畫－順式蕃茄紅素粉末之加工及安定性

研究」。（至九十三年五月卅一日） 

六月二日 餐旅管理學系邀請台灣師範大學人發系洪

久賢教授、高雄餐旅學院研發長李銘輝教授

、明道管理學院餐旅系主任游達榮教授任評

鑑委員進行九十一學年度系所自我評鑑。 

六月三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戶外教學參觀「大東

山珠寶股份有限公司」，並邀請呂華苑協理

講演「台灣珠寶飾品品牌零售經營現況」。 

六月八日 織品服裝學系蔡淑梨老師應邀參加於英國

曼 徹 斯 特 舉 辦 之 Innovation through 
Collaboration: Clusters, Networks, Alliances
發表〝A Study on Motives and Criteria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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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c Alliances in R&D,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Case Studies Based on the Hi－
Tech Functional Products〞。 

六月十日 食品營養學系舉辦九十一學年度自我評鑑

之校外評鑑委員參訪評鑑作業。 

六月十一日 餐旅管理學系邀請基隆長榮桂冠飯店執行

副總陳泰仁先生主講「觀光旅館的經營」。 

六月十二日 吳秉雅獎學金—研究類獎學金進行專題研

究報告。 

六月十二日—十四日 織品服裝學系蔡淑梨老師應邀參加於丹麥

舉辦之 Druid Summer Conference 2003 發表

〝Collective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in the 
Evolution of Regional Clusters of SME in 
Taiwan： A Case Study〞。 

六月十五日 織品服裝學系蔡淑梨老師應邀參加於英國

貝爾法斯特舉辦之 48th World Conference,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Small Business，發表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ubating 
Platform and Network for Second Generation
〞及〝The Influence of Government Policies on 
Women Entrepreneurships in Taiwan〞。 

六月十五日－十九日 食品營養學系陳炳輝教授應邀參加由高效

液相層析暨相關技術協會假法國舉辦之「第

二十七屆高效液相層析暨相關技術研討會」

。 

六月十九日—廿二日 織品服裝學系何兆華老師應邀參加由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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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 American Taiwan Studies Association 
(NATSA) 舉 辦 之 「 2003 North American 
Taiwan Studies Association (NATSA) 
Conference」發表〝Culture and Commodity of 
Taiwan Aboriginal Textiles〞。 

六月廿八日 食品營養學系舉辦九十二學年度研究生迎

新座談會。 

七月 織品服裝學系胡澤民老師獲得行政院原住

民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原住民地區文

化產業之產品研發、設計與行銷規劃」；陳

華珠老師應邀參加於 Brisbane 舉辦之「

Making an Appearance: Fashion, Dress and 
Consumpti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發表

〝Investigating Garment Fit Requirements for 
Fashion Brands in Taiwan〞。 

 兒童與家庭學系碩士在職專班首次招生；

 許錦雲老師老師於《民生學誌》發表〝A Child 
with Two Voices〞；楊康臨老師老師於《民生

學誌》發表〝Family of Origin and Female 
College students’Style of Love-A pilot Study
〞，楊康臨老師老師於《中華家政學刊》發

表 〝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Family 
Differentiation, Individuation, and Personal 
Adjustment In Late Adolescence and Young 
Adulthood〞。 

七月一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飾品設計組黃郁如

、許毓珊、蘇佩如三位第五屆畢業系友被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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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取為九十二年度經濟部工業局「紡織與時

尚設計開發與輔導計畫」、「紡織與時尚設計

人才培訓分項計畫」及「文化創意設計人才

育成中心」鞋類及手提袋、包等配件設計開

發之學員。 

七月 食品營養學系丘志威老師獲永好便當補助

專題研究計畫「便當檢驗」（至九十三年八

月）。 

七月四日 織品服裝研究所執行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

之「原住民技藝競賽－織品服飾設計獎暨觀

摩」舉辦競賽評選結果動態展發表會。 

七月十八日 兒童與家庭學系參與大學博覽會。 

七月廿八日─八月十一日 博物館學研究所訪問美國芝加哥、舊金山等

地區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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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法學院 
 

九十一年  

八月 財經法律學系聘請美國教授開設以英語教

學 U.S. Law of Financial Reorganization 課程

；開設「財經法制專題講座」、「實習法庭」

課程；邀請實務律師帶領本系碩士班研究生

成立「國家考試資料庫建置小組」。 

 社會工作學系所王永慈老師獲國家科學委

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劃「失業家庭的經濟生

活分析：以臺灣兩次失業潮為例」；王育瑜

老師獲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劃

「民間障礙團體設立之按摩中心的權能激

發效用評估：以台北市為例的研究」及獲法

管學院補助專題研究計劃「輔大法管學院身

心障礙生支持系統評估研究」；包承恩老師

獲天主教聖母無原罪方濟傳教修女會台灣

省會修女團體委託進行研究計劃「從修女對

修會發展 SWOT 趨勢分析進入 21 世紀 E 世

代修女生命境界的省思：新的三年展望」及

獲臺灣瑪利諾修女會補助專題研究計劃「臺

灣瑪利諾修女會的服務評估調查」；林桂碧

老師獲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劃

「發展第三部門與創造就業」。 

八月—十月 籌設社會學系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 

八月－十一月 社會工作學系所林桂碧老師獲行政院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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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劃「台北區就業服務

中心就業諮商與就業促進活動實務」。（始於

九十一年七月） 

八月－十二月 財經法律學系何明瑜老師榮獲經濟部貿易

調查委員會九十一年度「貿易救濟爭端解決

機制－貿易救濟爭端解決案例之研究」委辦

計畫之子計畫「東和鋼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對自波蘭、俄羅斯、澳洲、韓國進口之

H 型鋼課徴反傾銷稅及臨時反傾銷稅案」與

「從兩岸玩具工業之發展談如何因應反傾

銷之控訴」。（始於九十一年四月）之計畫主

持人，及榮獲經濟部貿易調查委員會九十一

年度「貿易救濟爭端解決機制－貿易救濟爭

端解決案例之研究」委辦計畫之子計畫「東

和鋼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申請對自日本進

口之 H 型鋼課徴反傾銷稅及臨時反傾銷稅

並依法追溯課徴案」之計畫主持人（始於九

十一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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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工作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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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始於九十一年

七月） 

八月－九十二年七月 財經法律學系何明瑜老師獲法管兩院學術

研究獎勵計畫「外國人投資保障－國際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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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人權與國家強制取得外國人財產」；陳

昭華老師獲國科會九十一年度「地理標示」

研究計畫主持人，並獲法管兩院學術研究獎

勵計畫「商標之國際保護與發展趨勢」主持

人。 

 宗教學系簡鴻模老師獲財團法人國家文化

藝術基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花蓮縣

Pulibo 生命史調查研究」；詹德隆老師獲教育

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服務學習導向－人本

與專業知識整合計畫」；詹德隆老師、陳德

光老師獲教育部、台北市教育局補助提升大

學教育基礎計畫「生命教育教學資源建構計

畫」，擔任子計畫執行人（孫效智教授總召

）；陳德光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艾克哈大師涉嫌二十八條異端的平反問

題」；黃懷秋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

畫「Elizabeth Cady Stanton 和她的婦女聖經

」；鄭志明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泰國德教會的傳播與發展史」；詹德隆老

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提升私立大

學研發能量專案－管理知識與專業技術整

合研究：服務學習行課程觀念方式本土化之

研究」；莊宏誼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

計畫「宋代道教醫療與養生」（兩年期）。 

 經濟學系蔡雪芳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

究計劃「小型開放經濟下政府支出對資本累

積的影響」；張文雅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

研究計劃「通貨膨脹指標、社會地位、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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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資本累積：一個購物時間的貨幣成長模

型」，並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魯慧中老師

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劃「利他性與自殺

行為」；姚睿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

劃「群體行為與資產報酬」以及獲輔仁大學

補助專題研究計劃「總體經濟預測與動態因

子」；陳秀淋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

劃「歐洲貨幣體系間利率之關係的再探討－

門檻共整合檢定法的應用」；張俊仁老師獲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劃「犯罪率與失業率

為正相關嗎？工作搜尋，犯罪選擇，與社會

規範」；曹維光老師獲輔仁大學補助專題研

究計劃「非同步網路教學－Microsoft Excel
」。 

八月十日 經濟學系舉辦系友會暨各班聯絡人委員會。 

八月十六日 宗教學系詹德隆老師應邀參加由「中華民國

宗教與和平協進會」假華梵大學主辦之「第

五屆宗教與和平生活營」，講演「宗教人締

造健全社會」。 

八月廿一日－廿八日 原住民服務中心於蘭嶼完全中學舉辦「雅美

歡迎夏令營」。 

八月廿七日 宗教學系陳德光老師應邀參加由香港道教

聯合會道教教育教材開發委員會在香港舉

辦之「道教教育專題講座」，發表〈生命教

育的宗教基礎〉。 

九月—九十二年一月 社會學系學生李昱儒、宋沛玨、黃意晴分別

至法國、加拿大、日本擔任國際交換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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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黃意晴同學獲就讀學校特頒每月八萬

元日幣之獎學金；天主教高等研究院及波爾

多管理學校國際交換學生九名至本系就讀。 

九月三日 第一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九月十一日 宗教學系莊宏誼老師應邀參加由山東大學

假山東省栖霞市舉辦之「丘處機與道教文化

學術研討會」，發表〈鍾呂的仙道思想〉。 

九月十五日－十七日 宗教學系陳敏齡老師應邀參加由日本宗教

學會假東京大正大學舉辦之「第六十一回年

會」，發表〈阿彌陀佛的原型〉。 

九月十六日—十七日 社會學系與日本流通經濟大學師生 12 人進

行第十二屆學術交流。 

九月十七日 法律學系邀請四川大學刑事訴訟法左衛民

教授至本系參訪講演。 

九月十九日 法律學系於公務人力發展中心舉辦「政府機

構辦理海外投資委外經營研討會」。 

九月廿日 第一次主管會議。 

九月廿日－十一月廿九日 宗教學系協辦美國長島大學亞洲巡迴訪問

團（Comparative Religion and Culture, Friends 
World Program）至本校研習中國文化與宗教

課程。 

九月廿一日 社會工作學系所劉可屏老師應邀參加由中

華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主辦之「九十一年

度家庭寄養工作研討會」，發表〈促進寄養

兒童少年生活適應的實務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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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廿二日 若望保祿二世和平研究中心雷敦龢主任應

龐君華牧師之邀請為基督教衛理公會講演

「和平與信仰」。 

九月廿五日 原住民服務中心舉辦原住民新生入學座談

會。 

十月一日 財經法律學系邀請經濟部商業司劉坤堂司

長於濟時樓國際會議廳講演「公司法修正內

容解析與公司治理」（一）。 

十月四日 法律學系陳榮隆主任陪同哈佛教授 Pozen 拜

會呂秀蓮副總統。 

十月五日 法律學系於遠企會議廳舉辦國際金融法制

座談會。 

十月八日 第二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財經法律學系邀請經濟部商業司劉坤堂司

長於濟時樓國際會議廳講演「公司法修正內

容解析與公司治理」（二）。 

十月十一日 第二次主管會議。 

十月十五日 財經法律學系邀請台北市國稅局張盛和局

長於羅耀拉講演「稅制概論」（一）。 

十月十六日—十七日 若望保祿二世和平研究中心雷敦龢主任應

邀參加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及行政院與

外交部聯合主辦之「國際人權研討會」。 

十月十八日 若望保祿二世和平研究中心雷敦龢主任應

邀至國立花蓮高商講演「世界人權宣言」。 

十月廿二日 法律學系與財經法律學系、京華山一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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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有限公司共同於濟時樓舉辦「兩岸對

證券投資人保護制度之簡介與評析學術座

談會」。 

 財經法律學系邀請台北市國稅局張盛和局

長於羅耀拉講演「稅制概論」（二）。 

 宗教學系於羅耀拉樓舉辦「輔大與川大兩岸

研究成果與學術概況交流座談會」。 

十月廿三日 第一次院務會議，和平研究中心自九十一學

年起隸屬法學院。 

十月廿四日—廿五日 若望保祿二世和平研究中心雷敦龢主任應

邀參加由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及東吳大學

主辦之「第二屆台灣和平學研討會」，發表

〈永井隆博士和平思想〉。 

十月廿六日 宗教學系詹德隆老師應邀參加由真理大學

舉辦之「婚姻研討會」。 

十月廿八日 社會工作學系所許臨高老師應邀參加由中

華文化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假香港舉辦之

「2002 年兩岸四地社會福利學術研討會」，

發表〈中國文化與社會工作倫理～以青少年

實務工作為例〉；舉辦「社工專題論壇」，邀

請王秀雯、陳秀美小姐講演「論文寫作的癡

癲愛 」。 

十月廿八日—九十二年一月十七日  

 原住民服務中心舉辦「阿美族族語教學」。 

十月廿九日 財經法律學系邀請（前）保險司沈臨龍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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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羅耀拉講演「從保險法修正談我國保險之

改革方向」（一）。 

十一月 宗教學系出版《輔大宗教系 2000 年宗教交

談研討會論文集》。  

十一月－九十二年二月 財經法律學系張懿云老師榮獲耶穌會單位

及法學院指派，及獲美國基督教在華基金會

補助赴美國進修。 

十一月一日 若望保祿二世和平研究中心雷敦龢主任接

受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之聘任為「人權故事徵

文比賽及出版作品集」評審委員。 

十一月二日 宗教學系鄭志明老師應邀參加由國科會人

文中心舉辦之「國科會人文處五十年來宗教

研究成果評估計畫成果發表會」，發表〈50
年來台灣新興宗教研究評估〉。 

十一月四日 第一次院務發展會議。 

 宗教學系邀請美國長島大學比較宗教與文

化學程（Comparative Religion and Culture, 
Friends World Program, Long Island 
University）Andrew Irvine 教授於羅耀拉樓講

演「 Academic and Experiential Religious 
Studies」。  

十一月五日 財經法律學系邀請（前）保險司沈臨龍司長

於羅耀拉講演「從保險法修正談我國保險之

改革方向」（二）。 

十一月五日－九十二年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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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學系交流服務中心於社圖舉辦「宗教護

身聖物展」，以及於法園舉辦「東方宗教神

像展」。 

十一月七日 財經法律學系舉辦「碩士班座談會」。 

十一月七日－八日 社會工作學系所於濟時樓舉辦「九十一學年

度學士班暑期實習成果發表會」。 

十一月十二日 財經法律學系邀請經濟部國貿局梁國新副

局長於羅耀拉講演「WTO 不歧視原則之研

究」（一）。 

十一月十七日 若望保祿二世和平研究中心雷敦龢主任應

邀為金瓜石戰俘營紀念活動主持紀念禮儀。 

十一月十八日 社工系所邀請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社會科

學院院長 Prof. Eskil Wadensjo 講演「瑞典福

利國家的發展：老年及障礙年金」。 

十一月十九日 第三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財經法律學系邀請經濟部國貿局梁國新副

局長於羅耀拉講演「WTO 不歧視原則之研

究」（二）。 

十一月廿日 法律學系與財經法律學系及法源資訊合辦

「法源法律網」暨「輔仁數位法律文獻中心

」說明會。 

十一月廿二日 宗教學系邀請日本Sophia University William 
Johnston 教授於濟時樓講演「The Theology 
for Asia」。 

十一月廿三日－廿四日 宗教學系於濟時樓舉辦「第四屆宗教的靈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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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國際學術研討會」。 

十一月廿五日 宗教學系邀請中國社會科學院胡孚琛教授

於羅耀拉樓講演「道教研究心得分享」。 

十一月廿六日 法律學系邀請考試委員邱聰智、李慶雄於濟

時樓進行專題講座「法官、檢察官及律師考

訓改進之基本架構」。 

 財經法律學系邀請台灣證交所陳沖董事長

於羅耀拉講演「從銀行法制到金融控股公司

法－金融十二法與金融法制規劃」（一）。 

十一月廿八日 宗教學系邀請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

伍昆明教授於羅耀拉大樓講演「早期天主教

傳教士在西藏西部古格地區的傳教活動」。 

十一月廿九日 原住民服務中心召開「原住民籍學生相關行

政事務協會議」。 

十一月廿九日－卅日 社會工作學系所王永慈老師應邀參加由國

科會與政治大學社會學系舉辦之「社會問題

研究與資料庫使用工作坊」，發表〈貧窮、

社會排除、不平等議題－現行研究使用資料

庫的評析〉。 

十二月 宗教學系出版《輔仁宗教研究》第六期。 

 經濟學系林燾老師榮獲「輔仁大學獎勵教師

申請校外研究計劃補助」。 

 社會工作學系所王永慈老師獲得「輔仁學術

研究獎」，包承恩老師獲得「九十一學年教

學績優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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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九十二年六月 財經法律學系何明瑜老師榮獲九十一年度

國科會補助，赴荷蘭國際亞洲研究所（IISA
）擔任訪問交換研究員，研究計畫「Law,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aiwan 1992-2002」。 

十二月三日 財經法律學系邀請台灣證交所陳沖董事長

於羅耀拉講演「從銀行法制到金融控股公司

法－金融十二法與金融法制規劃」（二）。 

 宗教學系邀請中美精神心理研究所張寶蕊

教授於羅耀拉大樓講演「精神心理學看全人

教育」。 

十二月四日 若望保祿二世和平研究中心雷敦龢主任應

邀為海山高工講演「人權基礎」。 

十二月六日 若望保祿二世和平研究中心雷敦龢主任應

邀為林口高中講演「人權基礎」。 

十二月七日 法律學系博士班研究生靳宗立於濟時樓舉

辦論文發表會。 

十二月十日 財經法律學系邀請司法院刑事廳蔡清遊廳

長於羅耀拉講演「談當前刑事訴訟法及相關

法制之改革（一）」。 

 若望保祿二世和平研究中心雷敦龢主任應

邀參加由長榮大學為朱榮貴教授舉辦之「前

輩談人權新書發表會」。 

十二月十二日 社會工作學系所舉辦「社工專題論壇」，邀

請台北縣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主任江季璇講演「談亂倫個案社工處遇的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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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困境」。 

十二月十七日 財經法律學系邀請司法院刑事廳蔡清遊廳

長於羅耀拉講演「談當前刑事訴訟法及相關

法制之改革」（二）。 

十二月十七日－廿一日 宗教學系鄭志明老師應邀參加由香港浸會

大學、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中國人民大學

和中國藝術研究院在香港舉辦之「二十一世

紀中華文化世界論壇」第二次會議，發表〈

宗教醫療的普世價值與文化定位〉。 

十二月十八日 法律學系於濟時樓舉辦「國會同意權行使之

制度探討學術研討會」。 

十二月十九日 原住民服務中心舉辦全校原住民聖誕共融

餐會。 

 丹麥《金融報》駐日特派員 Mr. Kent Dahl
參訪宗教學系。 

十二月廿日 法律學系邀請考試院姚嘉文院長至本校參

訪。 

十二月廿八日 宗教學系詹德隆老師應邀參加由中國哲學

會舉辦之「中國哲學與全球化」學術研討會

，發表〈養成全球化的倫理人格：對中國哲

學家的期許〉。 

十二月廿九日 宗教學系鄭志明老師應邀參加由中國佛寺

學會主辦「第一屆當代佛寺建築與經營管理

研討會」，發表〈台灣宗教團體經濟資源的

問題〉。 



【296】法學院 

十二月卅日  財經法律學系邀請考試院邱聰智委員於羅

耀拉講演「企業經營法律風險之控管」。 

九十二年  

一月—七月 社會學系魯貴顯助理教授獲教育部補助研

究「跨校現代性」。 

一月－十二月 經濟學系林燾老師獲農委會補助專題研究

計劃「替代蔬菜保價制度之配套措施研究」

。 

一月七日 法律學系邀請蘇州大學史浩明教授至本系

參訪。 

 財經法律學系邀請財政部陳樹次長於羅耀

拉講演「我國資本市場之改革方向」。 

一月八日 第一次院導師會議。 

一月十日 第三次主管會議。 

一月十一日 法律學系與元照出版社及律師公會於貝塔

演講廳合辦「擔保物權法之解構與再造學術

研討會」。 

一月十一日 社會工作學系所王永慈老師應邀參加由世

界展望會舉辦之「都市原住民社會福利議題

研討會」，發表〈以充權與優勢觀點討論都

市原住民社會工作直接服務之理念與操作〉

。 

一月十七日 第四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一月十九日—卅一日 原住民服務中心舉辦「部落賽德克族族語教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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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廿一日 召開「九十二學年度法律學院設立委員會」

會議。 

一月廿三日 若望保祿二世和平研究中心邀請中國民運

人士王丹先生於羅耀拉舉行座談會。 

二月一日—四日 原住民服務中心舉辦賽德克族文化學習營。 

二月十三日－十五日 財經法律學系於嘉義阿里山舉辦「第五屆系

所務發展研討會」。 

二月廿六日 若望保祿二世和平研究中心雷敦龢主任應

邀參加東吳大學、台灣女性學學會主辦之「

女性與台灣民主運動座談會」。 

三月－十二月 宗教學系與「財團法人丹道文化教育基金會

」合辦「輔仁大學宗教學系學術講座」，邀

請王正志、李豐楙、董安琪等十二位專家蒞

校演講。 

三月五日—六日 若望保祿二世和平研究中心雷敦龢主任應

邀參加東吳大學舉辦之「2003 原住民人權國

際研討會」。 

三月十二日 若望保祿二世和平研究中心於濟時樓舉辦

「國家安全與性別工作坊」及年度和平講演

「女性與和平」。 

三月十四日 原北京輔仁社會學系系友程宗明參訪社會

學系。 

三月十九日 宗教學系武金正老師應邀至 Ateneo de 
Manila(馬尼拉)講演「解放神學和宗教交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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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廿日 社會工作學系所舉辦「社工專題論壇」，邀

請美國州立佛羅里達大學社會系詹歷堅教

授講演「從後現代觀點檢視美國女權運動和

理論」。 

三月廿二日 法律學系邀請美國伊利諾大學傳播學系張

惠晶教授講演「法律，文化，與傳播：人際

互動的分析」。 

三月廿五日 社會工作學系所舉辦「社工專題論壇」，邀

請伊甸基金會陳俊良執行長講演「劉俠的社

會福利行誼」。 

三月廿五日—四月廿五日 若望保祿二世和平研究中心建立「若望保祿

二世伊拉克和平基金」。 

三月廿六日 第二次院務會議。 

 社會工作學系學士班舉辦「身心障礙生焦點

團體－個導工讀生」（一）。 

三月廿八日 法學院學程審查委員會。 

四月四日 若望保祿二世和平研究中心與美國舊金山

大學合辦 Human Rights in the Pacific Rim: 
Imagining a New Critical Discourse 學術研討

會。 

四月九日 社會工作學系學士班舉辦「身心障礙生焦點

團體－身心障礙生」（二）。 

四月十一日 第四次主管會議。 

四月十三日 法律學系與中華民國亞洲之友會及二十一

世紀基金會於福華人力文教會館共同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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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在國際法院的適格性探討—實質與

程序問題研究學術座談會」。 

四月十八日 社會工作學系所王永慈老師應邀參加由中

華民國社會工作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舉辦之

「社會工作專業責信與倫理北區研討會」，

發表＜新世紀社會工作管理的倫理議題＞。 

四月十九日 認識戰爭本質、衝擊與省思演講系列（一）

：邀請東吳大學政治系羅致政教授講演「從

國際政治看美伊之戰」。 

四月廿一日－六月六日 宗教學系交流服務中心推出於社圖舉辦「宗

教攝影展」，並於法園舉辦「東方宗教神像

展」。 

四月廿二日 宗教學系邀請文化大學景觀建築系李乾朗

教授於濟時樓講演「台灣寺廟建築藝術」。 

四月廿三日 認識戰爭本質、衝擊與省思演講系列（二）

：「談戰後的衝擊」座談會，邀請台灣促進

和平基金會執行長簡錫堦先生、心理復健學

系陳美琴教授及日本語文學系賴振南主任

擔任座談人。 

 法律學系邀請亞都麗緻飯店總裁嚴長壽先

生於濟時樓講演「視野與溝通」。 

 宗教學系邀請林東生教授於羅耀拉大樓講

演「帶著相機去旅行」；鄭志明老師應邀參

加由育達商業技術學院舉辦之「第一屆運用

出土資料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敦煌患

文的醫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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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廿四日－廿六日 社會工作學系舉辦「社會工作實地觀摩教學

計劃－高雄社福機構參訪」。 

四月廿五日 第三次院務會議。 

 社會學系丁道源教授率領「監獄學」修課同

學參訪台北監獄。 

四月廿五日－廿六日 宗教學系鄭志明老師應邀參加由中央研究

院亞太區域研究中心舉辦之「2003 年台灣的

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發表〈沙巴

華人社會與宗教〉。 

四月廿九日 財經法律學系張心悌老師應邀參加由中央

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舉辦之專題講演「募集

與發行海外可轉換公司債」及「內部人轉讓

股權之限制－以證券交易法第二十二之二

條為中心」。 

四月卅日 認識戰爭本質、衝擊與省思演講系列（三）

：邀請政治大學阿拉伯語文系徐正祥教授講

演「阿拉伯–伊斯蘭世界與其文明」。 

五月  社會學系吳素倩教授獲九十一學年度教學

績優獎勵；以書面方式進行九十一學年系所

評鑑。 

五月二日 法律學系邀請四川大學研究生院劉應明教

授等九位教授至本系參訪。 

五月四日－十日 菲律賓 Pagaalay Puso Fundation 執行長 Miss 
Tere Dalupinas 參訪。 

 宗教學系舉辦「慶祝創系十週年—宗教學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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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六日 社會工作學系所舉辦「社工專題論壇」，邀

請沈惠貞小姐講演「菲律賓貧困地區的生活

體驗」。 

五月九日 第五次主管會議。 

 法律學系吳志光老師邀請賴芳玉律師進行

「被害者學」課程專題講演「家庭暴力事件

的實務處理經驗」。 

五月九日－十日 宗教學系鄭志明老師應邀參加由南華大學

哲學系舉辦之「第四屆比較哲學學術研討會

」，發表〈禁忌文化的哲學省思〉。 

五月十四日 財經法律學系舉辦「英語演講比賽」。 

五月廿日 第五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五月廿一日  社會工作學系舉辦「身心障礙生焦點團體－

老師與秘書」。 

五月廿六日 財經法律學系實施「九十一學年度系所自我

評鑑」。 

六月 宗教學系出版《輔仁宗教研究》第七期。 

 經濟學系張文雅老師、林燾老師、魯慧中老

師、姚睿老師、陳秀淋獲「輔仁大學教師及

研究人員研究成果獎勵」。 

六月六日  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狄明德主任和林桂

碧老師共同講演「社區居民生活需求之調查

—以林口東南社區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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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三日 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狄明德主任應邀講

演「大陸對西方和基督宗教之看法」。 

六月十三日－廿四日 社會工作學系所張振成主任、羅四維神父、

劉可屏老師、林桂碧老師赴澳洲聖母大學討

論學術交流計劃。 

六月十七日 第二次院導師會議，邀請呂嘉惠老師講演「

認識憂鬱症」。 

 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狄明德主任和蘇韶

淳小姐應邀共同講演「教友參與大台北教會

之探討」。 

六月十八日 第六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六月廿五日 若望保祿二世和平研究中心雷敦龢主任應

聘為台灣人權、和平發展教育聯盟之召集人

，並設本中心為該聯盟之秘書處。 

 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狄明德主任和林桂

碧老師應邀共同講演「發展第三部門與創造

就業」。 

七月十八日 社會工作學系所於羅耀拉樓舉辦「SARS 與

社會工作研討會」。 

七月十八日－卅一日 社會工作學系所承辦台北縣政府勞工局就

業服務員「就業諮商能力」培訓課程。（至

九十二年十一月廿一日） 

七月十九日 宗教學系武金正老師應邀至高雄師範大學

講演「P. Freire 和解放神學」。 

七月廿八日 法國天主教高等學院學生Garcia Matthieu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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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ien Eon 至社會學系就讀一學年。 

七月卅日 法律學系陳猷龍教授獲遴選為法律學院首

任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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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管理學院 
 

九十一年 

八月 創新育成中心第一次會議。 

八月一日 商學研究所博士班成立，由黃登源院長兼任

所長。 

 國際貿易與金融學系葉銀華老師獲國科會

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控制股東、董事會組成

對於公司監理的影響－東亞八國之實證」；

林淑玲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企

業環境品質績效、經濟績效與財務績效之關

聯性分析(II)：環境績效對無形資產市場價值

的影響」，以及獲本校研究發展處補助專題

研究計畫「應用 Factor-GARCH 探討兩岸三

地（台灣、香港、中國大陸）銀行業之條件

風險與報酬之關聯：跨國之產業效果比較」

；林妙雀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知識特性與組織互動機制對知識移轉方式

與移轉績效影響之研究：以台灣跨國百貨公

司與量販店加以實證」，以及獲本校研究發

展處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台商赴大陸技術移

轉績效因素之研究；王慧美老師獲國科會補

助專題研究計畫「不確定性、信任與資產專

屬性：中小型合作夥伴之觀點」；韓千山老

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資訊不對稱

下連續競價與集合競價之均衡分析」。 

管理學院 【305】 
 

 會計學系碩士班成立。 

八月一日—十月卅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陳瑞照、黃登源老師獲中央

銀行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九十一年民營企業

資金狀況調查」。（始於九十一年四月） 

八月－九十二年七月  

 應用統計研究所陳瑞照老師獲國科會補助

專題研究計畫「邏輯斯迴歸為增大逆機率估

計量的敏感性分析」。 

 會計學系范宏書老師獲法管兩院學術研究

獎勵補助「研究發展支出對於經營績效與股

票評價之整合研究」；蔡博賢老師獲行政院

主計處補助專案「政府會計之個體」；李華

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淨值之價

值攸關性與內涵價值－亞洲國家之比較」；

葉鴻銘老師榮獲輔仁大學教學績優獎勵。 

 資訊管理學系楊銘賢教授獲國科會補助專

題研究計畫「應用加盟連鎖制度於網站經營

之電子商務創新模式的分析與發展(1/2)」；
李俊民副教授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多模互動式醫院藥品存貨管理決策支援

之研究」；林文修助理教授獲國科會補助專

題研究計畫「整合式知識管理系統模型建構

之研究：CommonKADS 知識管理方法論之

應用」；苑守慈教授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

計畫「於代理人為基礎之網路市場中動態結

盟方法之研製與應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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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管理學系周宗穎副教授、江淑貞助理教

授獲得法管兩院學術研究補助；許培基副教

授獲國科會補助專案「共同基金流量、投資

風格與績效」及獲「輔仁大學教師及研究人

員研究成果獎勵」；楊君琦副教授獲國科會

補助專案「社會資本、策略關連與形成跨組

織合作之研究：以研發聯盟為例」及獲「輔

仁大學教師及研究人員研究成果獎勵」；侯

欣鵬助理教授獲國科會補助專案『組織內的

知識分享－分享管道之整體研究』；江淑貞

助理教授獲國科會補助專案『公營事業民營

化最適釋股比例與釋股規劃』；高義芳副教

授、鄭士蘋助理教授獲法管兩院學術研究計

畫補助「台商大陸投資活動隊全球策略佈局

與管理創新關係之研究」；高人龍教授獲法

管兩院學術研究計畫補助「『3C 連鎖零售業

』主要業者競爭策略及競爭優勢：全國、燦

坤、泰一及上新聯晴之分析比較」，以及獲

「私教協會大勇獎」；吳桂燕副教授獲法管

兩院學術研究計畫補助『新上市擇時與異常

報酬之關連性』；鄭士蘋助理教授獲法管兩

院學術研究計畫補助「大哥大門號市場顧客

轉換行為之研究」以及吳桂燕副教授指導四

年級李昀芝、曹琪翔及郭子敬同學參加教育

部與僑光技術學院財金系主辦之「全國金融

投資決策教學研究競賽」，榮獲第一週第六

名；選股績效基金組，榮獲第一週冠軍；槓

桿操作基金組，榮獲第一週冠軍；楊君琦副

教授獲法管兩院學術研究計畫補助「社會資

管理學院 【307】 
 

本、資源交換與智慧資本－以台灣大專院校

教師為例」；吳冬友副教授榮獲「教育部十

年資深優良教師」及「本校資深教職員工（

10 年）」；王阿蘭教授榮獲「行政院一等服務

獎章」；林思伶副教授榮獲美國佛羅里達州

立大學傑出校友獎；夏侯欣鵬助理教授榮獲

「輔仁大學教師及研究人員研究成果獎勵」

。 

八月十五日－十六日 會計學系李華老師獲國科會補助，赴美出席

國 際 學 術 會 議 Americ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發表論文〝

Strategic Auditing, Litigation, and Settlement 
in the Presence of Legal Errors〞。 

八月十五日—十八日 資訊管理學系舉辦系務發展研討會。 

八月廿七日 第一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九月 美國底特律大學林啟達教授蒞院參訪。 

九月一日 《輔仁管理評論》第九卷第二期出刊。 

 國際貿易與金融學系林妙雀老師應邀參加

於財務部舉辦之「2002 海峽兩岸租稅學術研

討會」，發表〈國際經驗與完善我國反避稅

機制〉。 

九月十四日 國際貿易與金融學系於羅耀拉大樓舉辦「新

生親師懇談會」。 

九月十九日 第一次院系所主管會議。 

九月廿日 商業知識與智慧管理發展中心舉辦「第一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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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智慧管理研討會」。 

九月廿四日—九十二年一月十四日  

 資訊管理學系開設微電腦應用班兩班。 

九月廿六日 國際貿易與金融學系邀請玉山金融控股公

司資訊策略總部楊恆華副總經理於羅耀拉

大樓講演「金融控股公司的成立與發展」。 

九月廿八日 國際投資經營管理專題發表會。 

九月卅日 《輔仁管理評論》專刊（第九卷第三期）出

刊。 

十月三日 國際貿易與金融學系邀請天富證券投資顧

問公司張錦忠總經理於羅耀拉大樓講演「證

券投資經驗談」。 

十月五日—十二月十四日 資訊管理學系開設 ERP 實務班。 

十月五日—十二月廿八日 資訊管理學系開設電子商務程式設計班。 

十月十七日 國際貿易與金融學系邀請前第一銀行黃天

麟董事長於羅耀拉大樓講演「國際金融業務

的發展」。 

十月十九日—十一月三日 資管系參加於台灣大學綜合體育館舉辦之

第二屆中華民國研究所博覽會。 

十月廿一日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訪視創新育成中心。 

十月廿二日 大理高中一行 115 人蒞院參訪。 

十月廿四日  國際貿易與金融學系邀請法學院李阿乙院

長於羅耀拉講演「資產證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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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廿七日 會計學系邀請傑出系友現任台灣德聯高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吳明育先生於濟時

樓講演「淺談會計醜聞與公司治理」。 

十月卅日 國際貿易與金融學系於羅耀拉大樓舉辦「上

海財經大學遊學說明會」。 

十月卅一日 國際貿易與金融學系邀請宏碁股份有限公

司大中華營運總部林顯郎總經理於羅耀拉

大樓講演「宏碁在大陸的行銷經驗」。 

十月卅一日—十一月一日 資管系於濟時樓舉辦「資訊系統專題與對外

發表會」。 

十一月一日 國際貿易與金融學系林淑玲老師應邀參加

於屏東科技大學舉辦之「第四屆 2002 永續

發展管理研討會」，發表〈企業環境績效與

經濟績效、財務績效之互動關聯分析〉。 

十一月二日 統計資訊學系於烏來生態農場舉辦系友活

動。 

十一月四日 國際貿易與金融學系葉銀華老師獲國科會

補助舉辦「國科會管理(一)學門論壇—公司

治理與台灣競爭力研討會」。 

 資訊管理學系由林文修老師指導鍾友禮、林

佳蓉、翁上閔、張又茹同學製作學生專題「

以 CRM 為基礎之個人化行銷系統」參加教

育部於師大舉辦之「九十一年度校園軟體創

作獎勵」榮獲佳作；由張銀益老師指導胡衣

臨、陳智宇、黃景釧、洪毓霞同學製作之學

生專題「PHS MIMI E-gogo 網」，參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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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於師大舉辦之「91 年度校園軟體創作獎勵

」榮獲佳作。 

十一月六日 第一次院務會議。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前誠泰銀行總經理，現

任台灣金融研訓院顧問李三榮先生於樹德

樓講演「Basel Ⅱ對金融業的影響」。 

十一月七日 國際貿易與金融學系邀請穩好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張德孝董事長於羅耀拉大樓講演「中

東市場實戰錄—國際行銷實務範例」。 

十一月十五日 第二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十一月十九日  美國夏威夷大學太平洋亞洲管理研究所所

長 Dr. Shirley J. Daniel 蒞院洽談課程合作事

宜。 

十一月廿一日 貿金系邀請台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

司陸俊雄副總經理於羅耀拉大樓講演「台灣

金融資產管理之現況(不良債權拍賣實務)」
。 

十一月廿二日 召開提昇研發能量計畫會議。 

十一月廿三日—廿四日 資訊管理學系由蔡明志老師指導卓之璿、鍾

振寰、曾敏傑同學參加「行政院國家高速電

腦中心」舉辦「第二屆軟體設計比賽」。 

 管理學研究所參加於台灣大學體育館舉辦

之第二十六屆全國 MBA 籃球邀請賽。 

十一月廿五日－廿九日 會計週。 

十一月廿八日 國際貿易與金融學系邀請寶來證券新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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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部佘光麒副理於羅耀拉大樓講演「選擇

權交易實務」。 

十一月卅日 資訊管理學系於濟時樓舉辦「第三屆產業資

訊學術暨新興科技實務研討會」；舉辦「輔

仁大學產學合作教育研討會」。 

十二月一日 國際貿易與金融學系林淑玲老師獲教育部

補助專題研究計畫「WTO 架構下管理教育

議題探討與兩岸管理教育發展之互動」。 

 企業管理學系同學參加由經濟部商業司主

辦，臺北大學企管系、財團法人中衛中心協

辦「2002 全國大專暨菁英盃商圈更新再造策

略提案競賽」榮獲首獎、特優、優勝、佳作

及入選各項獎項。 

十二月一日－九十二年十一月卅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黃登源老師獲國科會補助

專題研究計畫「管理知識與專業技術整合研

究」。 

十二月四日 統計資訊學系於濟時樓舉辦「第二屆統計專

題發表會」。 

十二月五日 國際貿易與金融學系邀請倍利國際綜合証

券股份有限公司黃顯華總經理於羅耀拉大

樓講演「台灣證券市場之發展」。 

十二月八日 會計學系於樹德樓舉辦系友回娘家活動。 

 國際貿易與金融學系於濟時樓舉辦「三十週

年系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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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管理學系辦理資管系系友大會暨餐會。 

 企業管理學系於羅耀拉大樓舉辦系友返校

活動。 

十二月十日 期初院導師會議。 

十二月十日─十四日 統計資訊學系邀請中國人民大學統計研究

所師生來訪。 

十二月十一日 會計學系邀請內部稽核協會現任致福股份

有限公司經理劉惠珠小姐於羅耀拉大樓講

演「內部稽核」。 

 國際貿易與金融學系於伯達樓舉辦「TOEIC
英文檢定說明會」。 

十二月十二日 統計資訊學系於羅耀拉大樓舉辦「九十一年

海峽兩岸應用統計研討會」。 

 國際貿易與金融學系邀請台灣證券交易所

企劃組林當茂組長於羅耀拉大樓講演「ETF
在台灣上市交易之規劃」。 

十二月十四日－十五日 統計資訊學系學生參加全國大專院校「大統

盃」籃球賽、排球賽、桌球賽。 

十二月十六日 會計學系會計辯論隊榮獲「第十三屆中區大

專盃會計專業辯論比賽」亞軍。 

十二月十八日－十九日 統計資訊學系於利瑪竇大樓舉辦「統資之夜

」活動。 

十二月十九日 國際貿易與金融學系邀請碩心策略顧問公

司梁開明資深顧問於羅耀拉大樓講演「品牌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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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廿六日 澳門理工學院工商管理學系師生一行 42 人

蒞院參訪。 

 國際貿易與金融學系邀請仟億開源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杜宗煌總經理於羅耀拉大

樓講演「日本企業經營的探討」。 

 資訊管理學系邀請韓國漢陽大學趙南宰教

授專題演講「Mobile and High-speed Internet 
and its Application in Korea」。 

十二月廿八日 資訊管理學系由邱瑞科老師指導黃凱誠、楊

德珈、翁緗芸、徐誠孝同學製作之學生專題

「應用 RosettaNet 國際標準作業流程建立

整合性 XML-Based 採購與銷售管理系統－

以 T 公司為例」，參加 91 學年度「第七屆全

國大專院校專題競賽」榮獲第二名。 

十二月廿八日—廿九日 資訊管理學系參加於台北紐約紐約展覽館

舉辦之第二屆中華民國 EMBA 博覽會。 

十二月卅日 金融研究所於濟時樓舉辦所友座談會，邀請

校友秦國維、鄧福瑞、 張閔傑、張清山、

專題報告「金融所畢業生如何利用優勢強化

競爭力」、「從 0 到有」、「從有歸 1；2003 年

數位相機產業展望」及「社會新鮮人入門」

。 

九十二年 

一月一日－七月卅一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黃登源、陳瑞照老師獲交通

部觀光局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九十二年來台

旅客消費及動向調查」。（至九十二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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卅一日） 

一月二日 國際貿易與金融學系邀請亞東證券張漢傑

董事兼資深協理於羅耀拉大樓講演「財務報

表與企業弊端」。 

一月九日 國際貿易與金融學系邀請經濟部國際貿易

局黃志鵬局長於羅耀拉大樓講演「台灣在區

域經濟發展競合中之利基角色」。 

一月十四日 第三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一月十六日 第三次學程審查委員會議。 

一月廿二日 會計學系於羅耀拉大樓舉辦「報稅輔導服務

課程」勤前講習。 

一月廿三日－廿六日 企業管理學系學會於校園舉辦「第二屆輔仁

大學企管營」。 

二月十七日－廿六日 國際貿易與金融學系蔡偉澎主任、林妙雀老

師、胡僑榮老師及吳嘉勳老師帶領學生 61
人至上海財經大學遊學及參觀訪問。 

二月十八日 基金管理委員會議。 

二月廿五日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政策」課程邀請頂華証

券投顧管理顧問公司協理曾正忠系友返校

演講「營運計畫書之評估－創投觀點」。 

二月廿五日－六月卅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陳瑞照老師獲淡江大學補

助專題研究計畫「以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之

指標分析我國大學學術聲譽排名」。 

三月一日 《輔仁管理評論》第十卷第一期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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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六日 國際貿易與金融學系邀請經濟部工業局產

業政策組陳慧英科長（第四屆系友）於羅耀

拉大樓講演「政府相關租稅獎勵之簡介」。 

三月八日－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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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八日—五月十七日 資訊管理學系開設電子商務程式設計班第

二期。 

三月十一日 第二次全院系所主管會議；與特力集團建教

合作簽約典禮。 

三月十三日 國際貿易與金融學系邀請新光三越百貨公

司人力資源部佟中仁專員於羅耀拉大樓講

演「百貨服務業－談成功的上班族」。 

三月十六日 金融研究所邀請陸委會劉德勳副主任委員

專題演講「兩岸關係」。 

三月十八日 資訊管理學系所邀請印第安娜大學洪毓婷

博士候選人講演「Cultural Perceptions of 
Task-Technology Fit」。 

三月廿日 國際貿易與金融學系邀請第一富蘭克林投

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林建鋒總經理（第二屆

系友）於羅耀拉大樓講演「國際基金業對中

國大陸基金市場的紮根與深耕」。 

三月廿日—六月五日 資訊管理學系開設 ERP 實務班第二期。 

三月廿二日  統計資訊學系與國防管理學院統計系聯合

舉辦「學生統計學術研討會」。 

三月廿二日—七月卅一日 資訊管理學系開設 LINUX 系統管理班。（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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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二年八月二日） 

三月廿七日 統計資訊學系於利瑪竇大樓舉辦「金統獎」

戲劇表演活動。 

三月卅一日 美國聖路易大學公共衛生學院 Michael A. 
Counte, Ph.D.蒞院參訪。 

四月九日 第二次院務會議。 

四月十日 國際貿易與金融學系邀請花旗銀行企業金

融部陳識仁副總裁（第十屆系友）於羅耀拉

大樓講演「企業財務管理－短期資金 
Corporate Treasury Management on Cash 
Flow and Liquidity」。 

四月十一日 管理學門評鑑。 

四月十七日 國際貿易與金融學系邀請遠東國際商業銀

行廖呂斌協理（第二屆系友）於羅耀拉大樓

講演「銀行的市場現況與未來發展」。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張源俊教授於樹德樓

講演「Statistical Learning（一）」。 

四月廿三日 金融研究所邀請台灣大學財金系所湛可南

教 授 講 演 「 The IPO derby: Are there 
Consistent Losers and Winners on this Track?」
。 

四月廿四日 國際貿易與金融學系邀請寶來證券國際金

融部陳至勇專案經理（第十八屆系友）於羅

耀拉大樓講演「金融國際化趨勢－以證券商

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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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張源俊教授於樹德樓

講演「Statistical Learning（ 二）」。 

四月廿六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於濟時樓舉辦所友回娘家。 

四月廿九日 第四次學程審查委員會議。 

四月卅日 金融研究所邀請臺証綜合證券集團吳東昇

總裁講演「通貨收縮時代的財經政策」。 

  企業管理學系於濟時樓舉辦「第卅七屆畢業

專題暨企政發表會」。 

五月一日 金融研究所舉辦所友回娘家暨聯誼會。 

  國際貿易與金融學系邀請 KGI 中信證券基

隆分公司陳其亨經理人（第二十一屆甲班系

友）於羅耀拉大樓講演「準備好進入金融證

券業了嗎？」。 

五月七日 管理學院大學部學生專題研究成果認證發

表會。 

五月八日 金融研究所邀請中央大學財務金融系張傳

章主任講演「An Accurate and Efficient 
Method for Pricing Asian Options」。 

 國際貿易與金融學系邀請啟承轉合國際有

限公司訓練顧問中心劉忠杰經理／負責人

（第十一屆系友）於羅耀拉大樓講演「行銷

自己最重要的課題」。 

五月九日 專任教師研究成果獎勵審查會議。 

 管理學研究所與企業管理學系於濟時大樓

合辦「第三屆企業創新與知識管理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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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十四日 金融研究所邀請元大京華證券公司金融交

易部林象山博士講演「衍生性商品的現在與

未來」。 

五月十五日 國際貿易與金融學系邀請財團法人聯合信

用卡處理中心總經理室陳德和副理於羅耀

拉大樓講演「網路信用卡商機與危機」。 

五月十六日 第四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五月廿二日 國際貿易與金融學系邀請龍毅建設楊明勳

總經理於羅耀拉大樓講演「不景氣時代房地

產的致富之道」。 

五月廿七日 對外貿易發展協會國際企業人才培訓中心

溫月梂主任、羅明植組長蒞院參訪合作辦理

碩士在職專班事宜。 

五月廿九日 國際貿易與金融學系邀請元大京華證券執

行何鄭陵副總經理於羅耀拉大樓講演「錢來

也？！」。 

五月卅日 第五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六月五日 國際貿易與金融學系邀請花旗銀行財務處

莊建發副總裁於羅耀拉大樓講演「金融市場

及企業風險管理」。 

六月六日 商學研究所所長遴選委員會議。 

 金融研究所邀請政治大學財務管理學系周

行一教授講演「The Warrant Issuer’s Market 
Making Behavior and the Prices of War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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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Underlying Stock.」。 

六月十二日 國際貿易與金融學系邀請遊戲橘子數位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陳威光台灣副營運長於羅

耀拉大樓講演「台灣線上遊戲的現況與未來

」。 

六月十八日 第五次學程審查委員會議。 

六月十九日 金融研究所邀請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

員會丁克華主任委員講演「證券市場未來發

展策略」。 

六月廿三日－廿五日 會計學系假花蓮遠來大飯店舉辦教育工作

研討會。 

六月廿四日 企管系於北投春天酒店舉辦「九十一學年度

教育工作研討會」。 

六月廿五日 國際貿易與金融學系葉銀華老師應邀參加

於芬蘭赫爾辛基舉辦之「European Financial 
Management Association 2003 Conference」，
發表〝Whose Control Matters? Evidence from 
Targest Firms of Acquisitions〞。 

六月廿七日—廿八日 資訊管理學系於陽明山天籟會館舉辦自強

活動。 

六月卅日 管理學院「第三屆產業資訊管理學術暨新興

科技實務研討會」成果展示—《輔仁管理評

論》專刊（第十卷第二期）出刊。 

七月 管理學研究所《輔大管研通訊》出刊。 

七月四日 企業管理學系於桃園龍潭六福村主題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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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自強活動。 

七月七日—十五日 資訊管理學系開設 ERP 程式設計班。 

七月廿七日 會計學系假台北欣葉餐廳舉辦自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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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進修部 
 

九十一年 

八月一日 聘任唐維敏講師兼代為進修部大眾傳播學

系系主任；聘任李心儀小姐為進修部教務組

專任組員；聘任范凱令神父、常祈天小姐為

宗輔中心兼任組員。 

八月廿九日 第一次部教評會。 

九月一日 聘任林偉棻小姐為企管系兼任組員。 

九月三日 學務組組務工作檢討會。 

九月七日 校本部同意本部借用利瑪竇一、三、五樓隔

間作為系主任及系助教辦公室。 

九月十三日 新生、轉學生辦理健康檢查。 

九月十六日 學生諮商中心第一學期成長團體與讀書會

開始招生。 

九月十八日 導師團體舉辦「期初工作會報」。 

九月廿六日 天主教大專同學會輔夜分會於宗輔室第一

次聚會。 

九月廿八日 宗輔室於淨心堂分三場次辦理新生、轉學生

迎新祈福禮。 

十月三日 召開全人中心學術研討會第二次籌備會。 

十月九日 導師團體舉辦「規劃生動活潑的導師時間」

研習活動；宗輔室舉辦為世界和平祈禱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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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十四日 教育部蒞校年度訪視。 

十月十六日 召開九十二學年度進修學士班招生委員會

成立大會。 

十月十七日 召開全人中心學術研討會第三次籌備會及

本部英聽教室第一次籌備會。 

十月十九日－廿日 學生諮商中心「人際效能工作坊」活動。 

十月廿七日 十四系聯合迎新舞會。 

十一月一日 聘任李蘭欣小姐為大眾傳播學系兼任組員。 

十一月二日 學生諮商中心舉辦「生涯規劃工作坊」及「

放鬆冥想與自我催眠工作坊」。 

十一月三日 宗輔室舉辦「世界宗教博物館」之遊。 

十一月四日 召開九十二學年度進修學士班第一次招生

會議。 

十一月五日 全人中心第二次教評會。 

十一月六日 菲律賓六位校牧來訪宗輔室，宗輔室舉辦為

亡者祈禱彌撒；本部招生研議小組召開第一

次會議。 

十一月八日 部務會議。 

十一月十四日 導師團體舉辦「情緒與壓力管理」研習活動

，邀請黃惠惠教授蒞臨演講。 

十一月十五日 與新莊市公所聯合舉辦「邁向美滿幸福人生

」專題講座；九十一學年度第二次教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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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廿五日—卅日 新生盃籃排球錦標賽。 

十一月廿九日 宗輔室舉辦將臨期第一主日點燈儀式。 

十二月四日 部主任林吉基神父前往聖多馬斯修院出席

聖職單位發展委員會。 

十二月五日 統計學系五年級學生李慎源榮獲若望保祿

二世獎學金；全人中心學術研討會籌備會第

五次會。 

十二月六日 校慶運動大會，榮獲教職員組總錦標第二名

，學生組共獲得卅五項獎項；宗輔室舉辦將

臨期第二主日點燈儀式。 

十二月十一日 第一學期週會；導師團體舉辦「個案研討」

研習活動。 

十二月十二日 完成與麟瑞科技股份公司簽訂網路設備維

護合約。 

十二月十三日 宗輔室舉辦將臨期第三主日點燈儀式。 

十二月十四日 三組組長及秘書前往城區部參加行政人員

知能研習會。 

十二月十六日 宗輔室舉辦「卡片傳情」義賣活動。 

十二月十九日 九十一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班代表聯席

會。 

十二月廿日 宗輔室舉辦將臨期第四主日點燈儀式。 

十二月廿三日 導師團體於聖心學苑舉辦「聖誕共融活動」

。 

九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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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二日—七日 導師團體舉行期末導師工作問卷調查。 

一月八日 浙江省高等教育成人教育委員會學者蒞部

參觀訪問；導師團體舉辦「期末工作會報」

。 

二月一日 完成與和訊有限公司簽訂光與閱讀機維護

合約。 

二月十七日 總務組組務會議。 

二月十九日 學生諮商中心第二學期成長團體與讀書會

開始招生；導師團體舉辦「期初工作會報」

。 

二月廿日 全人中心社會科學領域期初會議。 

二月廿一日 九十二學年度招生委員會第二次會議。 

二月廿五日 「導師團體」與「學生諮商中心」正式合併

為「學生輔導中心」，下設「導師輔導工作

組」與「學生諮商組」。 

二月廿七日 預算審查會議。 

二月廿七日—三月五日 辦理九十二學年度進修學士班招生申請入

學登記。 

三月三日 部主任林吉基神父及吳習主任、楊美菁小姐

出席進修部整合協商會議；召開本部各組、

室、系特別預算審查會議。 

三月三日—七日 會計週。 

三月十一日 部主任林吉基神父及吳習主任、楊美菁小姐

出席進修部整合協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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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日—十四日 歷史週、英文週。 

三月十二日 導師輔導工作組舉辦「精神疾病之認識」研

習活動，邀請李天慈教授蒞臨講演。 

三月十三日 全人中心學術研討會籌備會第六次會議。 

三月十四日 九十一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班代表聯席

會。 

三月十七日 部主任林吉基神父出席教育學院籌備第二

次會議。 

三月十七日—廿九日 系際盃籃排球錦標賽。 

三月廿三日 學生諮商組舉辦「時間管理工作坊」活動。 

三月廿四日—廿八日 中文週。 

三月廿六日 全人中心學術研討會籌備會第八、九次會。 

三月廿八日 全人教育中心舉辦全人教育學術研討會。 

四月八日 九十二學年度進修學士班第三次招生會議。 

四月九日 九十二學年度進修學士班轉學生第一次招

生會議；導師輔導工作組舉辦「憂鬱症之探

討」研習活動，邀請陳美琴教授蒞臨演講。 

四月十一日 部務會議；全人中心召開通識課程協調會。 

四月廿一日—廿五日 統計週。 

四月廿一日 宗輔室舉辦復活節活動；九十二學年度進修

學士班第四次招生會議。 

四月廿二日 學生諮商組舉辦「藝術治療－情緒紓解成長

團體」活動；九十二學年度學士後法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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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招生委員會議。 

四月廿三日 九十二學年度申請入學放榜會議。 

四月廿七日 宗輔室帶領同學參加福音園「體驗教育」。 

四月廿九日 總務組同仁出席校本部泛財務系統導入簡

報；清寒助學金審查會議。 

五月一日 全人中心教評會。 

五月七日 導師輔導工作組舉辦「學生問題的認識與因

應」研習活動，邀請李立民總教官與曹長璧

主任教官蒞臨講演；全人中心通識課程會議

。 

五月八日 第二學期第二次班代表聯席會議。 

五月十三日 九十一學年度第三次教評會。 

五月十四日 宗輔室舉辦畢業生祈福晚會。 

五月十五日 九十二學年度轉系審查會。 

五月十七日 消防安全講習、演練。 

五月廿一日—廿二日 辦理九十二學年度進修學士班轉學生考試

入學現場報名。 

五月廿七日 九十二學年新任班代表聯席會議。 

六月三日 本部預官校友返校與應屆考選預官同學座

談會。 

六月三日—廿一日 辦理九十二學年度進修學士班考試入學網

路報名。 

六月五日—十一日 導師輔導工作組舉行期末導師工作問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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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六月六日 部主任林吉基神父主持本部新舊任系學會

會長交接。 

六月十一日 導師輔導工作組舉行「期末工作會報」。 

六月十六日—廿一日 本部第二學期學期考試。 

六月廿日 各系系助教座談會；疾管局來校為本部英文

系學生作胸部Ｘ光檢查。 

六月廿三日 辦理九十二學年度學士後法律學系報名。 

六月廿五日 九十二學年度轉學生入學考試。 

七月五日—六日 系學會領導才能研習營在校內舉辦第一階

段活動。 

七月九日 九十二學年度進修學士班轉學生招生委員

會第二次會議，會中決定最低錄取標準。 

七月十五日 辦理九十二學年度進修學士班入學考試。 

七月廿八日 九十二學年度進修學士班第五次會議。 

 



輔仁大學九十一學年度行事曆 【329】 

附錄、輔仁大學九十一學年度行事曆 
 

八月一日 第一學期開始。 

八月十六日 于故樞機逝世紀念。 

八月廿九 暑假結束。 

八月卅日 開學。 

九月二日－九日 新僑生、外籍生、蒙藏生、派外子女生報到

。 

九月五日 行政會議。 

九月六日 網路選課截止日。 

九月九日 日間部學生繳交學雜費截止日。 

 進修部舊生繳交學雜費截止日。 

九月十二日 第一次校教評會〈新聘、改聘〉。 

九月十日－十一日 僑生、外籍生、蒙藏生、派外子女至僑外組

辦理 1.註冊 2.工讀、課業輔導登記 3.公費申

請。 

九月十日－十二日 進修部前學期考試請假學生補考。 

九月十一日－十二日 日間部新生、轉學生、復學生、二年制新生

健檢。 

九月十一日－十三日 日間部學士班前學期考試請假學生補考。 

九月十三日 進修部延修生及選讀生註冊選課。 

 新僑生輔導講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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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廳供膳人員、實驗室教職員工、進修部新

生及轉學生健檢、碩博士班新生健檢。 

九月十四日 新生輔導教育。 

九月十六日 開始上課 

九月十九日 第一次人事評議委員會。 

九月廿日 日間部學生申請抵免截止日。 

 進修部學生申請學分抵免截止日。 

九月廿一日 中秋節放假一天。 

九月廿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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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三期預官考選說明會。 

九月廿八日 紀念孔子誕辰暨教師節。 

 新任導師研習會。 

十月九日 課程委員會。 

十月十日 國慶日放假一天。 

十月十七日 行政會議。 

 九十一學年度招生委員會成立大會。 

十月廿二日 總務會議。 

十月廿三日 全校導師會議。 

 宿舍輔導協調會。 

 環保小組暨勞工安全衛生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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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廿四日 第一次教務會議。 

十月廿九日 校園規劃小組會議。 

十月卅一日 第二次校教評會〈著作升等〉。 

十一月六日 餐廳（超市）督導委員會議。 

十一月七日 行政會議。 

十一月八日 進修部部務會議。 

十一月十一日－十五日 期中考試。 

十一月十一日－十六日 進修部期中考試。 

十一月十四日 學生事務會議。 

十一月廿一日 校務發展委員會。 

十一月廿四日 耶穌普世君王節。 

十一月廿八日 校務程序委員會。 

 第三次校教評會〈新聘、改聘〉。 

十二月五日 行政會議。 

十二月六日 校慶感恩慶祝大會。 

十二月七日 校慶運動會。 

十二月八日 校慶校友返校日。 

 校慶園遊會。 

十二月九日 校慶補假一天。 

十二月十一日 學生獎懲委員會(期中)。 

 進修部週會〈中美堂一、四年級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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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廿四日 耶誕前夕子夜彌撒。 

 聖誕夜進修部循例停課停班一次。 

十二月廿五日 聖誕節／行憲紀念日〈放假一天〉。 

 聖誕舞會。 

十二月廿六日 第二次人事評議委員會。 

一月一日 中華民國開國紀念日〈放假一天〉。 

一月三日 日間部學生申請休學截止日。 

 進修部學生申請休學截止日。 

一月八日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教師座談會。 

一月九日 校務會議。 

一月十三日－十七日 學期考試。 

一月十三日－十八日 進修部學期考試。 

一月十六日 行政會議。 

一月十七日 僑生春節祭祖與感恩餐會。 

一月廿一日 寒假開始。 

一月廿三日 職員新春座談會。 

一月廿七日 開放日間部學期學業成績語音及網路查詢

，日間部學期學業成績繳交截止日。 

一月廿八日 網路選課截止日。 

 進修部學期學業成績繳交截止日。 

一月卅一日 第一學期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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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一日 春節。 

 第二學期開始。 

二月三日 五十三期預官考試〈以國防部預官甄選委員

會公佈日期為準〉。 

二月十日 寒假結束。 

二月十一日 開學。 

 日間部寄發學生學期學業成績通知單。 

二月十一日－十三日 進修部前學期學期考試請假學生補考。 

二月十二日 日間部學生繳交學雜費截止日。 

 進修部學生繳交學雜費截止日。 

 學生獎懲委員會〈期末〉。 

二月十二日－十四日 日間部學士班前學期學期考試請假學生補

考。 

二月十五日 元宵節。 

二月十七日 進修部延修生及選讀生註冊選課。 

二月十九日 開始上課。 

二月十九日－廿日 僑生、外籍生、蒙藏生、派外子女至僑外組

辦理 1.註冊 2.工讀、課業輔導登記 3.公費申

請。 

二月廿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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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廿八日 二二八和平紀念日〈放假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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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六日 行政會議。 

三月十九日 祭天敬祖典禮。 

三月廿五日 校園規劃小組會議。 

三月廿七日 第三次人事評議委員會。 

 環保小組暨勞工安全衛生委員會。 

三月卅一日 受理 92 學年度課程異動截止日。 

 進修部受理 92 學年度課程異動截止日。 

四月三日－四日 春假。 

四月五日 民族掃墓節〈放假一天〉。 

四月九日 餐廳（超市）督導委員會議。 

四月十日 行政會議。 

四月十一日 進修部部務會議。 

四月十一日－十七日 期中考試。 

 進修部期中考試。 

四月十三日 于樞機冥誕。 

四月十三日－十九日 聖週〈耶穌受難週〉。 

四月十六日 課程委員會。 

四月十七日 學生事務會議。 

四月十八日 耶穌受難日〈下午停班及夜間停課，準備及

參與禮儀〉。 

四月十九日 耶穌復活節前夕〈進修部放假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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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廿日 耶穌復活節。 

四月廿一日－廿五日 應屆畢業生申請保留雙主修／輔系／教育

學程資格。 

四月廿三日 大一至大四班導師座談會。 

 宿舍輔導協調會。 

四月廿四日 校務發展委員會。 

四月廿八日－五月二日 就業輔導週。 

四月廿九日 總務會議。 

四月廿九日－五月一日 申請轉系。 

五月一日 第二次教務會議。 

 第四次校教評會〈著作升等〉。 

五月七日 學生獎懲委員會（期中）。 

五月八日 行政會議。 

 校務程序委員會。 

五月十四日 進修部畢業生祝福禮〈中美堂〉。 

五月十五日 轉系審查委員會議。 

五月十六日 公布轉系學生核定名單。 

五月十六日－廿日 申請雙主修。 

五月十九日－廿一日 學生自治組織暨社團評鑑活動。 

五月廿日 日間部應屆畢業生申請休學截止日。 

 進修部應屆畢業生申請休學截止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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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廿三日 進修部週會〈中美堂二、三年級參加〉。 

五月廿八日 公佈雙主修學生核定名單。 

五月廿八日－卅日 申請輔系。 

五月廿八日－六月三日 日間部應屆畢業生畢業考試。 

 進修部應屆畢業生畢業考試。 

五月廿九日 第五次校教評會。 

五月卅一日 新任各級會議學生代表研習會。 

六月四日 端午節〈放假一天〉。 

六月五日 行政會議。 

六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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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八日 神聖降臨日。 

六月十一日 公布輔系學生核定名單。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教師座談會。 

六月十二日 校務會議。 

 教育學程畢(結)業生成績繳交截止日。 

六月十二日－十三日 進修部應屆畢業生學期考試請假學生補考。 

 日間部學士班應屆畢業生學期考試請假學

生補考。 

六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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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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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生祝福晚會。 

六月十四日 畢業典禮。 

 進修部畢業班學期學業成績繳交截止日。 

六月十六日－廿日 學期考試。 

六月十六日－廿一日 進修部學期考試。 

六月廿六日 全校職員綜合座談會。 

七月一日 暑假開始。 

七月三日 第四次人事評議委員會。 

七月七日 日間部學生學期學業成績繳交截止日，開放

學期學業成績語音暨網路查詢。 

 進修部學生學期學業成績繳交截止日。 

七月九日 學生獎懲委員會〈期末〉。 

七月十日 行政會議。 

七月十五日 日間部寄發學生學期學業成績通知單。 

七月卅一日 第二學期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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