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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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仁大學九十二學年度大事紀要》按時間順序、採

條列方式，列舉本校各處、室、院、所、系在本年度內各項

重大活動，資料由各單位提供，本室依「大事紀要編訂內容

擷取辦法」加以刪定。 
                       
 

校史室  謹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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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董事會



 

 

 

董事會【1】  
 

 

九十二年  

八月七日 黃俊傑執行秘書參加「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文教

協會」第二屆第十五次理監事會議。 

九月十七日 董事會第十五屆第三次常務董事會議。 

九月十九日 董事長單國璽樞機主教主持頒贈義大利國會

眾議院外交委員會賽爾瓦主席法學名譽博士

學位。 

九月廿日 董事王愈榮主教獲選為「中華民國私立學校第

三屆十大傑出教育事業家」，於本校利瑪竇大

樓接受總統陳水扁先生贈獎。 

九月廿四日 董事長單國璽樞機主教獲頒中華民國私立教

育事業協會全國十大傑出優良教師「弘道獎」

。 

十月一日 董事會第十五屆第五次行政管理專責小組會

議。 

十月三日 董事會第十五屆第三次財務專責小組會議。 

十月廿三日 榮譽董事長蔣夫人宋美齡女士逝世。 

十月廿三日－廿四日 董事會第十五屆第四次會議，遴選黎建球教授

為本校在台復校第六任校長。 

十一月十三日 黃俊傑執行秘書參加「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文教

協會」第二屆第十六次理監事會議。 

十二月五日 張宇恭董事參加立法院舉辦之校退撫基金會

之公聽會。 



【2】董事會 
 

 

十二月十五日 鄭再發董事參加陳水扁總統與中華民國私立

學校文教協會全體理監事及董事長代表會談。 

十二月十六日 鄭再發董事參加「2004 年私校永續經營發展

國際學術研討會」第一次籌備會議。 

十二月十八日 董事會第十五屆第二次學術專責小組會 

九十三年  

二月二日 董事會第十五屆第五次會議，會中同意狄剛董

事請辭本校董事乙職。 

二月廿六日 黃俊傑執行秘書參加「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文教

協會」九十三年第一次臨時理監事會議。 

三月十二日 董事會第十五屆第六次會議，會中補選林吉男

董事遞補狄剛董事請辭遺缺。 

四月廿六日 董事會第十五屆第四次常務董事會議。 

五月廿一日 董事會第十五屆第三次學術專責小組會議。 

六月十六日 董事會第十五屆第四次財務專責小組會議。 

六月十七日 董事會第十五屆第六次行政管理專責小組會

議。 

七月八日 董事會第十五屆第七次會議，會中同意郭維夏

董事及鍾安住董事請辭董事乙職。 

 

 



 

 

 

 

 

貳、校長室



 

 

 

校長室【3】 

 

九十二年 

八月一日 出席原住民小吃訓練班開幕式並致詞。 

八月四日 出席教育部僑教會僑務研討會甄審會議。 

八月十一日 出席僑教會第五屆海外台北學校董事長暨校

長聯席會議計劃案甄審會議。 

八月十二日 出席王任光神父逝世十週年紀念彌撒。 

 接見南加大校友會林慧懿會長。 

八月十三日 出席教育部公費留考會議。 

 出席韓國駐台代表晚宴。 

八月十四日  出席主教公署于樞機主教逝世 25 週年追思彌

撒籌備會議暨天主教野聲文化中心發起人籌

備會議。 

八月十五日 天主教文化協進會訪問團一行 15 人蒞校拜會

校長並參觀于樞機墓園。 

 接見美國三州朝聖團宋稚青神父、于金山先生

等一行 14 人。 

八月十六日 出席主教座堂于樞機主教逝世 25 週年追思彌

撒。 

八月十八日 出席斐陶斐理監事會議。 

八月十九日  接見前教育部國際文教處處長、世新大學人文

社會學院李振清院長。 

八月廿日－八月廿六日 應大專體總之邀參加「2003 年第二十二屆世界



【4】校長室 

 

大學運動會」，擔任代表團顧問並爭取 2011 年

主辦權。 

八月廿九日 接見敦煌書局董事長陳文良。 

九月一日 接見越南總主教並參觀醫學院。 

九月二日 出席輔大防護團基本訓練課程致詞。 

九月六日 出席「私人籌設新大學之前景座談會」。 

九月七日 主持東森集團捐贈獎學金暨產學合作合約典

禮。 

九月八日 出席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常務委員會議。 

 出席經濟部訪視本校原創新育成中心會議。 

九月十日 出席外交領事人員考試制度座談會。 

 宴請紐約復旦大學校長 Joseph O’Hare 

 出席曉明管絃樂隊音樂會。 

九月十二日 主持新光醫院捐贈暨雙方建教合作簽約典禮。 

九月十三日 出席全國教育發展會議。 

九月十五日 出席高等教育的使命與責任座談會。 

九月十七日 出席文化大學新館啟動儀式並擔任貴賓致詞。 

 接見羅傳進理事長。 

九月十八日 主持校長諮詢會議。 

 主持十大傑出教育家頒獎典禮第三次籌備會

議。 

校長室【5】 

 

九月廿三日 出席野聲文化中心董事會議。 

九月廿四日 出席中小企業知識管理與創新研討會並致詞。 

 出席私立教育事業協會資深優良教師表揚大

會暨會員大會，獲推薦為優良教師。 

 出席考試院銓敘部傑出貢獻獎評審會議。 

九月廿六日 討論合辦教廷攝影回顧展事宜。 

九月廿七日 出席台北縣校友會會員大會。 

九月卅日 出席校長遴選委員會第四次遴選會議。 

十月一日 接見東森集團盛建南秘書長。 

十月二日 出席靜宜大學新大樓落成典禮。 

十月三日 出席靜宜大學「高等教育國際化與雙聯學制的

實施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拜會本校校歌作曲者黃友棣教授。 

十月五日 出席台北縣新莊棒球場外野看台增建暨全彩

LED 螢幕啟用典禮。 

十月七日 出席教育部主辦本校協辦九十二學年度專科

以上教師資格審查實務研討會。 

十月八日 拜會台北縣長蘇貞昌先生。 

十月九日 出席陸委會港澳僑界國慶酒會。 

十月十日 出席外交部國慶酒會。 

十月十五日 出席東森育英獎學金審議委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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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六日 主持校長諮詢會議。 

 出席教宗就職二十五週年祝聖彌撒。 

十月十七日 接見王紹楨校友家屬王大榮和王大玲。 

十月廿日 出席考試院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評審會議。 

十月廿一日 主持預官考選人員資格審查會議。 

十月廿二日 出席教廷大使館教宗就職二十五週年慶祝酒

會。 

十月廿四日 出席校長遴選會議。 

 接見旅美作家于德蘭女士和于金山先生。 

十月廿七日 出席醒吾技術學院北區大專院校兩岸文教交

流業務研習會並主持專題座談。 

十月廿九日 出席於淨心堂舉辦之名譽董事長蔣宋美齡女

士追思彌撒。 

十月卅一日 主持醫學院開工祈福典禮。 

 出席全國大專院校原住民舞蹈大賽並致詞。 

十二月二日 接見馬來西亞校友黃良斌副總經理。 

十二月十日 接見聖文森商學院院長 Ouinlivan Gary。 

十二月十一日 接見傑出校友潘芷秋（任美國芝加哥校友會會

長）並洽談本校與美國知識系統學院遠距教學

合作事宜。 

九十三年  

二月二日 第六屆校長交接彌撒，本校在台復校第六任校

校長室【7】 

 

長由哲學系黎建球教授接任。 

二月五日 頒授歐盟執委會文教執委蕾汀女士名譽文學

博士。 

二月七日 應邀於「第十二屆世界病患日」演講「人性尊

嚴」。 

二月十三日 出席全國校長會議。 

二月廿日 應邀出席「政府跨平台共通開放檔案格式規範

研討會」並致詞。 

二月廿一日 應邀於中華青年交流協會演講「辯論的邏輯思

考與技巧」。 

二月廿七日 出席宗教研修學院座談會。 

二月廿八日 前校長羅光總主教晚間九時三十分病逝於台

北榮民總醫院，享壽九十三歲。 

二月廿九日 應邀出席「身、心、靈的健康照顧學術研討會

」開幕式並致詞。 

三月一日 接見台中市校友會楊敏華理事長。 

三月四日 出席羅總主教殯葬彌撒。 

 接見海外留台校友會會長。 

三月五日 頒贈前駐教廷大使戴瑞明先生名譽法學博士。 

 應邀參加第一屆全國大專運動會。 

三月十二日 接見德國校友會楊嫚妮會長。 

三月十三日 出席鄭再發主教就職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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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五日 接待華南師範大學參訪團。 

三月廿四日 接見傑出校友曹國雄。 

三月廿五日 接見美國南加州校友會林慧懿會長。 

三月廿六日 出席私校協進會聯席會議。 

三月廿九日 出席斐陶斐理監事聯席會。 

四月二日 出席藝術學院院長遴選委員會。 

四月十二日 接見旅加拿大哲學系沈清松校友。 

四月十七－廿四日 參加美國北加州校友會二十週年年會，並赴舊

金山、洛杉磯、華盛頓及加拿大多倫多拜訪校

友會及姊妹校。 

四月廿六日 主持管科會訪查簡報。 

四月廿九日 應邀至「提升大學國際競爭力計畫成果發表會

」專題演說。 

五月八日 應邀參加耕莘醫院新大樓落成感恩禮。 

五月廿二日 出席私校協進會理監事會。 

五月廿四日 接見旅美物理系王秩秋校友。 

六月七日 應邀於「大學基礎教育研討會」演講。 

六月十五日 赴北京人民大學參加全球化問題省思研討會。 

六月廿五日 為國安局幹部訓練班第九期上課。 

七月六日 主持「亞巴郎」新書座談會。 

七月七日 參加生命教育研習，演講「生活哲學」。 

校長室【9】 

 

七月十四日 接見傑出校友潘芷秋及夫婿張系國教授。 

七月十六日 出席張思恆文教基金會評審會議。 

七月廿七日 接見吉里巴斯共和國彌亞主教。 

七月廿八日 主持教育部系所師資質量追蹤考核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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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二年 

八月一日－八月十六日 聖言會使命特色發展室於外語宗輔室舉辦「外

語志工」培育活動。（每週五；始於七月廿六

日） 

八月一日－九十三年六月 聖言會使命特色發展室於南投縣仁愛鄉布農

族曲兵部落舉辦外語志工暑期山地部落服務

。(始於七月廿六日) 

八月一日－九十三年一月卅一日  

 行政副校長周善行教授請辭由詹德隆神父代

理。 

八月－九十三年七月 聖言會使命特色發展室舉行聖言志工培育課

程。（每週五；至九十三年八月） 

八月八日－十日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帶領本校 20 位教師參

加圓桌教育學苑舉辦之「教師營」。 

八月十二日 中國聖職使命特色發展室於淨心堂舉辦「紀念

王任光神父逝世十週年追思彌撒」。 

八月十三日 「三單位使命室共同理念及各有特色澄清工

作坊」。 

八月十四日 中國聖職使命特色發展室全員出席於于斌墓

園舉行之「于樞機辭世二十五週年追思禮儀」

。 

八月廿一日－廿二日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假渴望學習中心辦理

「中等學校服務－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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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廿八日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於白沙灣舉辦新進人

員共融營。 

八月廿八日－卅日 文學院宗輔室於宜蘭舉辦「天地人三好營學生

幹部訓練活動」。 

九月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宗輔支援法管學院各

系大學入門課程。 

九月五日－六日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舉辦三宿舍新任幹部

訓練。 

九月十二日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舉辦三宿舍新生說明

會。 

 耶 穌 會 使 命 特 色 發 展 室 舉 辦 Fordham 
University 校長座談會。 

九月十五日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舉辦比較中、美教育改

革座談會。 

 聖言會使命特色發展室於利瑪竇地下室舉辦

「宿舍迎新歡迎會」。 

九月廿日－廿一日 聖言會使命特色發展室於宜真、宜善學院舉辦

「五個宿舍幹部共融」。 

 中國聖職使命特色發展室於文開樓舉辦「文藝

兩院學生領袖陶成營」。 

九月廿二日 詹德隆神父帶領「遠景小組」信仰分享。（每

週一 12:20－13:20） 

 文德文舍學苑舉行「第一學期開學感恩彌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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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廿六日－九十三年六月 聖言會使命特色發展室於耕莘樓舉辦「教友同

仁福傳」（每月一次）。 

十月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三宿舍舉辦逃生安全

講習。 

十月－九十三年五月 聖言會使命特色發展室於聖言樓舉辦「認識天

主教講座」。 

十月一日 中國聖職使命特色發展室與文德文舍學苑共

同舉辦「學生課餘輔導」。 

十月三日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於台北市鵬程啟能中

心舉辦經濟系四甲人生哲學陪伴心智障礙朋

友之服務體驗單元。 

 中國聖職使命特色發展室於新莊輔大健康休

閒中心舉辦「新心相映懇談會」。 

十月四日 聖言會使命特色發展室於百鍊展演中心舉辦

使命特色研討會「善─道德與人類」。 

十月五日 行政副校長詹德隆教授主持導師名冊審核會

議。 

十月七日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於法園辦理「迎新活動

幹部心得分享」。 

十月十日－十一日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於渴望村舉辦新進老

師、新任主管共融營。 

十月十五日－十二月卅一日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於和信治癌醫院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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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系四甲人生哲學陪伴癌症病童服務體驗

單元。 

十月廿日 文德文舍學苑帶領宿舍幹部及學生至聖母山

莊共融。 

十月廿二日－十二月十日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於育仁啟能中心舉辦

社會工作學系二國際貿易與金融學系二人生

哲學陪伴身心障礙朋友服務體驗單元。 

十月廿六日－十二月廿八日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於陽明養護中心舉辦

圖書資訊學系二、企業管理學系四甲人生哲學

之陪伴心智障礙服務體驗單元。 

十月廿七日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於青年公園舉辦資訊

管理學系三甲人生哲學陪伴龍山啟能中心的

智能障礙朋友。 

十月廿八日 文藝醫三院宗輔室舉辦全校泰澤祈禱活動。 

十月廿九日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嚴任吉神父訪談管理

學院楊銘賢院長及法律學院陳猷龍院長。 

十月廿九日－十一月廿二日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於家扶中心新店服務

處舉辦資訊管理學系三甲、應用數學學系二人

生哲學國小課後輔導服務體驗單元。 

十月廿九日－十二月廿四日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於靈鷲山佛教基金會

新莊講堂、樹林中心、中港中心舉辦企業管理

學系四乙、社會工作學系二、經濟學系四甲、

圖書資訊學系二之人生哲學清寒兒童課業輔

導服務體驗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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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卅日 行政副校長詹德隆教授主持校本部運動服製

作協調會。 

 行政副校長詹德隆教授主持廢液儲存槽協調

會。 

十一月十四日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老師午餐的分饗與分

享，「給新校長的一些建議（一）」。 

十一月十八日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老師午餐的分饗與分

享，「給新校長的一些建議（二）」。 

十一月十九日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老師午餐的分饗與分

享，「給新校長的一些建議（三）」。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舉辦三宿舍第一學期

聯合住民大會。 

十一月廿日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老師午餐的分饗與分

享，「給新校長的一些建議（四）」。 

十一月廿一日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老師午餐的分饗與分

享，「給新校長的一些建議（五）」。 

十一月廿二日一十二月廿八日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於陽明教養院永福院

區、華岡院區舉辦二護理學系四、護理學系二

甲、護理學系三甲、會計學系二甲、國際貿易

與金融學系二乙、企業管理學系四甲、應用數

學學系二、圖書資訊管理學系二人生哲學陪伴

身心障礙朋友社會適應課程之服務體驗單元。 

十一月廿五日 聖言會使命特色發展室於耕莘樓舉辦「大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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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幹部歡迎會」。 

十一月廿五日一廿八日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於法園舉辦學生午 餐
分享與分饗活動。 

十一月廿九日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於淡水老街及八里左

岸舉辦織品學系四、企業管理學系四甲之人生

哲學陪伴陽明教養院身心障礙朋友社會活動

適應之服務體驗單元（一）。 

十一月卅日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於育仁義務班舉辦會

計學系二乙之人生哲學陪伴身心障礙朋友之

服務體驗單元（一）。 

十二月五日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於台北市鵬程啟能中

心舉辦經濟學系四甲人生哲學陪伴心智障礙

朋友之服務體驗單元。 

十二月七日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於育仁義務班舉辦會

計學系二乙之人生哲學陪伴身心障礙朋友之

服務體驗單元（二）。 

十二月十日 龍華大學女生宿舍人員參觀文德文舍學苑。 

十二月十三日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於淡水老街及八里左

岸舉辦織品學系四、企業管理學系四甲之人生

哲學陪伴陽明教養院身心障礙朋友社會活動

適應之服務體驗單元（二）。 

十二月十九日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舉辦聖誕共融晚會。 

 聖言會使命特色發展室於百鍊展演中心舉辦

「聖誕共融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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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廿一日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於育仁義務班舉辦會

計學系二乙之人生哲學陪伴身心障礙朋友之

服務體驗單元（三）。 

十二月廿二日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於利瑪竇大樓舉辦「法

管社科學院師生共融活動－聖誕蛋糕創意競

賽」。 

十二月廿三日 中國聖職使命特色發展室於淨心堂舉辦「文藝

兩院教職員聖誕節共融歡慶晚會」。 

 藝術學院宗輔室舉辦「藝術學院學生慶祝聖誕

節歌唱大賽」。 

十二月卅日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於羅耀拉大樓舉辦「北

區 92 年中等學校服務－學習客制化輔導機制

期中觀摩會」。 

九十三年 

一月七日 聖言會使命特色發展室舉辦「參訪創世基金會

」活動。 

一月十四日 中國聖職使命特色發展室於淨心堂舉辦「哲學

系高凌霞教授榮退感恩彌撒」。 

一月十五日 新舊任副校長交接典禮，吳秉恩教授接任學術

副校長，郭維夏副教授接任使命副校長，胡僑

榮教授接任行政副校長。 

一月十五日－十七日 聖言會使命特色發展室於奮起湖舉辦「聖言志

工」寒訓。 

一月十五日－十八日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於台中谷關福音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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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寒假學生代表共融營活動暨學生領袖靈

性之旅」。 

一月廿八日－二月二日 「聖言志工」於台北國際書展服務。 

二月十三日－十四日 中國聖職使命特色發展室於台南碧岳修院舉

辦「教區參訪：馨神訪古遊」活動。 

二月九日－十四日 服務學習 20 位老師參加菲律賓 Trinity College
工作坊 

二月廿四日 文德文舍學苑舉辦「第二學期開學感恩彌撒」

。 

三月－五月 「聖言志工」進行泰山社區服務活動（每週一

次）。 

三月二日 行政副校長胡僑榮教授接待教育部訪視改善

實驗室及實習場所設備安全。 

三月七日－四月十八日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於樂生療養院舉辦廣

告傳播學系三之人生哲學痲瘋病患陪伴服務

體驗單元。（每週日） 

三月九日－五月十三日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於裕民國小舉辦企業

管理學系四甲、廣告傳播學系三、二護理學系

四、社會工作學系二之人生哲學特教兒童輔導

服務體驗單元。（每週二、四） 

三月十日 學術副校長室召開校園ｅ化整合推動會議。 

三月十日－五月廿六日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於靈鷲山佛教基金會

中港中心、新莊講堂、樹林講堂舉辦圖書資訊

學系二、二護理學系四、企業管理學系四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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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工作學系二之人生哲學課業輔導清寒家

庭兒童服務體驗單元。（每週三） 

三月十日－五月廿七日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於裕民國小舉辦應用

數學學系二、圖書資訊學系二、二護理學系四

、企業管理學系四乙、企業管理學系四丙、社

會工作學系二之人生哲學兒童課後輔導服務

體驗單元。（每週一、二、四、五） 

三月十一日 中國聖職使命特色發展室於淨心堂舉辦前史

研所所長柯立德神父辭世追思彌撒。 

三月十五日 文德文舍學苑人員至中原大學女生宿舍參訪。 

三月十七日 行政副校長胡僑榮教授主持工讀生座談會。 

三月十七日－廿四日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於育仁啟能中心舉辦

企業管理學系四甲之人生哲學陪伴身心障礙

朋友服務體驗單元。（每週三） 

三月十八日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嚴任吉神父訪談黎建

球校長「我們的第一位校友校長」。 

三月十九日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於本校法園舉辦傳承

營學生召募。 

三月廿二日 學術副校長室召開校園ｅ化整合推動會議。 

三月廿二日－五月廿八日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於和信治癌醫院舉辦

二護理學系四、社會工作學系二之人生哲學住

院癌症病童陪伴服務體驗單元。（每週一及週

四） 

三月廿三日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於本校法園舉辦「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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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迎新活動」。 

三月廿四日 學術副校長室召開第一次研擬碩士在職專班

經費使用辦法會議。 

三月廿七日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於關西華光智能發展

中心舉辦音樂學系二、應用美術學系二之人生

哲學陪伴智能障礙朋友服務學習課程。（每週

六） 

三月廿八日－四月十八日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於台北市身心障礙服

務推廣協會－育仁義務班舉辦會計學系二乙

之人生哲學陪伴智能障礙朋友服務體驗單元。 

三月廿八日－五月廿九日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於新店家扶中心舉辦

企業管理學系四乙、應用數學學系二之人生哲

學課業輔導服及生活關懷服務體驗單元。（每

週六） 

三月廿八日－五月卅日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於陽明教養院華岡院

區、永福院區舉辦食品營養學系、餐旅管理學

系、圖書資訊學系二、會計學系二乙、二護理

學系四、企業管理學系四甲、企業管理學系四

乙、應用美術學系、社會工作學系二之人生哲

學陪伴身心障礙朋友服務體驗單元。 

三月卅一日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舉行三宿舍第二學期

聯合住民大會。 

四月一日 中國聖職使命特色發展室於文開樓舉辦「信仰

專題講座：從天主教觀點看驅魔與附魔」。 

四月二日 學術副校長室召開第一次藝術學院院長遴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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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議，會中決議候選人資格與遴選過程。 

 行政副校長胡僑榮教授主持環保小組暨勞工

安全聯席會。 

四月十二日 藝術學院宗輔室舉辦「藝術學院師生復活節尋

蛋活動」。 

四月十三日 中國聖職使命特色發展室於文開樓舉辦「文藝

兩院教職員復活節分享聚會」。 

 行政副校長胡僑榮教授主持電腦與網路委員

會。 

四月十四日 學術副校長室召開校園ｅ化整合推動會議。 

四月十六日 行政副校長胡僑榮教授出席第九屆第一次私

立大學校院協會。 

四月十七日－十八日 中國聖職使命特色發展室於至善安養中心舉

辦「工友培育至善生活營」。 

四月十九日－廿六日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於聖安娜之家舉辦應

用數學學系二之人生哲學陪伴身心障礙朋友

服務體驗單元。（每週一） 

四月廿一日 文德文舍學苑首次舉辦復活節慶祝活動。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導師會議－服務學習

簡介。 

四月廿二日 學術副校長室召開第二次研擬碩士在職專班

經費使用辦法會議。 

四月廿三日－五月十四日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於五股老人公寓舉辦



【22】副校長室 

 

二護理學系四、企業管理學系四甲之人生哲學

服陪伴服務老年朋友體驗單元。（每週五） 

四月廿四日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舉辦第三屆「服務－學

習」研討會。 

四月卅日 聖言會使命特色發展室於百鍊展演中心舉辦

「復活節共融活動」。 

 學術副校長室召開校園ｅ化整合推動會議。 

四月卅日－五月一日 行政副校長胡僑榮教授出席 2004 私校永續經

營發展國際研討會。 

五月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舉辦「服務－學習」推

廣月活動。 

五月－六月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舉辦輔大之音「服務－

學習」特別節目。 

五月五日 學術副校長室召開九十三學年度第三次輔仁

大學學術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議。 

 文德文舍學苑舉辦「母親卡感恩送到家」活動

。 

五月六日 學術副校長室召開第二次藝術學院院長遴選

委員會議。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嚴任吉神父訪談衛生

署陳建仁署長。 

五月八日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於至善老人安養中心

舉辦醫學系二、應用美術學系二之人生學哲學

副校長室【23】 

 

陪伴老年朋友服務體驗單元。 

五月十日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三宿舍第二學期新任

幹部選舉。 

五月十三日          行政副校長胡僑榮教授應邀主持輔大之聲電

台定位會議。 

五月十五日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於平溪舉辦工友共融

活動。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舉辦社區共融。 

五月十五日－十六日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於彰化靜山舉辦「學生

避靜活動」。 

五月十九日 行政副校長胡僑榮教授主持學生就學補助委

員會。 

五月廿日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於濟時樓舉辦「新舊會

長感恩學生午餐分享」。 

 學術副校長室召開第三次藝術學院院長遴選

委員會議，選出新任藝術學院院長為林文昌教

授。 

五月廿二日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舉辦主管耕心營。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舉辦服務學習體驗活

動。 

五月廿五日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舉辦老師午餐分享與

分饗「在校內推動宗教交談實際經驗分享（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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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廿六日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舉辦老師午餐分享與

分饗「在校內推動宗教交談實際經驗分享（二

）」。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舉辦服務－學習課程

「與飛兒樂團親密對談活動」。 

五月廿七日 中國聖職使命特色發展室於文開樓舉辦「信仰

專題講座：宗教文化與本地文化的融合」。 

五月廿九日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於法園舉辦「傳承營老

骨頭回娘家活動」。 

 聖言會使命特色發展室於淨心堂舉辦「校友教

友回娘家活動」。 

六月一日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舉辦期末茶會新舊主

管交接暨熱心公益服務獎感謝共融會。 

六月三日 中國聖職使命特色發展室於文開樓舉辦「文藝

人物懇談會：訪談林單位代表吉基神父」。 

六月五日－六日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舉辦山區朝聖：曲冰。 

六月七日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舉辦教學研討會。 

六月八日 行政副校長胡僑榮教授主持正氣作品購置案

研議會。 

六月十日 中國聖職使命特色發展室於藝術學院大樓舉

辦「文藝人物懇談會：訪談藝術學院方銘健院

長」。 

六月十五日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於徐匯中學舉辦「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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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度中等學校 S-L 種子教師探索營活動」。 

六月十六日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於潛水艇的天空舉辦

「潛艇幹部訓練活動」。 

六月十八日 行政副校長胡僑榮教授接待行政院原能會訪

視游離輻射設備暨密閉式放射性物質。 

六月廿日－廿二日 中國聖職使命特色發展室於至善安養中心舉

辦「文藝兩院學會幹部傳承營」。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於香山牧靈中心舉辦

「第六屆傳承共融營」。 

六月廿一日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舉辦職員午餐分享與

分饗「校內推動宗教交談實際經驗分享（三）

」。 

六月廿二日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舉辦職員午餐分享與

分饗「校內推動宗教交談實際經驗分享（四）

」。 

六月廿三日－廿五日 醫學院服務學習五位老師參加菲律賓 Trinity 
College 工作坊。 

六月廿七日 中國聖職使命特色發展室於至善安養中心舉

辦「文藝主管使命發展共識營」。 

六月廿八日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舉辦暑期短期托兒班

開班。 

六月廿九日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舉辦服務學習成果分

享慶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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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五日 行政副校長胡僑榮教授出席私校退撫基金會。 

七月五日－十二日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舉辦大陸朝聖。 

七月六日 聖言會使命特色發展室於聖神中心舉辦「期末

退省」。 

七月七日 文德文舍學苑人員至清華大學宿舍參觀。 

七月十五日 學術副校長室召開九十三學年度第四次輔仁

大學學術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議。 

七月十六日 聖言會使命特色發展室於龜山島舉辦使命成

員「自強活動」。 



 

 

 

 

 

肆、行政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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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二年 

八月 中國天主教文物館獲台北縣文化局支持

於本校週邊重要縣道設置指示標示牌。 

八月一日 資訊中心導入「Sun ONE 校園資訊應用及系統

發展之整合性服務平台」並完成第一階段資訊

服務系統的規劃設計。 

 會計室組織分設歲計組及會計組；全校會計作

業系統正式運作。 

八月一日－三日 美國「輔仁大學基金會」於芝加哥召開董事會

議。 

八月四日 招生中心派員至中央聯合辦公大樓參加教育

部舉辦之「各大學校院校內各項招生作業程序

參考手冊簡報」。 

八月五日 圖書館召開九十二學年度第一次圖書館主管

會報。 

八月六日－廿日 圖書館配合醫學院綜合大樓新建工程進行醫

學圖書館搬遷至濟時樓（社圖）二樓及七樓作

業。 

八月七日 招生委員會召開九十二學年度第二十一次招

生委員會議。 

 圖書館召開第一次圖書館自動化新系統規劃

小組會議。 

 推廣部城區分部接受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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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九十二年度兒童福利甲、乙類保育人員暨

戊類主管人員研習 A 班始業典禮。 

八月十一日 九十二學年度二技聯合登記分發、轉學生、考

試分發入學放榜。 

八月十二日 圖書館召開九十二學年度第二次圖書館主管

會報。 

八月十四日 招生中心派員至嶺東技術學院參加「九十二學

年度技術校院四年制及專科學校二年制聯合

甄選委員會第四次委員會議」。 

 宗輔中心舉辦于斌樞機主教追思彌撒。 

 圖書館召開九十二學年度第三次圖書館主管

會報。 

八月十八日 會計室委任正大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本校

九十一學年度決算。 

 招生中心楊南屏主任至國立僑生大學先修班

參加「九十二學年度大學暨僑大先修班海外聯

合招生委員會第八次常務委員會議」。 

八月廿日 招生中心派員至苗栗錦水溫泉飯店，參加中正

大學舉辦之「九十二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招生

彙辦作業檢討會」。 

八月廿日－卅一日 本校代表團於韓國大邱舉行之「2003 年世界大

學運動會」中，吳燕妮榮獲跆拳道蠅量級第二

名，張瓊芳榮獲跆拳道雛量級第二名以及劉家

秀榮獲女子籃球團體第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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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廿一日 圖書館召開九十二學年度第四次圖書館主管

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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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廿五日 招生中心派員至中央聯合辦公大樓參加「九十

二學年度大學暨僑大先修班海外聯合招生委

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九次會議」。 

 圖書館鄭恒雄館長率圖書館主管參訪國立成

功大學圖書館。 

八月廿六日 圖書館召開九十二學年度第一次館務會議及

第二次圖書館自動化新系統規劃小組會議。 

八月廿七－廿八日 陳猷龍教務長率招生中心楊南屏主任、註冊組

李慈麒組長、課務組林文秀組長及進修部教務

組樂麗琪組長，至南投出席九十一學年度全國

各大學校院教務主管聯席會議。 

九月 本校體育室籃球男子代表隊選手楊玉明、楊哲

宜當選「2003 亞洲盃」中華代表隊國手；西式

划船代表隊劉宥鑫、江倩茹同學當選「2003
亞洲盃」中華代表隊國手。 

 校史室網站建置第一階段完成  

http://www.fuho.fju.edu.tw 。 

九月一日 學生輔導中心出版＜鮮事心事＞新鮮人手冊。 

九月五日 招生中心楊南屏主任應邀至朝陽科技大學參

加「九十三學年度技術校院二技聯合甄選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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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第一次委員會議」。 

九月八日 公關室召開「在台復校四十週年校友返校日及

校友資料庫」第一次協調會議。 

九月九日 教務處於野聲樓谷欣廳召開第一學期教務工

作協調會。 

九月十日 教務處於谷欣廳舉辦「九十三學年度大學多元

入學招生說明會」。 

 圖書館召開九十二學年度第五次圖書館主管

會報；鄭恒雄館長出席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

協會第七屆第四次理監事暨高階管理論壇。 

九月十日－十三日 本校西式划船代表隊江倩茹同學參加「新加坡

國際划船邀請賽」，榮獲公開級單人雙槳第一

名；劉宥鑫同學榮獲輕量級單人雙槳第三名、

輕量級雙人單槳第二名。 

九月十二日 總務會計聯席會議。 

九月十二日－十五日 校史室配合參加「2003 年北京輔仁大學校友返

校活動」；吳瑞珠主任應邀於北京首場《校史

論壇》中發表「繼往開來－台北輔仁校史工作

概況」、代表  校長致贈校友會捐款、洽談＜

北京輔仁大學（1925－1952）成果＞出版事宜

，及赴校園舊址（濤貝勒府）拍攝校舍對照圖

片、以利製作網路資料。 

九月十三日 學生事務處僑外生輔導組於焯炤館一樓演講

廳舉行「新僑生輔導講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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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四日 推廣部派員參加泰山鄉鄉民大學九十二年度

第二期課程博覽會。 

九月十五日 公關室召開「在台復校四十週年校友返校日及

校友資料庫」第二次協調會議。 

 人事室舉行九十二學年度歡迎新進同仁暨業

務研習會。 

 推廣部第一○七期進修課程開課。 

九月十六日 總務會計聯席會議。 

 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支援「新生輔導教育活

動之緊急救護工作」。 

 圖書館召開九十二學年度第六次圖書館主管

會報。 

 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於濟時樓九樓辦理「實

驗安全教育訓練－CPR 搶救生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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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二學年度第一學期

公教人員外國語文進修班始業。 

九月十七日 宿舍寬頻網路 ADSL 建置完成並正式啟用。 

 招生中心楊南屏主任至東南技術學院參加「九

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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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委員會議」。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於中美堂及各院系舉

辦「全校新生開學典禮暨輔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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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廣部九十二學年度第一學期推廣教育學分

班開課。 

九月十九日 義大利眾議員賽爾瓦主席蒞校參訪座談。 

九月廿日－廿一日 學生事務處僑外生輔導組於萊馥度假中心舉

辦「僑聯會暨各同學會幹部研習營」。 

 加拿大交換教授李澤生博士蒞校參訪座談。 

九月廿三日 泰山國中資源班師生家長二十餘人蒞社會科

學圖書館參訪。 

 宗輔中心舉辦開學彌撒。 

九月廿四日 圖書館召開九十二學年度圖書館委員會第一

次會議。 

 軍訓室於焯炤館辦理「五十四期預官考選說明

會」。 

九月廿五日 第一次主管會報。 

 人事室於野聲樓舉行教師節慶祝大會。 

九月廿五日－廿八日 本校西式划船代表隊參加大陸廣州舉行之「亞

洲錦標賽」，選手劉宥鑫榮獲單人雙槳第三名

，江倩茹單人雙槳第二名，並榮獲四人雙槳第

二名。 

九月廿六日 美國 Sun Microsystem 公司亞太地區教育研究

企業總監 Dinesh Bahal 、大中華區行業發展教

育及科研總監林文熙（Tony Lam）先生、台灣

教育研究協理袁定德（David Yuan）先生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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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中心。 

 教務處召開九十二學年度第一次學生成績更

正審查委員會議。 

九月廿七日 台北縣校友會假焯炤館一樓演講廳舉行會員

大會，會中推薦台北市校友會理事長吳東亮校

友為總會會長。 

九月廿七日－廿八日 學生事務處僑外生輔導組於復興鄉青年活動

中心舉辦「僑聯會暨各同學會迎新生活營」。 

九月廿九日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於焯炤館一樓演

講廳舉辦「第一學期學生自治組織指導老師與

負責人座談會」。 

 推廣部辦理泰山鄉民大學九十二年度第二期

「認識日語班」、「生活英語班」、「中式點心班

」、「西式烘培班」、「美容丙級證照班」開課日

。 

九月廿九日－十月三日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於校園舉辦「社團

迎新博覽會」。 

九月廿九日－十月七日 本校龍舟代表隊前往大陸天津、瀋陽參加「

2003 年國際龍舟邀請賽」。 

九月卅日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於利瑪竇國際會

議廳舉辦「社團迎新晚會」。 

十月一日  圖書館召開人文科學圖書館視聽媒體規劃會

議，並邀請本校圖書資訊學系林麗娟教授與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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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文中心雷敦龢主任、南耀寧神父與圖書館洽

談藏書移轉及資料庫開放事宜。 

 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於焯炤館演講廳舉辦

「健康 DIY」專題演講。 

十月一日－九十三年二月一日  

 學生輔導中心製作「兩性魔法書：兩性平等教

育宣」導廣播節目共十二集，並於輔大之聲電

台播放。 

十月二日 公關室召開第一屆傑出校友遴選會議，遴選出

袁士麒、李昭鋐、蔡懷楨、謝正輝、張素瓊、

劉先覺及王昱婷等共七位傑出校友。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於焯炤館一樓演

講廳舉辦「第一學期學生社團指導老師與負責

人座談會」。 

十月二日－三日 招生中心派員至華僑會館參加教育部舉辦之

「九十二學年度公私立大學招生檢討會議」。 

十月三日 圖書館召開第三次圖書館自動化新系統規劃

小組會議。 

 DEPAUW 大學毛正蘊教授蒞校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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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廣部校本部接受台北縣政府社會局委託辦

理九十二年度第三期兒童福利乙類保育人員

暨第二期戊類主管人員研習班始業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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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六日 招生中心派員至中央聯合辦公大樓參加「九十

二學年度大學暨僑大先修班海外聯合招生委

員會第十次常務委員會議及第二次全體委員

會議」。 

 學生輔導中心邀請醫療教育中心負責人吳寶

芬老師於焯炤館一樓演講廳講演兩性關係講

座（一）「人生大事談兩性」。 

 推廣部城區分部接受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

辦理九十二年度兒童福利戊類主管人員研習

B 班始業典禮。 

十月七日 總務處召開第一學期總務會議。 

十月七日－十二月十四日 學生輔導中心舉辦第一學期成長團體及工作

坊。 

十月八日 圖書館期刊媒體組召開電子期刊全文資料庫

合作計畫說明會。 

 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於焯炤館演講廳舉辦

「健康 DIY」專題演講。 

十月十三日 跆拳道代表隊吳燕妮同學獲得「奧運世界區資

格賽國手選拔」第二名。 

十月十三日－十二月一日 校史室「野聲藝廊」秋冬特展邀請應用美術學

系兼任講師惠芳玲老師舉辦「自然演繹－惠芳

玲藝術首飾創作暨海報展」。 

十月十五日 學生輔導中心邀請杏陵基金會郭宏碁老師於

焯炤館地下演講廳講演兩性關係講座（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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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另一扇窗－走入愛情或走出愛情」。 

 教務處召開網路與遠距教學委員會第十九次

會議與九十二學年度第一次課程委員會。 

  圖書館邀請國立政治大學胡歐蘭教授演講「圖

書館自動化系統之評選」，並舉辦座談會。 

 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於焯炤館演講廳舉辦

「健康 DIY」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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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規範研習」。 

十月十六日－十二月十一日 學生輔導中心支援文德學苑宿舍團體輔導計

劃。 

十月十六日－十七日 招生中心派員至高雄圓山飯店參加「技專校院

招生策進總會辦理之九十三學年度技專校院

招生試務人員講習會」。 

十月十七日 校史室製作追思彌撒紀念影音「永遠的輔仁校

友會總幹事－王紹楨學長」。 

十月十八日 招生中心派員參加於竹北高中舉辦之「校內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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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十九日－廿二日 體育室蔡明志老師應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推

薦參加「世界跆拳道聯盟」主辦第一屆國際教

練講習，並成為我國首位取得國際跆拳道教練

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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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廿日 教務處召開九十二學年度第二學期網路選課

相關問題協調會議。 

十月廿一日－廿五日 學輔中心於淨心堂一樓大廳舉辦輔導週系列

活動（一）「知新知心－人際溝通海報展及書

展」。 

十月廿一日 學生輔導中心輔導週系列活動（二），邀請傅

世瑛老師於學生輔導中心團輔室座談「溝通秘

訣－NLP 的魔力」。 

 教育發展資金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 

 圖書館召開九十二學年度第二次館務會議。 

 招生中心派員至朝陽科技大學參加「九十三學

年度技術校院二技聯合甄選委員會第二次委

員會議」。 

十月廿二日 學生輔導中心輔導週系列活動（三），邀請方

蘭生老師於野聲樓谷欣廳講演「Humor vs EQ
」。 

 招生中心楊南屏主任至台北科技大學參加「九

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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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於利瑪竇國際會

議廳舉辦「第一學期全校導師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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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廿三日 第二次主管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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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廿四日 學生輔導中心輔導週系列活動（四），邀請彭

瑞連老師及何冠瑩於學生輔導中心淨心茶坊

講演「從電影看溝通」。 

  圖書館鄭恒雄館長赴中研院文哲所出席「大陸

資料合作發展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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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廿五日 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於焯炤館舉辦「基本救

命術指導員訓練活動」。 

十月廿七日 學生輔導中心邀請銘傳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

學系楊明磊副教授於焯炤館一樓演講廳講演

兩性關係講座（三）「時間長河中的男男女女

」。 

十月廿八日 圖書館召開第四次圖書館自動化新系統規劃

小組會議。 

 招生委員會召開九十三學年度第一次招生委

員會議。 

 學生輔導中心邀請警察大學行政管理系林麗

珊教授於焯炤館一樓演講廳講演兩性關係講

座（四）「哲學家的幸福觀」。 

十月廿九日 學生輔導中心邀請台灣大學林以正老師於焯

炤館地下一樓演講廳講演心理衛生演講（一）

「虛擬與現實 vs 成長與沈淪～網路中的自我

與人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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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第安那大學病理系李昭鈜教授蒞校參訪座

談。 

 圖書館舉辦「古今圖書集成」全文電子版捐贈

本 校 儀 式 ； 鄭 恒 雄 館 長 出 席 國 家 圖 書 館

NBINet 合作編目決策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於利瑪竇國際會議廳

舉辦「第一學期日間部大學部班代表座談會」

。 

 學生事務處就業輔導組於焯炤館一樓演講廳

舉行「碩士班一、二年級班代表座談會」。 

 校史室製作追思彌撒紀念影音「篤信基督的第

一夫人與天主教大學」。 

十月廿九日－十一月五日 體育室舉辦「新生盃桌球賽」。 

十月卅日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於野聲樓第三會

議室舉辦「第一學期學生社團事務委員會議」

。 

 教務處於野聲樓谷欣廳召開第一次教務會議。 

十月卅一日 招生中心楊南屏主任至東南技術學院參加「九

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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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一日－六日 圖書館與本校西洋上古及中世紀哲學資源中

心共同舉辦「西洋上古及中世紀哲學資源展」

。 

十一月二日 學生輔導中心邀請鄭素玉老師於學輔中心團



【40】行政單位 
 

 

輔室舉辦青輔會生涯規劃工作坊系列活動之

「生涯抉擇工作坊」。 

十一月四日 教務處召開「九十二學年度第二學期電腦網路

開課及必修代入操作說明會議」。 

 圖書館召開九十二學年度第七次圖書館主管

會報。 

十一月五日 DAAD（德國學術交流總署）駐北京代表 Dr. 
Schmidt-Doerr 蒞校參訪座談。 

十一月六日 學生輔導中心邀請張坤池老師於焯炤館一樓

演講廳舉辦兩性關係講座（五）「兩性交往的

藝術」。 

 招生中心派員參加「九十三學年度大學暨僑大

先修班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常務委員會預備

會議」。 

十一月八日 招生中心派員參加於內壢高中舉辦之「大學博

覽會」。 

十一月九日 台南市校友會假台南市環華企業家聯誼會環

華廳舉辦年度會員大會。 

十一月十一日 台北醫學大學圖書館邱子恆副館長蒞圖書館

參訪。 

十一月十二日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於焯炤館一樓演

講廳舉辦「導師知能研習活動」。 

 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於谷欣廳舉辦「校外宿

舍安全講習－認識心理衛生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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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十三日  人事室於野聲樓召開九十二學年度第一次人

評會。 

十一月十四日 招生中心楊南屏主任至台灣大學參加「九十三

學年度大學暨僑大先修班海外聯合招生委員

會第一次委員會議」。 

 圖書館召開延長開放閱覽室時間及空間調整

協調會。 

 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於谷欣廳舉辦「更年期

營養與保健專題演講活動」。 

十一月十五日 推廣部與旭聯科技合作開設 E-Learning 數位

內容線上教學學分課程，該課程為本部與資訊

工程學系、應用美術學系合作開辦；與新竹曙

光女中合作辦理全民英檢初、中級訓練課程開

課。 

十一月十六日 體育室舉辦「新生盃羽球比賽」。 

十一月十七日 總務處召開第一學期校園規劃小組會議。 

 推廣部第一○八期進修課程開課。 

十一月十七日－廿一日 圖書館配合研考會政府出版品巡迴展，於宜真

學苑舉辦書展。 

十一月十七日－廿八日 圖書館配合規劃與執行於社會科學圖書館二

樓舉行宗教樂器展活動。 

十一月十八日 圖書館召開九十二學年度第三次館務會議。 

十一月十九日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於野聲樓舉辦「第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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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餐廳（超市）督導委員會議」。 

 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於谷欣廳舉辦「校內宿

舍安全講習－認識心理衛生專題演講」。 

十一月廿日 圖書館自動化新系統規劃小組參訪國立政治

大學圖書館。 

 招生委員會召開九十三學年度第二次招生委

員會議。 

十一月廿一日 招生中心派員參加於樹林高中舉辦之「大學博

覽會行前會」。 

十一月廿四日－廿八日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於焯炤館一樓演

講廳舉辦「全校辯論比賽」。 

十一月廿四日－十二月卅一日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於校園舉辦「全校

攝影暨粉彩比賽」。 

十一月廿五日 總務處召開財務諮詢小組會議。 

 校史室吳瑞珠主任及賴玟忻小姐應邀為學務

處就輔組親善大使專業培訓演講「校史導覽課

程」。 

十一月廿六日 學生輔導中心邀請呂英沖先生於野聲樓谷欣

廳講演心理衛生演講（二）「超級學習法～怎

樣學習最有效」。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於焯炤館一樓演

講廳舉辦「第四屆語文演講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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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於濟時樓九樓舉辦「基

本創傷救命術訓練活動」。 

 推廣部辦理泰山鄉民大學九十二年度第二期

「認識日語班」、「生活英語班」、「麵條製作班

」、「西式烘培班」、「美容丙級證照班」結業。 

 推廣部接受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委

託辦理九十二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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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料庫設計班結業典禮。 

十一月廿七日 第三次主管會報。 

 北京華通現代市場信息諮詢顧問有限公司袁

賽薇董事蒞校參訪。 

十一月廿八日 學生輔導中心邀請師範大學教育與心理輔導

學系王麗文教授於聖言樓歡喜齋舉辦輔導老

師知能研習之「情緒管理工作坊～諮商員的自

我照顧」。 

 上海市經理管理幹部學院孫環葆副總裁蒞校

參訪。 

 嘉義輔仁中學高三學生一百四十人蒞社會科

學圖書館參訪。 

 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於健康中心舉辦「Ｂ型

肝炎疫苗第二劑注射活動」。 

十一月廿九日－卅日 教務處參加中時報系於台北市台灣大學綜合

體育館舉辦之第三屆研究所博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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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一日 體育室協辦之「輔大文大籃球明星對抗賽」，

於本校中美堂舉行。 

 推廣部校本部接受台北縣政府社會局委託辦

理九十二年度第四期兒童福利乙類保育人員

研習班始業典禮。 

十二月一日－七日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分別於校園、金山舉辦

「春暉週系列活動」。 

 本校橄欖球代表隊參加「大專橄欖球錦標賽」

榮獲第三名。 

十二月二日 校史室協助部份公共電視專訪羅光總主教製

作之「文化大師薪火相傳－01 聖堂學者：羅光

」於 22:30 播放。 

十二月二日－九日 本校男子甲組棒球代表隊參加「2003 國際神腦

盃三國六強大學棒球邀請賽」，榮獲第二名。 

十二月三日 學生輔導中心邀請國立台北師範學院王瑞琪

講師於焯炤館一樓演講廳講演兩性關係講座

（六）「終於學會愛自己~愛的迷失與看見」。 

 體育室舉辦「全校教職員工生校園健康路跑」

。 

十二月四日 公關室於圓山大飯店國宴廳舉辦九十二學年

度傑出校友晚宴。 

十二月五日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於中美堂舉辦「校慶大

會感恩典禮」。 

 宗輔中心舉辦與文藻、靜宜三校聯合傳燈；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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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聖誕節點燈典禮；聖誕系列活動正式以「愛

在輔大」之名起跑。 

十二月六日 公關室於台北縣三重市乾和園餐廳舉辦台灣

各地區校友會聯誼餐會。 

 校慶運動會。 

 體育室舉辦「全校新生盃籃球賽」與「全校輔

仁盃系際排球賽」。 

十二月六日－七日 學生輔導中心邀請凌坤楨老師於學輔中心團

輔室舉辦工作坊系列活動之「放鬆冥想與自我

催眠」。 

 教務處參加中時報系於台南貝汝展覽館舉辦

之第三屆研究所博覽會。 

十二月七日 校慶園遊會。 

 公關室舉辦校友返校日活動。 

 教育發展資金室與公關室於中美堂舉辦「輔仁

大學新莊復校四十週年校慶餐會」；校史室協

辦「Where you are ?專案活動」，1967 年復校

第一屆畢業合照 426 人（師長 64 人、學生 362
人），活動中已辨認 121 人（師長 25 人、學生

96 人），校友捐贈校園活動照片共 680 件 ，另

製作「第一屆校友的 Memory 」DVD。 

十二月九日 資訊中心與宏碁公司於野聲樓谷欣廳聯合舉

辦「校園開放資訊服務系統平台（Sun ONE）

導入介紹暨成果展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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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日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於野聲樓舉辦「第一學

期期中學生獎懲委員會」。 

 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於焯炤館舉辦「CPR 搶

救生命活動」。 

 圖書館自動化新系統規劃小組參訪中原大學

圖書館，鄭恒雄館長赴教育部出席大學圖書館

設立及營運基準會議。 

 學生輔導中心邀請國立台北師範學院王瑞琪

講師於焯炤館一樓演講廳講演兩性關係講座

（七）「終於學會愛自己~愛的迷失與看見」。 

十二月十一日 總務會計聯席會議。 

  圖書館召開圖書館讀者服務業務研習會。 

 學生事務處於野聲樓谷欣廳舉辦「第一學期學

生事務會議」。 

 法國教育部國際關係暨合作司亞太事務處新

任主管 Alexis Rinckenbachu 蒞校參訪。 

十二月十二日 澳門校友會假澳門海港城大酒樓召開第一屆

會員大會正式成立校友會。 

 日本藤女子大學校長 Sister Magrit Nagata 蒞校

參訪。 

十二月十二日－十七日 學生事務處僑外生輔導組承辦「港澳地區台灣

高等教育展活動—香港、澳門」。 

十二月十二日－廿八日 校牧室於輔園前草地舉辦「打開心靈的一扇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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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活動展覽。 

十二月十六日 圖書館召開九十二學年度第四次館務會議。 

十二月十七日 學生輔導中心邀請游乾桂先生於焯炤館地下

一樓演講廳舉辦心理衛生演講（三）「演活自

己演好人生」。 

 資訊中心於野聲樓召開「電腦與網路委員會」

第二次會議。 

 宗輔中心舉辦校慶彌撒。 

十二月十七日－廿日 本校撞球代表隊參加「大專盃撞球錦標賽」榮

獲男子甲組個人賽第三名及女子乙組個人賽

第四名。 

十二月十八日 第四次主管會報。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於野聲樓舉辦「第一學

期餐廳衛生評鑑期末檢討會」及「與房東有約

座談會」。 

 圖書館邀請李秋涼老師進行生機飲食專題演

講。 

十二月十九日 圖書館閱覽典藏組黃文祥主任代表出席國防

大學召開之北區大學校院館際合作聯盟會議。 

 學生事務處僑外生輔導組於焯炤館一樓演講

廳舉辦「僑聯會冬至湯圓之夜卡拉 OK 比賽」

。 

 澳門理工學院李向玉院長蒞校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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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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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習班結業典禮。 

十二月廿日 招生中心派員參加於樹林高中舉辦之「六十年

校慶暨升學博覽會」。 

十二月廿二日 圖書館自動化新系統規劃小組參訪國立台北

師範學院圖書館。 

十二月廿三日 圖書館召開九十二學年度第一次圖書館業務

座談會。 

十二月廿四日 宗輔中心舉辦子夜彌撒。 

十二月廿五日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於中美堂舉辦「聖

誕舞會」。 

十二月廿六日 宗輔中心舉辦天明彌撒。 

 推廣部辦理泰山鄉民大學九十二年度第二期

「認識日語班」、「生活英語班」、「麵條製作班

」、「西式烘培班」、「美容丙級證照班」結業。 

十二月廿六日－九十三年二月廿九日   

 校史室野聲藝廊展出「新莊復校四十週年校慶

系列活動－攝影及粉比賽作品」。 

十二月廿七日 台北縣校友會假五股觀音山風景管理局舉辦

親子慢跑活動。 

十二月廿七日－廿八日 參加中時人力網、中時教育網假紐約紐約展覽

購物中心五樓舉辦之「第三屆 EMBA 暨高階

行政單位【49】 

 

進修教育博覽會」。 

十二月廿八日 本校足球代表隊參加「男子甲組足球大專聯賽

」榮獲季軍。 

十二月廿九日  教育發展資金室舉行「劉清章、羅不夫婦清寒

獎學金」及「范繁、卞學鈐獎學金」頒獎典禮

。 

十二月卅日 圖書館召開第五次圖書館自動化新系統規劃

小組會議。 

 台北市校友會假新光人壽大樓十六樓舉辦第

三屆第一次常務理監事及理監事會議。 

十二月卅一日 推廣部校本部接受台北縣政府社會局委託辦

理九十二年度第三期丙類主管人員研習班始

業典禮。 

九十三年 

一月三日 資訊中心、秘書室與人事室於野聲樓谷欣廳召

開「校務行政資訊化說明會」。 

一月六日 招生委員會召開第五次企劃委員會議。 

一月七日 推廣部城區分部接受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

辦理九十二年度兒童福利戊類主管人員研習 A
班結業典禮。 

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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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二學年度第一學期

公教人員外國語文進修班結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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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九日 招生委員會召開九十三學年度第三次招生委

員會議。 

 圖書館召開九十二學年度第八次圖書館主管

會報。 

一月十三日 學生事務處僑外生輔導組於利瑪竇一樓會議

室舉辦「僑生春節祭祖及感恩餐會」。 

一月十三日－二月廿九日 校史室與天主教史料研究中心策畫「教宗若望

保祿二世任職廿五年照片展」順利展出。 

一月十四日 人事室於利瑪竇大樓國際會議廳舉行第一次

全校職員新春座談會。 

 推廣部於本校推廣部簡報室召開推廣教育課

程審查小組會議。 

一月十六日 台北縣校友會舉辦第二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

會議。 

一月廿九日 第五次主管會報。 

二月二日 宗輔中心舉辦新任校長就職彌撒。 

二月三日 圖書館召開九十二學年度第九次圖書館主管

會報。 

 實踐大學圖書館就校史館定位洽訪校史室。 

二月十日 教務處召開網路與遠距教學委員會第二十次

會議。 

二月十三日 圖書館鄭恒雄館長出席美國 OCLC 電腦圖書

館中心亞太區顧問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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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六日 教務處於野聲樓谷欣廳召開第二學期教務工

作協調會。 

 人事室於野聲樓舉行九十三年新春團拜。 

二月十七日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於野聲樓舉辦「第一學

期期末學生獎懲委員會」。 

二月十八日 推廣部九十二學年度第二學期學分班系列課

程開課日。 

二月二十日 推廣部城區分部接受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

辦理九十二年度兒童福利甲、乙類保育人員研

習班結業典禮。 

二月廿三日 圖書館鄭恒雄館長出席中國圖書館學會第四

十八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並應邀擔任中

國圖書館學會分類編目委員會主委、公共圖書

館委員會顧問。 

 推廣部第一○九期進修課程開課。 

二月廿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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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二學年度第二學期

公教人員外國語文進修班始業。 

二月廿五日 四川大學左衛民、古立峰兩位學者蒞校參訪。 

二月廿六日 圖書館鄭恒雄館長赴花蓮東華大學出席公私

立大學圖書館館長聯席會議。 

 招生委員會召開九十三學年度第四次招生委

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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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廿六日－廿七日 會計室召開九十三學年度預算編列說明會。 

二月廿七日 教務處召開九十二學年度第二次學生成績更

正審查委員會議。 

 招生中心派員至台灣大學參加「九十三學年度

大學甄選入學總成績處理軟體作業說明會」。 

 美國夏威夷大學管理學院院長 Dr. James Wills
蒞校參訪。 

二月廿九日 學生事務處僑外生輔導組協助僑委會至台北

大學辦理「春節僑生聯歡會」。 

三月一日 學生事務處楊學務長漢琛與生活輔導組兵役

業務承辦人李瑪利小姐於高雄市立中正文化

中心接受內政部兵役業務績優表揚。 

 政治大學為其校史館之成立至校史室參訪。 

三月二日 圖書館召開九十二學年度第十次圖書館主管

會報。 

三月三日 教務處邀請資訊管理學系張銀益主任、歷史學

系雷俊玲主任及師資培育中心林梅琴主任參

加達人女中舉辦之「九十二學年度學生升學與

生涯發展座談會」。 

三月四日 校史室協辦第二任校長羅光總主教殯葬彌撒

相關事宜：靈堂佈置規劃，協辦神學院禮儀研

究中心製作「羅光總主教殯葬禮儀本」，製作

「羅光總主教」簡介摺頁，製作「我們的老校

長－羅光總主教」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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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八日－四月 校史室於中央公佈欄展出「我們的老校長－羅

光總主教」海報展。 

三月九日 圖書館召開九十二學年度第十一次圖書館主

管會報。 

三月十日 招生中心派員參加於滬江高中舉辦之「升學博

覽會」活動。 

 教務處召開網路與遠距教學委員會第二十一

次會議。 

三月十日－六月二日 學生輔導中心舉辦第二學期成長團體及工作

坊。 

三月十一日 上海體育學院戴建副院長率團蒞校參訪。 

三月十二日 第一次校務工作會議。 

 推廣部城區分部接受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

辦理九十二年度兒童福利戊類主管人員研習 B
班結業典禮。 

三月十五日 華南師範大學楊文軒教授暨訪問團蒞校參訪。 

 政大圖資所碩士班錢中媛同學為研究「我國大

學校史館（室）之行政隸屬與功能之研究」參

訪校史室。 

三月十六日 圖書館召開九十二學年度第十二次圖書館主

管會報。 

三月十七日 公關室召開各行政單位校友聯繫業務會議。 

三月十八日 招生委員會召開九十三學年度第五次招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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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議。 

三月十八日－廿一日 校牧田默迪神父應邀赴泰國曼谷參加 ACUCA
會議。 

三月廿二日 本校女子籃球代表隊參加「九十二學年度大專

女子籃球聯賽」，榮獲女甲第四名。 

三月廿三日 招生中心召開「大學甄選入學成績核計系統登

錄說明會」。 

 圖書館召開九十二學年度第五次館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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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廿四日 學生輔導中心邀請謝佳勳小姐於野聲樓一樓

谷欣廳講演心理衛生講座（四）「在旅行中拓

展心靈的地圖」。 

三月廿五日 澳洲國立雪梨大學 Mr. Jennifer Roseman 蒞校

參訪。 

 軍訓室辦理「九十三年義務役預備軍（士）官

考生選填官科及入營梯次作業說明會」。 

 北港高中八十六人蒞社會科學圖書館參訪；鄭

恒雄館長出席逢甲大學舉辦之「數位時代圖書

館的共建共享及發展策略會議」並擔任焦點座

談引言人。 

三月廿五日－四月廿三日 圖書館與醫學院合作，於社會科學圖書館二樓

入口展覽空間舉辦台灣地區撲瘧工作成果海

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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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廿六日 招生中心派員參加於金甌女中舉辦之「大學博

覽會」。 

 第二次校務工作會議。 

三月廿七日 香港校友會假廣州市小北路「花城賓館」與廣

州校友會聯合舉辦「羊城春茗聚餐」活動。 

三月廿九日－卅日 學生事務處僑外生輔導組於淨心堂舉辦「僑外

生嘉年華會」。 

三月卅日 學生事務處就業輔導組於焯炤館一樓演講廳

舉行「碩士班一、二年級班代表座談會」。 

 校史室賴玟忻小姐應聖約翰學院之邀為社團

幹部講演「檔案資料整理」。 

三月卅一日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於野聲樓舉辦「第二學

期宿舍輔導協調會」。 

 學生輔導中心邀請根源文化出版社負責人車

莎小姐於中美堂講演心理衛生演講（五）「找

到情緒管理的那一把鑰匙」。 

四月 校史室吳瑞珠主任奉黎建球校長指示研擬「輔

大人，輔大事」一、二、四集製作大綱及執行

錄製。 

四月一日 招生委員會召開九十三學年度第六次招生委

員會議。 

 人文科學圖書館增建工程安樑儀式。 

 人事室於野聲樓召開九十二學年度第二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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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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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類主管人員

研習班結業典禮。 

四月三日 雲林縣校友會假雲林縣虎尾鎮崇德國中舉辦

雲林縣校友會發起人會議，並推選雲林縣虎尾

鎮崇德國中校長黃蘭櫻校友為籌備會主任委

員。 

四月四日－六日 學生事務處僑外生輔導組輔導僑聯會及海峰

社舉辦「春之旅活動─阿里山及劍湖山」。 

四月七日 教務處召開網路與遠距教學委員會第二十二

次會議。 

四月八日 招生委員會召開九十三學年度第七次招生委

員會議。 

四月九日 第三次校務工作會議。 

四月十二日 人事室於野聲樓召開九十二學年度第一次教

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校史室吳瑞珠主任奉校長指示代理參加中國

天主教文化協進會理監事會暨天主教野聲文

化中心董事會。 

四月十三日 資訊中心召開「電腦與網路委員會」第三次會

議。 

四月十五日 招生委員會召開九十三學年度第八次招生委

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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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七日 美國北加州校友會假舊金山灣區華僑文化中

心舉辦美國北加州校友會 20 週年年會。 

四月十九日 教務處召開教學設計與互動評量推動委員會

第一次工作會議。 

四月廿日 招生中心派員至朝陽科技大學出席九十三學

年度技術校院二年聯合甄選說明會。 

 圖書館召開九十二學年度第六次館務會議。 

四月廿一日 學生輔導中心邀請胡茵夢小姐於焯炤館一樓

演講廳講演心理衛生演講（六）「鑽石途徑－

超個人心理學劃時代的先驅」。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於利瑪竇國際會

議廳舉辦「第二學期全校導師會議」。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於野聲樓舉辦「第二學

期餐廳（超市）督導委員會議」。 

四月廿一日－五月四日 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於宜眞宜善學苑交誼

廳舉辦「健康月系列活動」。 

四月廿二日 教育發展資金室經評選決定與台新銀行合作

發行本校認同卡，雙方簽訂合作同意書。 

 招生委員會召開九十三學年度第九次招生委

員會議。 

四月廿三日 圖書館鄭恒雄館長赴教育部出席大學圖書館

設立及營運基準第三次會議。 

 第四次校務工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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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於健康中心舉辦「Ｂ型

肝炎疫苗第三劑注射活動」。 

四月廿四日 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於焯炤館舉辦「CPR 搶

救生命活動及基本創傷救命術訓練活動」。 

四月廿六日 招生中心派員參加於崇光女中舉辦之「學群講

座」。 

 校史室提供東華大學圖書館讀者服務組林秉

利組長（77 年校友）校史館定位及各相關管理

辦法資料。 

 推廣部第一一○期進修課程開課。 

四月廿六－卅日 學生事務處就業輔導組於焯炤館一樓演講廳

舉行「就業輔導週－廠商說明會」。 

四月廿八日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於野聲樓舉辦「第

二學期學生社團事務委員會議」。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於利瑪竇國際會議廳

舉辦「第二學期日間部大學部班代表座談會」

。 

 學生事務處就業輔導組於中美堂舉行「就業輔

導週－企業徵才博覽會」。 

四月廿九日 總務處召開第二學期總務會議。 

 人事室於野聲樓召開九十二學年度第四次校

教評會（著作升等案）。 

 學生事務處於濟時樓九樓國際會議廳舉辦「第

行政單位【59】 

 

二學期學生事務會議」。 

五月 體育室舉辦「輔仁盃系際籃球賽」；組隊參加

「大專盃教職員保齡球錦標賽」榮獲男雙與女

雙各一面金牌。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於各系學會、社團

舉辦「五月選舉月」。 

五月一日－二日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於淨心堂、中美堂

、利瑪竇教室舉辦「九十三年全國校院績優學

生社團評鑑暨觀摩活動」。 

五月三日 教務處召開教學設計與互動評量推動委員會

第二次工作會議。 

五月五日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於野聲樓舉辦「第二學

期期中學生獎懲委員會」；於谷欣廳舉辦「心

理衛生專題演講」。 

五月五日－十一日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於校園舉辦「交通安全

宣導活動」。 

五月六日 第八次行政會議。 

 招生委員會召開九十三學年度第十次招生委

員會議。 

五月七日 招生委員會第六次企劃委員會議。 

 台北縣安康高中九十人蒞社會科學圖書館參

訪。 

五月八日 輔仁大學奧地利校友會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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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曙光女中 30 餘人蒞社會科學圖書館參訪

。 

五月十日 體育室舉辦「新生盃排球賽」。 

五月十一日 九十三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公布乙類系所錄

取名單。 

五月十二日 學生輔導中心邀請嚴霽虹小姐於野聲樓谷欣

廳講演心理衛生演講（七）「談認識自我」。 

五月十三日 招生委員會召開九十三學年度第十一次招生

委員會議。 

 宗輔中心舉辦歡送狄剛總主教彌撒。 

五月十四日 第五次校務工作會議。 

五月十五日 招生中心派員參加於復興高中舉辦之「大學博

覽會」。 

 雲林縣校友會於虎尾鎮崇德國中舉辦成立大

會籌備會議。 

 公關室於台北天廚菜館舉辦校系所友會會長

聯誼餐敘。 

五月十七日 招生中心派員至中正大學參加「2004 大學博覽

會第一次參展學校會議」。 

五月十七日－十九日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於淨心堂舉辦「學

生自治組織暨社團評鑑與觀摩」。 

五月十八日 圖書館召開九十二學年度第十三次圖書館主

管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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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九日 總務處召開第二學期校園規劃小組會議。 

 國際扶輪社團體研究交換 G. S. E. 團長 Wayne 
Kipp 一行五人蒞校參訪。 

 體育室舉辦「全校水上運動會」。 

五月廿日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於野聲樓舉辦「第二學

期餐廳衛生評鑑期末檢討會」。 

 「美國歸主籃球隊」蒞臨本校參訪，並與本校

男子籃球隊進行友誼賽。 

五月廿日－廿二日 體育室承辦九十二學年度「全國大專院校 C 級

教練與裁判講習會」。 

五月廿一日 校牧田默迪神父參加新任教廷督導鄭再發總

主教之佈達彌撒典禮。 

五月廿二日－廿三日 體育室假桃園青溪國中承辦「大專劍道錦標賽

」。 

五月廿四日 圖書館邀請影傳系董維琇老師演講「用影像說

故事－從腳本到成形」。 

五月廿五日 圖書館召開九十二學年度第七次館務會議。 

五月廿六日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於利瑪竇國際會

議廳舉辦「學生自治組織暨社團評鑑與觀摩頒

獎晚會」；衛生保健組於焯炤館演講廳舉辦「

傳染病防治專題演講」。 

 招生委員會召開九十三學年度第十二次招生

委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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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廿七日 教務處於野聲樓谷欣廳召開第二次教務會議。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於焯炤館一樓演

講廳舉辦「學生自治組織暨社團責人座談會」

。 

 推廣部校本部接受台北縣政府社會局委託辦

理九十二年度第三期兒童福利乙類保育人員

暨第二期兒童福利丙類保育人員研習班結業

典禮。 

五月廿七日－六月三日 學生輔導中心邀請根源文化出版社負責人車

莎小姐於聖言樓一樓歡喜齋舉辦教職員成長

團體「情緒管理的鑰匙」。 

五月廿八日 第六次校務工作會議。 

 香港聖公會諸勝中學龐得餘校長與老師蒞社

會科學圖書館參訪。 

 巴拉圭公使 Adela Jimenez de Perez 及巴拉圭大

學校長 Professing Julio martin Puertas 蒞校參訪

。 

五月廿九日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於焯炤館一樓演

講廳舉辦「新任各級會議學生代表研習會」。 

六月 校史室與博物館學研究所合作出版之《中國天

主教文物館導覽手冊》出版完成。 

六月二日 軍訓室辦理「役男及預備軍（士）官快樂從軍

去座談會」。 

六月三日 校牧田默迪神父應邀出席於谷欣廳舉辦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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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縣宗教藝術節研討會。 

 人事室於野聲樓召開九十二學年度第五次校

教評會（新聘、改聘案）。 

六月四日 教務處召開「新生入學考試成績分析與使用」

說明會。 

 招生委員會召開九十三學年度第十三次招生

委員會議。 

 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六月五日 馬來西亞校友會假吉隆坡葛蘭瑪蕊汎太平洋

酒店舉辦正式成立大會，會長由社會工作學系

1974 畢業校友張和風榮膺。 

六月七日 靜宜大學新任沈拉蒙校牧蒞校牧室參訪。 

 學生事務處僑外生輔導組於鴻金寶餐廳舉辦

「畢業僑生祝福感恩餐會」。 

 推廣部接受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委

託辦理九十三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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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料庫設計班始業典禮。 

六月九日 教育發展資金室於野聲樓第一會議室舉辦「劉

清章、羅不夫婦清寒獎學金」頒獎典禮。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於炤焯館舉辦「餐廳員

工在職教育訓練」。 

 教務處舉辦九十二學年度第二學期網路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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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期末成果發表會。 

六月十日 網路與遠距教學委員會於野聲樓召開「價值學

群構想書座談會」。 

六月十、十一、十四日 天主教史料研究中心與香港教區聖神研究中

心、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合辦「義和團與中

國基督宗教國際學術研討會」。 

六月十一日 校牧田默迪神父應邀擔任義和團與中國基督

宗教國際學術研討會之評論人。 

 圖書館與文學院共同舉辦「2004 年古籍學術研

討會」。 

 第七次校務工作會議。 

 學生事務處就業輔導組於中美堂舉行九十二

學年度畢業生祝福晚會－展翅。 

六月十三日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於中美堂舉辦「畢業典

禮」。 

六月十四日 教務處召開教學設計與互動評量推動委員會

第三次全體委員會議。 

六月十四日－廿四日 校牧室組員劉佩容率學生參加華人大學校牧

協會舉辦之成都─重慶基督教大學尋根團。 

六月十五日 推廣部九十三學年度第一次課程審查小組會

議。 

六月十六日 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於焯炤館舉辦「CPR 搶

救生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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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七日 人事室於野聲樓召開第二次教師申訴評議委

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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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二學年度第二學期

公教人員外國語文進修班結業。 

六月十七日－十九日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於救國團復興鄉

青年活動中心舉辦「學生領袖研習營」。 

六月十八日 招生委員會召開九十三學年度第十四次招生

委員會議。 

六月十九日 校牧田默迪神父應邀參加兒童與家庭學系舉

辦的講習會，並發表論文。 

 雲林縣校友會假雲林縣崇德國中三樓會議室

舉辦雲林縣校友會成立大會第二次籌備會議。 

六月廿三日 總務處召開校園景觀整體規劃第一次公聽會。 

 宏都拉斯財政次長並兼任中美洲科技大學副

校長鍾威廉先生（William Chong）蒞校參訪。 

六月廿四日 恆毅中學師生 42 人蒞社會科學圖書館參訪。 

 人事室於利瑪竇大樓一樓演講廳舉行第二次

全校職員綜合座談會。 

六月廿五日 第八次校務工作會議。 

六月廿六日－七月五日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率團赴新加坡南

洋理工大學參加「第一屆亞太大專華語辯論公

開賽」，並榮獲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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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廿九日 西安市西北政法學院九位教授蒞社會科學圖

書館參訪。 

 校牧田默迪神父應邀參加於東海大學舉行之

華人大學校牧協會之年度會議。 

 人事室於野聲樓召開九十二學年度第三次人

評會。 

六月卅日 圖書館召開九十二學年度第十四次圖書館主

管會報。 

七月一日－三日 推廣部辦理小小國際金融家數學體驗營。 

七月五日 推廣部第一一一期進修課程開課。 

七月七日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於野聲樓舉辦「第二學

期期末學生獎懲委員會」。 

七月八日 招生委員會召開九十三學年度第十五次招生

委員會議。 

七月九日 第九次校務工作會議。 

七月十一日－十九日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率團赴大陸福建

參加「第三屆兩岸大學生辯論賽」並榮獲殿軍

。 

七月十六日 推廣部校本部接受台北縣政府社會局委託辦

理九十二年度第四期兒童福利乙類保育人員

研習班結業典禮。 

七月廿三日 第十次校務工作會議。 

七月廿四日 雲林縣校友會假雲林縣崇德國中舉辦第一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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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會員大會及第一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

會，由黃蘭櫻校友榮任理事長。 

七月廿四－廿五日 「2004 全國大學校院博覽會」假台北世貿中心

二館、台中世貿中心、高雄工商展覽中心三區

同時舉行，本校全程參與。 

七月廿六日 校牧田默迪神父應邀參加天主教文物展會議。 

七月廿七日 圖書館召開九十二學年度第二次圖書館業務

座談會。 

 吉里巴斯共和國基督教會納貝塔利總監及天

主教彌亞主教蒞校參訪。 

七月廿九日 輔大南德校友會假德國慕尼黑正式成立，呂雪

鑾校友為分會聯絡人。 

七月廿九日－八月一日 美國「輔仁大學基金會」假美國羅耀拉大學舉

辦退省會。 



 

 

 
 
 
 

伍、教學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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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人教育課程中心 
 
九十二年  

八月－九十三年七月卅一日 林桶法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關鍵

年代的蔣介石（1949 年）」；侯永琪老師獲本

校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美國耶穌會大學的發展

與未來」，獲淡江大學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我

國大學工學學門學術聲譽排名研究」。 

八月一日 課程召集人異動：歷史與文化課程由歷史系雷

俊玲主任接任；社會科學通識課程由社會科學

院李阿乙院長接任；共同外語科主任由侯永琪

老師接任。人生哲學課程魏思齊神父通過教育

部審定升等為副教授；專任講師許詩莉修女留

職停薪。 

九月－九十三年七月 持續執行教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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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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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 人生哲學課程出版「人生哲學論集第六冊—藝

術與人生」。 

九月一日 大學入門課程委員會委託校史室編製校園導

覽單〈活水〉出版。 

九月十七日 國文課程委員會於文開樓 2A 及 4A 舉辦僑生

【70】全人教育課程中心 

國文能力分班測驗。 

九月廿四日 卓平郎老師獲頒私立教育事業協會資深優良

教師「大智獎」；大學入門課程於野聲樓召開

教學資源說明會。 

九月卅日 共同外語科第一次科務會議修訂「共同外語科

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 

十月一日 專業倫理課程委員會於羅耀拉大樓舉辦第一

學期課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十月廿三日 歷史與文化課程召開課程委員會審查第二學

期課程。 

十月廿七日 社會科學通識課程召開課程委員會審查第二

學期課程。 

十月廿八日 專業倫理課程委員會第一學期教師研習會第

一次會議，邀請體育學系王金蓮副教授與校史

室吳瑞珠主任於羅耀拉大樓 201 會議室講演

「九十一學年度體育學系專業倫理合作教學

實施心得與成果分享」。 

十月廿九日 國文課程委員會於文華樓舉辦第一學期國文

課程教師評審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十月卅日 通識教育人文藝術課程委員會於文學院研究

所大樓二樓文學院會議室，舉辦第一學期通識

教育人文藝術課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十一月 貝慕敦老師、林桶法老師榮獲本校「教師教學

績優獎勵」；林桶法老師出版《戰後中國的變

局－以國民黨為中心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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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三日 通識教育人文藝術課程「中國藝術欣賞」洪進

丁老師師生一行 75 人參訪故宮博物院。 

十一月四日 共同外語科邀請中華民國國際演講協會於焯

炤館演講廳舉行英語演講研討會。 

十一月七日 人生哲學課程「提昇大學基礎教育計畫」邀請

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所長朱建民教授，於文研

樓二樓會議室講演「倫理學講座－當代應用倫

理學的興起與發展」。 

十一月十日 通識教育人文藝術課程委員會於文學院研究

所大樓二樓文學院會議室，舉辦第一學期通識

教育人文藝術課程教師評審委員會第一次會

議。 

十一月十二日 召開第一次教評會會議，修訂本中心「教師評

審委員會設置辦法」、「輔仁學術獎推薦暨評審

辦法」、「教師教學績優獎勵推薦暨評審辦法」

。 

十一月十九日 第一學期中心會議。 

十一月廿日 高人龍主任代表本校應邀參加通識教育學會

及大葉大學合辦之「第十一屆全國通識教育教

師研習會」。 

十一月廿一日 舉辦大學講座，邀請教育部黃榮村部長於利瑪

竇國際會議廳講演「我的大學生涯」。 

十一月廿五日 專業倫理課程委員會第一學期教師研習會第

二次會議，邀請音樂系王敏蕙副教授於羅耀拉

大樓 301 會議室講演「音樂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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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廿六日 自然與科技通識課程於文開樓 4A 教室舉辦「

如何成為生物科技高貴族研討會」；共同外語

科協辦九十二學年度輔仁大學英語演講比賽。 

十二月 林桶法老師應邀至中華軍事史學會發表〈蔣中

正與遼瀋戰役〉；侯永琪老師應邀參加「第二

屆北商學術論壇」發表〈英式全人教育在美國

大學實施失敗之探討與對我國的啟示—以淡

江大學「蘭陽校園」為例〉，並出席「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Distance Education」發表〝

American Jesuit Higher Education and Distance 
Learning〞，參加「2003 年教育政策與行政學

術團體聯合年會」發表〈多元大學的演進與重

整之初探〉。 

十二月一日 假本校谷欣廳舉辦第一學期教師座談會，邀請

台灣大學心理學系黃光國教授講演「從科學、

哲學談教改問題」。 

十二月四日 葉榮福老師及蘇興華老師獲頒行政院「九十二

年度私立學校服務獎章」。 

十二月六日 通識教育人文藝術課程「中國藝術欣賞」洪進

丁老師師生一行 77 人參訪台北市立美術館。 

十二月十二日 專業倫理課程委員會於羅耀拉大樓，舉辦九十

二學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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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十五日 林桶法老師、貝慕敦老師榮獲本校「教師教學

績優獎勵」。 

十二月廿六日 專業倫理課程委員會於文開樓舉辦第三屆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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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倫理個案分析競賽。 

十二月廿九日－九十三年一月九日  

第一學期專業倫理課程與通識教育人文藝術

課程教學評鑑。 

九十三年  

二月 吳娟老師應邀至國立政治大學創新與創造力

研究中心發表〈合作學習模式與網路輔助教學

之應用〉。 

二月一日－六月三十日 人生哲學課程獲本校補助專題計畫「全人中心

『人生哲學』與『輔大基本哲學學習網』共構

新的網站教學平台」。 

二月一日 課程召集人異動：大學入門課程由哲學系傅玲

玲老師接任，人生哲學課程由哲學系潘小慧主

任接任，國文課程由李添富主任接任；國文課

程周志煌老師升等副教授，梁淑媛老師升等助

理教授，歷史與文化課程衣若蘭老師及鄭政誠

老師升等助理教授，社會科學通識課程李政達

老師及馬振坤老師升等副教授。 

二月廿六日 通識教育人文藝術課程委員會於文學院研究

所大樓，舉辦第二學期通識教育人文藝術課程

教師評審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三月 魏思齊老師應邀至本校華裔學志漢學研究中

心專題演講〈中國與人類文化思想家－梁漱溟

的文化觀〉。 

三月六日 專業倫理課程委員會於羅耀拉大樓舉辦專業

【74】全人教育課程中心 

倫理課程研討會－「專業倫理個案教學法」，

並邀請中央大學葉保強教授講演「專業倫理個

案教學法的觀察與反思：以商業倫理教學為例

」。 

四月 侯永琪老師應邀參加由淡江大學主辦之「二十

一世紀高等教育的挑戰與回應研討會」，發表

〈我國大學學術聲譽與學門排名研究實施之

比較：資料蒐集之檢討與反省〉。 

四月一日 第二學期中心會議，修訂「輔仁大學全人教育

各課程委員會及共同外語科設置辦法」。 

四月七日 人生哲學課程「提昇大學基礎教育計畫」，邀

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詹志禹教授於文研樓講

演「教育心理學講座－從教學心理學與課程的

觀點談大學中的全人教育」。 

四月九日 自然與科技通識課程邀請洪國超先生於聖言

樓講演「產業分析與創業評估」。 

四月十六日 社會科學通識課程吳素倩老師獲行政院僑務

委員會補助九十三學年度第一學期通識課程

「海外華人社會的研究」。 

四月廿二日 通識教育人文藝術課程委員會於文學院研究

所，舉辦第二學期通識教育人文藝術課程教師

評審委員會第二次會議；社會科學通識課程召

開課程委員會審查九十三學年度第一學期課

程。 

四月廿九日 歷史與文化課程召開課程委員會審查九十三

學年度第一學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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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卅日 高人龍主任及林桶法老師代表本校至高雄第

一科技大學參加第十二屆全國通識教育教師

研習會「全球化時代的大學通識教育－問題與

對策」；國文課程委員會於文華樓舉辦第二學

期國文課程委員會及教師評審委員會第一次

會議。 

五月 卓平郎老師、侯永琪老師、尹美琪老師、林清

山老師獲本校「教師及研究人員研究成果獎勵

」。 

五月五日 人生哲學課程「提昇大學基礎教育計畫」於文

研樓舉辦「人生哲學課程教學研討會」。 

五月十日 專業倫理課程委員會於羅耀拉大樓，舉辦九十

二學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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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十五日 專業倫理課程委員會於文開樓舉辦第四屆專

業倫理個案分析競賽。 

五月廿四日－六月四日 第二學期專業倫理課程、國文課程與通識教育

人文藝術課程教學評鑑。 

五月廿五日 通識教育人文藝術課程委員會於耕莘樓舉辦

第二學期通識教育人文藝術課程委員會第一

次會議。 

五月廿六日 Toastmaster 國際演講協會輔大分會於全人教

育課程中心共同外語科濟時語言中心舉行成

立大會。 

六月 林桶法老師應邀至本校天主教史料研究中心

發表〈山東巡撫李秉衡對拳教意見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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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永琪老師應邀參加「第十屆課程與課程論壇

」，發表〈由課程統整探討「英語授課」在社

會科學通識課程之應用—以輔仁大學全人教

育課程中心社會通識「美國高等教育」之課程

為例〉、出席「第二屆國立政大教育學術論壇

另類與創新—台灣本土教育經驗再出發」，發

表〈二十一世紀大學經營理念與政策之探討—

以淡江大學為例〉。 

六月一日 歷史與文化課程召開期末全體教師會議。 

六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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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人參訪故宮博物院。 

六月八日 專業倫理課程委員會於耕莘樓舉辦第二學期

專業倫理課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六月九日 大學入門課程委員會於濟時樓舉行「課程發展

及改進會議」，並邀請洪子豪老師進行「生涯

規劃」的專題演講與教學觀摩。 

六月十二日 國文課程委員會於文開樓舉辦國文課程期末

教學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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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學院 
 

九十二年  

八月  中國文學系李添富老師擔任辯論隊及演講比

賽指導老師；顧正萍老師應邀參加「黎青」與

廿世紀華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香港大學中

文系舉辦），論文題目為〈中元的構圖敘事結

構析論〉。 

 歷史學系王芝芝老師擔任九十二學年度國立

編譯館高中及國中歷史科教科書編審委員；邵

台新老師擔任中國歷史學會理事、中國上古秦

漢學會理事；戴晉新老師擔任中國歷史學會常

務理事及該學會出版之《史學集刊》編委會召

集人、中國上古秦漢學會理事長；休假研究一

年並執行教育部顧問室研究計畫「人文社會科

學教育改進計畫—『藏文經典研讀會』」（至九

十二年十二月卅一日）；林立樹老師應邀至東

南獅子會演講；周雪舫老師擔任「西洋經典著

作研讀會—新編劍橋世界近代史」主持人；克

思明老師擔任中國大陸研究學會理事、中華歐

亞基金會顧問、擔任全人教育課程中心社會科

學課程委員會委員；陳君愷老師於「東亞自由

化、民主化與區域和平國際圓桌討論會」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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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後收錄於《東亞自由化、民主化與區域和

平：中國民運民主台灣之旅紀實》一書、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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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園詩刊雜誌社社務委員及中國詩歌藝術

學會會員；楊瑞松老師擔任《輔仁歷史學報》

第 15 期執行編輯，及於新竹國小外語師資培

訓班演講「台灣歷史文化簡介」；張省卿老師

出版專門著作 Natur und Landschaft：Der 
Einfluss von Athanasius Kirchers  China 
illustrate auf die europaische Kunst；；雷俊

玲老師執行教育部顧問室研究計畫「人文社會

科學教育改進計畫—『新編劍橋世界近代史研

讀會』」（至九十二年十二月卅一日）；陳君愷

老師執行國立台中圖書館計畫：「台灣總督府

檔案收錄之古契約文書建檔及標校計畫」（至

九十三十月卅一日）。陳君愷老師執行國科會

計畫：「開展思想與歷史的縱深，結合校園、

醫院、與社區的醫學人文教學研究計畫－建立

新時代醫學教育所需要的醫學史教育」（至九

十三年七月卅一日）。陳君愷老師擔任衛生署

國民健康局計畫：「衛生所之歷史回顧與網路

資料庫的建立」協同主持人（至九十四年十二

月卅一日）。擔任衛生署計畫：「原住民醫療政

策發展史：一個原住民醫護人員觀點的研究」

協同主持人（至九十三年十二月卅一日）。陳

君愷老師擔任教育部顧問室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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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子計畫共同召集人（至九十五年十二月卅

一日）。 

 圖書資訊學系曾元顯老師應邀參加「The 26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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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ACM SIGIR Conference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Information 
Retrieval」，並發表〝Document-Self Expansion 
for Text Categorization〞。 

 廣告傳播學系謝明順老師於台北市建築公會

進行專題演講「攝影的反思」。 

 影像傳播學系趙庭輝老師獲財團法人張思恆

文教基金會補助研究計劃「台灣電視中的大陸

歷史劇：美學、敘事與陽剛特質」；林維國老

師參加「2003 Annual Convention of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AEJMC)」發表〝Enhancing 
inoculation strategy in the spiral of silence：

Public opinion changes on Taiwan’s political 
future with the PRC〞。新聘陳春富老師、洪貞

玲老師為本系專任老師。 

 體育學系陳太正老師應邀擔任國際大學運動

總會會員大會及執行委員會委員；劉麗雲老師

於《鞋技通訊雜誌社》發表〈網際網路對於行

銷運動商品所扮演的角色〉；楊漢琛老師出席

「The 2003 Daegu Universidad Conference」發

表"A Survey of Current Operation of Collegiate 
Athletic Teams in Taiwan"與"Analytical Report 
on Stress Management of Collegiate Sports Team 
in Taiwan"；葉志仙老師應邀分別擔任 2004 年

第二屆世界大學棒球錦標賽代表隊選拔委員

、九十二學年度大專院校棒球運動聯賽規劃暨

技術委員會委員、「中華民國棒球協會學生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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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教材編輯委員會」委員、運動教練協會理監

事及 2003 年第廿二屆亞洲棒球錦標賽選訓委

員；王金蓮老師以著作升等為副教授，出席「

The 2003 Daegu Universidad Conference」並發

表 "The Study on Achievement Motivation, 
Learning Attitude, Sport Attitude and Values on 
Physical Education Students"；劉俊業老師應緯

來體育台邀請擔任大專籃球聯賽與奧運籃球

美洲區資格賽講評。 

  哲學系潘小慧副教授升等為教授。 

 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舉辦 94 級碩士在職專

班迎新活動。 

 教育學程中心自九十二學年度起正式改隸於

文學院，並由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所長林思

伶副教授兼任主任。 

 媒體中心獲教育部整體補助購入多頻道錄影

隨選系統協助傳播系所師生豐富、準確的研究

素材，並支援行政需求可預約錄影與校內單位

相關的新聞或節目供行政記錄存檔需求。 

八月－十二月 體育學系楊志顯主任應邀擔任九十二年度運

動人口倍增計畫輔導委員。 

八月－九十三年三月 體育學系楊志顯主任獲衛生署國民健康局補

助專題研究計畫「新莊及泰山地區老人健康促

進及生產力開發推廣實驗計畫」。 

八月－九十三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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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漢琛老師應聘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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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本校九十二學年度中等教育學程教育實習

指導教師。 

八月－九十三年七月 中國文學系金周生老師獲本校補助學術研究

計畫「與天主教教義相關之楹聯研究」；廖棟

樑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知人論世

：論蔣驥《山帶閣注楚辭》」；許華峰老師獲國

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陳大猷《書集傳》與

董鼎《書傳輯錄纂註》的比較研究」；鍾宗憲

老師獲教育部人文藝術網文學組補助「人與自

然」文案計畫；胡正之老師獲補助教育部人文

藝術網補助「人與自我」計畫；李添富老師擔

任中國經學研究會常務理事兼秘書長、中國聲

韻學學會理事、中國訓詁學會常務理事；包根

弟老師擔任中國聲韻學學會監事；王初慶老師

擔任中國聲韻學學會監事、中國經學研究會常

務理事、中國訓詁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文字學

會理事長；黃湘陽老師擔任復旦大學校友會理

事、復旦中學董事會理事、輔仁大學台北市校

友會理事、天主教文化協進會理事；王金凌老

師擔任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理事；金周生老師

擔任中國聲韻學學會理事、中國文字學學會理

事；齊曉楓老師擔任戲曲與文學推廣協會理事

；曾文樑老師擔任救國團新竹市北區團委會諮

詢委員、新竹市青溪協會理事、新竹市民富社

區發展協會名譽理事長、新竹市民富社區學院

名譽執行長、新竹市北區後備軍人輔導中心主

任。 

 哲學系丁原植教授獲國科會補助研究計畫「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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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哲學思想探究」；徐學庸助理教授獲國科會

補助研究計畫「柏拉圖《政治家篇》之研究」

；丁福寧教授獲研究發展處補助研究計劃「語

言與形上學的可能」；潘小慧教授獲研究發展

處補助研究計劃「多瑪斯的『勇德』與『節德

』思想研究」；張雪珠副教授獲研究發展處補

助研究計畫「從 1771 至 1781 年間康德倫理學

的發展」。 

 圖書資訊學系所林麗娟老師獲國科會科教處

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資訊科技應用與創意教學

（II）」；與「問題導向學習與學生線上支援需

求分析」；曾元顯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

計畫「少量訓練文件之自動分類研究」；陳舜

德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架構於專

有名詞訓練語料庫之機器音譯模型」。 

 新聞傳播學系關紹箕老師休假研究一年；張惠

蓉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虛擬社群

之人際關係：網路分析方法的研究」。 

 廣告傳播學系張郁敏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

研究計畫，題目「綜效在 wearin 與 wearout 之

效應探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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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學系楊志顯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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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國民體育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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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譯，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我國

全國性單項運動協會人力資源管理運作現況

與未來需求之研究」；陳鴻雁老師獲國科會補

助專題研究計畫「民間機構參與運動中心營運

評估模式之研究」，應邀分別擔任中華民國九

十三年全民運動會運動競賽審查委員會委員

、國民體育季刊編輯委員會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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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田徑協會選拔委員

會委員、中華民國幼兒體育發展協會理事長、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第四屆技術與管

理委員會委員；張宏亮老師分別應邀擔任台北

大學休閒運動與管理系初審委員、中華體育季

刊編輯委員、中華民國體育學會副秘書長；王

金蓮老師應邀擔任大專籃球委員會競賽規程

委員。 

八月－九十三年十二月 廣告學系吳宜蓁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

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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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一日 中國文學系王令樾老師應弘明書院邀請，演講

「元遺山論詩絕句詮證」。 

八月五日 教育學程中心獲教育部補助九十二年度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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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十六日－九月一日 體育學系陳太正老師應邀代表中華民國大專

院校體育總會赴韓國大邱參加國際大學運動

總會會員大會及執行委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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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九日  文學院九十二學年度第一次院教評會。 

八月廿日－廿六日  體育學系楊志顯主任赴韓國大邱參加「2003 年

世界大學運動會學術研討會」發表"A study of 
student satisfaction toward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es"。 

八月廿二日 歷史學系邵台新老師於韓國漢城演講「秦漢史

研究的趨勢與發展」。 

八月廿九日－九月廿八日 歷史學系郭武雄老師應國立歷史博物館之邀

策劃「美麗之島－台灣古地圖與生活風貌展」

。 

九月 中國文學系李添富老師擔任台北市國語文競

賽評審委員；李添富老師獲頒私教協會大智獎

；包根弟老師獲頒總統中秋節教師慰問獎勵；

王令樾老師獲頒教育部資深優良教師獎勵及

輔仁大學資深教職員工服務獎勵；鍾宗憲老師

因「引導中國學術走向世界並處於領先的地位

頒 授 此 獎 」 獲 頒 華 盛 頓 獎 WASHINGTON 
AWARD，及「協助籌募經費對兩岸學術文化

交流作出特殊貢獻者頒授此獎」獲頒凱恩斯獎

KEYNES AWARD；許華峰教授獲邀擔任輔仁

大學國語演講比賽評審；金周生老師應邀參加

「第二屆中華科學傳統與 21 世紀學術研討會

」發表〈異體字的研究與台灣《異體字字典》

的編纂〉；趙中偉老師應邀參加第二屆中華科

學傳統與 21 世紀學術研討會發表〈愛氣養精

，修道於身－《河上公章句》自然養生論剖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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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學系戴晉新老師擔任《政大歷史學報》編

輯委員及「高中歷史教科書教材大綱學術座談

會」特約討論人；郭武雄老師獲頒教育部廿五

年資深優良教師及輔仁大學廿五年資深教職

員工；莊尚武老師獲頒教育部三十年資深優良

教師及輔仁大學三十年資深教職員工；孔思曾

老師獲頒輔仁大學三十年資深教職員工；林立

樹老師獲頒教育部十年資深優良教師及輔仁

大學十年資深教職員工；張淑勤老師獲頒純智

文教基金會「學術長／短程研究計畫之獎助」

；周雪舫老師獲研究發展處教師及研究人員研

究成果獎勵；克思明老師獲輔仁大學文學院教

師教學績優獎；陳君愷老師獲輔仁學術研究獎

及擔任台灣社會改造協會（SEA）秘書長；張

省卿老師獲 DFG 學術研究出版獎；楊瑞松老

師論文〝From Chu Pang-liang to Yen Yuan：A 
Psycho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of Yen Yuan’s 
Violent Rebellion against Chu His〞，獲收錄於《

欲掩彌彰：中國歷史文化中的「私」與「情」

—私情篇》；邀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漢學系教

授 Prof. Bernhald Fuehrer 蒞系演講「中國古代

哲學在歐洲」。 

 圖書資訊學系曾元顯老師應邀參加第十五屆

計算機語言學研討會，並發表〈文件自我擴展

於自動分類之應用〉。 

 新聞傳播學系關紹箕老師出版《關關散文集》

一書。 

 廣告傳播學系謝明順老師於台灣省旅遊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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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專題演講「構圖與風格培養」。 

 體育學系楊志顯主任應邀擔任中華民國運動

教練協會教練科學期刊論文審查委員、擔任台

灣體育運動管理學會「運動行銷─健身俱樂部

營運管理國際研討會」論文審查委員；張宏亮

老師獲中華民國私立教育事業協會九十二年

度全國資深優良教師大勇獎；葉志仙老師應邀

擔任中華民國學生棒球運動聯盟監事；范武人

老師應邀擔任九十二年全國中正盃橄欖球錦

標賽暨第八屆亞洲青年盃錦標賽選拔委員。 

九月－十二月 影像傳播學系葉春華老師與「中華民國紙包裝

食品推廣協會」、「中華民國關懷生命協會」、「

台灣蝴蝶保育協會」、「廣清文教基金會」、「添

火文教基金會」合作，進行服務學習公益廣告

企劃與製作。 

九月－九十三年一月 哲學系潘小慧教授獲研究發展處補助「輔仁大

學網路與遠距教學網路課程授課計劃－「哲學

課群之『中西德行倫理學』課程網路輔助教學

」計劃。 

九月－九十三年六月 哲學系丁福寧教授獲研究發展處補助「西洋古

典暨中世紀文化學程」計劃。 

九月四日 華梵大學哲學系大陸學者參訪團參訪哲學系

，並以「士林哲學與中國哲學的對談」為主題

進行座談。 

九月五日－六日 廣告傳播學系吳宜蓁老師於交通大學參加「中

華傳播學會 2003 年會」發表論文〈當傳播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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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遇見行政實務—健康的傳播應用在台灣，談

2003 年無菸餐廳宣導計畫〉及〈兩岸公共關係

業之發展比較—一個初探性的研究〉。 

九月九日－十六日 體育學系楊志顯主任應邀赴瑞典斯德哥爾摩

擔任「第十一屆歐洲運動管理學會學術研討會

」主持人，並發表論文"Distributive justice in 
intercollegiate athletics: Perceptions of Taiwan 
coaches"。 

九月十七日  文學院第一學期第一次院務會議。 

 教育學程中心協同教育學程學會於利瑪竇國

際會議廳及文開樓舉辦「九十二學年度第一學

期教育學程期初研習暨新生共融活動」。 

九月廿一日－廿八日 體育學系范武人老師應邀擔任九十二年全國

中正盃橄欖球錦標賽暨第八屆亞青盃代表隊

選拔賽選拔委員。 

九月廿二日－十月一日 體育學系謝茂松老師帶隊參加第十屆亞洲划

船錦標賽。 

九月廿四日 歷史學系邵台新老師應金陵女中之邀進行「歷

史科教師座談」；陳君愷老師於「廿世紀台灣

民主發展—中華民國史專題第七屆討論會」發

表〈一條迂回曲折的台灣民主之路—試析百年

來台灣「民主文化」的行塑、轉折與再行塑〉

。 

  圖書資訊學系於利瑪竇大樓舉辦系週會。 

九月廿六日 歷史學系邵台新老師擔任「輔大第一屆漢學國

際研討會－『有關中國學術性的對話：以〈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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裔學志〉為例』」特約討論人；張省卿老師擔

任評論人。 

九月廿九日－十月六日 體育學系楊漢琛老師帶隊參加「2003 年天津國

際大學生龍舟邀請賽」及「2003 年中國江北水

城首屆國際龍舟邀請賽」。 

十月  中國文學系胡幼峰老師獲輔仁大學九十二學

年度教師教學績優獎勵。    

 歷史學系戴晉新老師於宜蘭佛光大學「第一屆

清史研討會」發表〈陳寅恪對清代史學的評論

及其相關問題〉論文，並擔任引言人、於北京

北京師範大學「二十世紀中國史學與中外史學

交流國際研討會」發表〈二十世紀中國史學通

史書寫結構取向的演變〉論文，並擔任主持人

、於天津南開大學演講「台灣史學五十年」於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演講「台灣史學五十年」；

林立樹老師專門著作《美國通史》（二版二刷

）再版，應邀至南門扶輪社、北區憲兵隊演講

；張淑勤老師擔任「歷史意識重要著作研讀會

」主持人；周雪舫老師專門著作《俄羅斯史—

謎樣的國度》；陳君愷老師擔任台灣史研究會

發起人兼籌備委員；張省卿老師於成功大學藝

術研究所演講「城市藝術史藝術中心的遞變」

。 

 圖書資訊學系曾元顯老師應邀至元智大學資

訊 工 程 學 系 講 演 「 Automatic Thesaurus 
Generation for Chinese Documents」。 

 體育學系楊志顯主任應邀擔任行政院體育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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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九十一年度委託研究成果發表會」與談

人及中華民國體育學會「體育時勢系列圓桌論

壇」引言人；張宏亮老師應邀赴台灣師範大學

演講「問卷調查法」；吳錦雲老師應邀擔任「

Ｃ級田徑裁判講習會」主講人，演講「田徑通

則」；楊漢琛老師出席「第二屆華人運動生理

與體適能學者學會年會」，發表〈運動介入策

略對社區民眾體適能之比較研究〉、〈體適能策

略介入對體重控制影響之探討〉、〈建立老年人

體適能檢測項目之初步研究〉、〈台僑民眾體適

能現況之研究─以澳洲昆士蘭省僑民為例〉及

〈家庭主婦體適能現況之探討─以台灣省台

北縣為例〉，應邀赴台北縣立鷺江國民中學演

講「運動與身體組成之相關」；范武人老師應

邀擔任九十二年全運會橄欖球裁判委員；劉俊

業老師帶隊參加台中縣葫蘆墩杯大專籃球菁

英賽獲第二名。 

十月  大眾傳播學研究所出版《傳播文化》第十期。 

十月－九十三年十二月 哲學系丁福寧教授獲國科會補助「台灣地區近

五十年來哲學學門—中世紀哲學研究成果報

告」計劃。 

十月三日－四日 影像傳播學系趙庭輝老師參加「數位創世紀：

網路科技與青少兒 e 化趨勢研討會」，並擔任

評論人。 

十月六月 教育學程中心獲教育部補助九十二年度「九年

一貫課程與教學深耕計畫－大學與國民中小

學攜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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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七日  文學院臨時院教評會。 

十月八日  教育學程中心獲教育部補助九十二年度發展

卓越師資培育充實教學設施計畫。 

十月八日－九日 體育學系於百鍊展演中心舉辦舞蹈發表會「

Focus」。 

十月十三日 士林哲學研究中心舉辦為期十週的第一屆「士

林哲學教學講習會」。 

十月十三日－十八日 中國文學系孫永忠老師應邀至壢新醫院專題

指導，教授公文寫作。 

十月十五日  文學院第一學期臨時院務會議。 

 哲學系系週會邀請醒吾技術學院袁保新校長

，分享學習哲學的經驗及對日後工作的幫助與

應用。 

十月十六日 教育學程中心舉辦九十二年度教育學程自我

評鑑，邀請台灣大學教育學程中心劉淑蓉教授

、淡江大學教育科技學系高薰芳教授及本校管

理學院院長楊銘賢教授擔任評鑑委員。 

十月十八日 新聞傳播學系陳順孝老師應邀至高雄醫學大

學演講「校園媒體的企劃與實踐」。 

十月十八－十九日  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舉辦「質性研究寫作」

、「問卷設計與實施方式」專題講座。 

十月十八日－廿三日 體育學系陳鴻雁老師應邀擔任中華民國九十

二年全國運動會運動競賽審查委員會委員，吳

福明老師、吳錦雲老師及王金蓮老師帶隊指導

本系學生擔任場地服務工作；曾慶裕老師應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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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全國運動會台北縣男

子組棒球代表隊教練；范武人老師應邀擔任中

華民國九十二年全國運動會橄欖球項裁判人

員；謝茂松老師應邀擔任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全

國運動會台北縣子女組划船隊教練。 

十月十九日 歷史學系陳君愷老師於高雄「台灣醫療史料文

物中心學生團隊導覽培訓營」演講「探索臺灣

醫療史的視野與方法」。 

十月廿日－廿四日  影像傳播學系於文友樓舉行「118 影展」。 

十月廿一日  體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於積健樓舉行第一學

期第一次「研究生學術發表會」。 

十月廿四日 歷史學系陳君愷老師於「第三屆總督府文書講

習會」發表〈檔案應用與研究課題（2）—醫

療史如何使用台灣總督府檔案從事台灣醫療

史研究〉。 

十月廿四日－廿七日  體育學系楊漢琛老師赴澳門參加「第二屆華人

運動生理與體適能學者學會」，發表論文〈運

動介入策略對社區民眾體適能之比較研究〉。 

十月廿五日－十一月二日 廣告傳播學系謝明順老師於台北爵士藝廊舉

辦「像雕」攝影個展。 

十月廿八日 新聞傳播學系陳順孝老師應邀至政治大學新

聞系演講「新聞標題寫作理論與實務」。 

十月卅日 中國文學系舉辦「第七屆紀念傅試中老師詩詞

吟唱比賽」，並由胡幼峰老師及孫永忠老師擔

任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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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卅一日－十一月一日  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參訪台南一中、高雄鳳

新高中、高雄文藻學院、台中育仁小學、台中

曉明女中。 

十一月  歷史學系林立樹老師參加台北國父紀念館「第

六屆孫中山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發表〈

現代社會倫理探討：己群關係〉論文，會後文

章收錄於《第六屆孫中山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

會論文集》及於全校導師會議演講「兩性關係

知多少」；張淑勤老師於 EurAmerican 發表論文

〝The Catholic Response to Enlightenment and 
Modernity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該文並獲得「輔仁大學研究發展處

期刊論文發表及專利補助」，及擔任「西洋經

典著作研讀會—新編劍橋世界近代史」文章發

表人；周雪舫老師擔任「歷史意識重要著作研

讀會」文章發表人；高郁雅老師於本系進行「

史學研究所專題講座」。 

  新聞傳播學系關紹箕老師出版《後設語言概論

》。 

  廣告傳播學系吳宜蓁老師於台北參加「兩岸

SARS 危機管理：經驗、教訓、與比較研討會

」發表論文〈SARS 風暴的危機溝通與現階段

宣導策略檢視：台灣的例子〉；洪雅慧老師於

「張思恆文教基金會 2002 年學術研究獎論文

發表會」，發表〈台北市長候選人，你知道誰

在看你的網站嗎？—以 2002 年馬英九與李應

元之對決為例〉；謝明順老師於銘傳大學攝影

社進行專題演講「黑白攝影」、於台中師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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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進行專題演講「攝影的反思」及於中華攝影

教育學會進行專題演講「相雕」；陳尚永老師

於廣之鄉食品公司進行專題演講「行銷與 IMC
」及擔任財團法人罕見疾病基金會之「第一屆

罕見疾病基金會獎助學金」審查委員； 

  參加 L’OREAL 舉辦之行銷獎競賽。 

 體育學系吳福明老師參與「2003 年台灣運動生

物力學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排球攔

網起跳前預備動作與攔網技術優劣之初探〉；

張宏亮老師辦理「學校體育與社會體育如何連

結座談會」；楊漢琛老師出席「2003 年臺灣體

育運動與健康休閒發展趨勢研討會」發表〈我

國大專體育院校重點運動發展考量因素之研

究〉及應邀赴台北縣立鷺江國民中學演講「認

識體適能的意義與種類」；曾慶裕老師參與「

2003 年台灣體育運動與健康休閒發展趨勢研

討會」發表〈優秀青棒代表隊團隊凝聚力之研

究〉；葉志仙老師應邀擔任「學校體育與社會

體育如何連結」座談會引言人；劉俊業老師於

「2003 年台灣運動生物力學年會暨國際學術

研討會」發表〈籃球跳投不同時機出手之得分

表現分析〉與〈籃球跳投不同時機出手之動作

分析〉。 

十一月－九十三年二月  體育學系楊志顯主任應邀擔任大學入學考試

中心九十三學年度術科考試體育組執行委員。 

十一月一日－二日   中國文學系廖棟樑老師應邀參加「2003 年東亞

漢學國際會議」發表論文〈論屈原「發憤以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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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說及其歷史發展〉，鍾宗憲老師應邀發表

論文〈論中國神話的研究方法〉。 

十一月三日－八日  體育學系陳鴻雁老師應邀擔任 2003 年第廿二

屆亞洲棒球錦標賽中華成棒隊會議代表，葉志

仙老師應邀擔任選訓委員。 

十一月三日－十四日  哲學系之「羅光講座」邀請加拿大到道明神哲

學院 Dewan 教授講授「亞奎那知識論」課程。 

十一月六日   中國文學系廖棟樑老師應邀參加「文學傳播與

接受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建構與定型

—論儒家文化視野中屈原研究的詮釋策略〉。 

十一月十一日  文學院第二次院教評會。 

十一月十二日  文學院第一學期第二次院務會議。 

十一月十七日  教育學程中心辦理教育部九十二年度大學校

院教育學程評鑑作業。 

十一月十八日  中國文學系鍾宗憲老師應台北市立師範學院

語教系所邀請演講「尋找民間文學的樂趣」。 

  體育學系於積健樓舉行第一學期第二次「研究

生學術發表會」。 

十一月十九日  哲學系與士林哲學研究中心共同邀請沈清松

教授發表演講「今後士林哲學研究的方向」。 

  教育學程中心舉辦九十二年度中等學校地方

教育輔導活動，主題為「九年一貫課程評鑑實

務研習工作坊」，邀請淡江大學教育學院陳伯

璋院長及台北縣政府陳浙雲督學演講。 

十一月廿一日  歷史學系邀請中國社科院近史所研究員、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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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歷史學系客座教授王世平先生至本系演

講「有關明史研究的幾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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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廿四日  哲學系與越南河內大學哲學系簽訂學術交流

協議。 

十一月廿五日  歷史學系邀請陝西歷史博物館研究員、中正大

學歷史系客座教授張德信先生演講「秦漢隋唐

的騎兵和馬」。 

  體育學系曾慶裕老師、吳錦雲老師、王金蓮老

師與劉俊業老師應邀參加「運動訓練中心組織

運作與運動員選訓策略國際研討會」。 

十一月廿七日  影像傳播學系趙庭輝老師至經濟部工業技術

研究院能源與資源研究所擔任再生能源教學

實驗教材動畫短片評審。 

十一月廿九日  哲學系舉辦「慶祝哲學系在台建系四十週年暨

第一屆輔仁大學哲學系建系理論與實務學術

研討會」。 

 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於羅耀拉大樓舉辦「質

性研究寫作」、「問卷設計與實施方式」專題講

座：邀請丁興祥教授及蘇志雄教授擔任講座教

授並進行實作。 

十一月廿九日－卅日  中國文學系王初慶老師應邀參加「第三屆中國

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由「正名

」論解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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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學系學生參加第廿九屆史學盃球類競賽

榮獲男子壘球比賽冠軍及女子籃球比賽殿軍。 

十一月卅一日  歷史學系林立樹老師於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

系演講「人際關係之思辯」。 

十二月  中國文學系趙中偉老師應邀參加「第三屆先秦

兩漢學術國際研討會」發表論文〈道者，天下

萬事之本—《老子想爾注》形上思維研究〉。 

 歷史學系尹章義老師出版專門著作《台灣客家

史研究》；王芝芝老師擔任教育部公費留學考

試歷史科考試委員及擔任「閩南學術文化學術

研討會」特約討論人邵台新老師於《國際中國

學研究》發表〈廿世紀秦漢史研究的發展趨勢

〉；林立樹老師應邀至藝術學院演講陳君愷老

師擔任「口述歷史社區發展與醫學人文教改研

討會─培育新時代有機知識份子的醫學人文

課程設計」引言人。 

 哲學系鄔昆如、黎建球、潘小慧、張雪珠及尤

煌傑等五位老師共同出版《哲學入門》；丁福

寧教授出版《類比與家族類似性》；潘小慧教

授獲頒「輔仁學術獎」；蘇昌美副教授獲頒「

輔仁教學績優獎」。 

 圖書資訊學系蘇諼老師應邀參加「2003 年海峽

兩岸大學出版社暨學術出版研討會」發表〈科

技與醫學出版的現況與相關問題〉，並。 

 廣告傳播學系陳尚永老師擔任桃園縣政府之

「第二屆桃園縣招商形象廣告拍攝製作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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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案」評審委員；出席廣電基金會舉辦之「新

聞廣告化現象之探討」座談會之與談人。 

 體育學系楊志顯主任於《國民體育季刊》發表

〈體育志工服務績效的評估〉；陳鴻雁老師應

邀擔任台灣體育運動管理學報論文審查委員

、推動學生水域運動計畫規劃委員；楊漢琛老

師於《嘉央體育健康休閒》發表〈多媒體教學

與運動心理之訓練〉，出席第五屆東北亞高體

育運動史學術研討會，發表〈兩岸龍舟競渡之

比較〉，應邀赴泰山鄉地方生活文化館演講「

老年人如何進行伸展操」；曾慶裕老師參與東

北亞體育史學會以及台灣運動教育學會，並分

別發表〈棒球與奧林匹克運動〉與〈台灣各縣

市青棒代表隊教練領導行為之研究〉；劉麗雲

老師於《國民體育季刊》發表〈從 e 世代消費

觀點談運動網路商店之經營〉。 

十二月一日－六日  體育學系范武人老師帶隊參加中華民國大專

院校橄欖球錦標賽。 

十二月二日  歷史學系林立樹老師應邀於景觀學系演講「現

代兩性關係新思維」。 

十二月三日  哲學系與士林哲學研究中心共同邀請武漢大

學鄧曉芒教授演講「全球倫理的可能性—金規

則的三種模式」。 

十二月四日  體育學系謝茂松老師獲頒行政院九十一年私

立學校服務獎章。 

十二月四日－六日  中國文學系李添富老師獲邀擔任全國國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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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評審。 

十二月六日  體育學系系友會於積健樓舉辦「系友聯誼活動

」。 

十二月六日－七日  中國文學系於谷欣廳舉辦「第三屆先秦兩漢學

術國際研討會－世變中的諸子學術」。 

 影像傳播學系趙庭輝老師參加「2003 年應用媒

體藝術理論與實務研討會」並擔任主持人兼評

論人。 

十二月七日  哲學系舉辦哲學系系友回娘家活動。 

 影像傳播學系舉辦「輔大校慶─歡迎系友回娘

家」。 

 體育學系於積健樓舉辦全國性「新世紀學校體

育發展研討會」。 

 教育學程中心協同教育學程學會於利瑪竇大

樓舉辦校友返校活動。 

十二月九日  歷史學系林立樹老師於銘傳大學演講「十九世

紀歐洲文化之變遷」。 

 體育學系於積健樓舉行第一學期第三次「研究

生學術發表會」。 

十二月十日  中國文學系邀請王友蘭教授演講「說唱藝術之

妙」；胡幼峰老師獲邀擔任台北市公私立中等

學校詩歌朗誦比賽評審委員。 

十二月十日－十六日  體育學系陳太正老師赴土耳其伊士麥（Izmir
）出席「國際大學運動總會」執行委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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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六日  大眾傳播學研究所九十三學年度碩士班甄試

筆試及書面資料審查。 

十二月十七日  中國文學系舉辦系週會暨成年禮活動。 

十二月十七日－三十一日  體育學系吳福明老師帶隊參加中華民國九十

二年度排球運動聯賽。 

十二月十九日  歷史學系林立樹老師於靜宜大學外交研究所

演講「美國文化研究之轉型」。 

十二月廿二－廿四日  影像傳播學系舉辦「聖誕週」活動。 

十二月廿二日－廿六日  體育學系葉志仙老師與曾慶裕老師帶隊參加

「2003 年協會盃全國成棒年度大賽」；潘孟宜

老師帶隊參加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高爾夫錦標

賽暨 2004 年世界大學高爾夫錦標賽代隊選拔

。 

十二月二十四日  大眾傳播學研究所九十三學年度碩士班甄試

口試。 

十二月廿七日  歷史學系張省卿老師擔任「西洋藝術史學術成

果發表會「圖像實際運作所反應的異文化接觸

問題」評論人。 

  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舉辦探索教育活動。 

十二月廿九日  教育學程中心國小教育學程寫字課學生在中

國文學系孫永忠教授指導下於文開樓舉辦為

期一週的書法展。 

十二月卅日  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舉辦第一學期教育系

列講座（二），主題為：「教育人力資源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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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三年 

一月  中國文學系鍾宗憲老師獲徐州師範大學頒發

文化交流白金獎；趙中偉老師獲邀擔任財團法

人中華民國易經學會指導委員會委員。 

 歷史學系碩士班學生陳榮吉榮獲「純智文教基

金會世界史研究生出國進修獎助金」。 

 哲學系鄔昆如、黎建球、潘小慧、張雪珠、尤

煌傑等五位老師出版《哲學概論》。  

 廣告傳播學系洪雅慧老師擔任文化大學廣告

傳播學系主辦之「廣告的科技整合－數位時代

底下的深化學習研討會」；謝明順老師於銘傳

大學攝影社進行專題演講：「夜拍技巧探討」、

於台北市攝影學會進行專題演講：「設計攝影

ｖ.ｓ攝影設計」及於銘傳大學攝影社進行專題

演講：「攝影是什麼？美是什麼？」；蕭富峰老

師於新竹科學園區進行專題演講：「非營利行

銷」、於台北電腦公會進行專題演講：「整合行

銷傳播」及郵局訓練中心進行專題演講：「行

銷報告」；洪雅慧老師於《廣告學研究》發表

〈點選政治網站，觀看政治廣告〉；與上奇廣

告公司舉辦「第一屆艾迪兒獎」，競賽主題為

：「國民現金卡」。 

 影像傳播學系葉春華老師參加「服務學習研討

會」發表服務學習推廣影片，及應邀至「菲律

賓 Trinity College」演講「服務學習在輔大」。 

 體育學系楊漢琛老師應邀赴台北縣立鷺江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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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中學演講「運動介入對體適能的影響」。 

一月－七月  體育學系楊志顯主任應邀分別擔任行政院體

育委員會九十三年度「運動人口倍增計畫」輔

導委員、教育部體育司《學校體育雙月刊》編

輯委員暨專題召集人。 

一月六日  新聞傳播學系陳順孝老師應邀至台灣師範大

學國文系演講「報導文學作為一種另類媒體」

。 

一月七日  文學院第一學期第三次院務會議。 

一月九日－十一日  哲學系與廣州中山大學文化研究所、澳門人文

科學學會共同於澳門舉辦「兩岸四地中青年哲

學家學術論壇」。 

一月十三日  文學院第三次院教評會。 

一月十四日   中國文學系舉辦「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教師學

術研討會」。 

一月廿九日  文學院九十二學年度臨時院教評會。 

一月卅日  新聞傳播學系陳順孝老師應邀至救國團南部

「大專菁英創意編輯研習營」演講「版面設計

的藝術與科學」。 

二月  歷史學系林立樹老師於政治作戰學校演講「人

際關係新思維」及應邀至新生扶輪社演講；克

思明老師擔任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學科能力測

驗台北五考區第二分區副主任及應邀至台北

市安和扶輪社演講「兩岸關係的歷史反思與展

望」。 

【102】文學院 
 

 哲學系徐學庸助理教授出版《靈魂的奧迪賽：

柏拉圖〈費多篇〉》。 

 圖書資訊學系毛慶禎老師應邀參加「政府跨平

台共通開放檔案格式規範研討會」發表〈政府

機關電子出版品及檔案格式的現況〉。 

 廣告傳播學系陳尚永老師於廣之鄉食品公司

進行專題演講「尋找顧客」。 

 體育學系楊志顯主任於《學校體育雙月刊》發

表〈遊戲非兒戲─正視兒童遊戲權利〉，並應

邀分別擔任九十三學年度中等以上學校運動

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甄審甄試委員、九十三

學年度大學入學考試體育組術科考試總監試

；張宏亮老師與潘孟宜老師應邀擔任大學入學

考試術科測驗委員；陳太正老師應邀出席 2004
年世界大學棒球錦標賽籌備會議；吳福明老師

於《大專體育學刊》發表〈2002 年男子世界排

球錦標賽自由球員接發球與防守表現之研究〉

；葉志仙老師以著作升等為教授。 

二月－六月  圖書資訊學系所鄭恒雄老師獲國家檔案局補

助專題研究計畫「各國國家檔案展覽活動之研

究」。 

 影像傳播學系葉春華老師與「天下雜誌」合作

企劃「數位創意與內容」。 

二月－十月  圖書資訊學系所林麗娟老師獲國家檔案局補

助專題研究計畫各國國家檔案展覽活動之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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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七月  歷史學系周雪舫老師執行研究發展處：「『俄羅

斯文化史』（歷史與文化）通識課程改進計畫

」。 

二月一日  哲學系由潘小慧教授代理主任。 

 教育學程中心正式更名為「師資培育中心」，

並由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林梅琴副教授接

任中心主任乙職。 

二月二日  新聞傳播學系陳順孝老師應邀至台灣新聞記

者協會與傳聯會合辦的「2004 新聞最前線」演

講「版面設計的藝術與科學」。 

二月十四日－十五日  師資培育中心邀請基隆市成功國小劉汶琪及

蕭斯文老師、台北縣秀朗國小余秀琴及連瑞琦

老師於文開樓舉辦國小教育學程自然營研習

活動。 

二月十六日－廿一日  哲學系潘小慧主任與陳福濱教授赴越南進行

演講及參訪活動。 

二月十七日  媒體中心為「新莊市與泰山鄉人文介紹」製作

改版。 

二月十八日－四月廿日  體育學系謝茂松老師擔任「2004 年雅典奧運資

格賽培訓營」教練。 

二月十九日－廿二日  體育學系楊志顯主任、張宏亮老師及潘孟宜老

師應邀擔任大學入學考試中心九十三學年度

術科考試體育組監試工作。 

二月廿三日－廿九日  體育學系范武人老師帶隊參加「九十三年台灣

區第五十八屆橄欖球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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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廿五日  文學院第二學期第一次院務會議。 

二月二十六日  大眾傳播學研究所舉行「第十四屆研究生論文

發表會」。 

二月廿七日  新聞傳播學系林麗雲老師應邀至中央大學通

識中心演講「台灣媒體的批判與改造」。 

二月廿七日－三月四日  體育學系葉志仙老師與曾慶裕老師帶隊參加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梅花旗大學棒球錦標賽」

並獲冠軍。 

二月廿八日  歷史學系莊尚武老師於「台元藝文基金會」演

講「228 屠殺時的世界歷史」。 

三月  中國文學系許朝陽老師應邀至文開樓演講「技

進於道，武遊於藝－中國武術的藝術特質」。 

 歷史學系邵台新老師於《先秦兩漢學術》發表

〈西漢的儒法治道──兼論《荀子》與《鹽鐵

論》、《漢書．刑法志》的傳承〉；林立樹老師

於《社會新天地》發表〈大眾文化的省思〉文

章，於進修部全人教育課程中心舉辦之「自然

與人文科學全人教育研討會」，發表〈由「安

身立命」論神學與科學的人文關懷〉及應邀至

書道協會，天主教天使發展中心演講；陳君愷

老師專門著作《台灣「民主文化」發展史研究

》。 

 哲學系尤煌傑副教授出版《美學基本原理：士

林哲學的美學理論建構》。 

 新聞傳播學系張惠蓉老師出版《組織跨界人：

關觀念介紹與實證研究》；習賢德老師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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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獨啟示錄》。 

 廣告傳播學系陳尚永老師於廣之鄉食品公司

進行專題演講「品牌經營」，參加「行銷傳播

學與術：公關、廣告教育與實務的結合學術研

討會」並發表〈台灣報紙政府廣告訊息研究—

以聯合報 1989-2001 為例〉出席「2004 傳播管

理研討會—數位媒體的發展與再造學術研討

會」並擔任〈拍賣網站消費者之與詐欺行為之

研究〉之討論人；謝明順老師於銘傳大學攝影

社進行專題演講「如何突顯主題」。 

 影像傳播學系林維國老師受邀至淡江大學演

講「2004 年總統大選媒體表現與民調」。 

 體育學系陳太正老師應邀出席「2004 年世界大

學木球錦標賽籌備會議」。 

三月－十一月  圖書資訊學系所吳政叡老師獲國家檔案局補

助專題研究計畫「各國國家檔案描述權威控制

之研究」。 

三月－十二月  影像傳播學系趙庭輝老師應邀至「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出版品評議基金會」擔任影音評議委員

會委員。 

三月三日  歷史學系雷俊玲老師於台北市達人女中進行

「升學與生涯發展座談（文史科）講座」；邀

請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管理研究所教授兼所

長周樑楷先生蒞系演講「歷史思維：世界的文

化遺產」。 

三月三日－九日  體育學系楊志顯主任應邀出席九十三年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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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專院校運動會，陳鴻雁老師應邀擔任田徑競

賽副總指揮，吳錦雲老師應邀擔任裁判人員。 

三月四日  歷史學系戴晉新老師於台灣師範大學演講「史

料與史學」。 

三月七日  新聞傳播學系陳順孝老師應邀至宜蘭慈林基

金會演講「看新聞的方法」。 

 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於文開樓舉辦第二學

期教育系列講座（一）：「易經與領導」，邀請

文學院院長陳福濱教授演講。 

三月十日  新聞傳播學系林麗雲老師應邀至陽明大學人

文社演講「媒體的批評與改造」。 

三月十一日  歷史學系戴晉新老師於台灣師範大學演講「歷

史考證的觀念與方法」；舉行前所長柯立德神

父追思彌撒。 

 上海體育學院副院長戴建教授一行 4 人參訪體

育學系。 

三月十三日－五月三十日  體育學系葉志仙老師與曾慶裕老師帶隊參加

「九十三年全國成棒甲組春季聯賽」。 

三月十五日  華南師範大學楊文軒教授等一行 5 人參訪體育

學系。 

三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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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大一新生擔任「蓼莪」

演唱部分，由孫永忠老師、許朝陽老師及顧正

萍老師擔任演唱指導。 

三月廿一日－廿四日 體育學系葉志仙老師與曾慶裕老師帶隊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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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中韓大學四強棒球錦標賽」。 

三月廿二日  體育學系於積健樓舉行第二學期第一次「研究

生學術發表會」。 

三月廿二日－廿六日  中文週、廣告週、教育學程教育週。 

三月廿四日  圖書資訊學系邀請系友顏薰齡女士及馮光遠

先生於文開樓演講「我的文學書房之路」。 

三月廿六日  新聞傳播學系陳順孝老師應邀至台北市公務

人員訓練中心「民政研考人員研習班」演講「

看新聞的方法」與「寫新聞的要領」。 

三月廿九至四月二日  影傳週。 

三月卅日  新聞傳播學系邀請中國廣播公司新聞部副理

兼總編導朱克威先生蒞校演講「廣播新聞基本

原則與寫作」。 

四月  中國文學系趙中偉老師應國立高雄餐旅學院

邀請演講「《易經》與管理」；顧正萍老師應輔

仁大學藝術學院邀請，於文開樓演講「空間、

時間、性靈／超越的性靈」。 

 歷史學系林立樹老師於《哲學與文化》發表〈

戰爭的藉口與傷口〉論文，老師於北一女中演

講「後資本主義文化之歷史反思」及於國父紀

念館演講「孫學與女權」；陳君愷老師擔任台

灣史研究會常務理事。 

 新聞傳播學系陳順孝老師參加第三屆服務學

習研討會發表〈大學實習報的服務與學習—輔

大新傳系《生命力》公益新聞網的實踐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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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告傳播學系謝明順老師於網路俱樂部進行

專題演講「風景攝影」；張佩娟老師導學生參

加「非營利組織企劃案競賽」，獲得最佳團體

獎；林榮觀老師擔任「中國時報金手指網路廣

告獎」評審；張佩娟老師導學生參加「時報廣

告金犢獎行銷企劃組」競賽獲得金犢獎榮譽；

張郁敏老師、大傳所田永慧同學於台中參加「

第二屆全國當代行銷學術研討會」發表〈何謂

訊息一致性？由消費者觀點探討訊息一致性〉

；張郁敏老師、崔瑋潔同學參加「政大廣電系

2004 年數位廣電時代學術論文研討會」發表〈

網路購物與電視購物之知覺風險比較研究〉。 

 影像傳播學系葉春華老師至台北市陽明教養

院，協助與陪伴中重度身心殘障院生；林維國

老師應邀至「客家文化學會」演講「2004 總統

選舉族群投票傾向分析」。 

 體育學系張宏亮老師應邀赴新莊體育場演講

「運動健身的方法」；吳錦雲老師應邀擔任「

Ｃ級田徑、桌球、保齡球教練講習會」主講人

，演講「體能訓練法」；范武人老師應邀擔任

中華民國橄欖球協會參加 2004 年亞洲區橄欖

球第一級三邊賽教練；潘孟宜老師分別應邀擔

任高考「體育行政人員」體育史科命題委員與

2004 年大專盃高爾夫錦標賽教練；劉俊業老師

應邀分別為台北市議會籃球賽、銘傳大學系際

籃球賽、淡江大學校長杯籃球賽擔任裁判委員

，並分別擔任世新大學與萬能技術學院運動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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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招生術科考試委員，獲得大專籃球優秀教練

獎。 

四月七日  歷史學系王芝芝老師及張淑勤老師擔任歷史

學系所世界史座談會引言人暨評論人。 

四月八日  體育學系潘孟宜老師帶隊參加 2004 年大專盃

高爾夫錦標賽。 

四月十日  歷史學系張省卿老師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德藝

百年大展系列」演講「德國現代藝術社會中社

會批判意識的覺醒」。 

四月十日－十一日  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至澎湖教育參訪。 

四月十二日  歷史學系張省卿老師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德藝

百年大展系列」演講「德國表現主義」。 

四月十二日及十六日  中國文學系孫永忠老師應壢新醫院國際會議

廳邀請演講「公文寫作」。 

四月十三日  文學院九十二學年度第四次院教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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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廣播新聞採訪

」。 

四月十四日  文學院九十二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院務會

議。 

四月十五日  新聞傳播學系陳順孝老師應邀至政大電算中

心演講「大學實習報的網路科技探索：以生命

力公益新聞網為例」。 

四月十七日  歷史學系張省卿老師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德藝

百年大展系列」演講「從新興階級的自信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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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器物」。 

 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舉辦第二學期教育系

列講座（二），主題為「教育行政人員專業職

涯發展」，邀請台北蓬萊國小吳宗哲校長、桃

園永豐高中余麗華秘書、台北市政府教育局翁

健銘先生蒞校演溝。 

四月十七日－十六日  中國文學系與中國文字學會於谷欣廳舉辦「第

十五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四月十七日－十八日  廣告傳播學系應屆畢業生與世新大學廣告傳

播學系假台北京華城舉辦畢業展。 

四月十八日  體育學系楊志顯主任應邀擔任台北縣立板橋

體育場「九十三年體育講座系列」講師，主講

「運動場上的人生智慧」。 

四月十九日  歷史學系張省卿老師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德藝

百年大展系列」演講「柏林至維也納的工藝藝

術」。 

 體育學系於積健樓舉行第二學期第二次「研究

生學術發表會」。 

四月廿日  新聞傳播學系邀請中國廣播公司新聞部記者

康子仁蒞校演講「廣播新聞報導與製作」。 

四月廿一日  歷史學系戴晉新老師於宜蘭佛光人文社會學

院演講「八十年來中國史學通史的寫作」。 

四月廿二日  中國文學系鍾宗憲老師獲邀至救國團總團部

參與「同仁教育訓練」活動，教授「公文撰寫

與演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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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廿四日  師資培育中心舉辦「第八屆實習教師暨代理教

師教學知能研習—拔萃營」。 

四月廿四日－四月廿五日  影像傳播學系與政大廣電系、文化大傳、世新

廣電以及文化廣電五所學校傳播科系，假台北

市知新廣場，共同舉辦「5、4、3、2、1、Action!
」第七屆五校聯展活動。 

四月廿五日－五月一日  體育學系吳錦雲老師帶隊前往泰國參加「2004
泰國田徑公開賽」。 

四月廿六日  中國文學系於舒德樓劇場舉辦「東籬詩社第六

屆成果展」。 

  歷史學系雷俊玲老師擔任「共同教育歷史科教

學成果發表會」評論人。 

四月廿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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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廣播新聞編譯」。 

 士林哲學研究中心舉辦六場次「士林哲學系列

演講暨座談會」。 

四月卅日  廣告傳播學系假台北紐約紐約舉辦「廣告傳播

學系第一屆整合行銷傳播研討會」。 

五月  中國文學系李添富老師、王初慶老師及鍾宗憲

老師獲頒「輔仁大學教師及研究人員研究成果

獎勵」；與天主教曙光女中合辦青少年菁英人

文營，由李添富老師擔任召集人，並由曾文樑

老師擔任執行教授。 

 歷史學系林立樹老師於樹德技術學院演講「兩

性關係新思維」，應邀至明星兒童發展中心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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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及擔任輔仁歷史學報審查委員、全人教育

課程中心專業倫理課程個案競賽評審；系學會

榮獲九十二學年度「學生自治組織暨社團評鑑

」特優獎。 

 圖書資訊學系蘇諼老師應邀參加「引文分析與

學術評鑑研討會」發表〈網路資源的引文分析

與學術傳播〉，及應邀參加「國科會人文處圖

書資訊學門研究計畫成果發表會」發表〈台灣

地區醫學圖書館員繼續教育需求之研究〉；毛

慶禎老師應邀參加「2004 年第八屆資訊管理學

術暨警政資訊實務研討會」，並發表〈創意公

用授權條款在智慧財產權的地位〉，及應邀參

加「中小學資訊教育基礎環境問題研討會」，

並發表〈以自由軟體架構資訊教育環境〉。 

 廣告傳播學系陳尚永老師於廣之鄉食品公司

進行專題演講「行銷策略」；謝明順老師於南

港基督教長老會進行專題演講「大家快樂玩相

機」；謝明順老師於網路俱樂部進行專題演講

「夜間攝影」；陳尚永老師擔任財團法人罕見

疾病基金會之「罕見疾病基金會簡介短片外包

」審查委員；吳宜蓁老師、蕭湘文老師、蔡樹

培老師、張文瑜老師出版合著《企業公共關係

》專書；蕭富峰老師於生產力中心進行專題演

講「體驗行銷」。 

 影像傳播學系葉春華老師受邀至政治大學演

講「服務學習與領導」，受邀至世界青年領袖

論壇，發表服務學習推廣影片；林維國老師參

加「2004 年總統選舉：傳播、策略、方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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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研討會，受邀至「國家展望基金會」演講〈

負面選舉對政治文化之影響〉，及受邀至「世

新大學民調中心」，演講「民調 2004 年總統選

舉民調方法的檢討、挑戰與未來發展」。 

 體育學系楊志顯主任應邀擔任「2004 年產官學

運動與休閒管理學術研討會」主持人；陳鴻雁

老師分別應邀擔任「中華民國大專院校九十三

年度體育學術研討會」、「2004 台灣青年體育運

動論壇國家體育運動發展趨勢與策略研討會

論壇」提升我國競技運動實力之策略與方法等

會議之主持人；應邀擔任大專體育總會體育學

術研討會主持人；劉麗雲老師分別應邀至輔大

之聲電台與中美堂演講「服務學習大家談」與

「服務學習推廣活動」；葉志仙老師應邀擔任

2004 年第二屆世界大學棒球錦標賽代表隊教

練；吳錦雲老師應邀擔任「Ｃ級田徑教練講習

會」主講人，演講「年度訓練計劃及週期調整

」與「重量訓練」；潘孟宜老師應邀擔任台塑

關係企業運動會大會裁判；王金蓮老師分別應

邀擔任輔大之聲「服務─學習大家談」節目主

持人、協辦「服務─學習」校園推廣會─與飛

兒樂團的親蜜接觸、擔任中等學校運動績優生

升學輔導甄審甄試資格審查委員；劉俊業老師

應法務部調查局幹部訓練所邀請，擔任九十三

年局長杯籃球賽裁判。 

五月－七月  體育學系葉志仙老師應邀擔任 2004 年第二屆

世界大學棒球錦標賽代表隊教練。 

五月一日  中國文學系王金凌老師應新竹曙光女中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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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講「生活的文學與文學的生活」；於野聲樓

谷欣廳舉辦「第四屆先秦兩漢學術全國研究生

論文發表會」。 

 哲學系舉辦「第二屆哲學教材教法—哲學概論

研討會」。 

五月二日  歷史學系陳君愷老師於詩藝文出版社擔任「張

朗－詩話中華」新書發表評論人。 

五月四日  新聞傳播學系邀請中國廣播公司新聞部主播

徐筱明女士蒞校演講「廣播新聞播報」。 

五月四日－五日  體育學系謝茂松老師帶隊參加中華民國九十

三年度總統盃划船錦標賽。 

五月五日  哲學系系週會邀請銘傳大學教育所鈕則誠教

授發表演講「我的學思歷程」分享求學與工作

歷程中哲學對其發揮的影響性。 

五月六日  歷史學系邀請比利時貿易協會駐華辦事處閔

子雍先生（Mr. Mignot）講授「The experience 
of the European identity construction from 
individual natipns」。 

五月十日－十五日  體育學系范武人老師帶隊參加中華民國九十

三年度大專橄欖球錦標賽暨 2004 年世界大學

七人制錦標賽國家代表隊選拔賽。 

五月十一日  新聞傳播學系邀請中國廣播公司新聞部主播

姚愛真女士蒞校演講「廣播新聞編輯」。 

五月十二日  中國文學系舉辦輔仁大學第十四屆中研所研

究生論文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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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傳播學系傑出系友沈春華女士返校，並舉

辦中視新聞校園徵才活動。 

 影像傳播學系趙庭輝老師受邀至台北市立成

功高級中學演講「性別意涵與影像媒體的性別

形象」及「色情片真的那麼好看嗎？」。 

五月十四日－十五日  哲學系舉辦「第五屆哲學系校際研究生論文發

表會」。 

五月十五日  新聞傳播學系林靜伶老師參加「2004 總統選舉

學術研討會」發表〈政治語言中的偏見—以

2004 總統選舉為例〉。 

 新聞傳播學系陳順孝老師應邀至「慈林青年營

」演講「大眾媒體的新聞解讀」與「另類媒體

的分進合擊」。 

五月十六日  中國文學系金周生老師應邀參加「第廿二屆中

國學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正字通》韻母

的一種觀察角度〉。 

 歷史學系陳君愷老師擔任「開放的野百合公民

論壇」主持人。 

五月十七日  體育學系於積健樓舉行第二學期第三次「研究

生學術發表會」。 

五月十七日－十八日  體育學系劉俊業老師應邀擔任法務部調查局

九十三年局長杯籃球賽北區預賽裁判。 

五月十七日－廿二日  歷史學系林立樹老師應中國湖北大學歷史文

化學院邀請，赴該校文科試點班學生講授「後

資本主義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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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八日  文學院九十二學年度第五次院教評會。 

 新聞傳播學系邀請中國廣播公司新聞部總編

導董媛瑜女士蒞校演講「新聞性訪問定題、擬

題、採訪技巧」；林麗雲老師應邀至教育學程

中心演講「從媒體看性別教育」。 

五月十九日  哲學系自我評鑑進行校外委員實地訪評。 

 圖書資訊學系邀請王維平教授於文開樓演講

「IT 於犯罪偵察之應用」。 

五月十九日－廿日  體育學系於百鍊展演中心舉辦舞蹈發表會「蛻

變」。 

五月十九日－廿五日  體育學系陳太正老師代表我國赴比利時布魯

塞爾出席「國際大學運動總會 2004 年執行委

員會議」。 

五月廿日  歷史學系戴晉新老師於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演

講「也談傅斯年與陳寅恪—傅斯年的古史研究

與陳寅恪對清代史學的批評」。 

五月廿一日  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於文開樓舉辦「天主教

大學暨中小學策略聯盟會議」。 

五月廿二日  中國文學系曾文樑老師應新竹曙光女中邀請

演講「傳記與自傳」。 

 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於文開樓舉辦第二學

期教育系列講座（三），主題為「你是 EQ 高手

嗎～談情緒管理」，邀請前考試院委員陳英豪

教授演講。 

五月廿四日  歷史學系戴晉新老師於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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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先秦史學史研究中的史料運用與歷史解釋

」；楊瑞松老師於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演講「Body, 
Masculinity, and Nationalism：對近代中國身體

文化研究的若干省思」。 

五月廿四日－六月四日  哲學系設置之「羅光講座」邀請美國 Palmer
教授講授「高達美詮釋學與當代發展」課程。 

五月廿五日  歷史學系邀請湖南省立博物館館長陳松長先

生蒞系演講「馬王堆漢墓文物概說」。 

 新聞傳播學系邀請中國廣播公司新聞部主播

劉敏娟女士蒞校演講「談論性新聞節目製作」

。 

 影像傳播學系趙庭輝老師受邀至台北市私立

衛理女子高級中學演講「影像媒體怎麼樣呈現

女性美？」。 

五月廿六日  文學院九十二學年度臨時院教評會。 

 中國文學系於文友樓舉辦中文劇展「夏之宴萬

籟劇集」。 

 歷史學系進行九十二學年度系所評鑑，邀請孫

同勛教授，胡平生教授，吳文星教授，周惠民

教授，周樑楷教授擔任校外評審委員；戴晉新

老師於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演講「古代中西史家

比較研究的幾個問題」及「一個歷史家的困境

與超越」。 

 體育學系假本校中美堂舉辦體育表演會「體宴

2004─光芒十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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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資培育中心協同教育學程學會於利瑪竇舉

辦「教育學程期末研習會」。 

五月廿七日  歷史學系戴晉新老師於呼和浩特內蒙古師範

大學演講「台灣史學五十年」，及內蒙古大學

演講「古代中西史家比較研究的幾個問題」。 

五月廿八日  歷史學系莊尚武老師擔任「第一屆西洋學者論

文發表會」評論人。 

 新聞傳播學系林靜伶老師應邀至政治大學新

聞系演講「質性研究方法」。 

 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舉辦自我評鑑，邀請蔡

培村教授（高雄師範大學副校長）、邱錦昌教

授（政治大學教育系）、梁恆正教授（台灣師

範大學圖書館館長）、張鈿富教授（暨南國際

大學人文學院院長暨家庭教育中心主任）、吳

清山教授（台北巿立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

）擔任校外評鑑委員。 

五月廿九日  中國文學系鍾宗憲老師應新竹曙光女中邀請

，演講「報刊編輯企劃與實務」。 

五月卅一日  歷史學系戴晉新老師於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演

講「先秦史官與古代史學」。 

  哲學系舉辦「九十二學年度教師研究成果發表

會」暨自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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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力 2002.7-2003.6》一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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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仁大學體育學刊》第三期出刊；楊志顯主

任於《輔仁大學體育學刊》發表〈運動用品標

誌識別分析〉。 

六月  中國文學系趙中偉老師應新竹曙光女中邀請

，演講「新聞採訪與寫作」。 

 歷史學系陳君愷老師擔任台灣生命倫理學會

候補理事。 

 圖書資訊學系曾元顯老師應邀參加由台灣大

學資訊工程學系舉辦講演「Fast Thesaurus 
Construction and Its Applications」；林麗娟老師

應邀參加「Ed-Media 2004, AACE 會議」演講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y into Classrooms–

Perception from Teachers in Creative Teaching」

及 「 Effect of Pictures on Learning Online 
Nutrition Course」；曾元顯老師應邀參加「

Proceedings of the Fourth NTCIR Workshop on 
Evaluation of Information Retrieval, Automatic 
Text Summarization and Question Answering 會

議」並發表「Global and Local Term Expansion 
for Text Retrieval」；鄭恒雄老師應邀參加「2004
年古籍學術研討會」發表「台灣地區古籍文史

電子參考資源資訊系統建置之分析」。 

 新聞傳播學系張文強老師於《中華傳播學刊》

第 5 期，發表論文〈學術工作合法性的反思：

從超越「理論與實務」分類開始談起〉。 

 廣告傳播學系陳尚永老師出席國民健康局舉

辦之「菸品資訊於菸害防治的置入性行銷」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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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焦點團體訪談，擔任焦點團體訪談人；張郁

敏老師於澳門參加「中華傳播學會 2004 年會

」，發表論文〈拍賣網站之知覺風險與趨避策

略研究〉；蕭富峰老師於台北捷運公司進行專

題演講「企業形象與品牌管理」；蕭富峰老師

於郵局訓練中心進行專題演講「行銷與服務 1
」及「行銷與服務 2」。 

 影像傳播學系趙庭輝老師參加〈世新大學性別

研究所〉舉辦「性別、媒體與文化研究學術研

討會」發表論文〈《西域威龍》：成龍的華人男

性形象〉，及參加中國傳播學會舉辦的「傳播

與風險社會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電視偶像

劇《薰衣草》：愛情神話的建構與再現」；林維

國老師參加「2004 中華傳播學會學術研討會」

發表論文〈預防理論於青少年煙害防治之應用

〉，及至新聞局廣電處擔任新聞局全國廣播收

聽行為大調查評審。 

 體育學系協辦台灣體育運動管理學會舉辦「學

生水域運動人才培訓研習會」；張宏亮老師應

邀擔任教育部運動績優生運動技能檢定委員

；劉麗雲老師應邀分別於「第三屆輔仁大學文

藝二院主管使命發展共識會議」與宗教輔導中

心演講「以慈濟精神探索與實踐課程為例談服

務─學習推廣」與「服務學習案例成果分享服

務習九十二學年度慶賀活動」；劉俊業老師應

內政部警政署邀請，擔任第廿六屆警察節籃球

錦標賽大會委員，並於《大專體育雙月刊》發

表〈籃球團隊打法之系統教學─以全場三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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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例〉。 

六月一日  新聞傳播學系邀請中國廣播公司新聞部記者

羅皓恩女士蒞校演講「新聞專題報導製作」。 

六月二日  歷史學系戴晉新老師於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演

講「一個思想家的歷史觀」。 

六月四日  體育學系舉辦九十二學年度系所自我評鑑實

地訪評，分別聘請國立體院周宏室校長、國立

台灣師範大學方進隆院長、台北市立體院鄭芳

梵教務長、中國文化大學江界山所長蒞系評鑑

。 

六月五日  歷史學系王芝芝老師及周雪舫老師擔任歷史

意識重要著作研讀會主持人；雷俊玲老師於「

新竹市曙光女中青少年菁英人文營」進行專題

講座「歷史與文物」 

 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舉辦「服務領導、領導

服務～紀念鄭爵銘神父（1914~1964）逝世四

十週年研討會」。 

六月五日－六日  歷史學系戴晉新老師擔任「漢唐盛世國際學術

研討會」引言人。 

六月七日  歷史學系戴晉新老師於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演

講「春秋經傳與古代史學」，及於北京師範大

學演講「古代中西史家比較研究的幾個問題」

。 

 體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於積健樓舉行第二學

期第四次「研究生學術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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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八日  文學院九十二學年度第六次院教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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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電腦在廣播新聞採

編製作之影響運用」。 

六月九日  文學院九十二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院務會

議。 

 中國文學系舉辦「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教師學

術研討會」。 

 師資培育中心舉辦「師資培育中心九十二學年

度祈福派遣結業典禮」。 

六月十日  歷史學系邵台新老師、張淑勤老師擔任「義和

團運動與中國基督宗教國際學術研討會」評論

人，雷俊玲老師擔任主持人。 

六月十一日  文學院、圖書館、圖書資訊學系暨古籍整理學

程聯合舉辦「2004 年古籍學術研討會」。 

 歷史學系邵台新老師擔任「2004 古籍學術研討

會」評論人。 

六月十一日－六月十二日  影像傳播學系趙庭輝老師參加性別、媒體與文

化研究學術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六月十三日  新聞傳播學系於文友樓舉行 2004 畢業祝福茶

會。 

 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於文開樓舉辦「奉獻派

遣禮」。 

六月十四日－廿日  哲學系與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共同於北

京舉辦「海峽兩岸全球化問題的哲學省思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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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 

六月十五日  新聞傳播學系陳順孝老師應邀至北區「服務-
學習」專業人力培訓營演講「新聞編採作為一

種社會服務」。 

六月十五日－十七日  歷史學系林立樹老師於北京人民大學哲學系

「海峽兩岸全球化問題的哲學省思學術研討

會」發表〈大眾文化的歷史反思〉，雷俊玲老

師發表〈全球化下的歐洲歷史意識〉。 

六月十六日  體育學系舉辦九十二學年度教職員教育訓練

共融。 

  師資培育中心舉辦「實習教師教育實習職前講

習」。 

六月十七日－廿一日  師資培育中心獲教育部補助辦理「九十三年度

九年一貫課程師資職前教育研習會」。 

六月十九日  中國文學系孫永忠老師應新竹曙光女中邀請

演講「詩詞欣賞與吟唱」。 

六月廿日  新聞傳播學系陳順孝老師應邀至民間司改會

「法曹新鮮人營隊」演講「新聞與法律的對話

」。 

六月廿四日－廿六日  廣告傳播學系吳宜蓁老師於北京參加「2004 年

中國國際公共關係大會」發表〈政府公關與危

機處理〉。 

 影像傳播學系趙庭輝老師參加「傳播與風險社

會學術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六月廿八日－七月一日  體育學系劉俊業老師應邀擔任內政部警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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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廿六屆警察節籃球錦標賽大會委員。 

七月  歷史學系郭武雄老師應邀策劃「台北建城 120
週年紀念特展」。 

  哲學系出版《哲學論集》三十七期。 

 圖書資訊學系曾元顯老師應邀參加由國家圖

書館舉辦講演「資訊檢索與知識探勘」及參加

「 The 27th International ACM SIGIR 
Conference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Information Retrieval 會議」並發表〝Verifying 
a Chinese Collection for Text Categorization〞；

鄭恒雄老師應邀參加「王振鵠教授圖書館學術

、教育與志業－見證臺灣圖書館事業發展研討

會」發表〈國家書目資源的建立與共享（

1977-1989）－記王振鵠館長的貢獻與影響〉。 

 新聞傳播學系習賢德老師分別出版《中國國民

黨與社會菁英：革命實踐研究院五十年》、《北

平輔仁大學札記》。 

 廣告傳播學系蕭富峰老師於國泰人壽進行專

題演講「品牌形象與廣告策略」；林榮觀老師

於加拿大溫哥華舉辦個展。 

 體育學系陳太正老師應邀擔任 2004 年世界大

學棒球錦標賽籌備委員；楊漢琛老師出席 2004
年第二屆學校體育國際會議發表〈資訊科技運

用於運動訓練之探討—龍舟渡競為例〉；劉俊

業老師應邀分別擔任 Spalding 籃球訓練營與

Hong Kong, ST. Paul’s College 男子籃球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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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移地訓練總教練。 

七月一日  師資培育中心中等學校教師教育學程結業生

參加九十三學年度教育實習人數共計 76 位，

計有 49 所國中、高中及高職和本校共同參與

輔導；國小教師教育學程結業生參加九十三學

年度教育實習人數共計 36 位，計有 27 所國小

和本校共同參與輔導。 

七月四日  歷史學系陳君愷老師於「高雄縣澄清湖傳習齋

研習中心－2004 台灣文化教師研習營」演講「

台灣『民主文化』發展史」。 

七月五日  師資培育中心九十二學年度輔導之實習教師

共有 95 位通過教師資格複檢審查。 

七月五日－八日  廣告傳播學系舉辦第三屆廣告行銷營第一梯

次。 

七月八日  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於文開樓舉辦舉辦「95
級新生座談會」。 

七月十日  歷史學系陳君愷老師於「嘉義縣政府－2004 台

灣文化教師研習營」演講「台灣『民主文化』

發展史」。 

七月十二日－十五日  廣告傳播學系舉辦第三屆廣告行銷營第二梯

次。 

七月十四日  新聞傳播學系陳順孝老師應邀至台北台灣師

範大學國文系「師大國文營」演講「新聞媒體

的文字藝術」。 

  體育學系舉辦九十二學年度教職員共融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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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九日  歷史學系陳君愷老師於「台北市劍潭青年活動

中心－2004 台灣文化教師研習營」演講「台灣

『民主文化』發展史」。 

七月廿一日－廿八日  體育學系吳錦雲老師帶隊前往韓國牙山參加

「國際超宗派和平體育慶典」。 

七月廿二日  香港珠海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師生 24 人蒞新

聞與傳播學系參訪。 

七月廿七日  歷史學系王芝芝老師於外語學院「輔仁大學西

洋古典暨中世紀文化學程」演講「中世紀的經

濟」。 

七月廿九日  歷史學系王芝芝老師於輔仁大學外語學院「輔

仁大學西洋古典暨中世紀文化學程」演講「哥

德式的歐洲：政治秩序」。 

七月卅一日  歷史學系楊瑞松老師於「第一屆近代中國思想

與制度學術研討會」發表〈歷史、認同與操弄

：「東亞病夫」與近代中國民族想像〉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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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藝術學院 
 

九十二年 

九十二學年度 應用美術學系與 BenQ 明基電通合作「數位時

尚穿戴式產品」產學合作，研發設計推廣「教

育部大學院校藝術與設計系所人才培育計畫」

。 

七月－九月 應用美術學系康台生老師應台北 EPSON 之邀

於台北 EPSON 影像藝廊舉辦「康台生攝影個

展」。 

八月 應用美術學系向明光老師應澎湖縣立文化中

心之邀舉辦「2003 亞太水彩聯盟展」。 

八月－九十三年五月 應用美術學系康台生老師應中華民國攝影金

像獎協會之邀參展「第三屆中華民國攝影金像

獎全省巡迴展」，並擔任「台灣數位攝影創作

新風潮」座談會主持人 

八月十四日 藝術學院林文昌院長應新泰扶輪社邀請，至該

社擔任生活美學講座，講題:色彩與人生。 

九月九日 藝術學院林文昌院長應邀擔任新店市之圖書

館畫廊九十四年申請展之評審委員，並應邀於

九十四年十二月舉行個人創作展。 

九月十一日 藝術學院林文昌院長應師大美術系邀請，參加

國際迷你版畫大展於師大畫廊。 

十月 應用美術學系馮永華老師出版《新莊地區書法

發展史》、《企業形象計畫的後現代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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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民族風格的創新設計》。 

十月十二日 藝術學院林文昌院長應長庚大學邀請，擔任通

識教育中心講座，計有工學院師生六百人聽講

，講題:色彩生活美學。 

十月廿五日 藝術學院林文昌院長應國立藝術教育館之邀

請，擔任線上藝術創作大賽評審委員。 

十月廿五日－廿六日 應用美術學系陳國珍老師應國立中正文化中

心之邀，於國家戲劇院實驗劇場「十九世紀末

歐洲的藝術流行風—新藝術」講座音樂會擔任

演講人。  

十一月 應用美術學系向明光老師應台灣師大之邀於

台灣師大圖書館展出「第三屆人文季師生作品

聯展」。 

十一月十六日 藝術學院林文昌院長擔任新莊市興化公園壁

畫彩繪修復計畫主持人，並於本日率領應美系

研究生七人至該公園，展開為期一個月的修護

工作，該研究計畫並於九十三年十二月十日前

完工啟用，深受社區民眾之肯定。 

十一月廿五日 藝術學院林文昌院長應邀前往台灣藝術大學

邀請，擔任多媒體動畫系所之系所評鑑委員。 

十一月廿六日 藝術學院林文昌院長擔任銘傳大學所舉辦之

設計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發表會主持人。 

十一月卅日 藝術學院林文昌院長應國立台灣藝術大學之

邀，擔任 SIGGRAPH 2004 國際學術研討會主

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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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一日－卅一日 本月份為輔大藝術節，藝術學院各系所舉辦一

系列展演活動，提供全校師生各項藝術饗宴。 

十二月十六日 藝術學院林文昌院長擔任東海大學美術系所

評鑑主持人。 

十二月十二日－十三日 應用美術學系舉辦「2003 色彩文化與色彩教育

國際學術研討會」。 

十二月十八日 藝術學院主辦「基督宗教教堂之美繪畫創作展

」，正式於新莊文化藝術中心畫廊開幕，與會

的貴賓有新莊市長黃林玲玲、台北縣宗教藝術

節大會主席游博宏牧師、校牧鍾安住神父及楊

學務長漢琛等人，盛況空前，此次展出並舉辦

義賣，所得捐助新竹原住民土石流災區之學童

午餐及教堂重建工作，計募得新台幣三十餘萬

元。 

十二月廿七日 藝術學院林文昌院長應聘參加第十七屆全國

美展之籌備工作，並擔任水彩類之審查委員。 

九十三年 

一月廿七日 藝術學院舉辦期末教職員共融活動，於北投岩

湯溫泉會館展開一連串之活動，計有教職員及

家屬 30 餘人參加，對本院同仁情感交流有相

當的助益。 

二月－九十四年三月 應用美術學系陳國珍老師應國立台灣工藝研

究所之邀參與「2004 台灣當代漆藝展」澳洲巡

迴展。 

二月十二日 藝術學院林文昌院長應邀擔任銘傳大學新世

紀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發表會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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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廿七日 應用美術學系呂清夫老師應元祖食品公司之

邀演講「為糕餅添加文化」。 

三月一日 應用美術學系呂清夫老師應中國花藝之邀演

講「現代主義」。 

三月四日 應用美術學系康台生老師應柯尼卡攝影學會

之邀專題演講「攝影的構圖」。 

三月十九日 應用美術學系康台生老師應台灣旅遊攝影學

會之邀專題演講「攝影創作與鑑賞」。  

三月廿日－四月廿日 應用美術學系林文昌老師、康台生老師，應台

北縣政府之邀「台北縣美術家大展」。 

四月 應用美術學系林文昌老師及康台生老師榮獲

九十二學年度輔仁大學教師與研究人員研究

成果獎。 

四月十日 應用美術學系馮永華老師擔任東森集團於劍

潭青年活動中心舉辦之教育訓練專題演講「視

覺傳達風格思潮概述──從現代到後現代的

擺盪」演講人。 

四月廿四日 應用美術學系陳國珍老師應台北科技大學工

業設計系之邀，於生活科技與經營講座演講「

數位時尚穿戴設計」。 

四月廿四日－五月廿日 應用美術學系林文昌老師應新店市公所之邀

參展「新店市藝術家百人大展」。 

五月 應用美術學系馮永華老師，榮獲輔仁大學九十

二學年度「學術研究獎勵」，並擔任輔仁大學

研究發展處研究案《文化產業策略研究》子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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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主持人；於新莊文藝中心舉辦「輔仁大學應

用美術研究所第一屆畢業展」。 

五月三日 藝術學院林文昌院長應台灣創意中心邀請，擔

任台灣創意設計公司走向國際化之輔導遴選

委員會委員。 

五月十六日－廿一日 應用美術學系金工組於應美藝廊，舉辦 2004
輔仁大學應用美術師生金工創作聯展「潘朵拉

的盒子」。 

五月廿六日－卅一日 應用美術學系所於台北市京華城舉辦「輔仁大

學應用美術學系 92 級畢業展－精神官能症」。 

五月卅日 藝術學院林文昌院長擔任台北縣警察局所舉

辦之美展之評審委員，並提供作品乙件參加展

出。 

六月 應用美術學系康台生老師，應桃園縣文化局之

邀參展「桃園縣美展」；陳國珍老師應京華城

之邀參展電影系列金飾展「女人 20.30.40」；廖

繼坤老師出版詩集 Moments Musicaux。 

六月十日 藝術學院林文昌院長擔任國立台灣師大美術

系學位論文審查之主持人。 

六月十九日－廿日 應用美術學系陳國珍老師應國立中正文化中

心之邀，於國家戲劇院實驗劇場「紐約。紐約

」黑盒子講座音樂會擔任演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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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醫學院 
 

九十二年  

一月一日—十一月 心理復健學系卓淑玲老師獲政治作戰學校軍

事社會科學中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軍事領導

人員決策行為研究：情緒、認知與文化的觀點

」。 

二月一日—九十三年一月 心理復健學系洪志美老師獲醫學院補助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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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 醫學系盧志峰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

畫「第二型肺泡細胞特有基因 FR-105 之研究

」；王素珍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抑制 Src kinase 活性對神經傳遞物質釋放過程

之影響」；王嘉銓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

計畫「大白鼠視丘內側背核的神經纖維投射」

；鄭瓊娟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Densin-180 的神經細胞膜結構之研究」；李憶

菁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bHLH 轉

錄因子治療視網膜退化疾病之應用（2/2）」；

洪啟峰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評估

並改善植物多酚化合物經皮吸收及協同功效

之研究」；汪大衛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

計畫「由生理病理分生及臨床層面探討敗血症

清醒鼠模式與敗血症病人之致病機轉與治療

方針－利用清醒大白鼠探討敗血症與腸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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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外滲及多器官衰竭之相互關係（2/2）」。 

八月一日 護理學系系主任由毛新春副教授兼任。 

 蕭淑貞教授獲耕莘醫院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建

立精神分裂症病患出院準備服務之護理模式」

；賴政秀副教授獲耕莘醫院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氣喘兒童抗胰島素現象之前驅研究」；黃玉

珠副教授獲耕莘醫院補助專題研究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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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淑貞教授、賴政秀副教

授、馮容芬講師、賀姝霞講師等四位教師至耕

莘醫院護理部支援醫療業務。 

 公共衛生學系系主任由魏中仁副教授接任。 

 心理復健學系所招收第一屆碩士班研究生。 

八月一日─九十三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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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萊恩學派經典譯注計

劃」；卓淑玲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以顏色辦識作業探討臉孔結構與臉孔表情

訊息之重要性」；李錦虹老師獲輔大法管學院

生活品質研究小組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國中生

人際交往憂慮的探討」。 

八月一日─九十三年八月 心理復健學系陳美琴老師獲輔大法管學院生

活品質研究小組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探討臺灣

婦女乳癌與人格特質之關係」。 

八月四日 台中曉明女中 50 名學生參觀醫學院。 

  心理復健學系林玉華老師應台灣心理治療學

會之邀假華人心理治療基金會講演「移情與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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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詮釋」。 

八月六日  心理復健學系林玉華老師應邀督導諮詢由精

神科主治醫師團體假桃園療養院舉辦之「督導

個案研討」。 

八月十三日 醫學院召開第一次行政主管會議、第一次安全

衛生委員會議，與第一次學術研究發展整合會

議。 

八月十三—十七日 心理復健學系陳美琴老師應天主教會之邀於

大陸瀋陽演講「心理衛生與心理輔導工作坊」

。 

八月十八日 醫學院召開第一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與第

一次輔仁醫學期刊編輯委員會議。 

八月廿日 醫學院召開第一次空間協調會議；舉辦新舊主

管交接會議暨餐敘。 

八月廿八日           公共衛生學系所前瞻研討會。 

九月 心理復健學系碩士班開始以「問題導向的學習

方式（problem-based learning）」授課；新聘卓

淑玲副教授、盧禎慧副教授及洪儷瑜教授為專

任老師；卓淑玲老師應邀參加由中國心理學會

舉辦之「中國心理學會第四十一屆壁報論文」

發表〈不同呈現方向下臉孔的彈出效果研究〉

及〈國軍自我傷害內隱及外顯評量工具之發展

與評析〉。 

 護理學系於進修成長學院之推廣部開設學士

學分班課程：心理學、普通生物學、臨終關懷

計六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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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一日－廿八日 醫學系邀請加拿大 McMaster 大學李澤生教授

來台，擔任進階師資培訓研習會講者及指導本

系 PBL 教學，並參與護理學系及心理復健學

系之 PBL 相關討論會。  

九月三日 醫學院致謝總務處人員及圖書館人員餐敘。 

九月八日 醫學系解剖實驗室啟用禮。 

九月十日 醫學院召開第二次行政主管會議與第二次空

間協調會議。 

九月十一日 簽訂輔仁大學暨新光醫院合作契約。 

 第一次輔仁大學暨新光醫院研究發展委員會。 

九月十二日 醫學院與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簽訂

為期七年之合作契約書，新光醫院正式成為醫

學系主要教學實習醫院之一。 

九月十五—九十三年一月廿日  

心理復健學系陳美琴老師應邀主持由台灣師

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舉辦之「九十二學

年度上學期碩士層級諮商心理實習」。 

九月十五日 護理學系於濟時樓舉辦「PBL 於進階臨床護理

課程及實務之規劃研討會」。 

   醫學院召開第三次空間協調會議。 

九月十七日 醫藝學院於懷仁廳舉辦「醫藝學院迎新音樂會

」。 

  心理復健學系所陳美琴老師應醫學系之邀演

講「同理心與學生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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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八日  心理復健學系所邀請 McMaster 大學李澤生教

授於輔大醫學院指導「臨床心理所 PBL 教學

設計之恰當性」座談會。 

九月廿二日 醫學院召開第一次院務會議、第二次輔仁醫學

期刊編輯委員會議、第四次空間協調會議及新

進人員共融活動。 

  心理復健學系所邀請天主教耕莘醫院心理衛

生科楊聰財主任演講「自殺企圖者之絕望感與

生活壓力及因應模式的關係」。 

九月廿三日 公共衛生學系舉辦專題演講「南非防疫工作分

享講座」，邀請連日清教授蒞校演講。 

九月廿四日  心理復健學系所邀請 McMaster 大學李澤生教

授於醫學院指導「接受 PBL 教學學生應有的

準備」之師生座談會。 

九月廿五日  心理復健學系所邀請 McMaster 大學李澤生教

授於醫學院指導「『臨床心理所 PBL 教學成效

初探』研究設計之討論」座談會。 

九月廿六日 醫學院召開第一次職能治療學系籌備討論會。 

九月卅日  心理復健學系林玉華老師應邀假華人心理治

療研究發展基金會教室舉辦之「心理治療專業

人員訓練」講演「移情與投射－認同（1）」。 

十月一日  醫學院召開第一次全院導師會議。 

 護理學系經教育部核准九十三學年度招收護

理學系二年制在職專班。 

  心理復健學系所林玉華老師應邀督導諮詢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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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主治醫師團體假桃園療養院舉辦之「督

導個案研討」。 

十月四日  心理復健學系林玉華老師應邀參加由台灣心

理治療學會假國立台灣大學舉辦之「專題討論

」。 

十月四日－五日 心理復健學系林玉華老師應邀參加由中國心

理學會假聖言樓舉辦之「第四十二屆年會－心

理學在治灣的策略與行動」，發表〈由反移情

作為治療技巧的難題〉。 

十月六日 醫學院召開第二次學術研究發展委員會議與

第一次教學發展委員會議。 

十月七日  心理復健學系林玉華老師應邀假華人心理治

療基金會舉辦之「心理治療專業人員訓練」講

演「移情與投射－認同（2）」。 

十月八日 醫學院召開第二次院務會議。 

十月九日 醫學院舉辦新進教職人員共融活動。 

十月十三日 醫學院召開第二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心理復健學系邀請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

學系主任暨研究所所長何英奇於醫學院演講

「偵探和蜜蜂－質性研究者的角色和分析策

略」。 

十月十四日 醫學院召開第一次新大樓空間協調會議。 

十月十五日 醫學院召開第三次行政主管會議。 

  心理復健學系林玉華老師應邀督導諮詢由精

神科主治醫師團體假桃園療養院舉辦之「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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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研討」。 

十月十六日 醫學院召開第一次生物資訊學系籌備會議與

第二次職能治療學系籌備討論會。 

十月十九日  心理復健學系李天慈老師應邀影評由北縣康

復之友協會舉辦之「電影欣賞活動」。 

十月廿日 醫學院召開第二次呼吸治療學系籌備會議。 

  心理復健學系陳美琴老師應邀評審由全人教

育課程中心舉辦之「第三屆倫理個案分析競賽

」。 

十月廿二日 醫學院召開第一次圖書資訊教學資源委員會

議。 

 護理學系於醫學院舉辦「推動生命關懷教育的

理念與方法研討會」；邀請台北榮民總醫院護

理部梁穎護理長講演「臨床護理倫理之討論」

。 

十月廿七日 醫學院召開第三次學術研究發展委員會議。 

  心理復健學系邀請政治大學心理系教授許文

耀教授講演「921 地震－資源流失與災民心理

症狀的關係」。 

十月廿八日 醫學院召開第二次新大樓營建討論會議。 

十月廿九日 醫學院召開第三次院務會議與第三次新大樓

空間協調會議。 

 護理系二技討論會議。 

  心理復健學系林玉華老師應邀督導諮詢由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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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科主治醫師團體假桃園療養院舉辦之「督導

個案研討」。 

十月卅一日  心理復健學系卓淑玲老師應邀參加由政治作

戰學校假政戰皓東樓禮堂舉辦之「第六屆國軍

軍事社會科學學術研討會口頭報告」發表〈國

軍中階軍官決策行為之研究〉。 

十一月三日－五日 國家衛生研究院醫學院評鑑委員會（TMAC）

蒞醫學系進行評鑑。 

十一月五日  心理復健學系林玉華老師應邀督導諮詢由精

神科主治醫師團體假桃園療養院舉辦之「督導

個案研討」。 

十一月六日 新莊國小蒞院參訪。 

 公衛服務隊進行衛教活動。 

十一月八日—九日 心理復健學系林玉華老師應邀參加由 Asian 
Society for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and 
Allied Professions 假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會議

室舉辦之「The 3rd Congress of Asian Society for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and Allied 
Professions 」 發 表 〝 Manic Defense Against 
Depression：a Psychoanalysis with a 9 year old 
boy〞。 

十一月十日  心理復健學系邀請中央大學認知與神經科學

研究所李俊仁專任助理教授演講「舊瓶新酒－

工作記憶」。 

十一月十一日 醫學院召開第一次學生事務委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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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十二日 醫學院召開第三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護理學系邀請三軍總醫院護理部張玲華督導

長演講「感染控制」。 

十一月十四日 醫學院召開第三次輔仁醫學期刊編輯委員會

議。 

  心理復健學系林玉華老師應國立東華大學諮

商輔導學系之邀演講「當代精神分析理論與實

務」。 

十一月十五日  心理復健學系所李天慈老師應北市家庭教育

中心之邀講演「CPT 在家庭教育上之應用」。 

十一月十六日 醫學院召開雙和醫院 BOT 討論會議。 

十一月十七日  醫學院召開第一次大樓安全協調會議。 

十一月十八日  心理復健學系林玉華老師應華人心理治療研

究發展基金會之邀假華人心理治療研究發展

基金會教室講演「兒童之夢」。 

十一月十九日 醫學系邀請醫療奉獻獎得主恆春醫院陳雲址

院長演講與第四次行政主管會議。 

 醫學院召開第四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護理系邀請馬偕醫院婦產科蔡榮美護理長演

講「後 SARS 的護理倫理思考」；邀請亞東醫

院精神科馮榕主任演講「身體心像與性功能障

礙」。 

  心理復健學系林玉華老師應邀督導諮詢由精

神科主治醫師團體假桃園療養院舉辦之「督導

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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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廿一日 醫學系邀請教育部黃榮村部長蒞校演講並參

訪醫學系。 

 心理復健學系林玉華老師應邀督導由淡江大

學輔導老師團體假華人心理治療基金會舉辦

之「個案研討」。 

十一月廿四日 醫學院召開第一次教學設備委員會與第一次

臨時行政主管會議。 

  心理復健學系邀請耕莘醫院心理衛生科劉宜

釗醫生演講「酒癮的雙胞胎研究」。 

十一月廿五日 醫學院召開第二次學生事務委員會議。 

  心理復健學系林玉華老師應邀假華人心理治

療研究發展基金會教室舉辦之「心理治療專業

人員訓練」演講「青少年的夢」。 

十一月廿六日 護理學系舉辦「行動研究法的理論在生命教育

的應用研討會」。 

十一月廿八日 嘉義輔仁高中 70 名學生參訪醫學院。 

  心理復健學系李錦虹老師應邀參加由中華民

國亞洲之友協會假輔仁大學法律學系舉辦之

「調解師培育初階課程」演講「問題解決入門

－會談技巧 I」。 

十一月廿九日  心理復健學系林玉華老師應善牧基金會之邀

於耕莘文教院演講「兒童心理治療衡鑑」。 

十二月一日 醫學院召開第四次輔仁醫學期刊編輯委員會

議。 

十二月二日 桃園高中 70 名學生參訪醫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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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三日  心理復健學系林玉華老師應邀督導諮詢由精

神科主治醫師團體假桃園療養院舉辦之「督導

研討」。 

十二月四日 醫學院召開雙和醫院籌備會議。 

十二月五日  心理復健學系所李錦虹老師應邀參加由中華

民國亞洲之友協會假輔仁大學法律學系舉辦

之「調解師培育初階課程」講演「問題解決入

門－會談技巧Ⅱ」；陳美琴老師獲臺南市德光

女中「校友成就及天使獎」。 

十二月六日 心理復健學系林玉華老師應邀參加由假國立

台灣大學醫學院會議室舉辦之「台灣精神健康

與心理治療 2003 聯合年會」，發表〝Internal 
Terror and Depressive States-a psychoanalysis 
with a 4 year old girl 壁報展〞。 

十二月七日 護理學系及公共衛生學系舉辦系友回娘家活

動。 

  心理復健學系陳美琴老師應邀主持由臺北市

社區心理衛生中心舉辦之「後 SARS 心靈復健

知能整合培訓之悲傷輔導工作坊」。 

十二月十日 國泰醫院蒞院參訪。 

十二月十二日  心理復健學系李錦虹老師應邀參加由中華民

國亞洲之友協會於輔仁大學法律學系舉辦之

「調解師培育初階課程」演講「問題解決入門

－會談技巧Ⅲ」。 

十二月十二日—十三日 心理復健學系林玉華老師應邀主持由台灣臨

床心理學會假國立政治大學國際會議廳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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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精神分析與長期個案論文發表」；李錦虹

老師應邀演講「青少年憂鬱症的心理治療」及

發表〈青少年憂鬱認知歷程與心理治療策略之

初探－以一名精神官能性憂鬱症少女為例〉。 

十二月十四日－十五日 公共衛生學系主辦第二十三屆全國公衛盃活

動。 

十二月十五日 完成「推動醫學教育改進計畫」，函送教育部

作為 2005 年醫學系追蹤評鑑之依據。 

 醫學系國泰醫院林志眀副院長及黃清水副院

長率領五名科部主任參訪醫學系，洽談交流合

作事宜。 

十二月十七日 醫學院召開第五次行政主管會議與第一次醫

學院發展委員會議。 

  心理復健學系林玉華老師應邀督導諮詢由精

神科主治醫師團體假桃園療養院舉辦之「督導

研討」。 

十二月十八日 醫學院召開新大樓空間協調會議。 

 公共衛生學系第一學期第二次系週會，邀請李

局長龍騰教授蒞系專題演講「公共衛生現況與

實務」。 

  心理復健學系陳美琴老師應邀主持由社會科

學院舉辦之「第四屆關懷身心障礙生－身心障

礙生在大學研討會論文發表」並應聖言會宿舍

服務同仁輔導知能培育組之邀演講「認識憂鬱

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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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九日 醫學院召開第五次輔仁醫學期刊編輯委員會

議。 

十二月廿三日 護理學系邀請台北榮民總醫院婦產部楊勉力

主任演講「遺傳科技與諮商技巧」。 

十二月廿四日 醫學院召開第四次學術研究發展委員會。 

十二月廿六日 聖保祿醫院蒞院參訪。 

  心理復健學系林玉華老師應邀督導由淡江大

學輔導老師團體假華人心理治療基金會舉辦

之「個案研討」。 

十二月廿九日 《輔仁醫學期刊》創刊茶會。 

  心理復健學系邀請耕莘醫院心理衛生科陳淑

惠主治醫生講演「Trauma & Process Approach 
to PTSD －從 921 震災談起」。 

十二月卅一日 醫學院召開第四次院務會議。 

  心理復健學系林玉華老師應邀督導諮詢由精

神科主治醫師團體假桃園療養院舉辦之「團體

督導研討會」。 

 亞東醫院蒞院參訪。 

九十三年  

一月一日  醫學系吳文彬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

畫「抗血栓蛇毒蛋白結構、活性及對血管內膜

新生之研究」。 

一月七日 醫學院召開第一學期第五次院教師評審委員

會議與第一次興建委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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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衛生學系邀請南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

安部工程師邱垂翰蒞系專題演講「半導體安全

衛生管理實務」 

  心理復健學系所林玉華老師應邀督導諮詢由

精神科主治醫師團體假桃園療養院舉辦之「團

體督導研討會」。 

一月九日  大直天主教公墓設置之大體老師英靈祠建設

完成，並舉行啟用儀式。 

一月十二日 大體老師迎接禮。 

一月十三日 外交部杜次長筑生先生蒞院參訪。 

一月十五日 醫學院召開第一次增設醫學研究所會議。 

一月十七日 醫學系於醫學院辦理中華民國醫學生聯合會

國際事務部之「醫學生聯會種子培訓營」。 

一月十九日 護理學系蕭淑貞教授應邀參加長庚大學舉辦

「新世紀進階護理師的高等教育研討會」。 

一月廿九日－二月二日 醫學系在假日飯店、陽明大學及本校舉辦「

2004 年東亞醫學生會議」。 

二月一日  心理復健學系兼任老師沈勝昂改聘為副教授。 

二月三日 醫學院召開第一次新大樓實驗室籌備會議。 

二月四日 護理學系邀請振興醫院楊茂勳主任於醫學院

一樓研究生教室演講「心電圖判讀」。 

二月八日 醫學院召開第二次解剖醫學博物館會議。 

二月九日 醫學院召開空間規劃協調臨時會；江漢聲院長

、醫學系鄒國英主任及王進賢副系主任參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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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醫院、耕莘醫院及國泰醫院。 

二月十日 台中宜寧高中 50 名學生參觀醫學院。 

二月十一日 本校與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簽訂建教合作

契約。 

二月十二日 江漢聲院長、鄒國英主任及王進賢副主任參訪

敏盛醫院。 

二月十八日 醫學院召開第六次行政主管會議。 

 護理學系邀請台北榮民總醫院唐德成醫師於

醫學院一樓研究生教室演講「腎臟科最新治療

」；於進修成長學院之推廣部開設學士學分班

課程：心理學、精神科護理學、精神科護理學

實習計八學分。 

 醫學院江漢聲院長、醫學系鄒國英主任及王進

賢副系主任參訪新光醫院、耕莘醫院及國泰醫

院。 

二月十九日 本校與台北縣政府衛生局暨所屬醫療機構簽

訂建教合作契約。 

二月廿三日 護理學系邀請三軍總醫院李世俊醫師講演「胸

腔外科最新治療」。 

 醫學院江漢聲院長、醫學系鄒國英主任及王進

賢副系主任參訪新光醫院、耕莘醫院及國泰醫

院。 

二月廿五日—六月廿日 心理復健學系陳美琴老師應邀督導由台灣師

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舉辦之「九十二學

年度下學期碩士層級諮商心理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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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廿六日  心理復健學系陳美琴老師應國防部教官培訓

中心之邀演講「諮商輔導理論與實務」。 

二月廿八日  醫學系舉辦「線上教學軟體工作坊」。 

三月 醫學月—在光中行走系列活動。 

三月三日 醫學院舉辦醫學月開幕活動及義診活動包括

「醫學院環境美化比賽」、「志工服務徵文比賽

」、「社區活動及社區服務展」、「醫學院盃球類

及趣味競賽」、「醫學影像展暨攝影比賽」。 

 護理學系邀請三軍總醫院蔣永孝醫師於醫學

院研究生教室演講「神經外科最新治療」。 

 公共衛生學系邀請台灣大學環境衛生研究所

李芝珊教授專題演講「生物氣膠概論」。 

  心理復健學系林玉華老師應邀督導諮詢由精

神科主治醫師團體假桃園療養院舉辦之「督導

個案研討」。 

三月七日  醫學系舉辦「PBL 初階研習會」。 

三月八日 護理學系邀請童綜合醫院張子明醫師演講「一

般外科最新治療」。 

  公共衛生學系邀請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專題演講「台灣地區傳染病防治工作所面臨之

挑戰及因應措施」。 

  心理復健學系邀請東吳大學心理系兼任副教

授 盧 禎 慧 講 演 「 Psychology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One example of research 
possibilities here and now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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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九日  心理復健學系林玉華老師應邀假華人心理治

療基金會舉辦之「心理治療專業人員訓練」講

演「心理治療情境(Therapeutic Frame)」。 

三月十日 醫學院舉辦「生命倫理主題專題演講暨醫學使

命特色圓桌交談」。 

三月十五日  公共衛生學系邀請台北市立慢性病防治院呂

喬洋院長專題演講「結核病的校園防治工作」

。 

  心理復健學系所邀請國立台灣大學心理研究

所發展組林慧麗博士候選人講演「Psychology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One example 
of research possibilities here and now in Taiwan
」。 

三月十六日 護理學系經九十三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系

務會議決議通過停招二年制護理學系。 

三月十七日  心理復健學系林玉華老師應邀督導諮詢由精

神科主治醫師團體假桃園療養院舉辦之「團體

督導研討會」。 

三月十七日－廿二日 醫學系邀請荷蘭馬斯垂克大學（Maastricht 
University）Prof. S.J. van Luijk 及 Dr. W.S. de 
Grave 蒞臨醫學系進行與 PBL 相關的研討會及

工作坊。  

三月廿日 醫學系邀請荷蘭馬斯垂克大學（Maastricht 
University）Prof. S.J. van Luijk 及 Dr. W.S. de 
Grave 於醫學系小班教室舉辦「PBL 進階師資

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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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廿一日 醫學系於谷欣廳舉辦「醫學教育研討會」。  

三月廿二日 公共衛生學系邀請新竹環境保護局空污課傅

立汎先生專題演講「高科技產業的公衛人」 

  心理復健學系邀請溯心理工作室執行長王守

珍心理師演講「憂鬱症與焦慮症的個案報告」

。 

三月廿一日－廿二日 醫學系邀請荷蘭馬斯垂克大學（Maastricht 
University）Prof. S.J. van Luijk 及 Dr. W.S. de 
Grave 於醫學系小班教室舉辦「PBL 進階師資

培訓」。 

三月廿三日  心理復健學系林玉華老師應邀假華人心理治

療基金會舉辦之「心理治療專業人員訓練」講

演「焦慮與防衛－克萊恩觀點」。 

三月廿三日—廿六日 心理復健學系所舉辦心復週。 

三月廿四日 醫學院舉辦醫學月「慰靈公祭感恩禮」，並於

淨心堂舉行「大體老師感恩追思禮儀」。 

三月廿九日 公共衛生學系邀請台北縣衛生局醫院整併小

組張遠鎧組長專題演講「醫療資訊在醫療衛生

領域的應用」。  

  心理復健學系邀請呂旭立紀念基金會實習諮

商老師劉同雪老師演講「憂鬱症與焦慮症的個

案報告」 

三月卅一日 醫學院舉辦醫學月「醫學與文藝通識課程教學

觀摩座談會」、「醫學倫理劇場」及頒獎暨閉幕

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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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復健學系林玉華老師應邀督導諮詢由精

神科主治醫師團體假桃園療養院舉辦之「團體

督導研討會」。 

四月七日 公共衛生學系邀請行政院衛生署企劃室陳毓

璟副教授專題演講「質性研究之心路歷程－以

社區健康營造研究為例」。  

  心理復健學系林玉華老師應邀督導諮詢由精

神科主治醫師團體假桃園療養院舉辦之「團體

督導研討會」。 

四月十二日 醫學院召開第五次學術研究發展委員會。 

 公共衛生學系邀請國立師範大學衛生教育學

院劉潔心教授專題演講「糖尿病防治之社區介

入成效研究－台北都會型某小社區為例」。 

 心理復健學系邀請台北市立療養院林彥妤臨

床心理師演講「以青少年偏差性飲酒行為為例

談發展心理病理對臨床實務工作之貢獻」。 

四月十四日 醫學院召開第七次行政主管會議。 

四月十六日－十七日 醫學院舉辦「2004 音樂治療研討會」。 

四月十九日 輔大與財團法人奇美醫學中心簽訂建教合作

契約。 

  公共衛生學系邀請力晶半導體工安環保部工

安課蔡欣儒課長專題演講「半導體環安衛業務

推展」。 

四月廿一日 醫學院召開第三次學生事務委員會議。 

  心理復健學系陳美琴老師應呂旭立基金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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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演講「聖徒與凡人的超個人經驗」；林玉華

老師應邀督導諮詢由精神科主治醫師團體假

桃園療養院舉辦之「團體督導研討會」。 

四月廿二日 醫學院召開第二次增設醫學研究所會議。 

四月廿三日 護理學系與台灣護理學會合辦於谷欣廳舉辦

「護理專業發展現況與挑戰－台灣與加拿大

經驗分享研討會」。 

 公共衛生學系邀請台北醫學大學傷害防制研

究所林茂榮副教授專題演講「機車傷害」。  

四月廿六日  心理復健學系邀請中原大學心理學系譚偉象

副教授演講「Comparison of neurocognition 
between drug-free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and bipolar disorder」。 

四月廿七日 醫學院召開第四次學生事務委員會議。 

四月廿八日 護理學系於聖言樓展演中心舉辦加冠典禮，並

頒發「實習愛心獎」。 

四月廿九日 醫學院召開第一次臨床技術研討會籌備會。 

四月卅日－五月四日 護理學系蕭淑貞教授赴加拿大參加國際學術

研討會報告論文。 

五月一日－八日 護理學系陳惠姿副教授赴荷蘭 Maastricht Univ
及  Shool of Medical Sciences Univ. edical 
Center Utrecht 二所大學、香港大學參加ＰＢＬ

短期課程進修。 

 醫學系鄒國英主任、林瑞祥名譽教授、駱惠明

副主任、林朝順老師及徐偉岸老師至香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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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及荷蘭馬斯垂克斯大學（

Maastricht University ）、 School of Medical 
Sciences Univ. Medical Center Utrecht 等學校

參訪。 

五月三日 公共衛生學系邀請陽明大學國際衛生教育學

程中心黃嵩立教授專題演講「飲食中脂質對於

兒童氣喘的影響」及「台灣參與國際衛生合作

的經驗」。 

五月五日 醫學院舉辦壁報展系列活動。 

五月五日 護理學系邀請台北榮民總醫院護理部尹祚芊

主任專題演講「護理新鮮人職場調適」及台北

榮民總醫院馮容莊副主任宣導就業資訊。 

  心理復健學系林玉華老師應邀督導諮詢由精

神科主治醫師團體假桃園療養院舉辦之「團體

督導研討會」。 

五月五日－十四日 護理學系蕭淑貞教授至美國參訪天主教大學

、喬治亞大學、馬里蘭大學、華盛頓大學等四

所護理學院。 

五月七日 安康高中蒞校參訪。 

   心理復健學系所林玉華老師應邀督導由蒞江

大學輔導老師團體假華人心理治療基金會舉

辦之「團體督導研討會」。 

五月十日 公共衛生學系邀請國立台北護理學院護理系

林寬佳助理教授專題演講「從流行病學角度談

長期資料分析之趨勢」及「社區醫學在金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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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二日 醫學院召開第八次行政主管會議。 

五月十三日 醫學院召開職能治療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 

 心理復健學系陳美琴老師應邀評審由全人教

育課程中心舉辦之「輔大第四屆倫理個案分析

競賽」。 

五月十七日 公共衛生學系邀請國立台灣大學公衛學院環

衛所林嘉明所長專題演講。 

五月十九日 醫學院召開第二學期第一次院教師評審委員

會議。 

  護理學系邀請台北榮民總醫院婦產部張昇平

主任演講「人工生殖科技與諮詢」。 

  心理復健學系李天慈老師應國防部心理衛生

中心之邀演講「CPT 在憂鬱症上之應用」；林

玉華老師應邀督導諮詢由精神科主治醫師團

體假桃園療養院舉辦之「團體督導研討會」。 

 醫學系於濟時樓國際會議廳舉辦「雷射掃描共

軛焦分光光譜顯微技術研討會」。 

五月廿日 召開輔大新光研究發展委員會。 

五月廿一日 醫學系於合作教學醫院新光醫院舉辦「九十二

學年度教案編寫工作坊」。 

五月廿三日 心理復健學系林玉華老師應邀假花蓮師範大

學舉辦之「心理治療人員專業訓練」演講「精

神導向兒童心理治療」。 

五月廿四日 公共衛生學系召開未來空間確認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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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廿五日 醫學系舉辦「九十二學年度 PBL 小班教學課

程觀摩活動」（一）。 

五月廿六日 醫學院舉辦第二學期第一次全院導師會議。 

 公共衛生學系邀請台灣大學預防醫學研究所

季瑋珠教授專題演講「健康生活品質」。 

  心理復健學系林玉華老師應邀參加由醫學院

舉辦之「壁報展暨口頭報告」發表〝Anxiety and 
Defence Against the State of Depression:A Case 
Study of Child Psychoanalysis〞。 

 醫學系舉辦「九十二學年度 PBL 小班教學課

程觀摩活動」（二）。 

五月廿八日  心理復健學系林玉華老師應邀督導由心理治

療團體假中原大學學生輔導中心舉辦之「團體

督導研討會」。 

 醫學系舉辦「九十二學年度 PBL 小班教學課

程觀摩活動」（三）。 

五月卅一日 醫學系舉辦「九十二學年度 PBL 小班教學課

程觀摩活動」（四）。 

 醫學院舉辦九十三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師以著

作或作品申請升等公開演講。 

六月一日 醫學系舉辦「九十二學年度 PBL 小班教學課

程觀摩活動」（五）。 

 醫學院召開第二次臨床技術研討會籌備會與

第二學期第二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公共衛生學系召開台北縣政府衛生局委託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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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案討論。 

六月二日 公共衛生學系舉辦校外參訪，包括行政院衛生

署台北醫院（心理衛生課程）與台北市立萬芳

醫院（醫療品質概論課程）。 

  心理復健學系林玉華老師應邀督導諮詢由精

神科主治醫師團體假桃園療養院舉辦之「團體

督導研討會」。 

六月四日 醫學院於濟時樓舉辦學術演講分別邀請 Dr. 
Paul S. Levy（Emeritus Professor, U. of Illinois, 
Chicago / Fellow of ASA, ACE）演講「Statistical 
Methods i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Bioterrorism」，Dr. Borko Jovanovic （ North 
western University, USA）演講「Some Statistical 
Issues in Study of Variability of Gene Expression 
with Applications in Prostate Cancer Study」，Dr. 
Mohammad M. Salehi （ Isfa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ran ） 演 講 「 Optimal Sampling 
Design under a Spatial Correlation Model」。 

 心理復健學系林玉華老師應邀督導由淡江大

學輔導老師團體假華人心理治療基金會舉辦

之「團體督導研討會」。 

六月五日—六日 心理復健學系林玉華老師應邀參加由中華醫

學會假台北榮民總醫院舉辦之「中華醫學會第

十九屆年會」，發表〝Anxiety and defense 
against symbolization- A case of Asperger〞。 

 公共衛生學系校外參訪－行政院衛生署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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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心理衛生課程）。 

六月九日 醫學院召開第九次行政主管會議。 

六月十日 護理學系舉辦「護理與質性研究」研討會。 

六月十一日 護理學系舉辦「期末各科護理實習檢討會」。 

六月十二日—十三日 心理復健學系李天慈老師應北投國軍醫院舉

辦之邀演講「CPT 在國軍教育上之應用」。 

六月十四日 醫學院召開第三次解剖博物館會議。 

六月十五日 護理學系於醫學院一樓會議室舉辦「護理教育

中生命意涵之探討研討會」，邀請耕莘醫院護

理部魏麗麗主任、新光醫院護理部廖彥琦主任

、國泰醫院護理部陳小連主任一同參與。 

六月十六日 醫學院召開第二學期第二次院務會議。 

 心理復健學系林玉華老師應邀督導諮詢由精

神科主治醫師團體假桃園療養院舉辦之「團體

督導研討會」。 

六月十八日－十九日 醫學院舉辦年度共融活動。 

六月廿一日 醫學院召開第六次《輔仁醫學期刊》編輯委員

會議。 

 護理學系舉辦舉辦「課程自我評鑑－理念與實

務」研討會。 

六月廿三日－六月廿七日 護理學系陳惠姿、黃玉珠二位副教授赴菲律賓

Trinity College 參訪觀摩其服務學習課程。 

六月廿三日 護理學系邀請財團法人恩主公醫院魏淑貞護

理師演講「傷口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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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廿六日 醫學院舉辦「臨床技術研討會」。 

  心理復健學系李錦虹老師應邀參加假台灣大

學舉辦之「生命倫理學研討座談會暨教學工作

坊」，發表〈國內外遺傳資學課程設計－現況

與發展〉。 

六月卅日  心理復健學系卓淑玲老師應邀參加由政治作

戰學校舉辦之「愛國教育」演講「迎接挑戰、

克服壓力超越自我」。 

 醫學院舉辦第二次醫學院發展會議。 

六月卅日－八月十七日 護理學系與台北縣政府衛生局合辦「衛生局暨

所屬衛生所護理人員衛生企畫與管理在職教

育」。 

七月五日  心理復健學系卓淑玲老師應邀參加由行政院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舉辦之「專題講演

」演講「壓力調適與情緒管理」。 

七月十三日 護理學系邀請台大醫院謝思民醫師演講「院內

感染控制」。 

七月十四日 醫學院召開第十次行政主管會議。 

七月廿一日 醫學院系主任遴選會議。 

七月廿二日 護理學系協辦台北縣護理師護士公會於野聲

樓谷欣廳舉辦「個案管理規劃與實務應用研討

會」。 

七月廿三日－七月廿四日 護理學系與財團法人中華藥學研究基金會合

辦於濟時樓九樓，邀請盧成皆教授、李中一教

授演講「醫藥護理研究中階統計方法研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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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廿五日－廿六日 公共衛生學系中長程發展共識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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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理工學院 
 
九十二年 

七月四日－九月四日 心理學系夏林清教授獲得國科會補助赴英研

究訪問。 

八月 電子工程學系林昇洲助理教授獲國科會補助

「地面遙測影像雷達系統之研製與應用－子

計畫三中頻電路 IF 與介面研製（3/3）」專題研

究計畫；王偉彥副教授獲國科會補助「線上基

因演算之模糊類神經網路及其在非線性系統

辨識與控制之應用（2/2）」專題研究計畫；徐

國政教授獲國科會補助「具有盲區輸入不確定

時延系統之滑型模式控制設計」專題研究計畫

；袁正泰教授獲國科會補助「數位通訊系統盲

蔽等化器多重模數演算法（MMA）的分析與

探討」專題研究計畫；杜弘隆助理教授獲國科

會補助「操作於 ISM 頻域的交換式金氧半功

率放大器之輸出功率調適技術研究」專題研究

計畫；余金郎副教授獲國科會補助「多載波分

碼多工存取系統的盲目通道估測與多使用者

偵測技術之研究」專題研究計畫；李永勳副教

授獲國科會補助「智慧型車輛之控制感測及資

訊處理技術研發－子計畫七：智慧型鋰電池管

理系統之安全監控管理及系統整合（III）」專

題研究計畫；劉惠英副教授獲國科會補助「Ad 
Hoc 適應性數位學習系統之設計與製作」專題

研究計畫；林寬仁副教授獲國科會補助「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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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Linux 驅動程式之自動合成 （II）」專題研

究計畫；王元凱副教授獲國科會補助「圖形辨

識技術在交通視訊資料之分析研究（II）」專題

研究計畫；白英文副教授獲國科會補助「遠端

醫療資訊量測系統設計與建構」專題研究計畫

；黃弘一助理教授獲國科會補助「深次微米之

低電壓高速電路設計與分析（I）」專題研究計

畫；呂學坤副教授獲國科會補助「內嵌式可程

式化邏輯模組: 新架構及相關設計軟體－子計

畫三：內嵌式可程式化邏輯模組功能性測試與

診斷技術（2/3）」專題研究計畫。 

 數學系嚴健彰老師於花蓮舉辦之「The 10th 
National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Conference」發表〝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 the 
Central Regions of Disk Galaxies〞。 

 生命科學系新聘郭育綺教授及陳翰民助理教

授；蘇睿智老師獲研發處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基因轉殖菊花表現耐逆境蛋白 Hval 之研究」；

楊美桂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柑橘

潰瘍病菌 DNA 受損所引發之蛋白質體分析」

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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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曾

婉芳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三氧化

二砷對大白鼠生殖功能影響的探討」及「雄鼠

睪丸中絲氨酸磷酸化酵素結合蛋白與精蟲成

長關係之研究」；周秀慧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

題研究計畫「綠色材料－生物可分解聚脂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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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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及獲輔大學術基金

（使命部分）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臍帶血間葉

幹細胞在骨髓移植應用之可行性的評估」；呂

誌翼老師獲標達行銷顧問公司補助專題研究

計畫「血栓溶解酵素活性」及獲國科會補助專

題研究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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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劃十：

聚經基酯類材料在環境中生物分解之研發 III 
」；李永安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以插入序列對植物病原細菌進行分仔類型區

分之研究」；郭育綺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

究計畫「探討蓮子有效成份 S-Armepavine 影

響 MAP kinases 活化而調控 T 淋巴細胞增生

與其在動物體內之藥理活性分析 2-2 」、「探討

由小本山葡萄純化之 Amelopsin C 藉由調控

單純庖診病毒第一型大分子合成而抑制之複

製及以病毒皮膚感染之 BALB/c 小鼠為模式

分析其體內藥理活性並以此研究模式提供病

毒藥物篩選服務」，及獲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

發中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探討中藥方劑或中

草藥之免疫調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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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維祺老師應邀參加於桃園舉辦之「13th 
Information Security Conference」並發表三篇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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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心理學系新聘王思峰老師；孫慶文老師獲得本

校研究發展處補助研究計畫「實景與色彩樣本

的色彩記憶」；林凱鈞同學申請堪薩司匹茲堡

大學交換學生；黃月霞老師獲本校資深員工 20
年表揚。 

八月－十月 物理學系劉建楠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

計畫「量子反應散射和低溫原子碰撞」（始於

九十一年十一月）；劉兆明老師獲得國科會補

助研究計畫「心理學在台灣的發展策略與行動

方案規劃」（始於九十二年四月）；夏林清老師

應教育部邀請擔任普通高級中學暨後期中等

教育共同核心課程生涯規劃選修類課程綱要

審查小組委員（始於九十二年六月）。 

八月－十一月 資訊工程學系呂俊賢老師分別獲國科會與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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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五 3/3）」；連國珍老

師獲國科會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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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五 
3/3）」；梅興老師獲國科會與輔仁大學補助專題

研究計畫「以 Jini 為基礎行動應用閘道設計與

評估之研究（子計畫五 3/3）」（始於九十一年

十二月） 

八月－十二月 數學系張康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提昇私大研發能量專案－行動多媒體網路

系統技術之研究發展與應用（3/3）」（始於九十

一年十二月）；李安莉老師獲教育部顧問室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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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基礎科學教育改進計畫」A 類計畫「資料

訊號與數學」。（始於九十二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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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秀鏞老師獲純智文教基金會補助研究計畫

「大器波動的垂直相速與群速之研究」（始於

九十二年一月）；凌國基老師獲教育部補助研

究計畫「基礎科學教育改進計畫 92」。 

八月－九十三年三月 心理學系丁興祥老師獲得教育部補助研究計

畫「創造力與社群發展線上學苑計畫」；夏林

清老師獲得使命特色基金補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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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提昇學術研究獎補助案「社運投

身與生命選擇—五、六年級台灣青年社會實踐

歷程初探」。 

八月－九十三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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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熱轉印之

熱感模式及加熱控制方式」（始於九十一年六

月一日）；鄭進和老師獲本校補助專題研究計

畫「快速的液體水滴動畫模擬研究」；黃貞瑛

老師獲本校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利用統計測度

之數值離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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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值計畫(子計畫二)
織品服飾數位產權管理之研究」。（始於九十二

年三月） 

八月－九十三年六月 數學系陳思勉老師獲研發處補助專題研究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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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 On Hazard Rate Estimation for 
Exponentiated Weibull Family」；楊南屏老師獲

研發處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內積空間的插值近

似」。 

八月－九十三年七月 數學系郭仲成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

畫「論共振上擬線性偏微分方程解的存在性

1/2 」；李安莉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德林費模上一些局部－整體之問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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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杜繼舜老

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高應變壓電材

料與液晶高分子之物性分析及製程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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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凌國基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

研究計畫「干涉式透明導電膜與薄膜厚度分佈

研究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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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進成老師獲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X 光高反射鏡之研

製」；梁君致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半導體奈米結構之拉曼光譜研究 1/3」。 

 心理學系陸洛老師獲得國科會補助研究計畫

「工作－家庭壓力之跨文化研究」；楊建銘老

師獲得國科會補助研究計畫「原發性失眠患者

睡眠中的訊息處理與對睡眠的知覺（2/2）」；邱

皓政老師獲得國科會補助研究計畫「創造力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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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歷程之研究—創新歷程的文化困境一個人

創造力發展的人情困局（III）」；王思峰老師獲

得國科會分別補助研究計畫「高等教育如何運

用資訊科技提升學習應用科學的創造力－孕

育創造力的線上學習社群模式：社群創造力理

論與線上社群理論之初探（五）」，「建構台灣

組織學習網路實務社群：知識經濟時代之產學

合作新模式」。 

 物理學系林銘杰老師獲經濟部補助研究計畫

「超高密度奈米資訊儲存技術五年計畫第二

年度」。 

 資訊工程學系陳良華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

研究計畫「以平均量化為基礎的影像浮水印技

術」。 

八月－九十三年十二月 物理學系吳坤東老師獲純智文教基金會補助

研究計畫「金屬氧化物鐵系列之光學與物理性

質研究」。（始於九十二年一月－九十三年十二

月） 

八月 資訊工程學系顧維祺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

研究計畫「低運算量型通行碼身份認證協定之

研究」；呂俊賢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

畫「內容分配網路之動態物件一致性控制」；

葉佐任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以提

昇記憶體之使用效率來增進電腦系統運作效

能」；林振緯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無線群播協定之容錯設計設計與分析」；郭

忠義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以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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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代理人設計樣式建構虛擬企業模型 II」；周

賜 福 老 師 獲 國 科 會 補 助 專 題 研 究 計 畫 「

Non-blocking 多工緒 multithread 結構模擬器

使用硬體描述語言 VHDL I」；徐嘉連老師獲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BioDB:基因微陣列

資料庫與分析工具之整合系統」；王國華老師

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內嵌式可程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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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最佳化技

術及相關 CAD 工具開發（2/3）」；許見章老師

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行動商務智慧型

介面服務環境之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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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八月一日 電子工程系系主任由袁正泰教授接任。 

八月二日－廿七日 生命科學系通過教育部補助「生物技術科技教

育改進計劃」並開授四門暑期學分課程。 

八月十日－十三日 電子工程學系劉惠英副教授應邀出席於美國

新紐澤西舉行之「IEEE 資訊技術國際會議：

研究與教育」，並發表論文。 

八月廿日 理工學院於耕莘樓舉辦第一次院教師評審委

員會議。 

八月廿七日 理工學院於耕莘樓舉辦第一次院務發展會議。 

九月 資訊工程學系顧維祺老師應邀參加於台南舉

辦之「2003 Symposium on Digital Life and 
Internet Technologies」並發表論文；梅興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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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邀參加於台北舉辦之「2003 年數位內容創意

加值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九月一日 生命科學系藍清隆老師獲教育部補助專題研

究計畫「迎向二十一世紀-大學全人教育課程面

臨之問題與規劃分項計畫二－大學全人教育

生物科技課程之規劃」；蘇睿智老師應邀參加

由 Denve USA 舉辦之「2002 American Society 
of Plant Biologists (ASPB) Annual Meeting」發

表〝Nitrate transporter AtNRT1： 4 expressed in 
petiole is involved in nitrate translocation in 
Arabidopsis〞 

九月三日 生 命 科 學 系 蘇 睿 智 老 師 應 邀 參 加 「 16th 
FAOBMB (Federation of Asian and Oceanian 
Biochemists and Molecular Biologists Inc.) 
Symposium」發表〝Nitrate transporter AtNRT1:4 
expressed in petiole is involved in nitrate 
translocation in Arabidopsis.〞。 

九月十日 理工學院九十二學年度新進同仁座談會。 

九月十二日－十九日 心理學系丁興祥、夏林清、劉兆明、翁開誠、

邱皓政、王思峰老師等共 19 人赴北京學術交

流。 

九月十五日 生命科學系陳擎霞老師應邀參加由板橋文化

中心舉辦之演講，講題為「室內植栽」 

九月十六日 生命科學系陳擎霞老師應邀參加由台北縣藝

文中心舉辦之演講，講題為「圖書館綠化美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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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廿四日 理工學院舉辦新生洗禮。 

 數學系李安莉老師於台灣師範大學數學系講

演「On the Torsion Points of Drinfeld Modules in 
Abelian Extensions」。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淡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饒

建 奇 博 士 蒞 系 講 演 「 A Data-Path Based 
Diagnosis Mechanism for RTL Description of 
VLSI Circuits」。 

 生命科學系陳擎霞老師應邀參加由新莊市公

所舉辦之演講，講題為「大戟目植物之辨識」 

九月廿五日 生命科學系李永安老師獲教育部頒贈之「教育

部資深優良教師獎」及輔仁大學頒贈之「輔仁

大學資深教職員工獎」。 

九月廿七日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臺電電力研究所研究員蒲

冠志博士蒞系演講「電力線通信技術發展與應

用」。 

十月 心理學系劉兆明老師連續當選中國心理學會

理事長；丁慧珊同學獲教育部外國籍學生獎學

金。 

 資訊工程學系顧維祺老師應邀參加於高雄舉

辦之「IEEE ICPP 2003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Wireless Security and Privacyel」並發表論文

。 

十月一日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中央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副

教授鄭國興博士蒞系演講「鎖相迴路及內建抖

動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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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學系邀請中興大學物理學系孫允武教授

演講「What  old microwave tricks can do in the 
new nano era」。 

 生命科學系郭育綺老師應邀參加國際東洋醫

學 會 發 表 〝 (S)-armepavine isolated from 
Nelumbo nucifera suppressed activation and 
proliferation in human peripheral blood 
mononulcear cells.〞。 

十月三日－九十三年五月 心理學系於聖言樓舉辦「中國心理學會第 42
屆年會」、「研究計畫的撰寫與規劃研討會」及

「心理學在台灣的發展策略與行動研討會」。 

十月四日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中央大學通訊工程學系助

理教授張大中博士蒞系演講「無線區域網路技

術與發展」 

 化學系柏殿宏教授出席理外民特色座談會「對

天主教輔仁大學的省思」，於會中發表〈致善

達仁〉。 

 資訊工程學系所邀請中央大學軟體研究中心

主 任 李 允 中 教 授 蒞 校 講 演 「 SOFA: A 
Service-Oriented Framework with Agents」。 

十月五日 心理學系畢業生周泰安畢業論文〈害羞的內隱

與外顯測量〉，獲九十二學年度中國心理學會

蘇鄉雨碩士論文獎。 

十月五日－八日 電子工程學系王偉彥及劉惠英副教授出席於

美國華盛頓舉行之「2003 IEEE 系統人機械智

能國際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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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八日 數學系李安莉老師於國家理論科學研究中心

演講「On the Support Problem」。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中央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副

教授周立德博士蒞系演講「移動式代理人與主

動式網路在網路管理上之應用」。 

十月九日－十月十一日 生 命 科 學 系 周 秀 慧 老 師 應 邀 參 加 「 First 
National Stem Cell Centre Scientific Conference 
〝Stem Cells and Tissue Repair"」發表〝In utero 
transplantation of bone marrow-derived 
multi-potent mesenchymal stem cells〞，及參加

「3rd Annual Meeting on Mesenchymal and 
Nonhematopoietic Stem Cells」發表〝Plasticity of 
multi-potent mesenchymal stem cells from 
umbilical cord blood〞。 

十月十一日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本系王元凱副教授演講「電

腦視覺技術的應用與發展」。 

十月十五日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中央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助

理 教 授 蔡 宗 漢 博 士 蒞 系 演 講 「 Design 
Techniques Exploration for Multimedia 
Communication in SOC Development」 

 物理學系邀請師大物理學系賈至達教授演講

「The Effect of Microstructure of A(B’1/3B”

2/3)O3 Perovskites on Microwave Properties 微

觀結構對 A(B’1/3B”2/3)O3 微波特性的影

響」。 

十月十七日 化學系柏殿宏教授出席「第二屆信仰與一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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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研討會」，並於會中發表〈從科學的角度論

宗教中的神蹟〉。 

十月十八日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本系白英文副教授聖言樓

演講「電子郵件和網頁伺服器系統響應時間分

析、量測和改善」 

 資訊工程學系邀請黃貞瑛教授蒞校講演「

Machine Learning for Disease Classification ：A 
Case Study on Proteomic Data for Cancer 
Detection」。 

十月廿日 心理學系舉辦「心理之夜」。 

十月廿二日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台北科技大學光電所教授

鄭超仁博士於聖言樓演講「Optic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Security Applications」 

十月廿五日 資訊工程學系所邀請國立台灣師大資訊工程

研究所林順喜教授蒞校演講「三個益智問題的

最佳演算法研究」。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長庚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助

理教授劉益華博士於聖言樓演講「可充電電池

簡介」。 

十月廿六日 生命科學系陳擎霞老師應邀至土城市公所演

講「植物辨識方法」。 

十月廿七日 生命科學系陳擎霞老師應邀至總統府演講「自

然生態保育」。 

十月廿九日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暨

通訊工程研究所副教授陳志成博士蒞系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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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LAN-Centric Authentication in Integrated 
GPRS-WLAN Networks」 

十月廿九日－十一月二日 化學系陳壽椿教授出席「2003 台北國際分析化

學會議」，於會中發表〈以微電泳酵素晶檢測

葡萄糖與肌酸酐〉。 

十月卅日 理工學院於耕莘樓舉辦第二次院務發展會議

及第二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十一月－九十三年七月 數學系嚴健彰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

畫「系外行星在原始太陽星雲中的數值模擬」

。 

十一月一日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本系黃弘一助理教授演講

「混合訊號式積體電路之創意設計」。 

 資訊工程學系所邀請故宮資訊中心賴鼎陞博

士於 SF337 演講「文物數位化資訊系統相關資

訊技術實務研討」。 

十一月一日－十一日 生命科學系藍清隆老師應農委會及財團法人

植物保護科技基金會邀請，至大陸參加「海峽

兩岸植物檢防疫病菌診斷鑑定資訊及技術交

流」。 

十一月二日 心理學系劉兆明主任接受教育廣播電台「發現

新校園」專訪介紹本校心理學系。 

十一月五日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國立臺灣科技大學電機工

程系助理教授曾德峰博士蒞系演講「現代無線

通訊系統技術的介紹」。 

 物理學系邀請中研院原分所暨台大凝態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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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心 研 究 員 陳 貴 賢 博 士 演 講 「 SiC-capped 
Nanotip Arrys and their Potential Applications. 
SiC 奈米針尖陣列及其應用」。 

十一月六日  理工學院於耕莘樓舉辦第三次院務發展會議。 

 心理學系邀請法國大學第七大學沈志中博士

演講「精神分析在當代心理治療中的角色－兼

談法國當代心理學發展狀況」。 

十一月七日－九日 化 學 系 周 善 行 教 授 出 席 「 The 2nd 

Belgium-Taiwan Bilateral Organic Chemistry 
Conference 」， 於 會 中 發 表 〝 Heterocyclic 
Compounds as Second-Order Nonlinear  
Optical Materials〞。 

十一月八日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中華技術學院電子系副教

授兼技術合作處處長宋真坦博士蒞系演講「主

動式混成電磁鐵懸吊穩控系統之研究」。 

 心理學系楊建銘老師應邀至中國心理學會臨

床心理組南區在職訓練演講「睡眠問題的評估

與治療」。 

 資訊工程學系邀請葉佐任教授演講「Using 
Predictions of File Access to Improve File 
system Performance」。 

十一月十二日 生命科學系陳擎霞老師應邀至新莊市公所演

講「野生食用植物」；李永安老師應邀至東吳

大學微生物學系演講「病原細菌的分類及演化

-Xanthomonas 屬植物病原細菌之模式演講」。 

十一月十四日 生命科學系李永安老師應邀至中興大學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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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防疫植物病原細菌綜合管理研討會」〈

發表 Xanthomonas 屬植物病原細菌之診斷鑑定

觀念及系統之研發〉。 

十一月十五日 生命科學系楊美桂老師獲「輔仁學術研究獎」

。 

 資訊工程學系所邀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系羅

壽之教授蒞校演講「Mobility and QoS Support 
in Wireless Networks」。 

十一月十七日 物理學系邀請東華大學物理學系鄭王曜教授

演講「Frequency-Stabilized lasers in ‘Science」 

十一月十九日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光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

竹系統研發部經理黃永亮博士蒞系演講「

Mobile Phone Development in Taiwan and 3G in 
Asia」。 

十一月廿日 化學系邀請 Zonguldak Karaelmas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Turkey 之 Professor 
Hazer 演講「1. Microbial Polyesters 2. Chemical 
Modifications of Microbial Polyesters 3. 
Macrointermediates for Block/Graft Copolymers
」。 

 心理學系邀請科學與宗教研究中心博士後研

究蔡怡佳博士演講「自我的技藝：台灣民間宗

教的靈體共修」。 

十一月廿二日 應用科學與工程研究所承辦教育部顧問室「

92-95 基礎科學教育改進計畫數學類成果發表

暨教學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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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中央大學電機工程系所所

長王文俊博士蒞系演講「模糊控制在一般實驗

應用介紹」。 

 資訊工程學系所邀請逢甲大學資訊工程系薛

念林教授蒞校講演「Handing no functional 
requirement ： a goal-driven and pattern-base 
approach」。 

十一月廿四日 心理學系楊建銘老師應邀至署立台北醫院演

講「失眠的非藥物治療」。 

十一月廿六日 資 訊 工 程 學 系 邀 請 徐 嘉 連 教 授 演 講 「

Content-based music information retrieval and 
analysis」。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淡江大學電機工程系副教

授 李 維 聰 博 士 蒞 系 演 講 「 HFC Broadband 
Networks」。 

十一月廿七日 化學系邀請工研院材料所劉茂煌博士演講「鋰

電池發展現況與奈米技術應用」。 

十一月廿八日 輔仁中學蒞院參訪。 

 化學系周善行教授出席「93 年中國化學會年會

」，於會中發表〝Cycloaddition Reactions of 
Substituted-3-phenylthio-1, 3-butadienes with 
Imines〞；李國安於會中發表〝Ene  Reactions of 
1-Phenylcyclopropene〞。 

 資訊工程學系所梅興老師應邀至生科所講演

「 Mobile Internet ：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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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廿九日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臺灣電力公司調度發展專

業工程師劉運鴻博士蒞系演講「風力發電」。 

十二月 資訊工程學系鄭進和老師應邀參加於花蓮東

華 大 學 舉 辦 之 「 2003 Computer Graphics 
Workshop」並發表論文；連國珍老師及呂俊賢

老師應邀參加於台中舉辦之「2003 全國計算機

會議」並發表兩篇論文；梅興老師應邀參加於

台南舉辦之「2003 Symposium on Digital Life 
and Internet Technologies」並發表論文；顧維祺

老師應邀參加於台中舉辦之「2003 National 
Computer Symposium」並發表論文及應邀參加

於高雄舉辦之「2003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cs, Cybernetics, and Systems」並發

表兩篇論文；許見章老師應邀參加於台北舉辦

之「2003 人工智慧、模糊系統及灰色系統聯合

研討會」並發表兩篇論文及應邀參加於新加坡

舉辦之「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lectronic Business （ICEB-2003）」並發表兩

篇論文；顏秀珍老師應邀參加於台中舉辦之「

2003 National Computer Symposium」並發表論

文及應邀參加於高雄舉辦之「2003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cs, Cybernetics, and 
Systems」並發表三篇論文。 

十二月一日 生命科學系陳擎霞老師獲台灣內政部補助專

題研究計畫「金門哺乳動物相調查」；蘇睿智

老師應邀參加「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Agricultural Biotechnology 」 發 表 〝 
Methionine-Enriched Rice Accumulation of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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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ame 2S Albumin Enhances Methionine and 
Cysteine Levels of Transgenic Rice Seeds〞。 

十二月三日 應用科學與工程研究所舉辦「計算機工程領域

會議」。 

 生命科學系蘇睿智老師應邀參加「中國畜牧學

會年會」發表〈盤固草基因轉殖與植株再生系

統之建立〉。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中華電信研究所研究員劉

榮宜博士蒞系演講「高速公路電子收費技術與

系統」。 

十二月三日－五日 電子工程學系白英文副教授出席於澳大利亞

雪梨舉行之「第七屆電機電子工程師協會—消

費性電子國際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十二月四日 化學系邀請旭富製藥科技公司周文智博士演

講「R&D in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十二月五日  生命科學系與應用科學與工程研究所於百鍊

展演中心舉辦「傑出系友生物科技研討會」。 

十二月六日 科學與宗教中心舉辦研討會。 

十二月七日 「輔仁大學數學系四十週年系慶」。 

十二月九日－十二日 數學系邱文齡老師於美國舉辦之「The 42rd 

IEEE Conference on Decision」發表〝Recent 
Results of Low Dimensional Estimation Algebras
〞。 

十二月九日－十七日 物理學系邀請台灣科技大學電子系黃鶯聲教

授短期客座「半導體調制光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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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日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交通大學資訊科學系教授

林盈達博士於聖言樓演講「From Packet to 
Content Networking ： Security and QoS Issues
」。 

十二月十一日 化學系邀請臺灣科技大學化工系陳秀美教授

演講「親和性生物感測晶片」。 

 心理學系邀請國立中正大學心理學博士、中山

醫學大學心理系專任助理教授李宏鎰老師講

演「認知心理學在臨床上的應用」。 

 資訊工程學系所梅興老師應邀至中華電信訓

練所講演「Peer-to-Peer：File Sharing Only?」

及應邀至中華電信訓練所講演「From HTTP 
Server to Java Application Server」。 

十二月十三日 生命科學系李永安老師應邀參加「中華民國植

物病理學會九十二年年會」並為細菌論文宣讀

主持人。 

  資訊工程學系邀請元智大學資訊工程系劉晨

鐘 教 授 蒞 校 演 講 「 Protfolio Search Engine 
Based on Repertory Grid」。 

十二月十五日  心理學系楊建銘老師應邀至兒童青少年精神

醫學會演講「青少年睡眠節律異常」。 

十二月十七日  物理學系邀請台灣科技大學電子系黃鶯聲教

授演講「Growth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one 
dimensional nanosized conductive oxides: RuO2 
and IrO2」。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元智大學電機系教授吳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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懋博士於聖言樓演講「A 5-Ghe delta-sigma pll 
frequency synthesizer for wlan applications」。 

  心理學系楊建銘老師應邀至和信安法健康銀

行演講「如何獲得一夜好眠」。 

十二月十八日  理工學院於耕莘樓舉辦第四次院務發展會議。 

  物理學系邀請中原大學物理學系周武清教授

演講「半導體光學」；邀請美國亞利桑那州立

大學物理學系鄭功榮教授演講「Novel carrier 
transport phenomena in seminconductor 
nanostructures studied by ultrafast laser 
spectroscopy」。 

  化學系邀請交通大學物理研究所吳天鳴教授

演講「The instantaneous normal mode analysis 
on orientational motions in liquid water」。 

十二月廿日 心理學系舉辦「自主學習研討會」；陳秀蓉老

師應邀至三軍總醫院精神科演講「健康心理學

：壓力與身心衡鑑」。 

  資訊工程學系所邀請寶元國際集團供應鏈管

理系統研發中心邱顯雄博士蒞校演講「供應鏈

管理(SCM)相關資訊系統簡介」。 

十二月廿四日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工研院電通所網路技術組

課長廖冠雄博士蒞系演講「Trends in VoIP 
Technologies」。 

十二月廿六日  生命科學系周秀慧老師應邀參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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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永續發展科技與政策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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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論文。 

十二月廿七日  資訊工程學系邀請中央大學資訊工程系徐國

勛 博 士 蒞 校 演 講 「 Modeling Software 
Architecture with Goals」。 

  心理學系陳秀蓉老師應邀至政治大學心理系

演講「臨床心理督導初階段訓練」；翁開誠老

師應邀至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碩士班研

討會講演「敘事分析－通過故事引出成人之義

」。 

十二月廿七日－卅日  電子工程學系黃弘一助理教授出席於埃及開

羅舉行之「IEEE 國際中西部電路與系統會議

」，並發表論文。 

十二月廿八日  生命科學系周秀慧老師應邀參加至生寶臍帶

血公司發表〝Transplantation studies in FU-JEN
〞。 

十二月廿九日  應用科學與工程研究所張康所長、陳慧君秘書

及計畫助理林其盛，執行教育部基礎科學教育

改進計畫成效優良獲教育部來函獎勵。 

十二月卅一日 理工學院《輔仁學誌》No. 37 期出刊。 

九十三年 

一月 應用科學與工程研究所張康所長獲教育部補

助「基礎科學教育改進計畫－數學教學推動中

心」。（至九十三年十二月） 

 數學系黃文祥老師獲教育部顧問室補助「基礎

科學教育改進計畫媒體推動中心『媒體人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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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素養之培育』」。（至九十三年十二月） 

 數學系嚴健彰老師於美國舉辦之「The 203rd 
AAS Meeting」發表〝Simulations of Bar-driven 
Evolution of Self-Gravitating Gas Disks in 
Normal Galaxies〞。 

一月－七月 數學系獲研發處補助重點儀器設備「科學計算

電腦軟硬體」。 

一月一日 生命科學系呂誌翼老師獲教育部補助專題研

究計畫「生物技術科技教育改進計畫」；周秀

慧老師獲教育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基礎科學

教育改進計劃－A 類計劃（II） 」；陳擎霞、

藍清隆老師獲教育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基礎

科學教育改進計劃－B 類計畫」；李永安老師

獲教育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生物技術科技教

育改進計畫」；曾婉芳老師獲台北榮總補助專

題研究計畫「造血幹細胞移植後骨髓基質細胞

之研究」；藍清隆老師獲農委會防檢局補助專

題研究計畫「植物疫病診斷鑑定生物晶片之研

發與應用」；李永安老師獲農委會補助專題研

究計畫「蝴蝶蘭抗細菌性軟腐病基因轉殖之研

究」、「植物檢疫病菌 Ralstonia solanacearum 生

理 小 種 之 鑑 定 與 檢 測 技 術 之 研 發 」 及 「

Xanthomonas 屬植物病原細菌之鑑定晶片之研

發」；陳擎霞老師獲農委會林務局補助專題研

究計畫「玉里野生動物保護區台灣水鹿族群生

態研究」；蘇睿智老師應邀參加「Japan/Taiwan 
Biotechnology Symposium 」 發 表 〝 Near 
homozygous transgenic rice (Oryza sativ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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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ts regenerated from particle 
bombardment-mediated transformation of 
haploid suspension cells.〞。 

一月－十月 心理學系袁之琦老師執行「平面顯示前瞻技術

開發整合性計畫人眼檢測視覺研究」計畫。 

一月三日 資訊工程學系邀請許見章教授演講「User 
Modeling from User Transaction in Web-based 
Systems」。 

一月七日 應用科學與工程研究所生物科技領域專題發

表會。 

一月十四日 理工學院於耕莘樓舉辦第三次院教師評審委

員會議。 

一月廿七日 物理系、化學系、生科系四十週年系慶募款餐

會。 

一月廿八日－卅日 電子工程學系呂學坤副教授出席於澳洲舉行

之「第二屆國際電子設計、測試與運用研討會

」，並發表論文。 

二月－六月 數學系嚴健彰老師獲研發處補助新進教師研

究需求計畫。 

二月－七月 心理學系夏林清老師休假研究一學期。 

二月－八月 物理學系劉建楠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

計畫「量子反應散射： 離子與原子低能碰撞

過程中的電荷轉移（1/2）」。（至九十四年一月

） 

二月－十二月 數學系李安莉老師獲教育部顧問室補助「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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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教育改進計畫」A 類計畫「資料訊號與數

學」。（至九十三年十二月） 

二月一日 心理系劉兆明教授榮陞教務長，丁興祥教授代

理系主任一職。 

二月九日－十日 院長華魯根教授赴新竹清華大學參加 2004 年

物理年會。 

二月十日 宜寧高中蒞院參訪。 

二月十二日 生命科學系陳擎霞老師應邀至春天酒店演講

「認識藥用植物」。 

二月十七日 心理學系楊建銘老師應邀至三軍總醫院精神

科演講「失眠的認知行為治療」。 

二月十八日  生命科學系陳擎霞老師應邀至新莊市公所演

講「杜鵑花之分布」；周秀慧老師指導之大四

學生呂昀獲國科會「九十一年度大專學生參與

專題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 

二月廿一日－廿二日 化學系李選能教授出席「第廿七屆高分子研討

會 」， 於 會 中 發 表 〝 Synthesis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High Dielectric Constant 
Polyaniline/Polyurethane Blends〞。 

二月廿二日 心理學系楊建銘老師應邀至書田聯合診所演

講「拋開壓力、降低疼痛」。 

二月廿五日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中華電信電信研究所客戶

服務資訊技術研究室主任張光耀博士蒞系演

講「大型資訊系統研發之成功實例及經驗探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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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廿六日 電子工程學系林寬仁副教授、及黃弘一助理教

授獲教育部補助九十三會計年度「VLSI 與系

統設計教育改進計畫－系統晶片驗證、積體電

路佈局與實習」。 

三月 資訊工程學系顧維祺老師與顏秀珍老師應邀

參加於台北舉辦之「2004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Technology, e-Commerce, and 
e-Service （EEE 2004）」並發表論文；郭忠義

老師與周賜福老師應邀參加於義大利舉辦之

「WSEAS」並發表論文。 

三月一日 生命科學系陳翰民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

究計畫「血液蛋白質體學平台之建立－尋找血

液中卵巢癌腫瘤標記」；郭育綺老師應邀參加

「生物醫學聯會」發表〝Regulation of Cell 
Proliferation, Gene Expression, Production of 
Cytokines and Cell Cycle Progression in Human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by  
4-Hydroxy-17-methylincisterol Isolated from 
Agaricus blazei〞及〝Activation and proliferation 
signals in human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inhibited vy (S)-Armepavine isolated from 
Nelumbo nucifera〞；周秀慧老師參加「美國骨

科醫學會」獲「美國第 50 屆骨科醫學年會

NIRA 論文獎」。 

 心理學系楊建銘老師應邀至和信安法健康銀

行演講「如何獲得一夜好眠」。 

三月二日 化學系邀請中環股份有限公司葉素敏博士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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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光碟片簡介」。 

三月三日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交通大學電信工程學系副

教授王蒞君博士蒞系演講「An unified view on 
capacity and coverage for MIMO systems with 
multiuser scheduling」。 

 物理學系邀請 Department of Physics Kansas 
State University 林 啟 東 教 授 演 講 「 From 
femtosecond Chemistry to attosecond Physics 
– fast timing of the mircoscopic world」。 

三月三日－五日 電子工程學系呂學坤副教授出席於法屬大溪

地舉行之「2004 IEEE 環太平洋地區可依賴性

計算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三月六日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中央警察大學刑警系副教

授詹明華博士蒞系演講「A Sorting Method 
Based on Hopfield Network」。 

 資訊工程學系所邀請淡江大學資訊工程系石

貴 平 教 授 蒞 校 演 講 「 QoS routing on 
TDMA-Based Mobile Ad Hoc Networks」。 

三月七日－十日 生命科學系周秀慧老師應至 San Francisco 邀

參 加 「 50th Annual meeting of Orthopedic 
Research Society」發表〝 In utero transplantation 
of bone marrow-derived multi-potent 
mesenchymal stem cells 〞。 

三月九日 化學系邀請台達化工公司鄭大志博士演講「石

化工業」。 

三月十三日 資訊工程學系所邀請中正大學資訊工程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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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 貴 教 授 蒞 校 演 講 「 SOC Design and 
Verification」。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清大電機系教授、資電學院

院長(IEEE Fellow)吳誠文院長蒞系演講「A 
Memory Built-in Self-Test and Built-In 
Self-Repair Methodology for SOC」。 

三月十五日 生命科學系楊美桂老師指導碩士班沈哲宏同

學以「柑橘潰瘍病菌 DNA 受損後蛋白質體分

析暨 uvrA 基因的選殖與分析」論文榮獲國科

會碩士論文獎。 

 心理學系丁興祥老師應邀至法務部人員訓練

班演講「創意思考與問題解決」。 

三月十六日 化學系邀請永光化學公司劉育良博士演講「前

列腺素原料藥合成」。 

三月十七日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臺灣電力公司綜合研究所

電力研究室蒲冠志博士蒞系演講「寬頻電力線

通訊」。 

 物理學系邀請台大物理學系蔡定平教授演講

「奈米光學新視界」。 

三月十八日 化學系邀請清華大學化學系汪炳鈞教授演講

「 Camphor derivatives as chiral ligands in 
asymmetric catslysis」。 

 心理學系邀請歡喜扮戲團團長彭雅玲導演演

講「談口述史劇團－『歡喜扮戲團』的創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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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九日 心理學系丁興祥老師應邀至國立台北師院課

程研究所演講「生命史與敘說研究」。 

三月廿二日－三月廿六日 心理學系舉辦心理週。 

三月廿四日 生命科學系邀請加拿大家庭醫師學院曹國雄

院士（第九屆系友）演講「旅遊健康與預防注

射（The Health Issue in Travel and Preventive 
Injection）」。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元智大學通信系副教授趙

耀庚博士蒞系演講「無線區域網路的展望（

Prospect of Wireless LAN）」。 

三月廿五日 桃園高中蒞院參訪。 

三月廿七日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美商 APC 研發經理何文榕

博士蒞系演講「電力電子研發與專案管理」。 

三月廿九日  資訊工程學系所徐嘉連老師應邀至國立師範

大 學 資 訊 教 育 系 演 講 「 Music information 
retrieval and analysis」。 

三月卅日 生命科學系李永安老師獲「輔仁大學理工學院

教師及研究人員研究成果獎勵」；周秀慧老師

獲「輔仁大學理工學院教師及研究人員研究成

果獎勵」。 

 心理學系陸洛老師獲九十二學年度「理工學院

教師及研究人員研究成果獎勵」。 

三月卅一日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中央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副

教授鄭國興博士蒞系演講「鎖相迴路之設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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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學系邀請輔大化學系張鎮平教授演講「

Intermolecular Energy Transfer in dopant OLED
」。 

 心理學系陸洛老師應邀至東吳大學心理系演

講「幸福的心理學研究」。 

四月一日 化學系邀請台灣大學周必泰教授演講「研究發

展的現況與展望」。 

 物理學系邀請張連璧博士演講「全固態脈衝式

相干深紫外光之產生 (All-Solid-State Pulsed 
Coherent Deep-UV Generation)」。 

 心理學系邀請普渡大學心理學博士、本系兼任

副教授盧禎慧老師演講「非相關訊息如何影響

注意力與表現」。 

四月三日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彰化師範大學電機系助理

教 授 易 序 忠 博 士 蒞 系 演 講 「 Low Power 
Arithmetic Design」。 

 資 訊 工 程 學 系 邀 請 周 賜 福 教 授 演 講 「

Non-Blocking Multithreaded Dataflow 
Architecture」。 

四月五日 心理學系楊建銘老師應邀至和信安法健康銀

行演講「如何獲得一夜好眠」。 

四月七日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凌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

經理潘天佑博士蒞系演講「高科技創業甘苦談

」。 

四月九日 心理學系陸洛老師應邀至世新大學社會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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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演講「幸福的心理學研究」。 

四月十日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本系呂學坤副教授於聖言

樓演講「單晶片系統內嵌式記憶體測試、診斷

與修復技術」。 

 心理學系陳秀蓉老師應邀至桃園龍潭工農教

師與家長會議演講「青年人的心理衛生與自殺

防治」。 

四月十三日 理工學院 1st lunch with meeting on 研究討論座

談會邀請生科系呂誌翼老師主講「點石成金！

」。 

四月十四日 數學系李安莉老師於國家理論科學研究中心

演講「On Kummer Theory for Algebraic Groups
」。 

四月十五日－四月十七日 心理學系陸洛老師獲得國科會與本校補助參

與「2004 年英國心理學會年會」。 

四月十六日 理工學院於耕莘樓舉辦第二學期院務會議。 

四月十七日 心理學系陳秀蓉老師應邀至三軍總醫院精神

科演講「健康心理學：壓力與身心衡鑑」個案

研討；楊建銘老師應邀至書田聯合診所講演「

拋開壓力、降低疼痛」。 

四月十九日 心 理 學 系 邀 請 Associate Professor (2000- 
present, tenured),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USA、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 USA. Ph.D.Mr. PETER Y. CHEN
演講「Substantive roles of negative affectivity in 
job stress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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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廿一日 物理學系邀請勵名強博士演講「光纖在雷達上

的應用」。 

四月廿二日 化學系邀請中央研究院趙奕姼教授演講「

Charge-controlled hydrogen bonds in conjugated 
molecules」。 

四月廿四日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中山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教

授林根煌博士蒞系演講「無線電頻譜管理」。 

 資訊工程學系邀請中央大學資訊工程系洪烱

宗博士蒞校演講「生物資訊簡介」。 

四月廿七日 化學系邀請中華開發工業銀行李世仁博士演

講「生物科技產業資本市場分析」。 

四月廿八日 物理學系邀請師大光電所曹士林教授演講「

Active opto-electronic components」。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淡江大學電機系副教授兼

系主任江正雄博士蒞系演講「Oversampling 
A/D Converters for Telecommunications」。 

四月廿九日  生命科學系陳擎霞老師至台北市士林社區大

學演講「生活環境之美化」。 

四月卅日 化學系陳壽椿教授、呂家容助理教授帶領三年

級學生至台界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國

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參訪。 

五月 資訊工程學系王國華老師應邀參加於美國舉

辦 之 「 2004 41st  Design Automation 
Conference」並發表論文；顏秀珍老師應邀參

加 於 台 北 舉 辦 之 「 International Aca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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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erence」並發表論文。 

五月－七月 資訊工程學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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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於九十三年五月） 

五月一日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本系陳文輝副教授於聖言

樓演講「Introduction to Sensor Networks」。 

 心理學系楊建銘老師應邀至人本教育基金會

演講「睡眠與學習」；舉辦「小心盃運動會」。 

五月三日 心理學系丁興祥老師應邀至國立台北師院心

理與輔導學系演講「心理傳記學之開展」。 

五月三日－七日 資訊工程學系舉辦資工週。 

五月四日 心理學系楊建銘老師應邀至東吳大學諮商中

心演講「為什麼要睡覺？─認識睡眠、幫助好

眠」。 

五月五日 理工學院於耕莘樓舉辦第四次院教師評審委

員會議。 

五月五日－八日 化學系周善行教授出席莫斯科「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Advances in Synthetic, 
Combi-natorial and Medicinal Chemistry」，於會

中 發 表 〝 [4+2] Cycloaddition Reactions of 
4-Thio-substituted 2-Pyridones〞。 

五月六日  化學系邀請中央研究院呂光烈教授演講「

Self-Assemble Molecular」。 

 心理學系邀請海洋大學教育學程梁雲霞副教

授演講「我與深美國小之間～由教育現場的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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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與顧問經驗談起」。 

五月七日 安康高中蒞院參訪。 

五月十日 曉明女中蒞院參訪。 

五月十一日 化學系邀請華重營造公司李雨朴演講「投資興

建工廠的探討」 

五月十二日 物理學系邀請師大光電所曹士林教授演講「

Active opto-electronic components」。 

五月十二日－五月十六日 心理學系夏林清、翁開誠老師及學生賴誠斌獲

得本校補助參與「海峽兩岸教育行動研究研討

會」。 

五月十三日 心理學系邀請國立中正大學心理系助理教授

翁嘉英老師演講「舊瓶裝新酒－敵意性格與疾

病」；陸洛老師應邀至大愛電視台演講「幸福

的境界」。 

 化學系邀請中山大學化學系陳正隆教授演講

「Computer Simulation of Polymeric molecules
」。 

五月十四日 生命科學系周秀慧老師應邀至台大動物所演

講 「 The immunologic property of human 
mesenchymal stem cells」。 

 心理學系陸洛老師應邀至台大醫院職業傷害

中心演講「工作壓力研究」。 

五月十五日  心理學系榮獲理工學院方圓盃辯論賽冠軍。 

五月十八日 理工學院 2nd lunch with meeting on 研究討論

座談會院長華魯根教授主講「玻璃圈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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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學系邀請台界化學工業公司王宗仁博士演

講「界面活性劑理論與應用」。 

五月十九日 電子工程學系於聖言樓舉行應屆畢業同學座

談會。 

五月廿日 化學系邀請雲林科技大學化工系王怡仁教授

演講「高功能分離薄膜的特性研究」。 

五月廿一日 理工學院於耕莘樓舉辦第六次院務發展會議。 

 物理學系邀請師大光電所曹士林教授演講「

Recent research works in OFSL related the 
fiber-optical systems and SOI device」。 

五月廿二日 電子工程學系邀請余金郎副教授演講「Spread 
spectrum communication Systems ：

Fundamentals and Applications」。 

 心理學系楊建銘老師應邀至臨床心理學會工

作坊演講「睡眠異常工作坊（初階班）」。 

 資訊工程學系邀請晶宇生技公司經理陳建安

博士蒞校演講「生物晶片簡介」。 

五月廿四日－廿八日 生命科學系於耕莘樓大廳舉辦「研究生研究成

果壁報展」。 

五月廿六日 物理學系邀請經濟部工業局顧問陳熊光博士 
（第七屆系友）演講「平面顯示應用與技術發

展趨勢」。 

五月廿六日－廿八日 生命科學系舉辦「生科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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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廿七日  化學系邀請中國醫藥大學龍鳳娣教授演講「生

物感測器用於抗癌藥物開發之應用」。 

五月廿九日 電 子 工 程 學 系 邀 請 劉 惠 英 副 教 授 演 講 「

Multiple Access Protocols for Sensor Networks 
and PLC」。 

 資訊工程學系所邀請蔡寶陵教授（Center for 
Biotechnology and Genomic Medicine, Medical 
College of Georgia）於 SF337 演講「Exploring 
Bioinformatics in Serum Proteomic Analysis for 
Early Detection for Prostate Cancer」。 

五月卅一日－六月二日 電子工程學系余金郎副教授出席於中國上海

舉行之「2004 IEEE 電路與系統國際研討會」

，並發表論文。  

六月 資訊工程學系所王國華老師應邀參加於美國

舉 辦 之 「 2004 41st  Design Automation 
Conference」並發表論文；林振緯老師應邀參

加於埃及舉辦之「The Ninth IEEE Symposium 
on Computers and Communications」並發表論

文；許見章老師應邀至中華民國職業訓練研究

發展中心演講「技能檢定術科場地機具及設備

評鑑」。 

六月二日 電子工程學系黃弘一助理教授獲教育部補助

九十三會計年度「VLSI 與系統設計教育改進

－聯盟發展計畫－奈米電路設計」。 

 資訊工程學系林宏彥老師應邀至數學系演講

「ATC and Radar Simu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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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五日 資訊工程學系邀請慈濟大學醫學資訊系潘健

一教授蒞校演講「Evidence-Based Medicine : A 
knowledge Management Perspective」。 

六月五日－六月十一日 心理學系楊建銘老師赴費城參加「專業睡眠學

會聯合會議第 18 屆年會」。 

六月七日  資訊工程學系所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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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九十三年十一月）  

六月八日 理工學院於耕莘樓舉辦第五次院教師評審委

員會。 

六月十四日 理工學院於耕莘樓舉辦第七次院務發展會議。 

六月十八日 教育部訪視生命科學系申請之「基礎科學教育

改進計畫－生命科學類」執行狀況。 

六月十九日 心理學系丁興祥老師應邀至國立中山大學人

文社會學院演講「創意思考之培育」。 

六月廿日－廿三日 電子工程學系杜弘隆助理教授出席於加拿大

蒙特婁舉行之「2004 IEEE 電路與系統東北學

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六月廿日－廿五日 電子工程學系李永勳副教授出席於德國亞森

舉行之「2004 IEEE 第 35 屆電力電子專家研

討會」，並發表論文。  

六月廿四日－廿五日 電 子 工 程 學 系 白 英 文 副 教 授 出 席 於 美 國

Maryland, Bethesda 舉行之「第十七屆電機電

子工程師協會以計算機為基礎之醫療系統研

討會（CBMS 2004）」，並發表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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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卅日－七月二日 電 子 工 程 學 系 杜 弘 隆 助 理 教 授 出 席 於

Moscow, Russia 舉行之「2nd IEEE 國際通訊電

路與系統學術會議」（IEEE ICCSC’04），並

發表論文。 

七月 資訊工程學系郭忠義老師應邀參加於匈牙利

舉辦之「IEEE」並發表論文。 

 數學系李安莉老師獲國科會補助赴國家理論

科 學 研 究 中 心 研 究 計 畫 「 On the Support 
Problems for Drinfeld Modules」。 

 心理學系邱皓政老師赴美國、夏威夷參加「美

國心理學學會 2004 年暨學術研討會」。 

七月一日 生命科學系郭育綺老師應邀參加「中醫藥現代

研討會」發表〝To Study the G-CSF Gene 
Expression in Human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Induced by Glycine max 
Extracts.〞；陳翰民老師獲耕莘醫院補助專題研

究計畫「巴金森氏症病患血漿之蛋白質體研究

」；林彥蓉老師獲中央研究院補助專題研究計

畫「植物基因組分析：（子計畫五）：特定水稻

基因的定位圖譜分析」及「植物基因組分析：

（子計畫二）：建構台農 67BAC 基因庫」；郭

育綺老師應邀至上海參加「醫學在廿一世紀：

三項會議與 2004 生物討論會」發表〈黑豆抽

出物促進 G-CSF 基因在人類單核細胞中表

現〉。 

七月五日 心理學系王思峰老師獲得國科會補助研究計

畫「虛擬社群之人際信任指標：中觀層次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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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網絡觀點」。 

七月六日－八日 生命科學系與樹林三民高中合作，協助辦理並

指導該校暑期生物營活動之進行。 

七月八日 生命科學系與三重高中合作，協助辦理並指導

該校暑期生物營活動之進行。 

七月八日－十日 電子工程學系余金郎副教授及林昇洲助理教

授出席於加拿大班夫舉行之「國際通訊系統與

應用會議」，並發表論文。  

七月九日 電子工程學系參加大學院校積體電路設計競

賽，大四學生劉仁傑同學、蕭匡良同學獲得大

學組—全客戶式－優等，獲頒獎狀 （指導老

師：黃弘一助理教授）；碩士班學生碩一王柏

睿同學、碩二陳俊廷同學，獲得研究所大學組

－類比電路（Analog）設計－佳作，獲頒獎狀 
（指導老師：黃弘一助理教授）；大三李維綱

同學、大四高淑卿同學獲得 FPGA 組設計完整

證明，獲頒獎狀 （指導老師：呂學坤副教授

）；碩士班學生碩一 黃士豪同學、林漢文同學

獲得 FPGA 組設計完整證明，獲頒獎狀 （指

導老師：呂學坤副教授）。 

七月十七日 心理學系楊建銘老師應邀至臨床心理學會工

作坊演講「睡眠異常工作坊（進階班）」。 

七月廿二日 美國壬色列大學物理系系主任王國慶教授蒞

院演講。 

七月廿八日－七月卅一日 心理學系陸洛老師赴北京參加「中國社會心理

學會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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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二日－八月六日 心理學系陸洛老師赴西安參加「XVII 跨文化

心理學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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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外語學院  
 

九十二年  

八月 英國語文學系劉雪珍老師兼任外語學院視聽

教學中心主任，張瓈文老師（Ms. Doris Chang
）留職停薪乙年 

 西班牙語文學系新聘兼任助理教授王鶴巘老

師。 

八月－十月 翻譯學研究所楊承淑教授獲國立編譯館補助

委託研究計畫「建立國家翻譯人才評鑑標準之

研究」（九十二年一月一日－九十三年十月卅

日） 

八月一日－九十三年六月三日  

英國語文學系劉紀雯老師獲研究發展處補助

專題研究計畫「E-Office 網路平台輔導學生的

功能開發與檢討」。 

八月－九十三年七月 外語學院康士林院長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

計畫「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英國的中國意象（

2/3）」 

 英國語文學系劉雪珍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

研究計畫「身體與文本的對話：《瑪喬芮．坎

普之書》」、專題研究計畫「混雜空間與其外：

溫哥華與台北當代電影與文學的移民與情愛 
（III-1）」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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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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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佑芝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線上語言學習策略」。 

 日本語文學系何思慎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

研究計畫「日本政界的世代交替對新世紀日本

「中國政策」的影響」；黃翠娥老師獲國科會

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日本美學的研究」。 

 語言學研究所陳永禹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

研究計畫「索緒爾思想的架構、語彙與詮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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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比較文學研究所簡瑛瑛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

題研究計畫「邊緣再思：文化、傷痛、再現─

逆境與重生：第三世界女性心靈與文學/藝術再

現（2/3）」。 

 義大利文學系圖莉安老師獲研究發展處補助

專題研究計畫「輔大外語學院第二外語語彙與

文化教學網義大利語區」、「義大利漢學研究的

現況」。 

  英國語文學系劉紀雯（Ms. Kate Liu）暨劉雪

珍老師（Ms. Cecilia Liu）獲教育部補助專題研

究計畫「提昇大學基礎教育計畫－卓越大學英

文網改進計畫」。（始於九十年九月－九十六年

八月） 

 德國語文學系胡功澤老師獲行政院國家科學

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劃「德國功能學派翻譯



【206】外語學院 

理論在台灣的運用分析」；葉聯娟老師與張善

禮老師（偕同主持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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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語文學系洪藤月老師獲研發處補助專題

研究計畫「普魯斯特看德瑞弗斯事件」；黃孟

蘭老師獲研發處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法漢篇章

邏輯對比研究」。 

八月－九十三年十月 德國語文學系王美玲老師獲行政院國家科學

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劃「瀕死與死亡：論述

托爾斯泰的『伊凡‧伊列區之死』，梅特林克

之『闖入者』以及史尼慈勒的『瀕死』」；胡功

澤老師獲教育部補助專題研究計劃「歐盟多語

政策之探討」。 

八月－九十四年一月 德國語文學系胡功澤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

研究計畫「德國功能學派翻譯理論在台灣的運

用分析」。 

八月一日 日本語文學系所新聘何欣泰助理教授為專任

老師。 

八月十二日 外語學院第一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八月十六日 語言學研究所洪振耀老師與楊國屏先生及周

盈秀小姐參加科技輔具文教基金會舉辦之「資

訊科技輔具應用研討觀摩會」，發表〈中文溝

通輔具摩斯碼之音頻應用與工時學之探討〉。 

九月 德國語文學系羅燦慶老師應邀參加假德國耶

拿 大 學 舉 辦 之 「 4.Interkulture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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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merakademie 」 發 表 論 文 〝 Kulturen als 
Märkte verstehen〞（不同文化等同於不同市場

）。 

 西班牙語文學系所田松韻教師、陳朝鈞教師榮

獲九十二學年度「輔仁大學資深教職員工服務

獎勵」、「行政院資深優良教師獎勵」、「行政院

服務獎章」。 

 姊妹校日本京都產業大學學生茂木芳惠、日本

上智大學學生吉澤幸希到日本語文學系交換

學生一年。 

九月二日－三日 第一學期第一次系主任會議。 

九月五日 語言中心於耕莘樓舉辦中秋節文化節慶課程

活動。 

九月十二日 翻譯學研究所楊承淑教授應邀參加由國立編

譯館假該館舉辦之「建立國家翻譯人才評鑑標

準之研究」座談會演講「口筆譯證照的考科內

容與實施精神」。 

九月十七日－十八日 視聽教學中心舉辦第一學期「語言教室、視聽

教室器材操作說明會」。 

九月十九日 英國語文學系鮑端磊老師（Fr. Daniel Bauer）
應 ICRT 之邀，每週五進行 Call-In 專訪。 

九月十九日－十月五日 西班牙語文學系所主任杜東璊赴西班牙準備

九十二學年度本系大三交換學生、姐妹校及參

加國際學術研討會等相關事宜。 

九月廿日 英國語文學系鮑端磊老師應《英文中國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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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ina Post）之邀，每週日於該報發表

專欄文章。 

九月廿二日 日本語文學系於聖言樓舉辦日本語文學系系

友座談會「傑出系友之留日經驗談」。 

 翻譯學研究所楊承淑教授應邀參加由北京外

國語大學中國外語教育研究中心舉辦之學術

活動演講「口譯轉碼模塊研究」。 

九月廿四日 第一學期第一次主管會議。 

 西班牙語文學系所主任杜東璊應邀參加西班

牙 Santiago de Compostela 大學舉辦「2003 
International Contrastive Linguistics Conference
（ICLC）」發表〝Las persprctivas funcionales y 
culturales de los redicales chinos y los prefijos 
españoles.〞。 

九月廿六日－廿七日 輔仁大學第一屆漢學國際研討會。 

九月廿七日 英國語文學系、全人教育課程中心共同外語科

於野聲樓谷欣廳舉辦「輔仁大學英國語文學系

創系四十週年系列活動－2003 輔仁大學網路

英語教學研討會：全方位英語和高中、大學連

線」。 

九月廿八日 翻譯學研究所楊承淑教授應邀參加由大葉大

學應用日語系舉辦之「中日口譯／翻譯工作坊

與座談會」。 

 英國語文學系袁韻璧老師獲「中華民國私立教

育事業協會」頒發「九十二年度全國資深優良

教師－大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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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廿九日 英國語文學系那湯姆老師獲頒「教育部資深優

良教師」（20 年）及「輔仁大學資深教職員工

」（20 年）；劉紀雯老師獲頒「教育部資深優良

教師獎勵」（10 年）、「輔仁大學資深教職員工

服務獎勵」（10 年），並於教師節慶祝暨表揚大

會接受表揚。 

 西班牙語文學系 18 名大三學生赴西班牙中西

部莎拉曼加大學（Universidad de Salamanca）

進修一年。 

十月 德國語文學系裴德老師應邀參加由日本德語

文協會舉辦之「第二屆日本仙台國際德文學會

研討會」，發表論文〝Unsichtbare Wände und die 
literarischen (Nicht-) Eroberung einer Landschaft
〞。 

 德國語文學系裴德老師應邀參加本校舉辦之

「第十二屆年會暨以西方文化研究為框架之

德語語言及文化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

論 文 〝 Jahrhundertwenden und 
Bewusstseinswandel reflektiert an literarischen 
Beispielen 〞； 查 岱 山 老 師 應 邀 發 表 論 文 〝

Sprachvermittlung? Kulturvermittlung? Was 
kann in Hinblick auf die beiden Aufgaben von 
einer Deutschabteilung erwartet werden?〞；羅燦

慶老師應邀參加由德國東部工業投資協會舉

辦之「Eastern Germany as Gateway to eastern 
Europ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cultural and 
legal aspects of a European business expansion」 

， 發 表 論 文 〝 Cultural aspects of 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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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ments into eastern Germany；（由文化角度

看投資德東）。 

十月一日  視聽教學中心舉辦第一學期「視聽資料查詢系

統說明會」。 

十月二日 第一學期第二次系主任會議。 

 語言學研究所邀請 Senior Research Scientist at 
Eaton Peabody Laboratory 林泰博士演講「聽語

科學近代的發展歷史」。 

十月四日 英國語文學系康士林老師應邀參加聖言會使

命特色發展室於野聲樓谷欣廳舉辦之「九十二

學年度理外民使命特色座談會：善－道德與人

類」，擔任「談天主教大學的辦學精神－善的

理念與實踐」之論文回應人；鮑端磊老師發表

〝Gospel Witness to Service and Collaboration
– The SVD– SSpS Mission in the English 
Department at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服務

與合作之福音性見證－聖言會與聖神會於輔

仁大學外語學院英文系之共同使命）。 

 語言中心學生參加 2003-2004 國際扶輪第 3520
地區第 3 分區舉辦在台外國留學生華語暨台語

演講比賽榮獲第五名。 

十月七日 外語學院新進教師歡迎餐會。 

十月八日 第一學期外語學院導師會議。 

 英國語文學系與敦煌書局、師德企業管理顧問

（股）公司、中華國際教育學會聯合邀請敦煌

書局殷彩鳳小姐於外語學院演講「圓一個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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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師夢：如何踏出英語教學的第一步」。 

 日僑工商協會理事藤田二郎及中西政元先生

參訪日本語文學系並捐贈圖書補助金。 

十月十一日－十二日 德國語文學系主辦「中華民國德語教師協會第

十二屆年會－以西方文化研究為框架之德語

語言及文化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十月十三日  德國語文學系邀請 Prof. Dr. Ruth Albert 演

講「德國大學一般現況及馬堡大學與輔大之合

作模式」，並由張善禮老師口譯。 

十月十四日 語言學研究所邀請台北市立師範學院英語教

學系胡潔芳教授演講「母語音韻覺識對英語文

學習之影響」。 

十月十四日—廿三日 日本語文學系四年級曾國鳳同學代表「中華民

國大學生代表第廿五屆訪日研習團」參訪日本

。 

十月十五日 第二次外語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十月十六日 第一學期第二次主管會議。 

十月廿日 英國語文學系劉雪珍老師應邀參加由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假該會舉辦之英語研習會演講「『

時時刻刻』（The Hours）：探索女性的心靈世界

」。 

十月廿二日 語言學研究所邀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

所王道還老師演講「我的翻譯觀」。 

 英國語文學系與教育家師資專業文教機構聯

合於聖言樓舉辦「教育所講座」；袁韻璧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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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台北科技大學製造科技、機電整合、自動化

及車輛等四個研究所聯合邀請，演講「Reading 
to Improve Your English」。 

十月廿三日 英國語文學系主任那湯姆老師應邀訪問台北

縣樹林市武林國小，洽談「引進大學資源、活

絡英語學習」計畫。 

十月廿四日 語言中心前往宜蘭北關農場舉辦秋季戶外教

學。 

十月廿四－廿五日 英國語文學系劉紀雯老師應邀參加由中興大

學舉辦之「國科會外文學門 86-90 研究成果發

表會」，發表〈當代加拿大小說與電影的後現

代／都市空間：由邊緣、流動、到混雜〉。 

十月廿六日—卅日 日本語文學系賴振南主任與中村祥子老師赴

日本姊妹校梅光學院大學、聖母清心女子大學

及南山大學洽談交換學生事宜。 

十月廿九日  西班牙語文學系所邀請華梵大學藝術系教師

蔡瑞成老師專題演講「西班牙藝術之旅」。 

十月卅一日 翻譯學研究所楊承淑教授應邀至長榮管理學

院翻譯系碩士班研究所演講「口譯轉碼模組研

究」。 

 英國語文學系於維也納森林舉辦「維也納的南

瓜森林－過個有趣的萬聖節！」 

十一月 法國語文學系楊光貞老師榮獲「行政院九十一

學年私立學校教師服務獎章三等獎」。 

 德國語文學系張善禮老師應邀至北京外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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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發表論文〈台灣德語學術與教育界現況及前

瞻〉與〝Der Haselreis in Aschenputtel von Brü
dern Grimm〞（《灰姑娘》中的「榛樹枝」意象

，另應邀參加由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舉辦之

「2003 年外語應用研究學術研討會」，發表論

文 〝 Angewandte Fremdsprachen ’ als 
pädagogisches Konzept im Blickfeld der 
Kulturwissenschaft〞（文化學的視野內論外語

教育的實用性問題）。 

十一月五日 第一學期院務會議。 

 語言中心於耕莘樓舉辦第一次教學研討會。 

十一月六日 第一學期第三次主管會議。 

十一月七日－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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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外國語文學

系舉辦之「第十二屆中華民國英語文教學國際

研討會暨書展：英語教學之課程改革」，發表

〝Issues in an Intercultural Telecommunications 
Partnership〞。 

十一月七日－九十三年一月六日  

 英國語文學系與台北縣樹林市武林國小合作

執行由台北縣政府補助之「九十二學年度引進

大學資源、活絡英語學習」計畫。 

十一月八日 翻譯學研究所楊承淑教授應邀參加由香港城

市大學舉辦之「第六屆國際日本研究暨日本語

教育國際研討會」，發表〈從中譯日的觀點探

討日語的輕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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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八日－十五日 德國語文學系系主任張善禮、外語學院主管與

英國語文學系劉雪珍老師參訪北京外語大學

及上海外語大學。  

十一月十日 日本語文學系邀請姊妹校日本佐賀大學北川

慶子教授於外語學院演講「日本の福祉政策に

ついて」。 

 英國語文學系劉雪珍老師應邀參加由北京外

國語大學舉辦之「文學教學之展望」，演講「

多媒體英國文學教學」。 

十一月十二日 英國語文學系邀請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Prof. 
Clifford Hill 於聖言樓演講「Assessment in a 
Digital Age」。 

十一月十三日 英國語文學系施琳達老師獲研究發展處補助

專題研究計畫「外語輔助教學音樂劇：RUR」

。 

十一月十七日  英國語文學系邀請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鄭

哲民老師與實踐大學語言中心德中平老師（

Mr. Anton J. Lachner）於舒德樓演講「The Social 
Functions of Law with Regard to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with Comparisons of 
Taiwan and US Constitutional Law」。 

十一月十九日 英國語文學系「大學入門」課程師生參訪美國

在台協會美國文化中心資料館。 

 德國語文學系邀請德國企業 Siemens AG 在台

副總裁 Mr. Lesloie Lok 駱一華蒞系演講「

Siemens Management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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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語文學系邀請台北自助旅行協會理事

長張季玫小姐專題演講「從人文素養與訓練看

西班牙自助旅行之規劃」。 

 第三次外語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十一月廿日 大學入門課程院教師會議。 

 視聽教學中心召開語言教室建置廠商說明會。 

十一月廿五日 語言中心於耕莘樓舉辦第一次全體教職員共

融分享（如「于」得水）活動。 

十一月廿六日 外語學院邀請美國在台協會文化新聞組組長

柯玖蒂女士（Ms. Judith Mudd-Krijgelmans）於

聖言樓演講「美國文化的多元性」（American 
Cultural Diversity）。 

 英國語文學系鮑端磊老師應中原大學之邀演

講「An American Newspaper Columnist Looks at 
People and Life in Taiwan」。 

 西班牙語文學系九十二學年度第一學期師生

共融會，邀請外語學院榮譽顧問團代表游標榮

先生專題演講「白手起家不可能！如何現在就

準備自己？」。 

十一月廿七日 第一學期第四次主管會議。 

 英國語文學系學生方夢蝶、藍偉綾、周宇茜、

蔡玫軒與張書慈五位獲選為中華民國台灣競

技啦啦隊協會參加「2003 年世界盃啦啦隊錦標

賽」中華代表隊國手，並獲得女子組第三名銅

牌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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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廿九日－卅日 翻譯學研究所參與中時報系假台大體育館舉

辦之第三屆中華民國研究所博覽會。 

十二月 西班牙語文學系所年度期刊 Encuentros en 
Catay《會晤在中國》；游淳傑教師榮獲九十二

學年度「輔仁大學教師教學績優獎勵」。  

 德國語文學系胡功澤老師應邀參加由台北醫

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舉辦之「赫德逝世二百

週年紀念研討會」，發表論文〈赫德與翻譯〉；

林劉惠安老師發表論文〈威瑪的愛恨情愁－在

古典與浪漫間瀰漫發酵的赫德〉。 

十二月一日 第一學期第五次主管會議。 

十二月一日－七日 西班牙語文學系所四十周年系慶暖壽系列活

動週。 

十二月二日 英國語文學系劉紀雯老師邀請加拿大 Calgary
大學 Larissa Lai 老師演講「Face to Face with 
Chinese-Canadian Writer Larissa Lai: Future 
Asians: Migrants Speculations, Repressed 
History and Cyborg Hope」。 

十二月三日 法國語文學系邀請旅台法國畫家歐笠嵬（

Olivier Ferrieux）專題演講「小妖怪」。 

 視聽教學中心舉辦「Hot Potatoes 軟體教學課

程」。 

 英國語文學系於聖言樓舉辦「輔仁大學英國語

文學系創系四十週年系列活動－系友座談會」

，邀請系友洪得仁（行銷）、陳思宏（作家）、

陳俊吉（外交部）、楊國霖（警察大學外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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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以及鐘聖雄（台灣大學新聞所）與學弟

妹分享就業與升學。 

十二月四日 英國語文學系康士林老師奉行政院核定為「九

十一年私立學校教師服務獎章－二等」（20 年

）受獎人。 

十二月四日－七日 英國語文學系於理圖劇場舉辦「輔仁大學英國

語文學系創系四十週年系列活動－畢業公演」

：The Fantasticks（「異想天開」）。 

十二月五日 英國語文學系於聖言樓遠距教室為私立華興

高中、私立磐石高中、市立萬芳高中、市立復

興高中、桃園陽明高中、國立清水高中、國立

新竹高中等學生進行簡報，並舉辦英文作文與

英語會話模擬課程。 

 義大利語文學系承辦 CILS 義大利文程度檢定

考試。 

十二月六日 翻譯學研究所舉辦中英、中日口譯組模擬會議

。 

十二月六日－七日 翻譯學研究所參與中時報系假台南貝汝展覽

館舉辦之第三屆中華民國研究所博覽會。 

十二月七日 法國語文學系於聖言樓舉行系友會活動「把酒

言歡憶當年」。 

 日本語文學系舉辦「日本語文學系三十四週年

系慶暨系友會年會」。 

 西班牙語文學系所第三屆校友許淑悅小姐當

選西班牙語學系學友會第二任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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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日 視聽教學中心舉辦「助理攝影培訓課程」。 

 法國語文學系邀請旅法作家鍾文音專題演講

「在情人的城市追尋經典－在巴黎的生活與

眼光」。 

十二月十五日 語言學研究所邀請宏碁電腦公司產品價值前

瞻技術研究中心沈正中主任演講「當計算科學

對上認知語言學－語音技術的發展與應用」。 

 英國語文學系施佑芝老師獲頒輔仁大學九十

二學年度「輔仁學術研究獎」。 

十二月十六日 英國語文學系康士林老師應國立台北師範學

院之邀演講「A Glance at Images of China Over 
the Centuries, Primarily in English Literature」。 

十二月十七日  視聽教學中心召開第二次視聽教學委員會議。 

 西班牙語文學系所邀請王鶴巘老師舉辦專題

演講「語言學面面觀」。 

十二月十八日 第一學期第三次系主任會議。 

十二月十九日 英國語文學系邀請真理大學知識管理學院助

理教授柳玉清老師演講「創造成功生涯－自我

探索與生涯規劃」。 

 德國語文學系邀請 Prof. Albert Raasch 蒞系演

講 「 Sprachenpolitik am Beispiel einer 
Grenzregion」（以一個邊境地區的實例談語言

政策）。 

十二月廿一日 英國語文學系施琳達老師率領「舞台藝術：表

演技巧」之同學假台北 Friendship Presbyte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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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rch 舉辦成果發表暨聖誕節表演「Narnia」

。 

 翻譯學研究所楊承淑教授應邀參加由國立台

灣師範大學假該校舉辦之「第八屆口筆譯教學

研討會」，發表〈從口譯的觀點探討中日口語

與書面訊息結構〉（與該計畫博士後研究林雅

芬助理教授共同發表）。 

十二月廿三日 語言學研究所邀請國立台灣大學語言學研究

所江文瑜教授演講「認知與音韻」。 

  日本平成國際大學暨日台關係研究會台灣研

修團蒞日本語文學系參訪及座談。 

十二月卅日  英國語文學系李玉鋆組員應邀出席由教育部

假國立編譯館十樓會議室所舉辦之「研商結合

大專校院輔導英語、數學課業相關事宜會議」

。 

十二月卅一日 外交學程執行委員會第二次會議。 

九十三年  

一月七日 第四次外語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一月十二日 英國語文學系主任那湯姆老師於聖言樓接待

上海外國語大學校長戴煒棟教授、張雪梅副教

授、馮輝副主任、齊偉鈞教授與樹德科技大學

應用社會學院張幼珠院長，商討未來學術交流

事宜。 

一月十二日－十三日 視聽教學中心舉辦「網頁設計 Dream weaver
教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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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十五日 語言中心於耕莘樓舉辦農曆春節文化課程活

動。 

一月十九日－廿一日 德 國 語 文 學 系 張 善 禮 主 任 代 表 院 至 德 國

St.Augustin 洽談及制訂 St.Augustin 華裔學志

中心予本院（校）教師進修獎學金辦法。 

二月一日－四日 日本語文學系所舉辦第二屆輔大外語營。 

二月九日 英國語文學系主任那湯姆老師應邀出席由考

選部舉辦之「研商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一級考試

及二級考試規則草案相關事宜會議」。 

二月九日—十三日 日文研究所邀請原東北大學教授原土洋先生

舉行密集課程，講題為「泰平の眠りを醒ます

上喜撰―大航海時代と日本―」。 

二月十三日 西班牙語文學系主任杜東璊應邀擔任外語學

院舉辦之「論文寫作技巧工作坊」之聯合主講

教師。 

二月十五日－十六日 第二學期第一次系主任會議。 

二月十八日 姊妹校日本福岡大學學生萬代明香、三輪香與

日本費利斯女學院大學學生守屋沙紀到日本

語文學系交換學生一年。 

 視聽教學中心舉辦第二學期「語言教室、視聽

教室器材操作說明會」。 

二月廿五日 第二學期第一次主管會議。 

二月廿七日 語言中心於耕莘樓舉辦第二次全體教職員共

融分享（如「于」得水）活動。 

二月廿八日－三月七日 翻譯學研究所碩二中英口譯組二名學生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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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參與該所與上海外國語大學高級翻譯學院

共同主辦之交換學習活動。 

三月 西班牙語文學系所雷孟篤老師應邀為行政院

文化局於西班牙馬德里舉辦之展覽之簡介刊

物 Obras maestras del bambo. Año Nuevo chino 
2004 翻譯。 

 德國語文學系張善禮老師應邀參加日文系、英

文系舉辦之「輔仁大學第五屆中世紀學術研討

會」，發表論文〈「無常」的反思與中世紀德語

史詩的起落〉；林劉惠安老師應邀參加由東吳

大學外語學院舉辦之「東吳大學外語學院 2004
年校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統一中的分

歧？－台灣德語課程對兩德統一後的社會文

化認知與傳遞〉 

三月一日 語言學研究所邀請本校電子工程學系林昇洲

老師演講「類神經網路導論」。 

 日本早稻田大學菊地真教授蒞日本語文學系

參訪。 

三月三日 英國語文學系邀請前外語學院院長歐陽瑋副

教授（Dr. Edward Vargo）返台蒞校與系友聚會

並演講「Class Trumps Gender: The Case of John 
Updike’s.」。 

 視聽教學中心舉辦第二學期「視聽資料查詢系

統說明會」。 

 西班牙語文學系所邀請系友東森媒體集團副

執行長兼發言人盛建南先生專題演講「外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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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開創生命中不可能的可能」。 

三月四日  日本語文學系邀請日本交流協會日本語專門

家岡部正子老師於聖言樓演講「日本交流協會

獎學金留學說明」。 

 英國語文學系邀請前外語學院院長歐陽瑋副

教授於外語學院演講「Updike’s place in 
American literature」。 

三月五日－六日 英國語文學系假中山堂舉辦售票之「輔仁大學

英國語文學系創系四十週年系列活動－年度

大戲公演」，劇目為「RUR Inc.」（《機械人》）

。 

三月六日 英國語文學系鮑端磊老師應邀至全人教育課

程中心於舉辦之「九十二學年度輔仁大學專業

倫理課程研討會：專業倫理個案教學法」，演

講「怎麼跟學生談自殺與倫理」；袁韻璧老師

應邀參加由銘傳大學舉辦之「2004 國際應用英

語教學研討會暨工作坊」，發表〝Reflec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Assessment〞。 

三月九日 法 國 語 文 學 系 邀 請 比 利 時 學 者 Monsieur 
Christian Lebens 於專題演講「法國偵探小說大

師 Simenon 之寫作世界」；邀請法國詩人戴樂

曼（Esther Tellermann）於外語學院專題演講

。 

三月十日－卅一日 外語月暨週系列。 

三月十二日 西班牙語文學系所於外語學院舉辦九十二學

年度第二屆暑期中南美洲「服務－學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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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公開說明會。 

三月十五日 語言學研究所邀請宏碁電腦公司產品價值前

瞻技術研究中心沈正中主任演講「倒傳遞網路

理論應用於中文的自動詞類分類系統」。 

 日本慶應義塾大學合唱團成員蒞校參訪日本

語文學系、音樂系。 

三月十六日 第二學期外語學院研究生代表第一次會議。 

 日本國文學資料館伊藤鐵也教授蒞日本語文

學系參訪。 

 西班牙語文學系舉辦九十三學年度大三學生

赴西班牙中西部莎拉曼加大學（Universidad de 
Salamanca）公開說明會。 

三月十七日 德國語文學系與餐旅管理系共同邀請台北瑞

士貿易辦事處主任 Mr.Pianta 蒞系演講「餐飲

管理教育及就業機會」 

 法國語文學系邀請法國前內政部長、國防部長

Monsieur Pierre Joxe 專題演講「法國政經文化

現況」。 

 義大利語文學系邀請長榮海運蒞系演講。 

 視聽教學中心召開第三次視聽教學委員會議。 

三月十八日  英國語文學系墨樵老師（Mr. Joseph Murphy）

獲研發處補助、應邀參加由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s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ristian 
Values in Literature 假美國猶他州 Provo 舉辦之

「Fifth Literature and Belief Symposium: Bel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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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Modernist Age: A Symposium of Major 
Novelists」（第五屆文學與信仰研討會：現代

主義時代中的信仰：主要小說家研討會），發

表〝Landscapes of Grace in the Short Fiction of 
Flannery O’Connor and Tolstoy〞（〈佛蘭麗．

歐康諾與托爾斯泰短篇小說中有關神的恩典

之地景描繪〉）。 

 日本語文學系系友座談會－「如何準備日本交

流協會獎學金留學考」。   

三月十九日 西班牙語文學系主任杜東璊應邀至淡江大學

中文系所專題演講「對外華語教學」。 

三月廿二日 日本聖母清心女子大學鄭正浩教授蒞日本語

文學系參訪。 

三月廿四日 外語學院教師及研究人員研究成果獎勵審查

委員會議。 

 第二學期第二次主管會議。 

三月廿六日 語言中心前往台灣戲曲專科學校、士林官邸、

故宮博物院舉辦春季戶外教學。 

 西班牙語文學系於理圖劇場舉辦「戲劇之夜」

。 

三月廿六日－廿七日 日本語文學系與英文系於聖言樓百鍊展演中

心合辦「第五屆中世紀學術研討會歐日中世紀

文學中的無常觀」。 

三月廿八日－四月六日 德國語文學系張善禮主任率德國語文學系 17
位學生參訪北京外語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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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廿九日－四月二日 義大利語文學系舉辦「第一屆兩岸義大利語文

教學學術交流講習」。 

三月卅一日 第二學期外語學院導師會議。 

 法國語文學系創系四十週年系列活動「法文系

師生圓桌論壇：學法文能做什麼？」。 

三月卅一日－四月三日 英國語文學系施佑芝老師應邀參加由 TESOL
（全球英語教師學會）假美國加州 Long Beach
舉辦之「第 38 屆全球英語教師年會」，發表〝

Coordinators' Collaboration in Intercultural 
Telecommunications Partnerships〞。 

四月 翻譯學研究所楊承淑教授授權「外語教學與研

究出版社」於中國北京出版《中日口譯入門教

程》教科書。 

 德國語文學系羅燦慶老師應邀假高雄第一科

技大學應用德語系發表論文〈21 世紀台灣德國

語文學系學生的挑戰與機會〉。 

四月－五月 英國語文學系趙秋芬老師赴美拜會波士頓大

學洽談學術交流。 

四月七日 第二學期院務會議。 

 英國語文學系啦啦隊參加由外語學院學生代

表會於中美堂舉辦之「外語月啦啦隊比賽」榮

獲冠軍。 

四月八日 西班牙語文學系邀請馬德里大學政治暨社會

科學學院院長 Francisco Aldecoa Luzárraga 先

生專題演講「歐洲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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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九日 英國語文學系於外語學院舉辦大四系友座談

會，邀請系友徐小雲（第六屆，現職為洋洋實

業有限公司副總經理並擔任外語學院榮譽顧

問）、黃景星（第六屆，曾任洛杉磯經濟文化

辦事處文化組組長，目前任職於教育部國際文

教處並擔任外語學院榮譽顧問）、陳思宏（台

大戲劇研究所碩士、著有二本小說，目前任職

於台灣大學文學院）、盧柏仲（目前任職於速

博網路）、董欣佳（目前任職於 Scholastic Ed. 
機構）與李哲宜（目前任職於紐約人壽）。 

四月九日－六月八日 西班牙語文學系所展開第二屆暑期中南美洲

「服務－學習」課程之旅之行前訓練。 

四月十二日 語言學研究所邀請宏碁電腦公司產品價值前

瞻技術研究中心沈正中主任演講「處理語料庫

的基本計算工具」。 

四月十五日 TargeTek（塔吉克科技）人力資源部經理黎夢

綺小姐拜會英國語文學系主任那湯姆老師。 

 第二學期第一次三獨立所所長會議。 

四月十七日 語言中心邀請師範大學華語教學研究所鄧守

信、葉德明二位教授及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

張莉萍老師於耕莘樓舉辦第二次教學研討會。 

四月十八日 英國語文學系張瓈文老師擔任法鼓山文教基

金會聖嚴法師於新加坡光明山講演「超越生命

鐘的關卡：什麼是關卡」之中英口譯。 

四月十九日 英國語文學系張瓈文老師擔任法鼓山文教基

金會聖嚴法師於新加坡光明山講演「超越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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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的關卡：怎麼超越它」之中英口譯。 

四月十九日－五月五日 法國語文學系舉辦法語系國家電影展。 

四月廿日 第二學期外語學院研究生代表第二次會議。 

四月廿一日 語言學研究所洪振耀老師參加財團法人語言

訓練測驗中心舉辦之「語言教學研討會：從認

知及教學的角度探討外語閱讀與寫作」，發表

〝How Reading and Writing Relate to Each 
Other in the Brain〞。 

四月廿二日 義大利語文學系邀請徐明松建築師蒞系演講。 

 英國語文學系張瓈文老師擔任法鼓山文教基

金會聖嚴法師於澳洲雪梨大學講演「禪宗對俱

解脫的看法－心解脫者與慧解脫之關係」之中

英口譯。 

四月廿三日 德國語文學系邀請上海商業銀行駐香港代表

單秀娟蒞系演講「女性主管在企業界的挑戰與

機會」。 

 英國語文學系張瓈文老師擔任法鼓山文教基

金會聖嚴法師於澳洲雪梨大學講演「禪與心靈

環保」之中英口譯。 

四月廿四日 翻譯學研究所楊承淑教授應邀參加由深圳大

學舉辦之「首屆全國翻譯學博士論壇」，發表

〈從口譯看情境與言談的訊息互補關係〉。 

 英國語文學系張王黎文老師擔任法鼓山文教

基金會聖嚴法師於澳洲雪梨大學講演「禪與心

靈健康」之中英口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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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廿四日－廿五日 英國語文學系主任那湯姆老師應邀參加由國

立中正大學外國語文系舉辦之「國立中正大學

英語教學與評量國際研討會」並主持座談會。 

四月廿五日 英國語文學系張瓈文老師擔任法鼓山文教基

金會聖嚴法師於澳洲雪梨大學講演「禪與人間

淨土」之中英口譯。 

四月廿六日 語言學研究所邀請宏碁電腦公司產品價值前

瞻 技 術 研 究 中 心 沈 正 中 主 任 演 講 「

Preprocessing of Input Patterns for a 
Connectionist Network: SED and Others」。 

四月廿七日 西班牙語文學系所於外語學院舉辦九十三學

年度大三學生赴西班牙中西部莎拉曼加大學

（Universidad de Salamanca）第二次公開說明

會。 

四月廿七－廿八日 視聽教學中心與媒體中心合辦「BLOG 教育工

作坊」。 

四月廿八日 第二學期第三次主管會議。 

四月廿九日 師大華語教學研究所陳俊光老師率學生廿餘

人參訪語言中心。 

四月卅日 西班牙語文學系所邀請文藻外語學院教師 Jos
é Campos 專題演講「Cultura Popular de España
」。 

五月 西班牙語文學系所雷孟篤教師榮獲輔仁大學

教師及研究人員成果獎勵。 

 德國語文學系羅燦慶老師應邀至高雄文藻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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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學院德國語文學系發表論文〈德國語文學系

畢業生如何在經貿領域頭角崢嶸〉，另應邀至

永平高中演講〈國際觀面面觀〉。 

五月－九十四年六月 劉雪珍老師獲本校研發處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輔仁大學 92-93 學年度整合型研究計畫：『

外語學習環境之建構計畫：建制語言自學資料

庫』」。 

 法國語文學系獲研發處補助整合型研究計畫

，總計畫名稱為「法語教學中跨文化問題之探

討（一）、（二）、（三）、（四）」。 

五月二日－六日 翻譯學研究所獲國科會補助邀請上海外國語

大學高級翻譯學院教授兼口譯系主任杜蘊德

（Andrew C. Dawrant）來台演講。 

五月三日  英國語文學系主任那湯姆老師應邀填寫由行

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為配合新任總統任期進

行之「新一期國家建設四年計畫（2005-2008
）暨十年展望」規劃方向諮詢問卷。 

五月三日－四日 義大利語文學系第五屆畢業公演「樂透狂想曲

」。 

五月五日  西班牙語文學系所邀請外交部徐光普先生專

題演講「輔大人應有的外交視野」。 

五月六日 德國語文學系邀請 Prof. Dr. Ruth Albert 蒞系演

講「馬堡大學德語博士班簡介」。 

五月六日－八日 西班牙語文學系於理圖劇場舉辦戲劇畢業公

演「Eloísa Está Debajo de Un Almendro」（杏

樹下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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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七日 台北縣板橋市新埔國小吳神寶教務主任暨教

學組張益明老師蒞校洽談「引進大學資源、活

絡英語學習」計畫。 

 英國語文學系大學部四年級學生參訪利樂包

公司和工廠，並與其 CEO 協理及人事、業務

部等相關單位座談。 

五月八日 語言學研究所洪振耀老師與陳玲昭小姐及林

泰先生參加國立中山大學舉辦之「前現代時期

文化研討會」，發表〈以科學史重審音樂史：

讓「魔鬼顫音奏鳴曲（1714）」中的魔鬼現形

並尋求 Tartini（1692-1770）在前現代歐洲文化

的新定位〉。 

五月十日－廿日 英國語文學系與台北縣板橋市新埔國小合作

由台北縣政府補助之「九十二學年度第二學期

引進大學資源、活絡英語學習」推動計畫案。 

五月十一日 英國語文學系與 TargeTek（塔吉克科技）於聖

言樓舉辦全校性徵才說明會及筆試。 

五月十二日 視聽教學中心召開第四次視聽教學委員會議。 

 日本語文學系系週會－「關於求職技巧」。    

 德國語文學系邀請中興健身俱樂部、駿康股份

有限公司創辦人姜慧嵐、漢勳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創辦人陳正龍蒞系演講「系友座談會－外語

畢業生商場就業須知」。 

五月十四日 語言學研究所邀請國立嘉義大學外國語言學

系吳俊雄老師演講「漢語交互動詞：以詞匯功

能語法為本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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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聽教學中心邀請北安國中英語教師汪家羽

老師於演講「國中英語創意教學」。 

 英國語文學系於外語學院舉辦「九十三學年度

聖文森學院交換學生說明會」。 

五月十八日  第二學期外語學院研究生代表第三次會議。 

五月十八日－十九日 法國語文學系戲劇公演「狄飛吉亞斯的胸脯」

。 

五月十九日 第五次外語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視聽教學中心邀請本校翻譯學研究所楊承淑

教授於演講「To B Or Not to B：談台灣的口筆

譯市場」。 

 法 國 語 文 學 系 邀 請 法 國 學 者 Monsieur S é

bastien Cavalier 專題演講「文化資產管理」。 

 西班牙語文學系邀請本系所研究生專題演講

「高中第二外語教學經驗談」。 

五月廿日 翻譯學研究所接受「本校九十二學年度校內系

所評鑑」。 

五月廿一日 英國語文學系辦理九十二學年度系所評鑑。 

五月廿四日－六月一日 美國賓州聖文森學院一名教師與五名學生蒞

英國語文學系旁聽數門課程。 

五月廿六日 語言中心於耕莘樓舉辦第三次全體教職員共

融分享（如「于」得水）活動。 

 西班牙語文學系所邀請台大外文系教師張淑

英老師專題演講「文學與翻譯」。 



【232】外語學院 

五月卅一日 語言學研究所邀請宏碁電腦公司產品價值前

瞻技術研究中心沈正中主任演講「聯結論語言

建模應用面面觀」。 

六月 英國語文學系施佑芝老師獲頒「輔仁大學九十

二學年度教師及研究人員獎勵」。 

 西班牙語文學系所系刊 El Pionero《前鋒期刊

》出刊。 

六月一日 英國語文學系與國華製衣機械工業有限公司

於聖言樓舉辦全校性徵才說明會。 

六月二日 第六次外語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六月三日 日本語文學系系所評鑑—邀請台大日本語文

學系陳明姿主任、政大日本語文學系傅琪怡主

任、淡江日本語文學系劉長輝主任至日本語文

學系參訪評分。 

六月四日 翻譯學研究所邀請任教於瑞士日內瓦大學之

前所長司徒羅斌教授蒞所演講並擔任中英口

譯組聯合專業考試評審委員之一。 

六月六日 義大利語文學系承辦 CILS 義大利文程度檢定

考試。 

六月六日－七日 翻譯學研究所與台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首

度共同舉辦中英口譯組聯合專業考試。 

六月八日 第二學期第四次主管會議。 

六月九日－十五日 翻譯學研究所與台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首

度共同舉辦中英筆譯組聯合專業考試。 

六月十日 翻譯學研究所楊承淑教授應邀參加由明道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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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院應用日語系舉辦之專題演講講演「談台

灣的口筆譯市場」。 

六月十四日 外語學院區域研究所委員會議。 

六月十六日－十八日 視聽教學中心舉辦「FrontPage 軟體教學課程

」及「Dream weaver 軟體教學課程」。 

六月十七日－七月 西班牙語文學系所九十二學年度第二屆暑期

中南美洲「服務-學習」課程之旅，由吳碧蘭

老師於暑假期間帶領四位學生前往墨西哥，展

開為期約二個月的志工服務計劃。 

六月十八日 語言中心舉辦端午節文化課程活動。 

六月廿一日 視聽教學中心舉辦「Hot Potatoes 6.0 軟體教學

課程」。 

六月廿四日－廿五日 英國語文學系劉紀雯老師應邀參加由 Macao 
Polytechnic Institute 假 澳 門 舉 辦 之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Education 2004 

－ Review and New Perspectives（2004E 化教

學國際會議：回顧與前瞻）」，發表〝Who’s Got 
the Power and the Points?  Using MS 
Powerpoint in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Classrooms〞。 

七月 西班牙語文學系所雷孟篤教師應邀為行政院

農委會製作西班牙語簡介，並應邀為行政院新

聞局製作 2004 年金馬獎 佳紀錄片「Viva 
Tonal, Una época de baile 」（跳舞時代）之西

班牙語字幕。  

七月十二日 第二學期第二次系主任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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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廿一日 視聽教學中心完成多媒體語言教室之建置。 

七月廿七日 第七次外語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英國語文學系於 1111 人力銀行調查「企業

愛進用英美語文類」中榮獲第一。 

七月卅一日 翻譯學研究所代理所長狄明德任期屆滿，卸除

兼代所長一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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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民生學院 
 

九十二年 

八月－九月 台北縣政府九十二年度委託餐旅管理學系黃

韶顏老師辦理「九十二年度職業訓練飲料調製

套餐創業（一）」。 

八月－十二月 餐旅管理學系楊鵑華老師榮獲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農糧署補助研究計劃「穀粒膨發率、組合

密度與糖漿種類對即時穀物棒產品品質之影

響」（至九十三年十二月）；王媛慧老師榮獲國

科會補助研究計劃「我國老人照護機構的效率

評估及其影響因素之研究」。（始於九十一年八

月）；黃韶顏、食品營養學系盧義發老師榮獲

行政院衛生署補助研究計劃「餐廳油脂之選購

、使用、貯存與廢油處理」；黃韶顏老師榮獲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補助研究計劃「休閒農業跨

領域策略聯盟營運計畫」；李青松老師榮獲行

政院農委會補助研究計劃「農業推廣專業人員

認定體系及訓練發展研究計畫－鄉村發展專

業認定體系之研究」；王媛慧老師與徐偉初、

張苙雲、周麗芳、郭振雄、張睿詒等共同合作

參與行政院二代健保規劃小組委託計畫「全民

健保對醫療產業市場結構變遷、醫療院所經營

、財務績效之影響及評估」。（始於九十二年一

月）。 

八月－九十三年一月 食品營養學系李寧遠教授休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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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九十三年六月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楊維漢老師獲台北市

西服商業同業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西服訂

製市場推廣計畫」。（始於九十二年七月） 

八月－九十三年七月 餐旅管理學系全中妤老師獲國科會補助研究

計劃「比較技職體系餐飲科學生之人體計測與

工作器材環境評估研究」；楊鵑華老師獲國科

會補助研究計劃「湯種與酵素改良劑對麵包品

質之影響」；蔡啟通老師獲國科會補助研究計

劃「主管職權行使方式、組織正義、自我效能

、與員工創新行為之關係」；蘇哲仁老師獲國

科會補助研究計劃「家庭購買決策過程中青少

年影響策略模式之比較：以台灣與南韓為例」

；鄭聰旭老師與食營系丘志威老師共同合作參

與桃園縣政府之計劃「桃園縣餐飲業及學校自

製午餐之調查」（至九十五年八月） 

 食品營養學系盧義發教授休假研究。 

八月  織品服裝學系喬昭華、鄭靜宜、蘇旭珺、賴裕

綺、饒湘蘭老師合著空中大學用書《服飾與生

活》出版。 

 餐旅管理學系碩士班甄試停辦；九十二學年度

大一專業實習種子服務隊與圓山、喜來登、凱

撒、國際會議中心、國聯、豪園等飯店建教合

作；李青松老師與台灣大學高淑貴教授、師範

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林如萍老師、實踐大

學生活應用科學系鄭淑子老師合作農委會補

助之「農村在地老化研究」；與醫學院陳惠姿

老師合作國民健康局補助老人健康與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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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李青松老師榮獲天主教耕莘醫院補助研

究計劃「高齡者參與自助團體的生活適應之研

究」。（始於九十一年七月）；蘇哲仁老師與日

本 Asian-Pacific Center 共 同 研 究 Urban 
Strategies for Attracting Visitors to Cities in East 
Asia；楊鵑華老師協助農委會田媽媽產品，培

育農家婦女中華飲食小吃的副業經營，推廣中

華飲食點心；許順旺老師支援台北縣板橋家服

中心之「成本控制」教學課程；新聘陳姿蓉、

楊惠琪兩位組員，並負責「旅館客務房務」實

習課程「餐飲製備」實驗課程；新聘專任教師

吳紀美老師。 

 食品營養學系陳政雄老師、黃瑞美老師、許瑞

芬老師、盧義發老師、王果行老師、曾明淑老

師、丘志威老師等七位教師榮獲「輔仁大學教

師及研究人員研究成果獎勵」；李雅琳老師主

持考題研究計畫「芳香酯酶及硫酯酶酵素分子

結構功能分析與應用開發研究」；陳政雄老師

主持考題研究計畫「活性包裝中乙烯調節劑的

研發」；陳炳輝老師主持考題研究計畫「異黃

酮素粉末製備及其生理活性的研究（1/3）」；
陳炯堂老師主持考題研究計畫「微膠囊化

Neotame及慢消化澱粉應用在糖尿病的烘焙食

品」；許瑞芬老師主持考題研究計畫「葉酸的

抗氧化特性與保護粒線體功能及調節細胞程

式凋亡訊息傳遞（2/3）」與「探討粒線體葉酸

代謝異常對於細胞內氧化壓力的影響;唐烽堯

老師—EGCG 抑制腫瘤血管新生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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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hrinA1/EphA2 訊息傳導的機制」；吳文勉老

師主持考題研究計畫「探討 w-3 脂肪酸抑制自

體免疫鼠腎膈細胞增生之機制」與「評估柏子

攝食的小鼠在束縛壓下免疫功能之影響」；李

寧遠老師主持考題研究計畫「精胺酸補充對衰

竭運動引起BALB/c小鼠氧化壓力及免疫功能

之保護」；陳炳輝老師「滷味食品中膽固醇氧

化物之形成與抑制」；曾明淑老師「台灣地區

成人營養標示知識、態度、使用情形與飲食健

康行為調查」；陳雪娥老師「多樣化水果酒釀

造技之開發」；陳雪娥老師「農村酒莊輔導計

畫」；李寧遠老師「刺五加對健康人及第 II 型
糖尿病人自由基代謝的影響」；曾明淑老師「

台灣地區嬰兒營養調查方法與工具之設計及

其信效度之檢測」；陳雪娥老師「國產水果酒

品之甲醇含量及其影響因素與調降方法之探

討」。建教合作計畫名單如下：王果行老師「

可貝可纖維殊嬰兒配方奶粉對六個月以下且

有便秘的嬰兒改善其便秘暨鈣鐵平衡的影響」

；陳雪娥老師「酒品研發」；陳雪娥老師「草

莓果醬研發」；陳政雄老師「竹炭膜調氣包裝

應用評估」；李寧遠老師「探討衰竭運動與老

化之關聯性以補充精胺酸對老化 BALB/C 小

鼠氧化壓力及免疫功能」；李寧遠教授赴泰國

參加「第十二屆家政學會雙年國際會議」。 

八月一日－十月十六日 台北縣政府九十二年度委託辦理職業訓練班

「美食小吃創業班（2）」委由餐旅管理學系協

助核備學員中餐烹調人員衛生講習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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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四日 台中曉明女中師生 50 名蒞食品營養學系參訪

。 

八月四日－十五日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部辦公室委託餐旅管理

學系辦理「九十二年度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中

餐丙級術科測驗」。 

八月五日－十二日 餐旅管理學系李青松老師赴泰國清邁參加亞

洲家政學會雙年會第 12 屆國際學術會議。 

八月六日 餐旅管理學系楊鵑華老師指導及協助辦理新

竹市衛生局辦理健康烘焙展覽會。 

八月八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楊維漢老師應邀參加

由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舉辦之「流行市場調

查與品牌競爭力研討會」，演講「行銷研究與

行銷決策」。 

八月十五日－十月十五日 台北縣政府九十二年度失業者職業訓練委由

餐旅管理學系黃韶顏教授主持「92 年度職業訓

練飲料調製創業班（1）」課程。 

八月十六日 兒童與家庭學系舉辦「2003 發展遲緩早期療育

研討會」。 

八月廿二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趙丹綺老師應邀參加

由台北非非藝術中心舉辦之聯展，展出「耳順

」等作品。 

八月廿四日－廿九日 餐旅管理學系全中妤老師赴韓國漢城參加「第

15 屆國際人因工程學會 2003 年國際會議」。 

九月 織品服裝學系黃佩鈺老師應邀參加由國科會

舉辦之「策略組織與人力新進學者研究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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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提案研討會」，發表〈現場勞動熟練技能的

本質與人才培育的方法〉。 

九月十三日－十四日 餐旅管理學系楊鵑華老師指導及協助板橋市

農會於北市建國假日花市舉辦農業櫥窗展計

畫—米食文化推廣發芽米教學示範活動。 

九月廿四日 食品營養學系李雅琳助理教授演講「酵素蛋白

質之結構功能分析與應用＆植物基因轉殖抗

逆境研究」。 

 食品營養學系唐烽堯助理教授講演「綠茶抑制

腫瘤形成過程中血管新生的分子機制」。 

九月廿八日 食品營養學系許瑞芬教授榮獲「行政院服務獎

章」與「教育部資深優良教師獎勵」。 

十月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楊維漢老師應邀參加

由中國紡織工業研究中心舉辦之「九十二年度

友好國家紡織工業管理研習班課程」演講「

Participate Effectively in International Textiles 
& Apparel Trade Shows」。 

十月－九十三年五月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楊維漢老師獲 GIADA 
Fashion Co.邦比尼有限公司補助專題研究計

畫「GIADA 童裝館 Spring-Summer 2004 春夏

童裝記者發表會企劃案」。 

十月一日 餐旅管理學系餐一甲至豪園飯店進行「種子服

務隊」餐飲服務課程訓練（一）。 

十月三日 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委託紡織產綜合研究所

「紡織工業管理研習班」學員 21 名蒞織品服

裝學系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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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旅管理學系餐一乙至豪園飯店進行「種子服

務隊」餐飲服務課程訓練（二）。 

十月四日 餐旅管理學系餐一甲至喜來登飯店進行「種子

服務隊」餐飲服務課程訓練（三）。 

十月五日 餐旅管理學系餐一乙至喜來登飯店進行「種子

服務隊」餐飲服務課程訓練（四）。 

十月七日 餐旅管理學系研究所舉行小型座談演講邀請

佛朗明哥俱樂部副總經理劉大宏專題演講「俱

樂部產業經營管理」。 

十月八日 餐旅管理學系支援食營系舉辦「穩健發展農村

酒莊研討會」項目之餐飲、餐點服務；種子隊

服務學生協助語言所碩士班迎新。 

 食品營養學系於谷欣廳舉辦「穩健發展農村酒

莊研討會」。 

十月十日－十一月二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趙丹綺老師應邀參展

由台中 ZAMA metal arts 藝術中心舉辦之「可

以擁抱的程度—毛毛展」。 

十月十四日 姐妹校 UCE 大學 Ms. Julie Hardy 及系主任蒞

織品服裝學系參訪。 

十月十五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趙丹綺老師應邀參加

由行政院勞委會舉辦九十二年度「金銀珠寶飾

品加工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監評人

員研討會」，獲「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監

評人員證書」。 

十月十七日 餐旅管理學系、推廣部及泰山鄉民大學共同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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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麵條製作班、西點烘培課程。 

十月十八日 織品服裝學系師生應邀參加由創世基金會舉

辦之「衣建鍾情」二手牛仔衣義賣活動，協助

籌建植物人安養院花蓮分院。 

 餐旅管理學系餐一甲、一乙同學至圓山飯店及

國際會議中心接受餐飲服務課程訓練（五）。 

十月廿一日 餐旅管理學系研究所舉行小型座談演講邀請

台中永豐棧麗緻酒店前副總經理、現任亞都麗

緻顧問公司顧問俞克元專題演講「邁向旅館管

理專業經理人之路」。 

十月廿五日 織品服裝學系王怡美老師應邀參加由亞洲基

礎造形聯合學會於韓國舉辦之「亞洲基礎造形

聯合學會創作展」。 

十月廿七日 澳洲 Hunter Institute 學校 Faculty, Director OF 
Hospital & Tourism Board 之教授 Mr. Reinhold 
Forster、Mr. Paul Lawrence 蒞餐旅管理學系演

講。 

 餐旅管理學系吳紀美老師與王媛慧老師邀請

寶來金融集團資產管理部經理曾永璋蒞校專

題演講「理財新視野」。 

十一月－九十三年五月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楊維漢老師獲育冠企

業股份有限公司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品牌折價

券使用行為之研究－以 Working House 與

Living Plus 為例」及獲英屬維京群島商銀鯨股

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以

神秘顧客方式進行服務品質調查」，與獲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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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銀珠寶企業有限公司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J’code『真愛密碼』品牌形象之調查」。 

十一月 織 品服裝學 系鄭靜宜 老師應邀 參加 由

International Textiles and Apparel Association 假

美國 Savannah 舉辦之「International Textiles 
and Apparel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發表

〝Globalization and attractiveness assessment: A 
comparison of three cultures〞。 

十一月一日 餐旅管理學系於濟時樓舉辦「2003 餐旅管理學

術與實務研討會」。 

十一月五日 食品營養學系邀請蕭介夫教授於谷欣廳講演

「Plant Functional Genomics & Biotechnology」
。 

十一月八日 兒童與家庭學系舉辦「從歷史角度看兒童與家

庭的未來發展暨民生與家政領域學術研討會」

。 

十一月十二日 兒童與家庭學系舉行「午間小型學術研討會」

（一），邀請張思嘉老師演講「回首來時路─

我的本土婚姻研究經驗」。 

十一月廿六日 食品養學系於利瑪竇國際會議廳舉辦系週會

暨第六屆傑出系友表揚大會，由系友蘇平齡獲

頒第六屆傑出系友。 

 兒童與家庭學系舉行「午間小型學術研討會」

（二），邀請劉惠琴老師演講「質性研究大家

談－反思與轉折」。 

 Director of TechniTex Prof. George K. Stylios 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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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品服裝學系參訪。  

十一月廿七日 織品服裝學系協助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舉辦

「紡織暨運動休閒產業專案計畫執行成果發

表會」。 

十一月廿八日 嘉義市輔仁中學師生 70 名蒞食品營養學系參

訪。 

十二月 織品服裝學系黃昭瓊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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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蔡玉珊老師獲台中縣

立文化中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編織藝術數位

學習計畫」。 

 食品營養學系陳炳輝教師獲輔仁學術獎；許瑞

芬教授榮獲「輔仁大學資深教職員工獎勵」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趙丹綺老師應邀參展

由台北雅逸藝術中心舉辦之「璀璨晶瑩過好年

－現代珠寶金工設計展」；楊維漢老師獲中華

民國紡織業拓展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2003Taiwan 衣 Party 問卷輸入及分析」。 

十二月三日 餐旅管理學系周玉華助教及學生協助課外活

動組兩岸大學生服務學習研習營於生活午茶

餐飲、餐點服務。 

十二月五日 南港高中師生 17 名蒞織品服裝學系參訪。 

 餐旅管理學系協辦傑出校友返校參加校慶系

列活動。 

十二月六日 兒童與家庭學系邀請英國幼兒教育學者 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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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emary W Peacocke 專題演講。 

十二月七日  食品營養學系於秉雅樓舉辦系友大會－系友

就業論壇暨系友聯誼，推選姚念周系友為系友

會會長；並於食品工廠實習大樓舉辦蔣見美教

授紀念牌揭牌儀式。 

十二月十日 兒童與家庭學系舉行「午間小型學術研討會」

（三），邀請陳達德老師演講「嬰幼兒知覺發

展與改善」。 

十二月十三日－十四日 食品營養學系系學會參加於經國管理學院主

辦之全國大專盃食營競賽活動。 

十二月十四日 餐旅管理學系黃韶顏老師承辦台北縣政府勞

工局之職業訓練聯合成果暨創業座談會。 

九十三年  

一月－七月 餐旅管理學系黃韶顏老師獲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補助研究計劃「銀髮族藥膳食品加工技術研

發」，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補助研究計

劃「因應多元運銷職能整合性體系研究-配合

觀光、休閒旅遊產業，強化農特產品在地行銷

之研究」；李青松老師獲行政院農委會補助研

究計劃「九十三年度農村青年中短期專業訓練

計畫」，獲行政院農委會補助研究計劃「建構

農村老人在地老化資源整合之研究－農村老

人休閒資源運用策略」（至九十四年十二月）；

獲行政院農委會補助研究計劃「高齡者休閒資

源整合策略之研究」。（至九十三年十二月） 

一月二日 博物館學研究所邀請旅居紐約藝評家曾任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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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藝術中心經理，現任台北市文化局委託駐紐

約研究員何春寰老師，於朝橒樓演講「藝文空

間釋放或委託民間營運政策」。 

一月七日 餐旅管理學系全中妤老師邀請中華僑泰物流

股份有限公司李茂煙副總經理專題演講「物流

系統與倉儲管理作業」。 

一月廿九日－二月一日 餐旅管理學系針對餐飲、旅遊及餐旅管理學系

有興趣之高中生，舉辦 4 天 3 夜之餐旅營活動

。 

二月 食品營養學系唐烽堯老師獲「輔仁大學強化師

資獎勵」。 

二月－五月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楊維漢老師獲財團法

人中衛發展中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服飾副料

商轉零售推廣計畫」。 

二月四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胡澤民主任應邀參加

由郵政博物館舉辦之甲申年生肖紀念明信片

發行簽名會發表甲申年（猴年）紀念明信片。 

二月十日 台中市宜寧高中師生 50 名蒞食品營養學系參

訪。 

二月廿五日 餐旅管理學系辦理「美食主廚廚藝秀」。 

二月廿六日 「2004 桃花原北遊記」原住民青年生涯輔導文

化體驗營學員 60 名蒞織品服裝學系參訪。 

二月廿八日 餐旅管理學系楊鵑華老師主持宜蘭縣政府工

商旅遊局舉辦宜蘭縣綠色博覽會之「世界風味

小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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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 食品營養學系陳炳輝教授赴美國洛杉磯參加

「美國化學學會第227次年度會議—藥草之化

學分析，品質管理及生物活性」。 

三月四日 海外留台校友會會長一行 34 人蒞織品服裝學

系參訪。 

三月十八日 博物館學研究所邀請高雄市立美術館羅潔尹

專員和蘇鈴琇專員演講「美術館展覽與教育的

關係」。 

三月十九日－廿九日 兒童與家庭學系與美國奧勒岡州立大學（

Oregon State University）健康與人類科學學院

（College of Health and Human Sciences）之人

類發展與家庭科學學系（Human Development 
and Family Sciences）學術交流。 

三月廿六日－廿七日 兒童與家庭學系舉辦「家庭諮詢服務現況與未

來研討會」。 

三月廿九日－四月二日 兒童與家庭學系舉辦大四畢業展覽，主題：「

童顏童羽」。 

三月卅一日 食品營養學系邀請化學系呂家榮助理教授演

講「奈米材料感測元件與微小化氣相層析之關

發生」。 

四月 織品服裝學系蔡玉珊老師獲台中縣立文化中

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台灣原住民織物失傳技

術與圖案的分析與重建－泰雅族」；何兆華老

師出版專書《服飾會—傳統與當代流行服飾展

》及《女紅展－巧手化育針線情》。 

四月九日 博物館學研究所邀請美國 The Junior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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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 Timothy S. Allen 館長演講「Not Enough 
Money」。 

四月廿一日 食品營養學系邀請巫錦霖博士於演講「

Influence of High and Low Glycaemic Index 
Carbohydrate Meals on Exercise Capacity and 
Substrate Metabolism in Men.」（不同升糖指數

的碳水化合物對男性耐力以及代謝之影響）。 

五月 織品服裝學系吳繼仁老師應邀參加由屏東科

技大學舉辦之「紡織科技研討會」，發表〈運

動休閒服飾最適用布客觀評估之研究〉；尤政

平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織品服飾

數位博物館加值計畫—學習、教學、研究、產

學合作」整合計劃之第四分項計劃－「織品服

飾數位博物館－數位內容加值生產」。 

 餐旅管理學系吳紀美老師赴泰國普吉島參加

Second Asia Pacific CHRIE (APacCHRIE) 
Conference & The Sixth Biennial Conference on 
Tourism in Asia；黃韶顏老師、李青松老師榮

獲輔仁大學研究論文奬助。 

五月－七月 餐旅管理學系李青松老師獲研究發展處補助

研究計劃「文化創意產業競爭力與經營模式之

研究（一）鶯歌地區文化創業產業及觀光資源

整合力探查」。（至九十四年六月） 

五月二日 織品服裝學系王怡美老師應邀參加由國際紡

織學會於上海舉辦之「第 83 屆世界紡織大會

」，發表〝East/West Collaborative Digital Design 
Project: The Universal Language Of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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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三日 博物館學研究所邀請南華藝術大學藝術管理

與美術研究所陳國寧老師演講「地方文化館的

定位、創意與經營」。 

五月七日 北縣安康高中參訪兒童與家庭學系及餐旅管

理學系。 

五月十日 博物館學研究所邀請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博

士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郭秋永研究員演講

「社會科學的哲學問題：經驗主義的因果解析

」。 

五月十日－七月十日 台北縣政府委託餐旅管理學系黃韶顏老師辦

理「台北縣政府九十三年度失業者職業訓練－

西餐實務班」。 

五月十一日－十四日 餐旅管理學系辦理學生九十三年度全國技術

士技能檢定中餐烹調丙級第二梯次團體報名

及輔導證照考試。 

五月十三日－廿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假台北市新城市畫廊

舉行第六屆飾品設計組畢業成果發表會。 

五月十四日 博物館學研究所邀請美國密西根大學政治學

博士現任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系教授劉義周主

任及選舉調查中心主任演講「經驗理論的建構

」。 

五月十七日－廿一日 博物館週活動—於聖言樓舉辦「我的大學之道

特展」。 

五月廿日 博物館學研究所邀請國立科學博物館展示組

王嵩山主任演講「作為一門學術 ( science ) 的
博物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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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廿一日 博物館學研究所邀請國立台南藝術學院博物

館學研究所張譽騰副教授演講「生態博物館的

理想與現實」。 

五月廿一日－廿八日 餐旅管理學系李青松主任與蘇哲仁老師負責

規劃「民生學院研究生壁報論文展」。 

五月廿四日－廿七日 兒童與家庭學系舉辦大二學生「教具展」。 

五月廿六日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假台北市天成飯店舉

行第四屆零售經營組畢業論文發表會。 

五月廿七日 兒童與家庭學系舉辦吳秉雅獎學金專題研究

報告。 

五月廿九日 餐旅管理學系於聖言樓百鍊展演中心舉辦「

2004 餐旅管理學術與實務研討會」。 

五月卅日 民生學院聯合舉辦研究生論文壁報競賽，食品

營養學系研究生食科組林心雅及李凰綺、營養

組廖欣儀、石宛沛及王柏勝等獲優等獎；食科

組胡曉茹及吳思蓉、營養組陳淑貞獲佳作獎。 

五月卅一日 博物館學研究所邀請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博

士現任中央研究院郭秋永研究員演講「社會科

學的哲學問題：概念製作與假設檢定」。 

六月 餐旅管理學系蘇哲仁老師赴南非開普敦參加

「2004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Global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Association」。 

  織品服裝學系蔡淑梨老師應邀擔任訪問學者

，赴美國 Babson College 進行為期二個月之學

術研究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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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七日 博物館學研究所邀請美國 The Junior Museum
博物館 Timothy S. Allen 館長於演講「

Children’s Museums」。 

六月八日 法國織品設計師 Ms.Jaana Reinikainen 蒞織品

服裝學系參訪。 

六月十五日 織品服裝學系蔡淑梨老師應邀參加由台灣大

學國際企業學系暨研究所、財團法人豐群文教

基金會舉辦之「第 11 屆產業管理研討會」，發

表〈從製造商觀點探討環境不確定性、供應商

涉入、採購涉入與新產品發展績效之關係—以

台灣紡織業為例〉。 

六月十六日 兒童與家庭學系教師教學專業知能研習會－

教學與課程。 

七月 食品營養學系陳政雄副教授赴美國拉斯維加

斯參加「2004 美國食品科學年會國際會議」。 

七月四日－八日 餐旅管理學系針對餐飲、旅遊及餐旅管理學系

有興趣之高中生，舉辦餐旅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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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社會科學院 
 

九十二年 

八月－十一月廿一日 社會工作學系羅四維社會工作發展中心承辦

台北縣政府勞工局就業服務員「就業諮商能力

」培訓課程。（始於九十二年七月十八日） 

八月－十二月 經濟學系林燾老師獲農委會補助專題研究計

畫「替代蔬菜保價制度之配套措施研究」。（始

於九十二年一月） 

八月－就九十三年五月 宗教學系簡鴻模老師獲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

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花蓮縣萬榮鄉 Plibo 部

落生命史調查研究」。（始於九十二年六月） 

八月 宗教學系出版輔大宗教學叢書第 3 號《宗教神

聖：現象與詮釋》。 

 社會工作學系王永慈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

研究計劃「外籍／大陸配偶家庭申請與使用社

會救助的分析」；包承恩老師獲研究發展處補

助專題研究計劃「社會工作師對於實務工作中

專業界限的解讀」；運用研究生助學金請研究

生為原住民、僑生及外籍生進行專業科目之課

業輔導；羅四維社會工作發展中心由蘇景輝老

師帶領社工系三、四年級共六位同學成立「羅

四維社工發展中心廣播志工隊」，製作輔大之

聲「好生活福利社」之節目，為社區居民提供

社會福利或社會工作相關訊息。 

【260】社會科學院  

八月－九十三年七月 經濟學系曹維光老師獲本校補助專題研究計

畫「輔仁大學九十二學年度網路與遠距教學」

；蔡雪芳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內

生化勞動下之貶值與實質利率」；張文雅老師

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資本移動程度、

公共投資支出的租稅融通改革、與經濟成長：

一個小型開放經濟內生成長模型」；魯慧中老

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雇主是否應該

支付『病假津貼』？從『效率勞動』的觀點分

析」；陳秀淋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實質匯率單根檢定的另一視野－干擾因素

持續性來源的探討」；戴台馨老師獲本校補助

專題研究計畫「關懷弱勢、重現公平與生活品

質～理論與應用」；林克釗老師獲本校補助專

題研究計畫「台灣地區補助對於地方公共支出

之影響效果分析」；曹維光老師獲本校補助專

題研究計畫「非同步網路教學－Microsoft 
Word 進階篇」。 

 社會學系魯貴顯助理教授獲國科會研究補助

「差異與時間︰重構全社會理論中的時間面

向」，與獲教育部補助，研究「跨校現代性」。

（九十二年一月一日－九十三年十二月卅一

日） 

 社會科學院接辦管理學院「非營利組織管理學

程」。 

 宗教學系莊宏誼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

計畫「宋元時期道教法術之發展—以張繼先天

師為主之研究」；黃懷秋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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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研究計畫「女性神學與聖經詮釋」；宗教學

系莊慶信、詹德隆老師獲教育部補助提升大學

教育基礎計畫「服務學習導向－人本與專業知

識整合計畫」。 

八月六日－十月十五日 社會工作學系羅四維社會工作發展中心協辦

台北縣政府社會局新泰社福中心「SARS 死亡

病患家屬悲傷輔導計劃」。 

八月廿一日 社會科學院第一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八月卅日－九月五日 社會工作學系張振成主任協同王永慈、劉可屏

、羅四維三位老師前往美國華盛頓大學聖路易

斯大學及當地三家社福機構參訪。 

九月 宗教學系第一屆博士班正式招生。 

九月—九十三年六月 法國天主教高等學院學生 Garcia Matthieu 及

Julien Eon 至社會學系就讀一學年。 

九月廿四日 宗教學系鄭志明老師應邀參加由高雄輔英科

技大學舉辦之「社會關懷研討會」，發表〈基

督宗教與佛學社會關懷的省思〉。 

九月廿六日 社會科學院第一次主管會議。 

九月廿六－廿七日 宗教學系鄭志明老師應邀參加由台北中央研

究院舉辦之「人類學門研究成果發表會」，發

表〈砂拉月華人社團與宗教的互動關係〉。 

九月廿七日 宗教學系受台灣宗教學會委託，舉辦「第一屆

宗教學碩士論文發表會」。 

九月廿八日 宗教學系黃懷秋老師應邀參加由台灣女性學

學會、清華大學性別與社會研究室、清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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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中心主辦之「意識、認同、實踐—2003
年女性主義學術研討會」發表〈Elizabeth Cady 
Stanton 和她的《婦女聖經》〉。 

十月 社會學系九十二學年度之整合型計畫「多元文

化價值—從宗教信仰、族群、階層探討文化差

異」獲得 A 類通過。 

十月三日 宗教學系鄭志明老師應邀參加由新竹玄奘大

學舉辦之「宗教福利與資源研討會」，發表〈

台灣寺院經濟資源的運用問題〉。 

十月四日 宗教學系鄭志明老師應邀參加由嘉義大學舉

辦之「歷史與地理變遷研討會」，發表〈中國

命運觀的文化意識〉。 

 社會工作學系所假濟時樓九樓協辦「第一屆羅

四維神父講座」暨「羅四維神父七十大壽慶生

茶會」。 

十月十六日－十七日 宗教學系陸達誠老師應邀參加由法國德日進

研究會、中科院古人類研究所、北京語言文化

大學合辦，於北京舉行之「德日進國際研究學

術研討會」，發表〈德日進論「愛是能量」〉。 

十月十七日 社會科學院第二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宗教學系於濟時樓舉辦「第二屆信仰與儀式—

神蹟的宗教對話學術研討會」，黃懷秋、鄭志

明老師應邀發表〈一個基督徒看奇蹟〉、〈神通

的文化意識〉。 

十月十七日－十八日 宗教學系鄭志明老師應邀參加由嘉義南華大

學舉辦之「第三屆生死學研討會」，發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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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醫療的診療法〉。 

十月十七日－廿二日 宗教學系詹德隆老師應邀參加在台北舉辦之

「 Proceedings of the Presidents’ Forum of 
Southeast Asia Universities」發表”The Posi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within the Regional and 
Multi-Cultural Framework” 與 ”Issues on 
Benchmarking of Higher Education in Southeast 
Asia”。 

十月廿一日 美國聖路易大學國際中心職員 Tim 參訪社會

工作學系並洽談學生交換計劃；舉辦「社工專

題論壇」，邀請中華至善協會大安溪部落重建

中心主任黃盈豪先生演講「九二一災區部落重

建經驗談」。 

十月廿五日 宗教學系莊慶信老師應邀參加全人教育中心

舉辦之「第二屆『服務—學習』研討會」發表

〈「服務—學習」課程執行之省思—以輔仁大

學三模式為主〉。 

十月廿五日－廿七日 宗教學系鄭志明老師應邀參加由台北台灣師

範大學大學舉辦之「全球客家學術研討會」發

表〈國際客家社會大伯公信仰在東南亞的發展

〉。 

十月廿八日 中國大陸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第一副院長褚平

先生一行參訪社會工作學系。 

十月卅一日－十一月一日 宗教學系鄭志明老師應邀參加由東吳大學舉

辦之「錢穆學術思想研討會」發表〈錢穆《靈

魂與心》的宗教觀〉。 

【264】社會科學院  

十一月  宗教學系簡鴻模老師所著《清流部落生命史》

與《Alang Tongan 眉溪部落口述歷史與文化》

獲教育部評選為九十二年度獎勵原住民教育

文化研究著作佳作。 

十一月三日 宗教學系邀請台灣神學院董芳苑教授演講「台

灣民間宗教祭儀」。 

十一月四日 社會文化研究中心今日社會論壇第一場，邀請

土地銀行工會理事長吳玉祥先生演講「家庭、

職場與社會參與－一個勞工的觀點」。 

十一月六日－七日 社會工作學系於濟時樓舉辦「九十二學年度學

士班暑期實習成果發表會」。 

十一月七日－十日 宗教學系鄭志明老師應邀參加由浙江大學舉

辦之「葛洪與中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

〈葛洪抱朴子內篇的醫療觀〉。 

十一月十日 社會學系邀請張漢音老師、魯貴顯老師分享研

究經驗。 

十一月十四日 社會科學院第二次主管會議；第三次院教師評

審委員會。 

十一月十五日－十六日 宗教學系於濟時樓舉辦「第五屆宗教與生命教

育學術研討會」，陳德光、莊宏誼、黃懷秋老

師應邀發表〈身心靈合一的生命教育—靈性生

命激發初探〉、〈道教正一派十三代天師張繼先

的修道思想〉、〈基督徒談生論死〉。 

十一月十七日－廿八日 宗教學系交流服務中心附設之「文物典藏室」

推出「東方宗教神像展」，同時於濟時樓舉行

「宗教樂器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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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十八日 社會文化研究中心今日社會論壇第二場，邀請

工傷協會秘書長黃小陵小姐演講「工作傷害」

。 

十一月十九日 社會科學院第一次院務會議。 

 宗教學系邀請南華大學美學與藝術管理研究

所高雅俐教授於系週會活動中演講「宗教與音

樂」。 

十一月廿六日 社會工作學系舉辦「社工專題論壇」，邀請喜

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蘇國禎執行長談「喜憨兒

社會福利基金會之經營管理」。 

十一月廿八日 社會文化研究中心雷敦龢主任應邀參加政治

大學人權會議，回應王玉葉老師〈美國死刑〉

。 

十二月 宗教學系出版《輔仁宗教研究》第八期，主題

為「宗教與生命教育」。 

十二月一日 社會工作學系王永慈、包承恩、張振成、劉可

屏老師應邀前往澳門參加由澳門理工學院公

共行政高等學院舉辦之「華人社區社會福利發

展研討會」。發表〈台灣社會工作實務中保密

原則的運用－以就讀碩博士班的實務工作者

經驗為例〉。 

十二月二日 社會文化研究中心今日社會論壇第三場，邀請

前天主教高隆會發言人黃銘雄先生演講「工廠

外勞在台灣」。 

十二月二日－六日 社會工作學系王永慈、包承恩、張振成、劉可

屏老師應邀前往香港參加由香港中文大學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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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工作學系舉辦之「香港中文大學四十週年紀

念活動社會工作研討會：華人社會與社會工作

的知識、實務和研究」發表〈後 SARS 時代對

社會工作倫理之省思〉。 

十二月四日 宗教學系邀請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沈清松教授

於濟時樓演講「隱喻與敘事」。 

十二月七日 宗教學系系友會正式成立。 

十二月七日－十日 宗教學系鄭志明老師應邀參加由湖北武漢大

學舉辦之「徐復觀國際研討會」發表〈徐復觀

《中國人性論史》中的宗教觀〉。 

十二月九日 宗教學系邀請劍橋大學 Arthur Peacocke 教授

於羅耀拉大樓講演「Science and the Future of 
Theology」。  

十二月十日 社會文化研究中心雷敦龢主任應邀於台北二

二八紀念館諾貝爾和平獎展覽開幕致詞。 

十二月十一日－十三日 宗教學系鄭志明老師應邀參加由香港中文大

學舉辦之「華南道教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

陳靖姑信仰與法派的宗教型態〉。 

十二月十二日 社會科學院舉辦「身心障礙生在大學－第四屆

關懷身心障礙生的未來研討會」。 

十二月十六日 社會文化研究中心今日社會論壇第四場，邀請

新事社會服務中心主任韋薇修女演講「原住民

就業及經濟發展」。 

十二月十七日 宗教學系邀請浙江大學道教研究中心主任孔

令宏教授演講「大陸道教研究之現況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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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學系邀請傅佩榮教授專題演講「大學生活

不留白」。 

 社會科學院第一學期院導師會議。 

 社會工作學系舉辦「社工專題論壇」，邀請英

國 Bath University 學者 Jane Bachelor 分享「英

國兒童保護工作」。 

十二月廿日 宗教學系鄭志明老師應邀參加由台北政治大

學舉辦之「全球化與兩岸宗教學術研討會」發

表〈當代大陸宗教發展的省思〉。 

十二月廿七日－廿八日 宗教學系鄭志明老師應邀參加由中國宗教哲

學研究社舉辦之「第五屆紀念涵靜老人宗教學

術研討會」發表〈葛洪抱朴子的養生觀〉。 

十二月廿八日 社會文化研究中心高佳琪研究助理應邀參與

台大哲學系「日本學界研究中國新出土文獻會

議」。 

十二月卅日 社會文化研究中心今日社會論壇第五場，邀請

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執行長簡錫堦先生演講

「如何促進青年就業」。 

九十三年 

一月十三日 社會科學院第三次主管會議；第四次院教師評

審委員會審查九十二學年度第一學期陳秀淋

教師升等教授，審查九十二學年度第二學期穆

宏志，陳正和升等教授案，簡鴻模及陳敏齡升

等副教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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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十四日 社會文化研究中心羅世范助理研究員指導新

加坡商學學院倫理日工作室。 

二月一日 社會文化研究中心高佳琪研究助理晉升助理

研究員。 

二月十六日－十八日 宗教學系鄭志明老師應邀參加由北京大學舉

辦之「民間信仰與民俗文化國際研討會」發表

〈民間信仰的宗教特色〉。 

二月十八日 社會文化研究中心雷敦龢主任應邀於東吳大

學演講「人權」議題。 

二月廿三日 社會文化研究中心雷敦龢主任與法研所同學

分享「人權的基本背景」。 

二月廿四日 社會文化研究中心今日社會論壇第六場，邀請

台灣勞工陣線副秘書長孫友聯先生演講「醫療

資源分配與社會正義」。 

三月九日 社會文化研究中心今日社會論壇第七場，邀請

全國產業總工會副理事長鍾孔炤先生演講「工

會」。 

三月十六日 宗教學系邀請廣西中醫學院針灸研究所所長

謝感共教授演講「道家、道教、養生與中醫」

。 

三月十九日 宗教學系於濟時樓舉辦「第三屆信仰與儀式—

醫療的宗教對話學術研討會」，胡國楨、鄭志

明老師應邀發表〈天主教的聖事醫療〉、〈乩示

的宗教醫療〉。 

三月廿三日 社會文化研究中心今日社會論壇第八場，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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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高隆會發言人黃銘雄先生演講「台灣的

外籍看護－一個強暴的案例」。 

 社會工作學系舉辦「社工專題論壇」，邀請顧

美俐老師報告其博士論文 ”Life stories Of 
aboriginal Juvenile prostitutes In Taiwan”。 

三月廿四日 宗教學系邀請碩士在職專班李隆楙道長於系

週會活動中演講「法國的生活經驗」。 

三月廿六日－廿八日 社會文化研究中心雷敦龢主任應邀至斯里蘭

卡參與天主教國際教育會議「和平與宗教文化

」，演講「台灣人權教育」及「宗教文化與人

權」兩個議題。 

三月卅日 社會文化研究中心今日社會論壇第九場，邀請

比較文學研究所簡瑛瑛教授演講「性別政治與

文化再現」。 

四月－五月 辦理宗教為系主任遴選事宜，新任系主任為黃

懷秋教授。 

四月－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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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壽豐鄉溪

口部落 Plibo 生命史調查研究」。 

四月二日 社會科學院第四次院主管會議及非營利組織

管理學程審查委員會。 

 宗教學系莊慶信老師應邀參加由生態關懷者

協會主辦輔仁大學協辦，於濟時樓舉辦之「

Seminar of Religion and Environment: Dialogue 
with H. Rolston (Father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發表“ Chinese Environ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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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ics: the Unity of Nature and Man in 
Neo-Confucianism”。 

四月二日－四日 宗教學系鄭志明老師應邀參加由中壢中央大

學哲學研究所與鵝湖雜誌社舉辦之「道教思想

國際學術會議」發表〈老子的醫療觀〉。 

四月七日 社會科學院第二次院務會議。  

四月十七日 社會文化研究中心雷敦龢主任與高佳琪助理

研究員應邀參與台大哲學系「西方漢學家對中

國哲學的貢獻會議」，雷敦龢主任發表〈葛瑞

漢教授的著作和哲學思想〉。 

四月十九日－六月四日 宗教學系交流服務中心附設之「文物典藏室」

推出「東方宗教神像展」，同時於濟時樓舉行

「宗教服飾特展」。 

四月廿日 社會文化研究中心今日社會論壇第十場，邀請

新事社會服務中心主任韋薇修女演講「日久他

鄉成家鄉？－『外籍新娘』的處境」；雷敦龢

主任應邀擔任台灣人權、和平、發展聯盟主席

。 

四月廿一日 社會文化研究中心雷敦龢主任應邀於台灣促

進和平基金會演講「人權」。 

四月廿四日 宗教學系莊慶信老師應邀參加由元培科學技

術學院在新竹舉辦之「第一屆專業倫理學術研

討會」發表〈台灣的環保科技—環境哲學的省

思〉。 

四月廿八日 社會工作學系舉辦「社工專題論壇」，邀請研

究生鄭芬芳進行社會工作實習成果發表。 



社會科學院【271】 
 

四月廿九日－卅日 宗教學系鄭志明老師應邀參加由淡江大學東

南亞研究所舉辦之「2004 年台灣東南亞區域研

究年度研討會」發表〈泰國華人社會的宗教研

究〉。 

四月卅日－五月一日 宗教學系簡鴻模老師應邀參加由社會科學院

舉辦之「當達悟遇上基督：天主教傳入蘭嶼五

十週年紀念學術研討會」，發表〈宗教與文化

：對蘭嶼天主教本地化的初步觀察〉。  

五月一日－七日 宗教週。 

五月四日 社會文化研究中心今日社會論壇第十一場，邀

請北市自主學習實驗班諮詢老師唐光華先生

演講「無聲的教改－從台灣另類學校談起」。 

五月五日 宗教學系莊慶信老師應邀參加由全人教育中

心舉辦之「輔大九十二學年度人生哲學課程教

學研討會」，發表〈人生哲學教學內容之研究

─以輔仁大學人哲大綱為主〉。 

五月十四日 社會工作學系舉辦質化研究分析軟體研習會。 

五月十四日－十五日 宗教學系鄭志明老師應邀參加由嘉義南華大

學舉辦之「第五屆比較哲學學術研討會」發表

〈《占察善惡業報經》的木輪相法〉。 

五月十七日－廿一日 社會學系舉辦「社會學系第三十二屆學士論文

發表會」。 

五月十八日 社會文化研究中心今日社會論壇第十二場，邀

請織品服裝學系羅麥瑞教授演講「全球化與大

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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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工作學系舉辦「社工專題論壇」，邀請東

吳大學李明政教授演講「原住民社會工作」。 

五月廿日－廿一日 社工系所與台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於濟

時樓舉辦「兒童社會工作倫理」工作坊及研討

會，會中邀請美國聖路易大學 Ellen Burkemper
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林孟秋教授專題演講。 

五月廿四日 宗教學系邀請香港浸會大學宗教與哲學系主

任羅秉祥教授演講「以死觀生—自殺、安樂死

與生命教育」。 

五月廿五日 社會科學院九十二學年度第五次院教師評審

會。 

五月卅一日 宗教學系邀請內政部民政司宗教輔導科黃慶

生科長演講「中央政府的宗教行政」。 

六月一日 社會文化研究中心今日社會論壇第十三場，邀

請天主教高隆會發言人黃銘雄先生演講「基因

改造植物」。 

六月四日 社會工作學系舉辦質化研究分析軟體研習會。 

六月九日 社會科學院第二次院導師會議。 

六月十一日 社會科學院第六次院教師評審會。 

六月十二日－廿一日 社會工作學系張振成主任率團至中國大陸上

海復旦大學、北京大學、中國青年政治學院、

天津南開大學進行學術交流並參訪社會福利

機構。 

六月十八日 社會科學院第五次院主管會議。 

六月十九日－廿二日 社會學系與日本佐賀大學、平成國際大學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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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並參訪福岡大學。 

六月廿一日－七月二日 社會文化研究中心羅世范助理研究員應邀至

瑞士蘇黎世大學經濟研究院演講「國際企業論

理」。 

七月 宗教學系出版《輔仁宗教研究》第九期，專題

為「宗教學綜論」。 

七月一日－三日 宗教學系鄭志明老師應邀參加由中國社會科

學院在甘肅蘭州舉辦之「兩岸宗教學術研討會

」發表〈宗教組織的現代化與對治現代化〉。 

七月三日－四日 宗教學系鄭志明老師應邀參加由台灣宗教學

會舉辦之「宗教研究傳承與創新學術研討會」

發表〈台灣靈乩的宗教型態〉。 

七月五日－九日 社會文化研究中心雷敦龢主任應邀參加「國際

和平研究協會四十週年研討會」演講「蒙古人

權」。 

七月十四日－十八日 社會文化研究中心羅世范助理研究員應邀參

加澳洲莫爾本大學舉辦的「第三屆經濟、企業

與倫理大會」並演講「從倫理角度看貧窮優先

選擇」。 

七月十九日－廿三日 社會學系訪問韓國天主教大學、西江大學、延

世大學、黎花大學。 

七月廿一日 社會文化研究中心羅世范助理研究員應邀至

香港「國際企業論理未來計劃會議」擔任主持

人。 

七月廿七日 社會文化研究中心羅世范助理研究員應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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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德爾文教基金會邀請，至威爾巴‧科樂演講

「中國國內企業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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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法律學院 
 

九十二年  

八月一日－九十三年七月 財經法律學系黃裕凱助理教授獲國科會補助

專題研究計畫「電子載貨證券法制化之研究」

。 

八月十一日 法律學院第一次院主管會議。 

八月十九日－廿二日 財經法律學系何明瑜助理教授受邀至新加坡

出席「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Asia Scholars」，擔任論文發表人。 

八月廿一日 法律學院第一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八月廿五日－九月十五日 若望保祿二世和平研究中心雷敦龢主任應邀

至北歐參訪各和平團體與研究機構並進行學

術交流。 

九月九日 法律學院頒發名譽法學博士學位予義大利國

會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 The Honorable Mr. 
Gustavo Selva 。 

九月十五日 法律學院第二次院主管會議。 

九月廿七日－廿八日 若望保祿二世和平研究中心雷敦龢主任應邀

參加東吳大學主辦之「人權教育教學研究研討

會」。 

十月一日 法律學院第三次院主管會議。 

十月九日 法律學系慶祝法律學系四十週年系列活動，舉

辦系友名人講座邀請徐華民律師演講「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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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律師－國內律師與國際律師／律師甘苦

／律師使命」。 

十月十六日 財經法律學系於濟時樓九樓舉辦「著作權宣導

活動」。 

 法律學系系友名人講座邀請丁中原律師演講

「如何贏在起跑點－談法律系學生應有之生

涯規劃」。 

十月廿二日 財經法律學系邀請財政部金融局蕭長瑞組長

，於濟時樓舉辦財經法制專題講座「銀行在金

融市場上之地位及其監理原則」。 

十月廿三日 法律學系系友名人講座邀請高志鵬立委演講

「政治做為一種志業－從新憲法談起」。 

十月廿八日 法律學院第一次院務會議。 

十一月五日 法律學院第四次院主管會議。 

 財經法律學系舉辦「系導師會議──憂鬱症學

生之問題處理」。 

十一月六日 法律學院頒發名譽法學博士予美國勞工部部

長趙小蘭閣下。 

十一月十四日 法律學院第二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十一月十七日 法律學院第二次院務會議。 

十一月十九日 財經法律學系於濟時樓舉辦「美國法律文化和

法學教育」。 

十一月廿日 法律學系系友名人講座邀請葉菊蘭主委演講

「台灣認同與族群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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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廿一日－十二月廿六日 

 法律學系與亞洲之友會合辦調解師培育初階

課程為期六週，共計十二堂。 

十一月廿二日 財經法律學系與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商事法

律科學研究中心、知識產權教學與研究中心於

北京共同主辦「WTO 與知識產權制度發展學

術研討會－第二屆民商研討會」。 

十一月廿五日 若望保祿二世和平研究中心吳志光主任應邀

出席「人權、和平、發展教育聯盟會議」。 

十一月廿七日 法律學系系友名人講座邀請侯寬仁檢察官演

講「當個聰明的傻瓜」。 

十一月廿八日 教育部訴願審議委員會主辦、法律學系協辦「

教育部訴願審議委員會九十二年度業務宣導

座談會（北區）」。 

十二月三日 法律學院第五次院主管會議。 

 財經法律學系邀請台灣證券交易所蘇松欽副

總經理，於實習法庭舉辦財經法制專題講座「

證券交易法架構-發行面」。 

十二月四日 法律學系系友名人講座邀請方明濤律師講演

「藏器於身待時而動－迎接『專業律師』時代

的來臨」。 

十二月六日 法律學院揭牌祝聖暨開幕酒會。 

十二月九日 若望保祿二世和平研究中心吳志光主任應邀

出席「替代死刑聯盟」成立記者會。 

十二月十日 財經法律學系邀請台灣證券交易所蘇松欽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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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經理，於實習法庭舉辦財經法制專題講座「

證券交易法架構－交易面」。 

十二月十三日 法律學系舉辦「法學論文引註之統一學術座談

會」。 

十二月十七日 財經法律學系邀請保險事業發展中心曾武仁

總經理，於實習法庭舉辦財經法制專題講座「

保險監理與立法新趨勢」。 

十二月廿日 法律學系於天母古道舉辦系友大會。 

十二月廿四日 財經法律學系邀請證券及期貨投資人保護中

心朱兆銓董事長，於濟時樓舉辦財經法制專題

講座「投資人保護法」。 

十二月廿七日 法律學系舉辦「外國憲法釋義學對我國憲法解

釋之影響學術研討會」。 

十二月卅一日 財經法律學系邀請金融研訓院薛琦院長，於濟

時樓舉辦財經法制專題講座「金融改革與金融

自由化」。 

九十三年  

一月－四月 財經法律學系張懿云教授獲亞洲基督高等教

育聯合會之領導培育計畫（Leadership Program
）補助，至菲律賓 College of law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擔任訪問學者。 

一月七日 法律學院第六次院主管會議。 

一月十三日 法律學院第三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二月一日 若望保祿二世和平研究中心與法律所合開新

課程「人權之理論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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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一日 法律學院第七次院主管會議。 

二月廿五日 法律學系邀請四川大學左衛民、古立峰教授蒞

系參訪。 

三月三日 法律學院第八次院主管會議。 

三月五日 法律學院頒發名譽法學博士予我國駐教廷大

使戴瑞明閣下。 

三月八日 若望保祿二世和平研究中心與台灣人權促進

會合作，獎勵相關系所研究生研究與本中心宗

旨相近之人權議題。 

四月七日 法律學院第九次院主管會議。 

四月十八日－十九日 財經法律學系於宜蘭太平山舉辦「第六屆系務

發展研討會」。 

四月廿四日 法律學系、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司法院

司法人員研習所、台北律師公會及元照出版社

於台大法學院國際演講廳共同主辦「消保會成

立十週年學術研討會」。 

四月廿九日 財經法律學系與本校生物技術研發中心於濟

時樓共同舉辦專題演講，邀請理律法律事務所

王惠玲專利代理人，主講「生物可以專利嗎？

」。 

五月五日 法律學院第十次院主管會議。 

五月六日 財經法律學系於濟時樓舉辦「公司證券法制學

術研討會」，並出版《公司證券法制學術研討

會論文集》。 

五月十二日 法律學系邀請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學者一行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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蒞校參訪。 

 財經法律學系邀請畢業系友與在校生座談「法

律學科之讀書方法」。 

五月十三日 Dr. Michael L. Radelet （ Chair, Dept. of 
Sociology, Univ. of Colorado）與 Dr. Richard C. 
Dieter（Executive Director, The Death Penalty 
Information Center, Washington , D.C.）抵台至

若望保祿二世和平中心訪問。 

五月十四日 若望保祿二世和平研究中心吳志光主任應邀

出席中央研究院歐美所舉辦之「廢止死刑之理

論與策略學術研討會」。 

五月十五日 法律學系與元照出版社共同主辦「法學論文引

注方式統一之研究學術研討會」。 

 若望保祿二世和平研究中心舉辦「廢除死刑策

略及法律文化」國際研討會，邀請到對死刑存

廢有實際運作經驗之國際人士 Dr. Michael L. 
Radelet（Chair, Dept. of Sociology, Univ. of 
Colorado）與 Dr. Richard C. Dieter（Executive 
Director, The Death Penalty Information Center, 
Washington , D.C.）。 

五月十九日 法律學院第四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五月廿六日 法律學院第三次院務會議。 

六月二日 法律學院第十一次院主管會議。 

六月八日 法律學系系主任遴選會議，遴選甘添貴教授自

九十三年八月一日起擔任法律學系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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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日 法律學院第一次院導師會議。 

 法律學系於文化學苑舉辦「法學論文引註方式

統一之研究學術座談會」。 

六月廿四日－六月卅日 法律學系邀請西安西北政法大學學者一行九

人蒞系參訪，並進行「2004 兩岸法學學術研討

會」。 

七月七日 法律學院第十二次院主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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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管理學院 
 

九十二年 

八月 國際貿易與金融學系韓千山老師獲國科會補

助專題研究計畫「公司內部人交易對產品市場

效率之影響」；林淑玲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

研究計畫「亞洲金融風暴前後銀行業之效率性

暨其與公司價值關聯之研究：東亞九國之跨國

比較」；葉銀華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

畫「創業家族的傳承與公司治理：理論與實證

」及獲經建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台灣集團企

業治理機制之研究」；王慧美老師獲國科會補

助專題研究計畫「海外子公司經驗知識與績效

－日商在大陸之實證」；林妙雀老師獲本校研

發處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跨國企業之智慧資本

、分享組織文化與知識流通機制對知識管理績

效影響之研究」；蔡偉澎老師獲本校研發處補

助專題研究計畫「可轉換公司債的拆解與評價

」。 

八月－九十三年三月卅一日 會計學系蔡博賢老師獲教育部補助專案「研議

改善公私立高中職校差距專案」。 

八月－九十三年六月 應用統計研究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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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於九十二年一月） 

八月－九十三年七月 應用統計研究所陳瑞照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

題研究計畫「開放母體之多階段保險純保費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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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研究」。 

 會計學系李華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

畫「股票報酬、淨值市價比、投資機會與企業

風險」；范宏書老師獲輔仁學術研究獎勵補助

「會計師異動、公司控制權型態財務報表公佈

時效性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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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商務創新模式之分析與發展（2/2）」；邱瑞

科副教授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建立開

放式代理軟體為基訊息交換模式之研究」；林

文修助理教授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蟻

元系統在整合式投資決策模式之應用」。 

 企業管理學系周宗穎副教授獲行政院「九十一

年私立學校教師服務三等獎章」；許培基教授

獲國科會補助專案「代表性啟發偏誤－驗證

BSV 與 DHS 理論模型」；楊君琦副教授獲國科

會補助專案「讓你的團隊更幽默？幽默影響團

隊績效的過程與成效之研究」；游明敏助理教

授獲國科會補助專案「公共運輸業績營績效評

估方式之建立－NDEA 法之應用」；周宇超副

教授獲教育部研究計畫補助「與歐美學府建立

EMBA 雙聯學制－第二期計畫」；吳桂燕副教

授獲研發處學術研究計畫補助「所有權結構、

財務績效與盈餘管理」；夏侯欣鵬助理教授獲

研發處學術研究計畫補助「溝通管道與個人知

覺型態對知識分享的影響」；周宇超副教授獲

中山科學研究院計畫補助「潛艦戰鬥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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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DE 系統建構之研究」（始於九十二年七月）

；學生參加「第四屆倫理個案分析競賽」榮獲

佳績，冠軍：陳聖元、黃國瑞、韓京呈、邱鴻

森，季軍：張家維、蕭穎、劉津廷、楊雅茹。 

八月一日 管理學院院長由資管系楊銘賢教授接任。 

 會計系碩士在職專班、科技管理學程碩士在職

專班成立。 

 管理學研究所吳秉恩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

研究計劃「企業人力多樣化與特異人力資源管

理之研究」；李天行老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

究計劃「整合財務比率與智慧資本與產業經營

績效之評估－平衡計分卡、模糊邏輯及灰色理

論之應用」。 

八月四日 台中曉明女中一行 50 位學生蒞院參訪。 

八月十一日 第一次院務發展會議。 

八月廿日 第一次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八月廿七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元培科技大學吳文祥老

師於樹德樓實務講座「 Visual Basic for 
Application 與統計分析」。 

九月三日 管理學院商業智慧管理研究發展中心邀請台

灣大學兼任助理教授邱仁鈿博士演講「

Integrated intellectual management systems」
。 

九月五日 《貿金系系刊》出版。 

九月九日 管理學院商業智慧管理研究發展中心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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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ei-Jay Lin 教授演講「Web Services: past，
present，future」。 

九月十六日 院屬中心及實驗室發展座談會。 

九月廿四日 企業管理學系於濟時樓承辦「中小企業知識管

理與創新研討會」，由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指導

，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北區中小企業研訓中心

主辦。 

九月廿六日 第二次院務發展會議；基金管理委員會議。 

九月廿七日－十二月廿七日 資訊管理學系開辦電子商務程式設計班。 

九月卅日 《輔仁管理評論》第十卷第三期出刊。 

 國際貿易與金融學系邀請 ING 安泰人壽副總

經理黃岳華先生演講「因應金融趨勢之變化，

壽險業之應對」。 

十月一日－九十三年四月卅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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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大學『工程學門』聲譽排

名之研究」。 

十月四日－十二月十三日 資訊管理學系於資訊管理學系機房開辦 ERP
實務班 

十月七日 服務推展委員會議。 

 國際貿易與金融學系邀請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董事長丁克華先

生演講「談投資人保護及公司治理」。 

十月八日 資訊管理學系於伯達樓大樓舉辦產業實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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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座談會。 

十月十三日 企業管理學系「人管專題」課程邀請博姿公司

人力資源部孔繁宜協理演講「人才招募與甄選

業務」。 

十月十四日 國際貿易與金融學系邀請合威實業公司朱福

民總經理演講「外銷市場拓展實務」。 

十月十五日 學程審查委員會。 

十月廿日 教學推展委員會議。 

十月廿一日 國際貿易與金融學系邀請玉山銀行國外部許

誠洲經理演講「信用衍生性商品的發展與應用

」。 

十月廿二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中央研究院院士刁錦寰

教授演講「Effects of Kurtosis and dynamic 
volatility on variance estimation」。 

十月廿三日 企業管理學系「大陸投資問題研究」課程邀請

潮歆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吳日盛董事長演

講「海峽兩岸運疇經營策略－創業與實務分析

」。 

十月廿七日 企業管理學系「人管專題」課程邀請亞太經營

家協會胡秀華秘書長演講「薪資與績效管理實

務」。 

十月廿八日 學術推展委員會議。 

 國際貿易與金融學系邀請台灣工銀科技顧問

公司林衛理副總經理演講「全球生技醫療產業

發展對你我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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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卅日－卅一日 資訊管理學系舉辦「第 20 屆資訊系統專題發

表會」。 

十月卅一日 第三次院務發展會議。 

十一月三日 企業管理學系「人管專題」課程邀請誠品書局

人力資源處呂玉芬主任演講「企業教育訓練規

劃實務」。 

十一月四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早稻田大學和多田淳三

教授蒞校交流。 

 國際貿易與金融學系邀請臺北市政府經濟發

展委員會執行長、臺北市政府國際事務委員會

吳慧美執行長演講「台北市政府對科技園區的

服務策略」。 

十一月五日 第一次院務會議。 

十一月十日 第四次院務發展會議。 

十一月十一日 國際貿易與金融學系邀請聯宏資通商務資源

運籌管理公司林紘勝董事長演講「最佳的

Enterprise Project Management solution ：

Managed by $ and Time」。 

十一月十三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交通部觀光局企劃組劉

喜臨科長演講「全球化競爭下之我國觀光發展

計劃與願景-觀光客倍增計畫」。 

 管理學研究所李天行老師帶領學生 40 人至同

協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參觀訪問。 

十一月十四日 第二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十一月廿日 學程審查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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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廿一日 統計資訊學系於濟時樓舉辦「輔仁統計薪傳研

討會」。 

十一月廿二日 統計資訊學系於濟時樓舉辦「九十二年中國統

計學社社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 

十一月廿三日－廿九日 統計資訊學系市場調查小組於潛水艇的天空

舉辦「機率大賽」。 

十一月廿四日 會計學系林佳瑩同學榮獲第 15 屆全國大專盃

會計專業辯論比賽最佳辯士之殊榮。 

十一月廿四日－廿八日 會計週。 

十一月廿五日 國際貿易與金融學系邀請統一投信債券部楊

榮濱副總經理演講「共同基金市場」。 

十一月廿六日 金融研究所所友座談會邀請劉紹玟、黃金仁及

吳蕙雯 3 位系友於濟時樓分享「財務工程與軟

體工程」、「Credit Card」及「金控公司之願景

及發展」。 

十一月廿八日 嘉義輔仁中學一行 50 人蒞院參訪。 

 第五次院務發展會議；上海市經濟管理幹部學

院余長國副院長一行 7 人來訪。 

十一月廿九日 資訊管理學系於羅耀拉大樓舉辦「教育部九十

一年度製商整合科技教育改進計畫輔仁大學

產業合作教育研討會」；舉辦「第四屆產業資

訊管理學術暨新興科技實務研討會」。 

 會計學系邀請致遠會計師事務所傅文芳會計

師蒞校演講「公司治理」。 

十二月二日 國際貿易與金融學系邀請曾任大華證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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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東雲紡織董事長、台鳳公司張清德董事長

演講「企業經營實務」。 

十二月三日 資訊管理學系邀請縱橫網路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吳照輝副總經理演講「Tcl as a Gluing 
Language」。 

十二月四日 企業管理學系榮獲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財團法

人中衛發展中心主辦於濟時樓國際會議廳進

行決賽之「全國大專盃地方特色產業提案競賽

」首獎：「二水螺溪石硯提振計畫」，學生：沈

怡君、易天健、曾顥明、謝孟昕；指導老師：

鄭士蘋助理教授，特優：「峨眉觀光休閒茶業

提振企劃」，學生：廖敏伶、謝佳讌、韓京呈

、薛偉倫、邱鴻森、李秋煌；指導老師：高義

芳副教授。 

十二月九日 美國 Saint Vincent College，Alex G. McKenna 
School of Business, Economics, and 
Government 院長 Dr. Gary Quinlivan 來訪洽談

交換教授、學生等合作事宜；院屬中心發展座

談會。 

 國際貿易與金融學系邀請台灣創意設計中心

張光民執行長演講「我國創意設計產業的趨勢

」。 

十二月十日 三重高中一行 50 人蒞院參訪。 

 管理學院商業智慧管理研究發展中心邀請聚

匯電子商務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蘇耕文博士

演講「組織學習知識社群與企業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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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計資訊學系於濟時樓舉辦「第三屆統計專題

發表會」。 

十二月十六日 國際貿易與金融學系邀請拓墣産業研究所資

通訊研究中心徐玉學經理演講「高科技產業動

態分析」。 

十二月十七日 會計學系於利瑪竇大樓舉辦會計專業演辯觀

摩賽。 

十二月十八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中研院統計科學研究所

Dr. K. Muralidharan 演 講 「 Bi － variate 
distributions and copulas」；邀請德國 Humboldt
大 學 Dr. Wolfgang Härdle 演 講 「

E-learning/e-teaching of statistics：students’ 
and teachers’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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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開明資深顧問演講「品牌管理」。 

十二月廿日 企業管理學系及管理學研究所於濟時樓舉辦

「2003 年第一屆新世紀優質企業理念與價值

創造研討會－微利時代的企業經營策略與管

理實務」。 

十二月廿一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於新竹參加全國統研盃。 

十二月廿二日 學程審查委員會。 

 資訊管理學系邀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院

長陳鴻基教授演講「WWW 網頁結構複雜度對

廣告說服效果的影響」。 

十二月廿三日 國際貿易與金融學系邀請台灣期貨交易所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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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部吳阿秋專員演講「我國期貨市場發展與未

來展望」。 

十二月廿四日 管理學研究所李天行老師帶領學生 40 人至和

泰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參觀訪問。 

 資訊管理學系邀請 Terence Bray 博士於演講「

How Technical Writing Works? An Introduction 
to Documenting Information Systems」。 

 統計資訊學系於利瑪竇大樓舉辦「系週會」及

「系友座談會」。 

十二月廿六日 美國路易斯安納州立大學作業與資訊管理林

秉山教授蒞院演講「Business Research: Process 
& Strategy」。 

 管理學院商業智慧管理研究發展中心邀請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in Shrevepor 林秉山

博士演講「Business Research: Process and 
Strategy」。 

 管理學研究所黃榮華老師帶領學生 50 人至統

一速達公司及統昶行銷暖暖營業所參觀訪問。 

十二月廿九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 The University of 
Memphis Memphis Dr. Lih-Yuan Deng 演講「

Generalized Mersenne Prime Number and Its 
Application to Random Number Generation」 

十二月卅日 國際貿易與金融學系邀請復華投信投研部楊

智淵副總經理演講「我國資產管理業發展之現

況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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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卅一日 管理學院商業智慧管理研究發展中心邀請多

倫多大學會計與資訊系統學系 Anthony 
Wensley 副教授演講「 Selected Topics in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國際貿易與金融學系發行《期末系務通訊》。 

九十三年 

一月－二月 應用統計研究所陳瑞照老師獲益麟企業有限

公司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藥盒市場潛力分析」

。 

一月－七月 應用統計研究所陳瑞照老師獲交通部觀光局

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九十三年來台旅客消費及

動向調查」。（至九十四年六月） 

一月一日 企業管理學系協助第七屆系友於淨心堂舉辦

「畢業三十週年同學會」。 

一月二日 資訊管理學系邀請 Martel Corp Prof of CIS 
Univ. of Houston-Downtown 鍾青萍教授演講

「Pareto Principle : the Phenomena,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一月六日 國際貿易與金融學系邀請中華民國對外貿易

發展協會葉明水副秘書長演講「全球佈局及拓

銷策略與做法」。 

一月九日 第六次院務發展會議。 

一月十二日 第三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國際貿易與金融學系邀請行政院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保險局魏寶生局長演講「保險與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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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的發展」。 

二月一日 國際貿易與金融學系李建裕老師獲本校研發

處補助新進人員計畫「A Procedure Investgating 
Consumers’Heterogeneities to address Gray 
Market」。 

二月十日 台中宜寧高中一行 50 位學生蒞院參訪。 

二月十一日 《貿金系系刊》出版。 

二月十八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 Fred Hutchinson Cancer 
Institute-Washington 王 清 雲 教 授 演 講 「

Weighted Estimation for Proportional Hazards 
Model with Missing Covariates」。 

二月廿七日 第七次院務發展會議；美國夏威夷大學管理學

院院長 James R. Wills 教授來訪。 

三月一日 資訊管理學系獲教育部顧問室補助製商整合

科技教育改進計畫。 

三月二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櫻花旅行社梁世財董事

長演講「SARS 對台灣觀光事業的衝擊與展望

」 

三月三日 資訊管理學系邀請台大電機所博士候選人鄧

維光先生演講「Mining from Data Streams–the 
Competition between Quality and Speed」。 

三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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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台灣

製造業未來的走向」。 

三月六日－五月廿九日 資訊管理學系開辦電子商務程式設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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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九日 院導師會議。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東南旅行社廖高義副總

經理演講「中日觀光交流之現況與展望」。 

三月十一日 國際貿易與金融學系邀請寶來證券股份有限

公司曾耀德研究員（第 18 屆系友）演講「航

運及鋼鐵產業趨勢分析」。 

三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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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企業財

務管理－短期資金」。 

三月廿日－廿八日 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大陸企業經營管理」

63 名學生赴浙江大學密集上課及於蘇州工業

區及上海考察。 

三月廿二日 管理學研究所邀請國防大學資管所副教授兼

系主任廖國峰老師演講「LISREL 軟體應用（

一）」。 

三月廿三日 管理學研究所邀請國防大學資管所副教授兼

系主任廖國峰老師演講「LISREL 軟體應用（

二）」。 

三月廿四日 學程審查委員會。 

三月廿五日 北港高中師生一行 108 人蒞院參訪。 

 國際貿易與金融學系邀請興誠聯合地政士事

務所不動產服務業盧宏昌所長（第 18 屆系友

）演講「企業財務管理－短期資金」。 

三月廿八日－卅一日 商智中心於圓山飯店舉辦2004年 IEEE電子化

科技、電子商務與電子化服務國際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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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廿九日－卅一日 資訊管理學系翁頌舜老師假圓山飯店舉辦「

IEEE 電子化科技、電子商務與電子化服務國

際學術研討會」。 

三月卅日 《輔仁管理評論》第十一卷第一期出刊。 

三月卅一日 第二次院務會議。 

四月一日 國際貿易與金融學系邀請荷銀光華證券投資

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江東峰總經理（第十屆系友

）演講「投信市場概況及前景」。 

 企業管理學系 T 計畫邀請陳冠穎小姐蒞系演

講「國際禮儀」。 

四月三日－十一日 管理學研究所周宇超老師帶領9人至大陸西安

西北大學經管學院進行學術交流活動。 

四月八日 資訊管理學系邀請中原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助

理教授戚玉樑博士演講「Web Services 的前世

今生」。 

 國際貿易與金融學系於羅耀拉大樓召開系教

評會並邀請工商時報大陸財經新聞中心林則

宏撰述委員（第 18 屆系友）演講「從新聞採

訪經驗看大陸經濟發展與兩岸關係走向」。 

四月十二日 商學研究所於羅耀拉大樓邀請科建管理顧問

公司總經理陳文俊先生主講「ISO 標準認證之

基本理念與推動做法探討」。 

四月十六日 嘉義大學管理學院蔡渭水院長率領 23 人蒞管

理學研究所參訪。 



管理學院【289】 
 

四月廿一日 企業管理學系於濟時樓舉辦「第 38 屆畢業專

題發表會」。 

四月廿二日 國際貿易與金融學系邀請寶來證券股份有限

公司國際金融部黃昭棠經理（第 18 屆系友）

演講「跨入金融業的六堂必修課」。 

四月廿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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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廿六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和信電訊莊許鑫蒞臨舉

行實務講座「SQL 語法與 ASP 資料庫程式設

計簡介」。 

四月廿七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培生教育出版公司北亞

區洪欽鎮副總裁蒞臨舉行實務講座「教科書市

場現況介紹」。 

四月廿八日 學程審查委員會。 

 會計學系舉辦系週會演講邀請系友會會長郭

政弘會計師蒞臨演講「會計人的出路」。 

四月廿九日 國際貿易與金融學系邀請寶來證券股份有限

公司國際金融部陳至勇專案經理（第 18 屆系

友）演講「避險基金初探」。 

四月卅日 第八次院務發展會議。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元培科技大學吳文祥老

師蒞臨舉行實務講座「Visual Basic 與 Statistica 
的 VB」。 

 管理學研究所邀請前全國電子總經理、現任台

中老虎城購物中心副董事長邱義城先生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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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路變革下之企業通路策略創新」。 

五月五日 金融研究所金融專題研討邀請台灣大學財務

金融學系張森林博士演講「Numerical Methods 
for Pricing Exotic Options」。 

五月六日 企業管理學系「連鎖企業經營管理」課程邀請

曼都連鎖企業賴孝義董事長演講「曼都連鎖企

業經營經驗談」。 

 國際貿易與金融學系邀請 Merrill Lynch 
Investment Managers 美林投資管理／Director 
& Head of China Business 王翔昇先生（第 11
屆系友）演講「Overview of Global Asset 
Management Industry in Asia」。 

五月七日 臺北縣安康高中師生一行 44 人蒞院參訪。 

五月八日 會計系於利瑪竇大樓舉辦第一屆北會盃辦論

比賽榮獲北會盃辯論賽亞軍。 

五月十一日 應用統計研究所邀請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

究所鄭清水所長演講「Design: How to Choose 
a Set of Points」。 

五月十二日 資訊管理學系舉辦系友座談會，邀請亞太行動

寬頻洪琛峰副理、建華證券彭耀堯協理演講「

MIS 人員的生涯規劃、職場甘苦談、面試技巧

」。 

 企業管理學系學會邀請戴晨志先生蒞系演講

「圓夢高手－挑戰自我邁向顛峰」；「企業政策

」課程邀請旭農生物資源股份有限公司林明煌

總經理演講「創業與創新策略經驗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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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三日 國際貿易與金融學系邀請正新橡膠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國外部徐嘉聰外銷專員（第 20 屆系

友）演講「外銷工作的 5 年生涯－國貿理論與

實務應用」。 

五月十四日 第四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管理學研究所邀請天仁茗茶總經理林仁宗先

生演講「天仁茗茶的產業重界定及天仁喫茶趣

的經營創新」。 

 企業管理學系「銷管專題」課程邀請全球人壽

行銷部周光正經理演講「個人金融商品行銷」

。 

五月十七日 管理學研究所邀請美商 STATISTICA 分公司

經理洪哲裕先生演講「資料探勘分析工具

STATISTICA 介紹與實例操作」。 

五月十八日 美國羅德島大學陳紹寬教授來訪。 

五月十九日 企管系系主任遴選委員會議。 

五月廿日 資訊管理學系邀請淡江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游

佳萍助理教授演講「虛擬社群之研究」。 

 國際貿易與金融學系邀請台灣麥當勞餐廳股

份有限公司林士文採購經理（第 15 屆系友）

演講「供應鏈管理」。 

五月廿六日 金融研究所金融專題研討邀請中央大學財務

管 理 學 系 張 傳 章 博 士 演 講 「 Martingale 
Measures and Risk Neutral Valuations」及「

Numerical Methods for Pricing Plain Vani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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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ons」。 

五月廿七日 國際貿易與金融學系邀請普立爾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業務部蘇柏霖副總經理（第十屆系友）

演講「探索電子業的明星產業」。 

五月廿八日 資管系系主任遴選委員會議。 

 第九次院務發展會議。 

 管理學研究所與企業管理學系於濟時樓合辦

「第四屆企業創新與知識管理研討會」。 

五月卅一日 資訊管理學系邀請電子系陳光輝副教授演講

「Sensor Networks with Their Applications」。 

 管理學研究所邀請慧磊商業智慧股份有限公

司經理楊名貞小姐演講「善用商業智慧工具落

實客戶關係管理」。 

 商學研究所於濟時樓舉辦「策略 v.s 人資典範

對話一」邀請花旗集團人資處閻台生副總裁、

政治大學商學院吳思華院長及吳秉恩學術副

校長，進行對話座談。 

六月二日 金融研究所金融專題研討邀請中央大學財務

管理學系張傳章博士演講「Numerical Methods 
for Pricing Plain Vanilla Options」，寶來證券新

金融商品部邱榮澄副總經理演講「新金融商品

的變革與分析」。 

六月九日 學程審查委員會。 

六月十一日 第五次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六月十四日 金融研究所金融專題研討邀請比利時富通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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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陳盟仁副總經理演講「外匯市場及其運作」

。 

六月十六日－十七日 教學改進暨核心課程檢討研習會議。 

六月廿五日 第十一次院務發展會議。 

六月廿七－廿九日 會計學系假台東知本老爺大酒店舉辦教育工

作研討會。 

七月五日－十日 統計資訊學系與中國統計學社合辦「2004 年時

間數列分析與預測講習會」。 

七月七日－八日 企業管理學系假大阪根舉辦「九十二學年度教

育工作研討會」。 

七月十九日 會計系學系與新莊稽徵所建教合作課程「報稅

輔導服務課程」，於新莊稽徵所舉辦勤前講習

。 



 

 

 
 
 

陸、進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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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二年 

八月一日 專任講師樂麗琪小姐受聘為教務組長，專任助

理教授汪文麟神父受聘為總務組長。 

八月六─七日 領才營第二階段在宜蘭頭城農場舉行。 

八月十一－二日 九十二學年度考試入學新生於中美堂揭榜登

記註冊入學。 

八月十四日 召開九十二學年度第一次部教評會。 

九月十六日 於中美堂舉行開學典禮，校長蒞臨主持。 

 宗輔室假中美堂辦理新生迎新祈福禮。 

九月廿四日 企管系卅五週年慶祝儀式。 

九月廿七日－十月十九日 軍訓室全體教官分赴各地，參與本部十四學系

迎新宿營活動。 

十月十四日 九十二學年第一學期第一次班代表聯席會議。 

十月十六日 本部軍訓室協助玫瑰學苑完成新學年度高樓

防火逃生演練事宜，全體玫瑰學苑住民熱烈參

與。 

十月－十一月 宗輔室配合日間部宗輔中心，在此期間為進修

部大學入門課程在淨心堂二樓舉辦每次兩小

時的信仰課程活動。 

十一月 宗輔室發送 all pass 糖。 

十一月五日 召開九十三學年度進修學士班招生委員會成

立大會暨第一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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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六日 宗輔室舉辦為已故親友獻彌撒祈禱。 

十一月十一日 召開九十二學年度第二次部教評會。 

十一月十四日 赴元智大學參訪學務系統電子化。 

十一月十八日－廿一日 軍訓教官在曹主任教官帶領下完成本部賃居

校外學生訪視。 

十一月廿四日－十二月二日 新生盃男籃女排賽。 

十一月廿六日 清寒助學補助金審查會議。 

十一月廿八日 輔大盃辯論比賽，本部同學代表隊榮獲冠軍。 

十一月卅日－十二月卅日 將臨期「為自己出征」活動。 

十二月四日 宗輔室舉辦將臨期第一主日點燈儀式。 

十二月六日 校慶運動會本部榮獲總冠軍及十一項分項冠

軍。 

十二月十一日 宗輔室舉辦將臨期第二主日點燈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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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辦第一學期週會，並邀請會計系畢業傑出校

友吳念真與會演講。 

十二月十八日 宗輔室舉辦將臨期第三主日點燈儀式。 

十二月十九日 九十二學年第一學期第二次班代表聯席會議。 

十二月廿三日 宗輔室舉辦將臨期第四主日點燈儀式。 

 舉辦本部系主任、系助教及全體專任人員聖誕

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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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二十六日 召開跨領域學程籌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九十三年 

一月廿八日 新春團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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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廿四日 學務會議。 

二月廿五日 學務資訊系統評選。 

二月廿七日 召開預算審查會議。 

二月廿七日－三月五日 辦理九十三學年度進修學士班招生申請入學

通訊報名。 

三月二日－四月九日 宗輔室舉辦「心的彩虹」四旬期活動，四週各

有不同關懷主題。 

三月三日 招生預算會議。 

 利瑪竇大樓各樓增加各系及學會專用公布欄。 

三月五日 舉辦「精神病患學生之照顧與輔導」專題演講

。 

三月十一日 班代表聯席會議。 

三月十七日 敬天祭祖典禮。 

三月廿八日 支援全人教育中心舉辦學術研討會。 

三月卅日 召開九十三學年度學士後法律學系第一次招

生委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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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卅一日 宿舍會議。 

四月一日 轉學生招生協會。 

四月九日 召開九十三學年度進修學士班招生委員會第

二次會議。 

四月十二日 宗輔室慶祝復活節發送復活蛋。 

四月十二－十三日 宗輔室發送期中考 all pass 糖。 

四月十六日 部務會議。 

四月十九日 九十三學年度學士後法律學系簡章開始發售。 

四月廿六日 本部十四系際盃球賽。 

 召開九十三學年度進修學士班招生委員會第

三次會議。 

四月廿八日 校園徵才博覽會。 

四月廿九日 學務會議。 

五月二日 宗輔室帶領同學參加福音園「體驗教育」。 

五月三日－八日 進修部軍訓室對大一男生實施 CPR 急救訓練

。 

五月十一日 班代表聯席會議。 

五月十九日 進修部畢業生祈福禮。 

 宗輔室舉辦畢業生祈福晚會「舞出生命的樂章

」。 

五月廿日 新任班代表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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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廿二日 宗輔室工作人員聚餐。 

五月廿七日 教務會議。 

五月廿八日 本部二、三年級週會。 

六月一日 宗輔室為畢業生發送 all pass 糖。 

六月八日 新舊任系學會會長交接座談會。 

六月九日 宗輔室為在校生發送 all pass 糖。 

六月十日 校務會議。 

六月十一日 全校畢業生祝福晚會。 

六月廿六日 辦理九十三學年度學士後法律學系招生第一

階段筆試（語文測驗）。 

六月廿六日－廿八日 進修部學會領導才能營。 

七月十三日 辦理九十三學年度進修學士班新生入學考試。 

七月廿七日 召開九十三學年度進修學士班招生委員會第

四次會議。 

 召開九十三學年度學士後法律學系第二次招

生委員會議。 

七月廿八日 辦理九十三學年度進修學士班轉學生入學考

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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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一日 第一學期開始。 

八月十六日 于斌樞機逝世紀念。 

八月廿九日 暑假結束。 

八月卅日 開學日（教部公示）。 

九月四日 行政會議。 

 第一次校教評會（新聘、改聘）。 

九月十日 進修部繳交學雜費截止日。 

九月十一日 中秋節放假一日。 

九月十二日 網路選課截止日。 

九月十二日－十三日 日間部新生、轉學生、復學生、二年制新生

健檢。 

九月十四日 進修部新生及轉學生、碩博士班新生健檢。 

九月十五日 日間部學生繳交學雜費截止日。 

 歡迎新進同仁暨業務研習會。 

九月十五日－十六日 僑生、外籍生、蒙藏生、外派子女至僑外組

辦理註冊、課業輔導登記及公費申請。 

 日間部、進修部學士班前學期學期考試請假

學生補考。 

九月十六日 進修部研修（選讀）生註冊。 

九月十七日 新生輔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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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生開始上課。 

九月廿日 新僑生輔導講習。 

九月廿三日 日間部、進修部學生申請抵免截止日。 

 日間部、進修部學生學期學業成績更正截止

。 

九月廿四日 新任導師研習會、九十三年大專義務役預（

士）官考選說明會。 

九月廿五日 教師節慶祝大會。 

十月九日 行政會議。 

 九十二學年度招生第一次會議。 

十月十日 國慶日放假一天。 

十月十四日 進修部班代表聯席會議。 

十月十五日 課程委員會議。 

十月廿二日 全校導師會議、宿舍輔導協調會議。 

十月廿八日 總務會議。 

十月廿九日 日間部班代表座談會、碩士班一、二年級班

代表座談會。 

十月卅日 第一次教務會議。 

 第二次校教評會（著作升等）。 

十一月六日 行政會議。 

十一月七日 進修部部務會議。 

十一月十日－十五日 日間部、進修部期中考試。 



輔仁大學九十二學年度行事曆【303】 

十一月十三日 校務發展委員會。 

十一月十九日 餐廳（超市）督導委員會。 

十一月廿三日 基督普世君王節。 

十一月廿七日 第三次校教評會(新聘、改聘)。 

十二月三日 全校師生校園路跑。 

十二月四日 行政會議。 

十二月五日 校慶感恩慶祝大會。 

十二月六日 校慶運動會。 

十二月七日 校慶園遊會、校友返校日。 

十二月八日 校慶放假一日、輔大主保聖母始胎無染原罪

節。 

十二月十一日 學生事務會議。 

十二月十七日 進修部週會(中美堂)一、四年級參加。 

十二月十九日 進修部班代表聯席會議。 

十二月廿四日 聖誕子夜彌撒(進修部停班、夜間停課)。 

十二月廿五日 聖誕節放假一天、聖誕舞會。 

十二月卅十日 日間部、進修部學生申請休學截止日。 

十二月卅一日 全人教育課程教師座談會。 

一月一日 開國紀念日放假一日。 

一月七日－十三日 學期考試、日進修部學期考試。 

一月八日 校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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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十三日 僑生春節祭祖與感恩餐會。 

一月十四日 全校職員新春座談會。 

一月十五日 行政會議。 

一月廿一日 寒假開始。 

一月廿二日 春節。 

一月卅一日 第一學期結束。 

二月一日 第二學期開始。 

二月二日 開放日間部(進修部)學期學業成績語音暨網

路查詢。 

 日間部(進修部)學期學業成績繳交截止日。 

二月五日 行政會議。 

 日間部、進修部寄發學生學期學業成績通知

單。 

二月六日 網路選課截止日。 

二月十日 寒假結束。 

二月十一日 開學。 

 進修部繳交學雜費截止日。 

二月十六日 日間部繳交學雜費截止日。 

二月十六日－十七日 日間部、進修部學士班前學期學期考試請假

學生補考 二月十七日進修部研修(選讀)生註

冊。 

二月十八日 開始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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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八日－十九日 僑生、外籍生、蒙藏生、派外子女至僑外組

辦理註冊、課業輔導登記及公費申請。 

二月廿四日 日間部、進修部學生學期學業成績更正截止

日。 

二月廿五日 聖灰禮儀。 

二月廿八日 和平紀念日放假一日。 

三月四日 行政會議。 

三月十一日 進修部班代表聯席會議。 

三月十七日 祭天敬祖典禮。 

三月卅日 碩士班一、二年級班代表座談會。 

三月卅一日 受理九十三學年度課程異動截止日、宿舍輔

導協調會。 

四月四日 聖枝主日〈聖週開始〉。 

四月五日 民族掃墓節放假一日。 

四月六日 調整放假一日。 

四月八日 行政會議、主的晚餐。 

四月九日 耶穌受難日(下午停班停課，準備及參與禮儀

，進修部照常上班上課)。 

四月十日 耶穌復活前夕(進修部放假一日)。 

四月十一日 復活節。 

四月十二日－十七日 日間部、進修部期中考試。 

四月十五日 校務發展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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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九日－廿三日 應屆畢業生申請保留雙主修／輔系／教育

學程資格。 

四月廿一日 全校導師會議、總務會議、餐廳〈超市〉督

導委員會。 

四月廿三日 進修部部務會議。 

四月廿六日－廿八日 申請轉系。 

四月廿六日－卅日 就業輔導週。 

四月廿八日 日間部班代表座談會。 

四月廿九日 學生事務會議。 

 第四次校教評會(著作升等)。 

五月六日 行政會議。 

五月十一日 進修部班代表聯席會議。 

五月十二日 課程委員會議。 

五月十三日 轉系審查委員會議。 

五月十四日 公佈轉系學生核定名單。 

五月十七日－十九日 申請雙主修，學生自治組織暨社團評鑑。 

五月十九日 水上運動會、進修部畢業生祝福禮(中美堂)

。 

五月廿一日 日間部、進修部應屆畢業生申請休學截止日

。 

五月廿五日 進修部新任班代表聯席會議。 

五月廿六日 公佈雙主修學生核定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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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廿八日 進修部週會(中美堂)二、三年級參加。 

五月廿六日－廿八日 申請輔系。 

五月廿七日 第二次教務會議。 

五月卅日 聖神降臨節。 

五月卅一日－六月五日 日間部、進修部應屆畢業生畢業考試。 

六月一日 日間部非應屆畢業生申請休學截止日。 

六月二日 全人教育課程教師座談會。 

六月三日 第五次校教評會(新聘、改聘)。 

六月八日 公佈輔系學生核定名單。 

六月九日－十五日 學期考試。 

六月九日－十五日 進修部學期考試。 

六月十日 校務會議。 

六月十一日 教育學程畢〈結〉業生成績繳交截止日。 

 日間部、進修部畢業班學期學業成績繳交截

止日。 

 開放日間部、進修部應屆畢業生學期學業成

績語音暨網路查詢。 

 日間部學士班應屆畢業生學期考試請假學

生補考、畢業生祝福晚會。 

六月十二日 畢業典禮。 

六月十七日 行政會議。 

六月十七日－十九日 學生領袖研習營。 

【308】輔仁大學九十二學年度行事曆  

六月廿二日 端午節放假一日。 

六月廿四日 全校職員綜合座談會。 

六月廿六日－廿八日 進修部學會領導才能營。 

六月廿九日 日間部、進修部學生學期學業成績繳交截止

日。 

 開放日間部、進修部學期學業成績語音暨網

路查詢。 

七月一日 暑假開始。 

七月七日 寄發日間部、進修部學生學期學業成績通知

單。 

七月八日 行政會議。 

七月卅一日 第二學期結束。 


	01封面
	92繳交概況表
	前言
	目錄
	壹、董事會
	貳、校長室
	參、副校長室
	肆、行政單位
	伍、教學單位
	一、全人教育
	二、文學院
	三、藝術學院
	四、醫學院
	五、理工學院
	六、外語學院
	七、民生學院
	九、社會科學院
	八、法律學院
	十、管理學院
	陸、進修部
	附錄
	92行事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