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輔仁大學校史館輔仁大學校史館輔仁大學校史館輔仁大學校史館



壹、歲月篇



Ⅰ 籌備醞釀及北平時期

校門前定阜大街車水馬龍之景氣 校門前定阜大街車水馬龍之景氣



 1912 年

天主教宿耆馬相伯及天主教宿耆馬相伯及
英斂之二位先生上書
教宗碧岳十世教宗碧岳十世
（1903~1914），請派教
士來華北創設公教大
學。

馬相伯 英斂之



年 1923 年

 教宗碧岳十 世(1922 1939)

碧岳十一世

 教宗碧岳十一世(1922~1939)，
率先捐助義幣10萬元以為倡
導，囑本篤會接受創校重任。導 囑本篤會接受創校重任

 全美本篤會決議由聖文森會院 全美本篤會決議由聖文森會院
(Saint Vincent Archabbey)  
院長司泰萊院長負責建校，
發起人奧圖爾博士為校長。

司泰萊 奧圖爾



 1924 年

 首次為建校抵華的２位
本篤會會士奉派抵北平本篤會會士奉派抵北平。

Ild h  B d t tt 與Ildephonse Brandstetter與
Placidus Rattenberger



 1925 年 1925 年

 馬慕努(Theodore馬慕努(Theodore 
McManus)先生及美國密
爾瓦基（Milwaukee）天
主教婦女會捐助美金20萬主教婦女會捐助美金20萬
元。經Dr. J.H. Ingram的
介紹，購得北平西城定阜
大街濤貝勒府為校址。

輔仁社社長英斂之先 輔仁社社長英斂之先生擬
就「北京公教大學附屬輔
仁社簡章」。十月開學，

 「北京公教大學附屬輔仁社簡章」
仁社簡章」 十月開學
到校學生23人。



年 1927 年

呈請教育部准予立案，
獲准試辦並改校名公教
大學為輔仁大學，時僅大學為輔仁大學，時僅
有文科4系：中國文學系、
英國文學系、歷史系及英國文學系 歷史系及
哲學系。

 男生宿舍,勤學研讀。男生宿舍,勤學研讀



年 1929 年

依照國民政府頒佈之大學
法，改文科為文學院，並
增設理學院及教育學院。增設理學院及教育學院。

 董事會改組 向南京國民 董事會改組。向南京國民
政府教育部呈請立案，並
聘陳垣為校長。大學本部聘陳垣為校長 大學本部
計有11個學系。另附設男
子中學、醫學院先修科及北京輔仁大學校門口

美術專修科。



 1931 年

 舉行大學部第一屆畢業典
禮，計獲學士學位者11人。



年 1945 年

 英千里教授等師生因進
行抗日活動而被捕下獄；
戰後，政府鑑於本校師戰後，政府鑑於本校師
生忠貞愛國，除明令褒
揚外，特承認淪陷時期揚外 特承認淪陷時期
之學生學籍。

褒揚令



 1950 年
中共教育部接辦輔大。中共教育部接辦輔大

 1952 年95 年

輔大被沒收，併入

北京師範大學。

接辦會場 接辦會場



ⅡⅡ 台北復校期台北復校期



• 1956 年 在臺校友會發起復校運動。• 1956 年 在臺校友會發起復校運動。

• 校友會成立大會



• 1959 年年

• 于斌總主教就復校事宜請• 于斌總主教就復校事宜請
示教廷傳信部，部長請擬
具體計劃，認為可行，即具體計劃 認為可行 即
任命于總主教為復校首任
校長。

• 教宗若望廿三世率先捐助
美金10萬元以為倡導，美
國波士頓谷欣樞機主教隨
即響應籌滿復校經費美金
100萬元100萬元。

• 並決定由中國主教團、聖
言會 耶穌會三單位合作言會、耶穌會三單位合作
復校。



年• 1961 年

• 購妥台北市吉林路37、
39號樓房，作為復校39號樓房 作為復校
籌備處。

• 呈報教育部請准先行
成立文學院哲學研究• 第一屆研究生上課狀況 成立文學院哲學研究
所，招收第一屆研究
生8名生8名。



1963年• 1963年

• 購妥台北縣新莊鎮營盤里
34 34公頃土地為校址34.34公頃土地為校址。

• 參加全國大學院校及專科
學校聯合招生。學校聯合招生。

• 舉行第一屆研究生畢業典
禮。禮

• 第一屆大學部新生共518
名於新莊校區正式上課。



• 1969 年

成立夜間部。



•貳、人物篇─貳 人物篇

董事長 及 校長董事長 及 校長



一、董事長一 董事長



北平輔仁時期北平輔仁時期北平輔仁時期北平輔仁時期

張繼 先生

1929年 6月至年 月
1947年12月



台北輔仁時期台北輔仁時期台北輔仁時期台北輔仁時期

• 第一任董事長

田耕莘 樞機主教

1960年 4月至1960年 4月至

1967年12月



• 第二任董事長

蔣宋美齡 夫人

1967年12月至1967年12月至

1992年 5月



• 第三任董事長

單國璽 主教

1992年 5月至1992年 5月至

1993年 7月



• 第四任董事長

狄剛 總主教

1993年 8月至1993年 8月至

1999年 7月



• 第五任董事長

單國璽 樞機主教

1999年 8月至1999年 8月至

2008年11月



• 第六任董事長

王愈榮 主教

2008年11月至2008年11月至

2009年11月



• 第七任董事長

劉愈榮 總主教

2009年 11月至今2009年 11月至今



二、校 長



北平輔仁時期北平輔仁時期北平輔仁時期北平輔仁時期

奧圖爾 神父

1925年 1月至1925年 1月至

1929年 5月

• 民初四大美男子民初四大美男子



陳 垣 教授

1929年 6月至1929年 6月至

1952年 9月

• 民初四大美男子民初四大美男子



台北輔仁時期台北輔仁時期台北輔仁時期台北輔仁時期

• 第一任校長

于斌 樞機主教

1960年至1960年至

1978年 8月

• 民初四大美男子民初四大美男子



• 第二任校長

羅光 總主教

1978年 8月至1978年 8月至

1992年 1月



• 第三任校長

李振英 蒙席

1992年 2月至1992年 2月至

1996年 1月



• 第四任校長

楊敦和 教授

1996至 2月至1996至 2月至

2000年 1月



• 第五任校長

李寧遠 教授

2000年 2月至2000年 2月至

2004年 1月



• 第六任校長(現任)
黎建球 教授

2004年 2月至今2004年 2月至今



•參、精神特色篇•參、精神特色篇─
校訓、校旗、校徽、

校歌、校慶校歌、校慶



校訓校訓Ⅰ Ⅰ 校訓校訓
真 美 美 聖• 真 美 美 聖

按本校在台復首任校長于斌樞機主教闡釋：按本校在台復首任校長于斌樞機主教闡釋：

「真」就是追求真理，明辨是非。

「善」則是實踐道德。

「美」即是真美的光輝。

「聖」便是最高的真善美。

所以真善美的追求就是所謂的「天人合一」所以真善美的追求就是所謂的 天人合 」
的最高理想。于斌校長深盼本校師生，畢生
努力不懈，作頂天立地、真實無妄之人，熱
愛真理，為真理服務；服膺仁道，日日行善，愛真理 為真理服務；服膺仁道 日日行善
以安身立命為人生之目的；如此才能散發真
與善的光輝，美化社會，把和諧帶給人類；
進而不難實現聖的境，即透過天人合德的精進而不難實現 的境 即透過天人合德的精
神，敬天愛人的實踐，展現輔大人的偉大人
格。



校旗校旗ⅡⅡ 校旗校旗

• 黃白相間的顏色
和教廷旗相同，和教廷旗相同，
與英文校名中的
catholic代表本校catholic代表本校
直屬教廷。

• 中間１２顆星星
象徵聖母象徵聖母。



校徽校徽ⅢⅢ 校徽校徽

• 1971年，本校主任秘書1971年 本校主任秘書
龔士榮神父重新設計，

周邊是以稻穗嘉禾圍圈，周邊是以稻穗嘉禾圍圈，
代表和平，

中間十二顆星星象徵本校中間十二顆星星象徵本校
主保--聖母，

徽 拉 文代表校訓徽腳下拉丁文代表校訓聖
美善真。



校歌校歌Ⅳ Ⅳ 校歌校歌

• 輔仁校歌創作於
1962年，歌詞係由
于斌校長親自撰擬，
（見于校長1962年私
人記事本） ，
並邀請近代名作曲家
黃友棣教授精心作曲。



ⅤⅤ校慶：校慶：1212月月88日日ⅤⅤ校慶：校慶：1212月月88日日
• 本校復校後，于校長經• 本校復校後 于校長經

教宗若望廿三世批准，
將本校奉獻給聖母瑪利
亞，以聖母作為輔仁的
主保，由於聖母是無染
原罪 意即將被孕育成原罪，意即將被孕育成
人形時，天主既就已將
恩寵灌注在聖母身上，恩寵灌注在聖母身上
免去一切的原罪。

園遊會

（12月8日即是聖母始
胎無染原罪日，於是以
這天作為本校校慶日。）

運動會



輔仁大學校史館參觀以班級為單位，輔仁大學校史館參觀以班級為單位，
並採並採〝〝電話預約制電話預約制〞〞。。

館內禁止拍攝、禁煙、禁止飲食，館內禁止拍攝、禁煙、禁止飲食，
並禁止觸摸展示櫃。並禁止觸摸展示櫃。

本館位於行政大樓中，交談請輕聲細語。本館位於行政大樓中，交談請輕聲細語。

歡迎參觀，預約專線歡迎參觀，預約專線 29052905--3046~3046~

校史室 賴玟忻編 2009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