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風與傳統北京論壇【39】 
 

輔仁大學民生學院 

輔仁大學餐旅管理學系教授兼民生學院院長 

黃韶顏 

一、簡史： 

1929 年 天主教輔仁大學奉教育部核准立案，成立於北平，設立文、理、教育三

學院。 

1939 年 天主教聖神會德籍吳秉雅修女創立家政學系，隸屬輔仁大學教育學院，

專收女生。 

1948 年 家政學系改屬理學院。 

1949 年 家政學系停辦。 

1963 年 輔仁大學在台復校，由吳秉雅修女在天主教聖言會與聖神會支持下，成

立家政營養學系，隸屬理學院。 

1970 年 家政營養學系衍生出全國唯一之織品服裝學系，由聖神會德籍修女羅麥

瑞擔任創系主任，隸屬理學院。 

1971 年 家政營養學系中之營養組由該系分出，另加入食品科學組，合併成食品

營養學系，隸屬理學院。家政營養學系改名為家政學系。 

1979 年 織品服裝學系開始招收男生。 

1983 年 食品營養學系成立研究所碩士班。 

1986 年 家政學系改名為生活應用科學系。 

1991 年 織品服裝學系成立研究所碩士班。 

1994 年 織品服裝學系奉教育部同意大學聯招，正式分成三個專業領域：織品設

計、服裝設計、織品服飾行銷三組招生，並由原來第三類組改歸成第一

類組之新類別。 

1994 年 本院奉教育部核准成立，將原屬理工學院之生活用科學系、食品營養學

系、織品服裝學系，共三系二所共同組成民生學院。由於此三系與衣、

食、住、行之領域有關，故以「民生」命名，為我國之首座此類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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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稱為 College Of Human Ecology，至 2005 年，本院共有學生 1,472

人。 

        本院首任院長由曾任食品營養系主任及國立體育學院訓導長之生化營

養博士李寧遠教授擔任。 

1995 年 食品營養學系成立本院第一所博士班。 

1997 年 織品服裝學系增設二年制「流行設計經營系」，經教育部核准招生。 

2000 年 李寧遠院長榮升校長，由黃韶顏教授擔任第二任院長。 

2001 年 生活應用科學系碩士班成立。     

2002 年 生活應用科學系分為「兒童與家庭學系」、「餐旅管理學系」。另新設「博

物館學研究所」。 

2006 年 食品營養學系分為「營養科學學系」、「食品科學學系」。二年制流行設

計經營系停招，併入織品服裝學系。另進修部新設「餐旅管理學系」。 

 二、民生學院現況 

    民生學院（College of Human Ecology）於 1994 年奉教育部核准成立，以其

涵蓋食、衣、住、行、育、樂範圍而命名之，英文名稱（College of Human Ecology）

突顯重視人性尊嚴與家庭幸福及環境關懷之理念。 

    本院現設五個學系及兩個獨立研究所：餐旅管理學系、兒童與家庭學系、食

品營養學系（二組）、織品服裝學系（三組）、二年制流行設計經營系（二組），

完整之學士、碩士、博士課程，全院學生人約 2,200 人，男女比例約相等，首任

院長李寧遠教授，現任院長黃韶顏教授。 

三、系所發展及宗旨目標 

（一）食品營養學系為目前國內唯一食品科學及營養科學並重，且能互相支援

配合之學系。基於過去之發展歷史、師資之專長、國家社會發展需要，訂定發展

方向與重點如下：食品科學著重食品成份分析及食品因加工或貯存所衍生有害物

質之鑑定，並進行這些物質的化學、物化與生理機能性之研究。另外包括食品包

裝、新產品開發、微生物發酵、食品生理機能活性物質的研究。營養科學著重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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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素及食品特殊生理機能性、致慢性病因子及其致病機制之探討，營養保健､醫

院或居家長期病患之營養支持的改善，包括：微量元素營養及癌症預防、保健食

品研發、臨床營養、營養評估、營養標示。碩士班和博士班之發展重點為「食品

安全與營養保健」，其特色是將食品與營養兩組科技整合，且亙相支援配合，共

同研究發展。 

（二）織品服裝學系為配合台灣紡織成衣工業人才的需求，設立了三個專業組

別：織品設計組、服裝設計組、織品服飾行銷組。除了專業領域的學習，也加入

各個專業組別間互相學習的機會，為學生提供了一個如同紡織業界間彼此互動的

良好模式。此外，在學期間的業界實習經驗更是一個印證所學的最佳契機，如此

一來，在畢業後將能很快的適應這個多元化的紡織產業。宗旨以追求真、善、美、

聖，恪遵全人教育理念，秉持民生學院注重消費者的教育、家庭的幸福、及高品

質的生活之使命，致力於織品服飾文化紮根，培育紡織成衣界專業人才。 

（三）餐旅管理學系是由生活應用科學系「餐飲管理組」延伸而成，為因應社

會經濟繁榮與國人生活品質的提昇，在目前的經濟與科技蓬勃發展，台灣逐步邁

向已開發國家之商業結構，由於週休二日對於休閒生活及消費型態改變的影響、

以及忙碌的生活對於家庭飲食習慣的改變，為拓展餐旅業的全球化與本土化的專

業發展，並因應產業結構之變化，餐旅管理學系於是設立。本系以培育優秀的餐

旅業經營管理人才為主。運用頗具規模之食物製備實驗室、生活家園實習餐廳及

實習旅館，將所學之理論運用於餐飲製備與餐旅管理的實務中，輔以與業界建教

合作，使餐旅管理的學習更為專業。目前除學士班及碩士班，並設立碩士在職專

班，提供業界在職進修的機會管道，以提昇餐旅業經營管理人才的素質。 

（四）兒童與家庭學系是由生活應用科學系「兒童與家庭組」延伸而來，兒童

與家庭學系因應知識經濟的時代來臨，實踐「兒童與家庭福祉」的中心使命，在

課程、師資的規畫和未來發展，以「生活設計師」的理念建構兒童與家庭知識產

業，提昇家庭生活品質為其辦學宗旨。教育目標以培育下列六類人才為主：兒童

發展與嬰幼兒教育之專業人才、家庭生活與親職教育專業人才、兒童與家庭生活

領域之研究人員、兒童與家庭生活領域之策劃督導人員、兒童與家庭生活領域推

廣訓練之教育人員、兒童與家庭產業研究與市場趨勢規劃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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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博物館學研究所為培養博物館專業人才、促進亞太地區博物館專業發

展，輔仁大學於 2002 年設立博物館學研究所，以落實博物館社會責任與功能，

並促使博物館非僅注重典藏、研究、保存與展示，更須兼顧教育、娛樂，成為民

眾服務而存在的專業管理與永續經營的文化機構。本所為亞太地區第一所綜合性

大學博物館研究所，輔仁大學十個學院的豐沛資源即為博物館專業人才養成的理

想環境，在此環境中足以培養具宏觀視野的博物館人。為落實創所宗旨、達成目

標，本所力行理論實務並重以及管理研究兼顧的培育計劃。以專業學科輔以基礎

學習的課程規劃，以求學生學習的連貫性與系統化。而為使學生所學能在未來切

實呼應博物館的脈動及拓展學術國際視野，本所除安排學生於暑假在國內博物館

實習外，並於第三年下學期往國外博物館實習四個月，期望學生深入瞭解不同國

情、制度、文化生態下，博物館營運情形。 

（六）流行設計經營系「飾品設計組」、「零售經營組」，整合設計與經營之領

域，本著輔仁大學「真、善、美、聖」的全人教育精神，在民生學院的導引下，

從流行設計領域中的飾品設計、以及經營管理領域中的時尚零售經營的角度切

入，從而促進人類社會在飾品及零售領域的健康發展，達到全民福祉的理想。本

系之教育宗旨乃針對當前國家經濟發展的殷切需要，培育專業且具國際觀之飾品

設計以及時尚零售經營與管理人才，對社會的永續發展提出貢獻。提昇飾品及零

售對個人、家庭、文化發展在台灣所具有的角色與意義，並能符合以仁與愛為基

礎的人類一家之精神，以作為二十一世紀人類希望之原則。 

四、未來發展 

民生學院因應廿一世紀的變遷，全球化、人文化、科技化、資訊化的發展，

並配合輔仁大學以天主教辦學理念，及國際化之中長程目標，本院將與世界各地

天主教大學及姐妹校相關學系進行交換學生、老師及各種參訪計劃。民生學院為

理論與實務相結合的學院，以人文為經，科技為緯，學院內將培育具有人文與科

技之全人教育人才。資訊迅速發展，民生學院將建立資訊與教學、社區、推廣教

育之網絡，讓校內學生、老師與校外的社區作更密切的資訊交流。 

 



輔仁大學民生學院簡史圖 

輔仁大學成立於北平(1929 年) 

創立家政學系隸屬教育學院(1939 年)

家政學院改屬理學院(1948 年) 家政學系停辦(1949 年) 

輔仁大學在台復校成立家政營養學系(1963 年) 

成立織品服裝學系 

(1970 年) 

營養組獨立並加入食品科學

組成立食品營養學系 

(1971 年) 

家政營養學系改名為

家政學系(1971 年) 

織品服裝學系開始招收男生

(1979 年) 
食品營養學系成立研究所 

碩士班(1983 年) 
改名為生活應用科學系

(1986 年) 

織品服裝學系成立研究所碩士班

(1991 年) 

成立民生學院(College of Human Ecology)  

以食衣住行育樂為領域(1994 年) 

食品營養學系成立博士班 

(1995 年) 成立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

(1996 年) 

申請成立學院(1987 年) 

成立生活應用科

學研究所碩士班 

(2001 年) 

成立餐旅管理學系

(2002 年) 

成立兒童與家庭學系

(2002 年) 

成立博物館學研究所

(2002 年) 

併入織品服裝學系

(2006 年) 
成立營養科學學系

(2006 年) 

成立食品科學學系

(2006 年) 

成立進修部餐旅管理學系

(2006 年) 



學士班、碩士普通班 
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班 

Textiles & Clothing Graduate Institute
-Full-time, Executive Graduate Program  
（MS, MA Program） 
-Graduate Credit Program 

Accessories Design and Retailing Department 
（B.B.A, B.Des. Program） 

Textiles and Clothing Department 
（BS, BA Program）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Department 
（BS, MS Program） 

生活家園實習餐廳（Life Restaurant） 

生活午茶（Life Tea） 

Museum Studies Graduate Institute
（MS, MA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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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普通班、碩士在職專班

學士班

學士班

Nutrition and Food Sciences Department 
（BS, MS, Ph. D Program） 

學士班、碩士普通班、 
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 

零售經營組（Fashion Retailing Section）   

飾品設計組（Accessories Design Section） 

織品設計組（Textile Design Section）   

服裝設計組（Fashion Design Section） 

服飾行銷組（Textiles and Fashion Marketing Section）   

食品科學組（Food Science Section）  

營養科學組（Nutrition Science Section） 

食品營養服務中心（Food and Nutrition Service Center） 

實驗動物中心（Experimental Animal Center） 

Restaurant, Hotel and Institutional Management Department 
（BS, MS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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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旅管理學系 

食品營養學系 

兒童與家庭研究中心（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Center） 

附設實驗示範托兒所-「輔幼」（Children Care Center of CFS） 

織品服裝學系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 

織品服裝研究所 

織品服飾設計與文化研究組 
（Textile / Fashion Design and Culture Studies Section）   
織品服飾經營與消費研究組 
（Textile / Fashion Business and Consumer Studies Section） 
中華服飾文化中心（Chinese Textiles & Clothing Culture Center） 
織品服飾教學博物館( Textiles & Clothing Teaching Museum)  
經濟部工業局人才培訓班（MOEA-Designers Training Program） 
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人才培訓班（Council of Aboriginal Affairs,  
The Executive Yuan-Teachers Training Program） 

兒童與家庭學系 

博物館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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