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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聖學苑主體結構完成   喜為宿舍舉辦祈福儀式

全國第一國際雙碩士學位  大傳所與美國天普大學共創雙贏

左圖／大傳所林維國所長 ( 右 ) 與天普大學副院長兼研究所所長
Associate Dean Patrick D. Murphy( 中 ) 及該院教授等晤談。

司徒巧庭

Communication) 將建立「國際
碩士雙學位」學制。
　　本校傳播學院大眾傳播
學研究所此次合作之美國大
學，為全世界傳播學門排名
51* 名的費城天普大學 (Temple 
University) 媒 體 與 傳 播 學 院 
(Lew Klein College of Media & 
Communication)， 其 為 世 界 名
列前茅之傳播學院。
　　與國內各傳播研究所相
較，大傳所推動之「國際碩士
雙學位」學制，將可突出競爭
優勢，並增加傳播學院國際化
程度。國際雙學位創立後，本
校大傳所將成為國內傳播研究
所中第一個授予國際雙碩士學
位之研究所，且合作授予學位
夥伴為世界知名之傳播學院。
　　依據合約，天普大學可承

本 校 大 眾 傳 播 學 研 究 所 與
美 國 費 城 天 普 大 學 (Temple 

University) 媒 體 與 傳 播 學 院 
(Lew Klein College of Media & 

優質領導菁英微學分學程　培育校內多元領導人才

圖 /校牧林之鼎神父為宜聖學苑祈福灑下聖水。

圖 / 優質領導菁英微學分學程規劃的優質領導利課程，特別邀請學術
副校長袁正泰教授進行課堂演講。

認抵免本校大傳所課程最高達
12 學分，為碩士雙學位相關合
約中相當高之比例，可有效縮
短學生修讀年限及減少赴美學
費支出。
　　經大傳所戮力與天普大學
協商與討論，合約整體架構雙
方已達成共識，待校方行政程
序完成簽署後即刻施行。「國
際雙碩士學制」實施時程預計

最快為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
　　歡迎全國學子優先選擇輔
大大傳所就讀，並透過本所國
際雙碩士學制，前往美國接續
就 讀 Temple University， 取 得
台灣與美國傳播雙碩士學位！
( 傳播學院供稿 )

* 依據 ARWU 世界大學傳播領
域排名。

期待已久，眼看就快要完成
了，真的非常高興。他說，「期
望輔大可以蓋一個很先進、很
好的宿舍，除了講究宿舍外觀
的硬體結構之外，如何打造一
個現代化、生活機能良好的宿
舍，也是相當重要的。」典禮
最後則由林之鼎神父為建築的
每一根樑柱灑下聖水，表示聖

【公共事務室校園記者楊孟臻
報導】在 2017 年底動工的宜
聖學苑，已於今年一月完成主
體 結 構。 輔 仁 大 學 於 1 月 18
日為宜聖學苑興建工程舉行
「宜聖學苑主體結構完成祈福
儀式」，邀請師長們一同為宜
聖宿舍的工程祈福。江漢聲校
長表示：「宜聖宿舍要成為一

個有靈魂的宿舍，這樣才能讓
學生在這邊平安快樂的成長與
學習。」
　　祈福儀式先是由校牧林之
鼎神父帶領進行祈福儀式，接
著 恭 讀 聖 言， 包 括 江 漢 聲 校
長、使命副校長聶達安神父、
師長們及修女等人都來到現
場。典禮上，江漢聲校長表示，

主的親臨與降福。
　　關於未來的建設計畫，總
務長陳慧玲說明，預計五月下
旬會依建築時程開始申請使用
執照，預計八月底取的使用執
照， 讓 同 學 九 月 份 就 可 以 入
住。 目 前 宜 聖 宿 舍 分 為 ABC
三棟樓，B 棟將規劃一、二樓
為學生餐廳，宿舍服務中心綜

合行政組的周立中組長表示，
二樓餐廳空間規劃大，預計能
容納近兩百多人。宜聖宿舍依
設計圖內部空間規劃來看，可
容納一千多個床位，希望可以
提供更多的床位給需要的同
學。

野、跨領域思辯能力與優質公
民素養，培育個人領導力及全
球競爭力。除此之外，學程亦
設立了「學程導師」及「學術
導師」制度，協助學生順利修
讀學程並完成專題計劃，提昇
學生領導能力及全球競爭力。
　　修讀同學來自各院不同專
業科系，跨領域交流亦是此學
程的特色。學生不僅能從文
化、經濟、政治、環保等議題
中培養國際觀，還能在管理、
服務、科技等不同領域的專業
教師身上，學習到個人領導能

輔仁大學積極培育國際優異人
才，期盼以輔大優良的外語老
招 牌， 結 合 優 質 課 程、 大 師
講座及海外服務學習等一系列
的體驗，透過修讀「優質領導
菁英微學分學程」，積極培育
學生絕佳的國際視野、思辨能
力、跨文化溝通能力與優質公
民素養，在社會上發光、發亮，
展現影響力。
　　在江漢聲校長、學術副校
長袁正泰教授、全人教育課程
中心黃孟蘭主任、服務學習
中心卓妙如主任及各院老師

的努力下，優質領導菁英微學
分學程於在 107 學年度正式啟
動。設立於全人教育課程中心
下的優質領導菁英微學分學程
共開設六門課程，包括全球化
議題、輔仁正義講堂、優質領
導力、東西方經典閱讀、專業
英語對話及專業實作。同時也
特別規劃大師講座，分別邀請
資深新聞人陳雅琳主播、宏碁
集團創辦人施振榮董事長，以
及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李鴻源教授演講，期望透過講
座引導青年擁有更佳的國際視

力及全球競爭力，透過課程對
話，引導同學逐步培育批判性

思考能力。

鄭靜宜

圖/(前排左起 )總務長陳慧玲、行政副校長張懿云、主任秘書吳文彬、校長江漢聲、使命副校長聶達安，
及宜聖學苑建築師參與祈福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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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研究計畫成果發表會  內容精彩展現輔大可能性

上圖 / 教務長龔尚智為跨領域跨領域研究計畫成果發表會致詞。下圖
／創意中心執行長林倩妏在成果發表會上，分享智能眼鏡如何幫助中
風者復健。

【公共事務室校園記者張湘妮
報導】跨領域師生社群及研
究計畫成果發表會，日前於羅
耀拉大樓舉行包含公共衛生學
系、中國文學系、資管系等系
所教師，共有 16 件計畫發表。
　　 對 於 全 球 主 要 死 亡 原 因
之 一 的 心 臟 疾 病， 臨 床 上 雖
有 MRI 磁振造影來檢視心臟
功能，但實際量化心臟功能，
還是得靠醫生的手動圈選及計
算。資訊工程學系李曉祺教授
以「自動化心臟分割暨心肌纖
維化量化比之診斷系統開發」
為計劃方向，盼能提供醫生自
動化量化系統，提高心臟檢查
診斷效率。
　　公共衛生學系陳宗泰教授
提出「輔大醫療評價網站」，
在電腦上用滑鼠簡單輸入專長
醫治疾病、醫院層級等篩選條
件，即能找出吻合看病需求的
醫院，讓醫療資訊更為透明，
　　戴上智能眼鏡，瞬間進入
農 場 世 界， 手 上 操 弄 儀 器，
只為從農場母牛上擠出新鮮牛

奶。這樣特別的遊戲設計，為
創意設計中心執行長林倩妏教
授的發表內容。她希望透過互
動體驗，讓中風患者在家也能
輕鬆復健，主治醫生也能即時
掌握患者復健狀況。
　　為避免老年陷入失智失能
的情況，營養系主任駱菲莉教
授 推 廣「Exercise is MedicineR 
on Campus（ 簡 稱 EIM-OC）」
運動健康促進課程，培育校園
師生、員工運動風氣，同時帶
動周邊社區健康意識。
　　 電 機 工 程 學 系 莊 岳 儒 教
授、生命科學系劉席瑋教授與
輔大育成中心瑞亞新創公司共
同合作研製「微量元素淨水機
與物聯網系統」，將具有聯網
功能的淨水機，和本地伺服器
端、雲端系統連結大數據整合
分析，掌握飲水使用狀況，提
供符合身體保健需求的各種微
量元素飲用水。
　　中國文學系康凱淋教授以
荀子為主題，引導學生結合現
代元素，策劃實體雜誌及網站

文本。從文字排版、圖像設計、
策展內容等，都是中文系學生
與老師一手包辦，過程中也邀
請到印刷公司業者分享出版流
程，達到經典讀物與藝術美學
的跨領域融合。
　　雲端服務研究中心主任黃
懷陞教授，為大中華區 AWS 
Academy program 原 廠 認 證 的
種子教師，他積極推行 AWS 
Academy program 課 程， 鼓 勵
學生學習雲端運算服務課程；
有學生因修讀該課程到業界實
習，更順利被延攬為正式員
工。看好雲端服務潛力，趨勢
科技、伊雲谷數位科技更是
投以獎學金、實習機會大力支
持。
　　教務處透過深耕計畫，支
應輔大各系成立跨領域相關師
生社群及研究計畫。除了幫助
各系所師生能多做跨領域研
究，教務處教務長龔尚智說，
學校預計成立 AI 人工智慧微
學程，歡迎各個非相關專業領
域的同學來修讀。

【公共事務室校園記者解子
一、楊孟臻報導】
教 育 部 為 鼓 勵 推 動 樂 齡 教
育， 自 2012 年 起， 頒 發「 樂
齡教育奉獻獎」以茲表揚。輔
仁大學生物醫學暨藥學研究所
洪啟峯教授 ( 時任醫學院「老
人照顧資源中心」計畫主持
人 )，榮獲第四屆樂齡教育奉
獻獎項中的卓越領導獎，本校
推廣樂齡教育成果獲教育部肯
定。
　　輔大「樂齡大學計畫」由

老人照顧資源中心推廣，實
行至今已有五年。計畫為老年
人開辦退休後的知識學習途
徑，也同時為修讀老人學程的
學生提供教學實習平台。洪
啟 峯 說：「 希 望 可 以 藉 著 樂
齡大學充實老年人的精神世
界，使長輩獲得精神層面上的
滿足。」
　　輔大樂齡大學每期皆規劃
豐富多元的課程，如：醫師開
辦急救、健康方面的知識講座；
藝術學院老師開設老人住宅設

上圖 / 輔大樂齡大學推廣受教育部肯定。下圖 / 輔大醫學院前副院長洪啟峯教授榮獲樂齡教育奉獻獎項中
的卓越領導獎。

生醫所洪啟峯教授獲樂齡教育奉
獻獎 輔大樂齡大學計畫備受肯定

計、插花園藝課程、品酒課程
等。課程有趣又實用，多數學
員連上很多期，甚至有高齡 85
歲的學員報名，樂齡大學提供
學習環境，也讓老年人在這裡
結識朋友。
　　 輔 大 第 一 次 獲 得 此 獎
項， 洪 啟 峯 說：「 社 會 看 到
輔大關心老年族群的貢獻和努
力，在未來，我們會將不一樣
的計畫融入其中，也希望讓更
多年輕人參與其中。」

圖 / 首次民生學院研發成果展暨產業交流發表會，邀請許多業界人士
參與。

【公共事務室校園記者張湘妮
報導】輔仁大學民生學院日
前舉辦研發成果暨產業交流發
表會，民生學院院長鄧之卿表
示，舉辦成果展目的是希望能
打造產學交流平台，展示民生
學院各院系所的亮點。
　　食品科學系主任蔡宗佑和
其研究團隊，在台式泡菜裡發
現益生菌「TWK10」，能幫助
增加肌肉重量和肌耐力，目前
已開發有機純黑豆奶、保健食
品益生菌 TW10 以及黃金發酵
工法豆．優格。另外，食品科
學系謝榮峯教授則介紹「紅景
天精釀啤酒」，高營養的價值
紅景天，搭配上山楂及特殊麥
芽等食材，經過糖化、發酵、
熟成階段後，才能釀造出口感
細 緻 的 紅 景 天 啤 酒， 風 味 極
佳。
　　餐旅管理學系推出「微創
業咖啡餐車」，能參與企業活
動及在市集駐點，或是舉辦製

作體驗等創新服務，並有 APP
定位資訊，讓消費者能夠即時
掌握餐車位置。林希軒教授說：
「與其說是做一個賺錢的商業
模式，不如說我們是在做一個
社群。」做大腸鏡檢查前，患
者須採取低渣飲食，為了方便
大眾選擇，營養科學系主任駱
菲莉與其研發團隊，邀請聯夏
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一同
開發腸可鏡低渣飲食餐包，菜
單多元、多變，也兼具營養美
味。
　　除此之外，兒童與家庭學
系主任涂妙如、餐旅管理學系
主任柯文華等院系導師，也向
大眾介紹各系的研發成果，並
設置海報靜態展，展演民生學
院的研發內容。現場更供應氮
氣 咖 啡、 紅 景 天 精 釀 啤 酒 試
飲，以及富含豐富蔬果成分的
精力飲試吃等，精采豐富的研
發成果也為民生學院產學界交
流平台注入一股新活水。

首次民生學院成果展
營造產學界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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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屆歐洲影展輔大開跑   16 部精彩影片不容錯過
【公共事務室校園記者解子一
報導】每年 TEFF 歐洲影展總
是在輔大校內刮起一陣歐洲電
影風熱潮。歐洲經貿辦事處每
年會邀請歐洲 17 個國家，各
推出一部電影參展，於全臺各
地藝文中心、表演空間，以及
大專院校等三十個場地舉辦。
歐洲影展在輔大的放映活動由
國際及兩岸教育處的歐盟中心
承辦，今年獲得了 16 部影片的
放映權，影片多在國際上榮獲
大獎，如：《羅馬 羅馬》獲得

坎城影展最佳導演、柏林影展
最佳導演獎；《殘影》獲得奧
斯卡金像終身成就獎、坎城影
展金棕櫚獎等大獎。義大利經
濟貿易文化推廣辦事處代表蕭
國 君 先 生（Donato Scioscioli）
也特別前來輔大站台支持。
　　歐盟中心認為，相較於日
本韓國，歐洲離我們的距離較
遠， 且 外 語 也 是 本 校 強 項 學
科，很多同學都掌握第二門語
言，甚至第三門語言，希望這
些歐洲電影能夠幫助學生瞭解

輔 大 歡 送 退 休 同 仁 
感謝有您讓輔大更好
【公共事務室校園記者解子一
報導】輔仁大學於 1 月 9 日上
午 在 淨 心 堂 舉 辦「 歡 送 退 休
同仁祈福餐會」，感謝今年退
休的 23 位教職員工對輔大的
貢獻。校長江漢聲、校牧林之
鼎神父、使命副校長聶達安神
父、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單
位代表嚴任吉神父、主任祕書
吳文彬以及學校許多老師一同
出席，歡送退休同仁。
　　中國文學系曾文樑副教授
的在校服務 39 年 6 個月，輔
大畢業後便留校任職，將自己
最好的年華都奉獻在這裡。他
說：「母校培育我，博士班畢
業後也希望回報學校，在輔大
這些年我無怨無悔。」
　　德語語文學系羅燦慶副教
授自民國 71 年便於輔大任職，
他說：「我覺得每一年的學生

都給我不同的驚喜，在教學中
我品嚐過酸甜苦辣。今天我再
去回顧，只剩下滿滿的甜蜜。」
　　當日的歡送退休教職同仁
中，亦有當時時任醫學院院長
的林肇堂醫師，其為輔大貢獻
良多，不僅在教學上引領醫學
系邁進，也為輔大醫院建設出
了不少力。輔大的茁壯發展也
離不開諸多職員的努力。總務
處事務組黃清泉先生，曾擔任
多屆校長司機從不懈怠。總務
處營繕組高明德先生在校服務
25 年，負責學校的水塔，幾十
年如一日地做好自己的工作。
　　輔大盼所有退休教職員長
存美好回憶於心中，並如同餐
會最後所合唱的歌曲〈最美的
祝福〉一般，輔大予以「最美
的祝福」，期同仁們常保健康、
快樂。

歐洲的語言和文化，也給學習
外語的同學一個鍛煉和檢驗自
己的機會。
　　 輔 大 為 新 北 市 唯 一 的 放
映 場 所， 觀 眾 群 不 僅 為 在 校
師生，也吸引新北市民專程前
來。活動承辦人鄭雅婷表示，
許多人可藉此瞭解歐洲電影。
今年歐盟中心也與影傳系的歐
洲電影課程結合。借由授課老
師的課程進行影片推廣，不僅
讓觀影人數增加，而且讓學生
能夠學到東西，一舉兩得。

輔大三邊雙聯創業管理碩士班   歡迎晚宴迎新生
後有許多到海外工作，也有許
多外籍同學留在台灣工作甚至

輔仁大學管理學院「三邊雙聯
創業管理碩士班（MGEM）」，
1 月 5 日晚間於國璽樓 11 樓郎
世寧廳舉辦第十屆歡迎晚宴，
許多校內師長以及畢業所友應
邀出席，共同歡迎世界各國
三十多位同學的到來。
　　三邊雙聯創業管理碩士班
（MGEM）是輔大和西班牙的
拉孟大學 IQS 學院、美國舊金
山大學共同開設，採一年三學
期制，經由一年密集的課程，
學員可以獲得歐亞美三校共同
認證之管理碩士學位；泰晤士
世界大學排行榜、QS 世界大
學排行榜、英國金融時報皆評
比為全球前 50 大管理碩士，
在英國金融時報的國際體驗課

程排名更是高居榜首。
　　江漢聲校長表示，MGEM
成為輔仁大學國際化發展與全
球跨校合作一個很好的典範。
身為 MGEM 學程創辦人的國
際與資源發展副校長李天行表
示， 希 望 透 過 三 校 同 仁 的 努
力，讓這個全台灣唯一、全亞
洲第一個橫跨歐、亞、美三大
洲的碩士學程能愈來愈好，邁
向下個十週年。
　　MGEM 學程林耀南主任也
特別強調，今年的新生來自 12
個不同的國家，涵蓋全球五大
洲，培養多元文化視野亦是這
個課程的一大特色，也希望學
生能培養國際化的視野以及全
球移動力，不少台灣學生畢業

創業，MGEM 碩士學程已成為
培養國際移動力與全球人才流

動的搖籃。（國創所供稿）

圖 /義大利駐臺代表親臨我校和同學共同欣賞歐洲影展影片。

圖 /江漢聲校長與 MGEM 全體師生及畢業所友合影於招生晚宴。

自主學習影音剪輯課程完美落幕
同學們各出奇招詮釋輔大

【公共事務室校園記者解子一
報導】由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
支持、學務處主辦的「自主學
習影音剪輯課程」，舉辦至今
已經是第四屆，本屆參與的 50
位同學以「看見輔大」為題，
分組創作影片，作品具創意、
創新、爆發力，十足展現輔大
特色！
　　評審結果第一名由廣告
系一年級同學朱家儀、陳詩
萍、 蔡 紹 慈、 劉 芳 廷、 王 筱
筑所組成的團隊奪得，作品
「WELCOME 輔 大 」 以 歌 曲
MV 形式介紹輔大特色，別具
創意！另外也有介紹輔大美

食為主軸的影片「青年情懷總
是食」、從輔大外籍生眼中看
輔大的「外國之眼」，還有介
紹輔大辛勤工友的紀錄片「看
見輔大默默的一群」。同學們
從不同視角看輔大，發現平時
不曾注意的輔大邊邊角角也很
美。 
　　王英洲學務長表示：「我
們 鼓 勵 同 學 走 出 教 室， 跨 學
院、 跨 學 系 組 成 團 隊， 用 最
新的影像方式來呈現，每一次
同學的作品都讓我們相當讚
賞。」
　　今年的課程設計分為兩部
分，一部分是「電腦基礎影像」

課程，由李燕秋老師用剪輯軟
體教同學如何剪片；另一部分
則是陳棖輝老師的「數位影像
創作理論實務」課程，指導同
學們如何拍片。
　　李燕秋老師對成果深感欣
慰：「我能看出大家的用心，
感覺我的教學付出是有回報
的，也為同學們的進步感到開
心。」活動承辦人陳繹博助教
表示：「很開心每年都有非本
科系同學參與並認真地投入其
中，我們會持續努力為同學舉
辦更多更優質且貼近學生所需
的學習活動。」 圖 / 輔大日前淨心堂舉辦「歡送退休同仁祈福餐會」，退休教職員工

對輔大的貢獻。

圖 / 學務處「自主學習力影音剪輯 」課程在濟時樓 9F 國際會議廳舉行學習成果發表會，參與同學全體合
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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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輔大校園攝影比賽
得獎作品體現日常之美

大師級講者蒞臨輔大！
優質領導講座啟發學生社會責任

圖/李鴻源教授於輔大專題演講情形。

讓台灣更好  李鴻源談全球氣候變遷的因應與調適

【公共事務室校園記者黃柏謙、解子一綜合報導】
輔仁大學優質領導菁英微學分學程為配合全球化議題課程，辦學單位全人教育課程中
心特別舉辦三場「大師講座」，熱烈邀請全校師生共襄盛舉。

談個人成長與領導力養成 
施振榮創業下的宏觀思維

　　現任智榮基金會董事長，
也是台灣第一代科技創業家的
施振榮，在演講中侃侃而談自
身的人生經歷、求學及創業的
趣事與艱難，也分享了個人的
管理哲學與策略思維，他說：
「利己可以贏一時，利他才可
爭千秋，利他就是最好的利
己。」一展創業家格局與宏觀
視野。
　　「Me too is not my style.」
施振榮表示退休後要成為比退
休前更有用的人。在退休後，
他了突破傳統文化瓶頸，也
為了將一生創業的經驗薪傳
下去，找來宏碁公司老戰友與
各界菁英共同創立「智融公
司」，以「智慧融通，共創價
值」為目標，設立薪傳網站，

希望能夠持續為社會與產業界
付出貢獻；同時，也希望可以
持續地分享經驗給大家，因此
也成立了智榮文教基金會，發
揮施振榮的王道精神──「挑
戰困難，突破瓶頸，創造價
值，反向思考，正向樂觀。」
　　施振榮親切地回應現場提
問，為學生一一解答困惑，無
論是對未來職場前景、職涯規
劃，抑或專業的產業層面問
題，他都逐一為同學指點迷
津，給予既中肯又務實的建
議。他也鼓勵學生參加社團
活動，多元發展。但同時也
叮嚀大學新鮮人要有智慧地
「玩」，擔任什麼角色並沒有
分好壞，想清楚再做才是最重
要的。

　　李鴻源教授曾任內政部
部長、台北縣政府副縣長、
台灣省水利處處長以及行政
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主委，對
於台灣環境情形撩若指掌的
他，介紹了台灣面臨的問題：
水資源不足、地質破碎、水
庫過淤……這些種種問題，
歸結於人的過度開發。他說：
「大地從來都沒有問題，有
問題的是人。」因此，他強
調政府的運作方式必須改變，
應使用更聰明的方式來解決
問題，比如建立「表面流人
工濕地」仿效天然濕地的汙
水處理模式，如此一來，不
僅可以有效處理 80% 以上的
污染物，還會吸引過境候鳥
前來歇息，打造成為生態圈。
李鴻源也分享了他的成功經

驗，他將濕地和學校教育做
結合，讓新北的學童來濕地
戶外教學，認識濕地環境之
餘，也讓他們從小培養起尊
重環境的觀念。
　　李鴻源也向政府提出四
點建議。第一，建立決策支
援系統輔助國土規劃；第二，
建立完善的法規，從國土計
畫、都市計畫、區域計畫各
層級全面落實低衝擊的開發；
第三，希望政府改變運作方
式；第四，要改變舊有思維，
創造公眾、個人、公民三方
的新關係。
　　李鴻源也對輔大年輕人
有所期許，他表示：「作為
學生也可以表達自己的意見，
不要小看自己的力量，將自
己的公民意識變成政治力量，

全球化下媒體生態與責任　
陳雅琳揭開講座序幕

　　曾榮獲讀者文摘票選為
全國百大受信賴人物的資深
主播陳雅琳，以資深新聞媒
體者敏銳的眼光，為同學分
析台灣媒體環境的驚濤駭浪、
解構媒體幕後的各種層面，
包括政治、經濟、社會責任，
以及如何與專業取得平衡等
多元面向議題探討。
　　陳雅琳主播參與很多充
滿挑戰性的報導，比如前往
北韓當地進行深入報導、赴
美國記錄脫北女孩生活、隻
身一人深入福島核災現場等，
通過這些案例真實地向同學
們展現全球化下的媒體環境，
以及從事媒體業幕後的故事。
同時，她表示，在當今社會
中，媒體必須擔負起自己的

社會責任，做到為民眾發聲
的角色，這也是她作為新聞
媒體人的初衷、對自我堅持
的原則。
　　她也希望結合課程的全
球化主題，提升大家對世界
關注關懷的程度，來看媒體
生態的變化。她說：「無論
全球怎麼變化，作為媒體人
的初衷都不應改變，我們的
社會責任是報導並傳遞真相。
這場演講雖然是關於新聞業，
但我希望我的親身經歷可以
告訴所有同學，不管身處什
麼環境，只要秉持著一個態
度——認真做事，都可以翻
轉自己的人生。」

為輔仁大學的代表，拿下醫療
貢獻獎的殊榮。「除了感到榮
幸，最感謝新北市肯定輔大醫
院對新北市的重要性。」江漢
聲校長說，面對新北市近 400
萬的人口，原新北西區能處理
急重症的大醫院僅有林口長庚
與板橋亞東醫院兩家，輔大醫
院無疑補上了新北醫療的一塊
缺口，使版圖更完整，而其中
輔大醫院更在骨科、腸胃科、
泌尿科等領域迅速獲得成績，
這一切背後的推手，都要歸功
於江漢聲校長。
　　「我不是要蓋普通的醫
院，我要蓋很好的醫院」，面
對反對聲浪，江漢聲校長很堅

【公共事務室校園記者鄭宇
辰報導】作為輔仁大學校長與
泌尿科權威代表，江漢聲校長
從不曾缺少鎂光燈，照片裡的
他總是一身深色西裝、或身披
白色長袍，對於輔仁大學的學
生們而言，總是很習慣在各重
大典禮、或者是鋼琴前看見他
的身影；在校外，也可能於輔
仁診所或者輔仁大學附設醫
院、耕莘醫院看見他，但或
許，我們不曾看見的，是在這
身專業、醫師的外袍底下，屬
於江漢聲校長的感性靈魂。
　　新北市政府於去年醫師
節前夕，頒發了新北市第 7 屆
醫療公益獎，江漢聲校長作

決，「我們不斷評估有沒有希
望，我相信輔大有這樣的資
源，或許很多人會有不同的想
法，覺得這樣所有學校的資源
都會導向醫學院，但當把整個
學校納為整體時，醫院的營收
與回饋是可以導回學校本身
的。」江漢聲校長不斷強調，
能夠當上校長不僅是榮譽、更
是天主的使命與任務，而現在
的他，更將這帶到更高的境
界，不僅要處理學校的事務，
更需扮演好學校與醫院之間
整合的橋樑。
　　除了校務方面的工作，持
續不斷替病人看診是江漢聲
校長的堅持，「現在的醫生很

多，每個人的目的與定位也不
同，有些人把它當作職業或是
一種奉獻，而對我來說，我喜
歡跟人接觸，當醫生很特別的
是，每天都會有人由衷的感謝
你，這是很難得的一件事情，
我很珍惜當醫生這個緣份。」
對於江漢聲校長來說，這不僅
是打從內心所熱衷的事，更從
中找到他信仰的價值。
　　愛因斯坦曾經說過：「假
若我不是物理學者，那我可能
會是音樂家。」這點與江漢聲
校長很相似，大家都知道他除
了是泌尿科醫師的權威，同時
也彈了一手好琴，談起他最愛
的鋼琴家蕭邦，江漢聲校長整
個人頓時散發宛如文藝家的氣
息，「我很喜歡音樂，特別喜
歡彈鋼琴，當我把各大鋼琴家
的音樂嘗試過後，我最終選

擇了蕭邦，好像最符合我的狀
態，情感豐富的人都會愛上蕭
邦的詩意與細膩。」
　　很多人好奇，江漢聲校
長怎麼可以堅持不懈於音樂
這條道路上，他笑著說喜歡
自己的音樂是很重要的。「其
實有沒有時間是看你喜歡的程
度」江漢聲校長直言，我們很
難想像在繁忙的工作之餘，每
天他都堅持要彈一兩個小時的
鋼琴，「我一天會安排 32 件
事情，把時間塞得很滿，不僅
是學校、醫院方面的工作，我
平時也喜歡發表論文，還有許
多開會、校稿等等，而上教堂
與運動也是都必須要保持的事

情。」從他的口中，我們不難
理解那打從心底的喜歡，是江
漢聲校長能夠一路走來始終如
一的原因。
　　當醫師的理性碰上鋼琴家
的感性，不免令人好奇是否
會有衝突，江漢聲校長的回答
值得琢磨「醫師不是理性是感
性的呀，當然判斷病症那些是
要理性的分析，但就像我常跟
醫學系同學分享的，醫生不可
能治療好所有病人，但我們可
以緩和他們的病痛，我們可以
做的是安慰每個病人，讓病人
對醫生取得信任，怎麼跟病人
對話才是培養一個醫師的關
鍵。」當未來理性的判斷都能

被人工智慧所取代時，感性的
這一塊才是人絕對無法被取
代的。江漢聲校長極力打造
一間「有智能、靈魂、藝術」
的醫院，不僅體現了他在音樂
與信仰上的體悟，更融合了他
感性的人生價值。
　　江漢聲校長引美國醫學
教育家威廉．歐斯樂教授（Dr. 
William Osler）的話為座右銘，
「人生中必須要懂得有 3 個 
H， Humanity ( 人 性 關 懷 )、 
Humility ( 謙虛為懷 )、Humor 
( 幽默開懷 )」，這不僅是給
予學生最好的教誨，更是對校
長最佳的註解。

醫師袍下  校長的感性靈魂

圖 / 江漢聲校長獲新北市第七屆醫療貢獻獎，時任新北市朱立倫市
長頒獎。

度停辦了幾年，選在 2018 年
重新舉辦，就是希望能夠透過
一些活動，加強學生、校友與
學校之間的緊密連結，重新繫
起與輔大的情感，而透過攝影
正是一個很好的方法。作品限
定近三年內於輔大拍攝才能參
報名，正好讓有志參賽的校
友，能夠重新踏回母校，看看
輔大近年的變化與發展。
　　而此次的攝影比賽主題
《我眼中的輔大日常》也很特
別，透過軟性、溫暖、柔和的
互動主題，藉參賽者的視角，
找到屬於學校的美麗角落。對
於很多在校生同學而言，心中
都有屬於自己獨特的輔仁視
角，而主辦單位也特別希望展
現人和人之間的互動關係，一
展大家眼中的輔大。本次活動

【公共事務室校園記者鄭宇辰
報導】「2018 輔仁大學校園
攝影比賽」於去年（2018 年）
12 月 8 日揭開得獎名單，此
次以生活化的《我眼中的輔大
日常》作為主題，參賽者分為
三組：輔大學生組、輔大校友
與教職員組、一般民眾組報
名，共收到數百件報名作品，
要從中脫穎而出成為最後的冠
軍絕非易事，而獲獎獎品更是
誘人，除了豐厚獎金之外，另
外還設有特別獎，特別獎獎品
是由法藍瓷創辦人，同時也是
中華民國輔仁大學校友總會理
事長的陳立恆學長提供──法
藍瓷《金海》瓷瓶乙只，為攝
影比賽更添風采。
　　這次的攝影比賽由公共事
務室主辦，輔大攝影比賽曾一

企劃自年初開始討論，到十一
月評選、十二月頒獎，整整花
了將近一年的時間，最終選出
多項優異作品。
　　承辦人公共事務室公關
媒體組黃琦舒提到，這次的參
賽者來自四面八方，甚至還有
來輔大僅半年的交換生，短短
在學期間，拍攝了屬於他的輔
大記憶。主辦單位也表示，未
來可能會舉辦手機組或是創
意組的項目，讓收到的照片可
以更活潑、多元，也更吸引大
家來參與。此次獲獎作品也特
別在校慶期間於野聲樓一樓
展出，許多校友、學生經過野
聲樓時，都會停下腳步觀看、
欣賞照片，讓大家看見不一樣
的輔大之美。

       學生組由應用美術學系張
豪同學的作品《光》拿下特
優，他從貴州大學交換來輔大
讀書，僅來台半年的時間。他
表示自己有些攝影基礎，剛好
看到學校舉辦比賽，特別想將
自己感受到的輔大與同學分
享，他原先認為輔大是一個很
神聖、莊嚴的學校，包含一進
校門就能見到的十字架造形真
善美聖校碑，都讓他印象深
刻，但隨著在輔大的時間愈來
愈久，他發現其實神性與人性

之間並沒有衝突，反而是很包
容在一起的，而他拍攝的照片
正呈現了他的觀察，運用下午
時分溫暖的斜射光線，不僅展
現了輔大的優美，畫面也捕捉
到學生經過的身影，體現屬於
輔大的人情與活力。
　　畢業於新聞傳播學系的徐
旻君校友則以作品《喜悅》，
同時拿下輔大校友與教職員組
特優、以及法藍瓷特別獎，她
表示在網路上看到這個比賽覺
得很有趣，想起以前在學校

時，常會看到輔幼的小朋友在
學校奔跑的樣子特別可愛，因
此拍攝了這張小孩在中美堂
前奮力躍起，並加上燦爛笑容
的照片，這也象徵輔大活潑快
樂的感覺。已經是母親的她笑
說，每個媽媽都很愛拍自己的
小孩，照片上呈現的正是對自
己最日常的生活，而獲獎之後
也特別帶小孩來野聲樓看作
品，第一次報名攝影比賽就獲
獎兩項大獎，讓她直呼實在是
太幸運了。

圖 / 校友及教職員組特優以及法藍瓷特別獎：徐旻
君校友《喜躍》。

圖 /一般民眾組特優：林旃瑩《笑靨》。

圖 /學生組特優：應美系張豪同學《光》。

圖 /宏碁集團創辦人施振榮董事長的大師講座反應熱烈，座無虛席。圖 /陳雅琳主播於講座後與師生合影。

去支持有能力的官員做對的
事。」這也是他來到學校演
講的目的之一，希望每位青

年學子能更加重視自己的意
見與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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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大第 45 個校友會：大陸西南地區校友會正式成立

圖 /輔仁大學大陸西南地區校友會成立大會合照。

公衛系系友回娘家   舉辦系友棒球賽重溫學生年代
新的球衣，衣服上有公衛系
和輔大的 Logo，湖水藍色的
T 恤使每位球員看起來意氣風
發。魏孟辰表示：「統一設計
的新球衣能成為球隊的共同記
憶。」
　　公衛系第二屆畢業校友黃
靖宇表示：「畢業後我們曾自
發組織打過比賽，但因為人數
不夠或天氣因素等，出賽次
數少。現在透過系辦公室的聯
繫，讓我們有機會回到學校再
打一打球，見到大家真的很開
心！」

【公共事務室校園記者解子一
報導】每年輔大校慶期間，各
系所紛紛規劃豐富多彩的「系
友回娘家」活動，以凝聚系友
間的情感。本次公共衛生學系
的系友回娘家活動，結合系友
棒球聯誼賽，邀請校友重溫在
校熱血時光。
　　 公 衛 系「 系 友 回 娘 家 活
動」分為上下午進行。上午舉
辦各屆系友棒球聯誼賽，下午
則回到系上進行系友茶敘，系
上師長、歷屆系友及在校學弟
妹皆共襄盛舉，參與人數直逼

百人。
　　而這次的系友盃棒球賽由
第 22 屆畢業校友魏孟辰擔任
總 召。 將 棒 球 賽 融 入 系 友 回
娘家活動乃因棒球隊在公衛
系成立已 25 年，擁有悠久歷
史。公衛系邱明珠秘書表示：
「很多系友希望在畢業後可以
再找機會一起打球，在系友提
議下，便將棒球賽加入系友活
動，不僅可以回來參加系上活
動， 還 可 以 打 球 重 溫 球 隊 時
光，一舉兩得。」
　　這次系所也為球隊設計了

校慶感恩大會與中華民國校友
總會會員大會，與海外校友及

【公共事務室校園記者司徒巧
庭報導】輔大第 45 個校友會
──大陸西南地區校友會成立
大會於 2018 年 11 月 30 日熱鬧
登場，國際與資源發展副校長
李天行、學術副校長袁正泰、
行政副校長張懿云、民生學院
院長鄧之卿、管理學院李宗培
老師等師長，前往四川成都參
與盛會，並拜會當地大學，進
行校際交流。主辦單位也邀請
了四川省台辦副主任趙宇、成
都市台辦副主任朱龍欽參與盛
會。
　　在大陸西南地區校友會成
立前，當地的校友聚會大部分
集中在重慶、成都等地。為號
召更多當地校友、促進彼此情
感， 校 友 張 華 嘉（2008 年 經
管碩士學程畢業）和蔡佳訓

（2011 年統計資訊學系畢業）
決心成立校友會，第一屆會長
與副會長也分別由張華嘉及蔡
佳訓擔此重任，希望能成為輔
仁學子在當地的重要連結平
台。
　　李天行副校長向與會嘉賓
分享成立校友會的過程與學校
近況，校長江漢聲因公未能出
席，但仍心繫校友會，特地錄
製一段恭賀祝福影片，心意滿
滿。大會也特別安排與會校友
們自我介紹，校友們對輔大多
年來的照顧與幫助表示感謝。
活動接近尾聲時，校友們齊聲
合 唱 校 歌， 現 場 盈 滿 溫 馨 氛
圍，能感受到輔大校友們的心
緊緊繫在一起。
　　為了讓校友會快速步上軌
道，張華嘉會長特別返校參加

各地會長們交流、汲取經驗，
張會長的積極上進，讓大陸西

南地區校友會的未來可期！

高雄校友會新任理事長洪光成：
「校友會就像一個家！」

攤共飲佳釀、唱卡拉 OK，讓
參與學弟妹都留下美好回憶。
　　洪光成說：「很感謝當年
校友黃來福拉我來到這裡，如
今我要繼續為這裡貢獻。」黃
來福學長是高雄校友會第四
屆理事長，對高雄校友會之發
展不遺餘力。從前任理事長蔡
瑞彬手中接下職務，洪光成學
長也特別感謝蔡前理事長在位
時，延續校友感情的努力，他
期許未來任內，讓這裡成為高
雄校友的依靠，讓所有人因身
為「輔人」而引以為傲。

【公共事務室校園記者吳承遠
報導】輔仁大學高雄校友會於
去年底舉行第七屆理事長交
接，新任理事長洪光成為統資
系校友，現為成祥技控公司總
經理。交接典禮邀請輔仁大學
董事長、也是天主教高雄教區
的劉振忠總主教，以及校長江
漢聲一同出席，以行動力挺高
雄校友。
　　洪光成的新任目標是擴大
組織架構，他強調：「校友會
在新增秘書、財務、行銷等幹
部後，隨著組織成長，期望會

員能從 200 人擴增到 400 人以
上。」他也計畫多項校友會活
動，並成立康樂部。洪光成說
呼籲各地夥伴：「有需要什麼
就回來，讓大家一起協助你。」
　　輔大高雄校友會以熱情著
稱，江漢聲校長說：「這裡太
熱情，讓我們都想『南漂』到
高 雄 了！」 每 年 輔 大 學 生 的
「鐵馬環台」經過高雄時，校
友會總以晚宴款待，會員除了
與學弟妹交流，也分享自身職
場經驗砥礪後進，更適時給予
協助。歡聚得不夠盡興，還續

台北校友會會員大會
持續推動校友講座

【公共事務室校園記者楊孟臻
報導】台北市校友會第七屆第
五次理監事會議與第三次會員
大會於今年 1 月 5 日舉行，今
年與會會員人數較往年多，校
友們的踴躍出席，展現台北市
校友會的凝聚力，也代表學長
姊對母校滿滿的熱情與關心。
　　本次會員大會中決議了
107 年度的工作計畫和收支決
算表，理監事會則提出了 108
年度的收支表，並表決通過四
名新進的校友入會。而在這次
會員大會中，王鎮華理事長以
及陳立恆前理事長也以台北市
校友會的名義，自掏腰包捐款
給知名職棒球員周思齊所創辦
的球芽基金會。現任中職球

員工會理事長的周思齊為本校
體育系校友，也是台北市校友
會成員，他致力關懷花蓮基層
棒球的教育、傳承棒球文化，
去年曾接受台北市校友會的邀
請，以「運動場上的人生」為
題在輔大進行演講。
　　除了周思齊的演講之外，
台北市校友會也曾邀請全聯行
銷部協理劉鴻徵學長在母校演
講，提供職涯經驗給在校學弟
妹參考。王鎮華說，未來會繼
續推動輔大校友講座計畫，更
期望能擴大台北市校友會的規
模，只要是居住地或工作地在
台北市的校友，都歡迎加入輔
仁大學台北市校友會。

圖 /台北市校友會會員大會合影。

圖 /輔大高雄校友會第七屆理事長交接活動合照。

圖 /公衛系系友回娘家活動舉辦系友棒球賽，歷屆系友們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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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宇恭神父高壽辭世
獲頒總統褒揚令
張宇恭神父於 2 月 8 日上午以
94 歲高壽於頤福園辭世，返回
天父的家。張神父於 1971 年
與輔大結緣，至 1988 年擔任
商學院、管理學院院長，直至
65 歲轉任教工作至 70 歲退休。
　　張神父為商學院 / 管理學
院培育無數優秀人才，積極爭
取獎學金以助學子出國進修，
神父無私的栽培影響深遠，國
際與資源發展副校長李天行亦
受神父無私的栽培與教誨，至
今銘記指教在心。張神父為發
揚人本精神，亦帶領商學院 /
管理學院學生成立同舟共濟服
務社，養成同舟青年自覺、自

動、自治的習慣，時時保持學
業與工作上的精進。同時，神
父創立了全國第一所資訊管理
學系，為社會培育了許多優秀
人才。張神父在茲念茲於教育
興學，辭世後更捐出大體，將
為輔大醫學院及全校師生上最
後一堂無聲的課後再火化。
　　張宇恭神父追思彌撒在 2
月 27 日於輔大淨心堂舉辦，
副總統陳建仁代表蔡英文總統
頒發褒揚令，並由前行政院長
林全代表同舟共濟社、前台北
副市長歐晉德代表基督服務團
致詞，追思會簡潔隆，重願神
父安息主懷，享天鄉永福。

2007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傑出校友郝慰民博士回校開講
如何處理黑炭，減小其對冰川
的影響成為重要課題。
　　郝博士在演講中也勉勵同
學：「輔大的學習十分扎實，
我很感謝大學時在化學系打下
的堅實基礎，使我在之後的研
究中更加順利。希望同學們好
好把握大學時光！」參與演講
的化學系博士生耿同學表示：
「平時學習中不會接觸到大氣
領域，今天能學到不同領域的
知識，很受用。」

【公共事務室校園記者解子一
報導】畢業於輔大化學系、榮
獲「2007 年諾貝爾和平獎」的
郝慰民博士，日前特別返校專
題演講「歐亞大陸北部火災及
其對北極冰川融化的影響」。
師生積極提問，氣氛熱絡，展
現出輔大為學勤奮的風氣。
　　郝博士為美國著名的華裔
大氣科學家，1994 年 IPCC（政
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發
表首份氣候變遷報告，郝博士
為主要撰稿人。他透過監測洛
磯山氣候變遷，完成這份被譽

為「科學界最早發表的溫室效
應報告」，並與美國前總統高
爾共同獲得 2007 年諾貝爾和
平獎。郝博士也是森林大火研
究方面的專家，火災研究在溫
室效應日漸嚴重之下越來越受
重視，這次的講題也是希望同
學們能夠有所瞭解。
　　郝博士提到，火燒產生的
黑炭會隨著氣流飛到北極圈，
留 在 浮 冰 上， 進 而 吸 收 紅 外
線、加速冰川融化，造成海平
面上升。然而，研究發現，這
些黑炭可以在兩個禮拜消失，圖／ 2007 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郝慰民博士回到母校演講，十分親切。

圖 /副總統陳建仁於追思彌撒中，代表蔡英文總統頒發褒揚令。

傑出校友李佩珍學姐慷慨捐助
輔大醫院國際醫療病房

以捐助而自傲，為人甚是謙
虛，對她而言就是希望能起到
拋磚引玉的作用，盼開啟正向
回饋社會的迴響。
 　　輔大醫院製作感恩銘版致
贈給學姐，江漢聲校長表示，
其實學姊不只慨捐十五樓，在
一開始醫院剛成立時學姐就曾
伸出援手，希望今後醫院能夠
做得更成功來答謝學姐。儀式
尾聲，大家一同前往 15 樓放
置感恩銘版合影留念，替揭牌
儀式劃下完美句點。

【公共事務室校園記者鄭宇辰
報導】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
院於 1 月 24 日舉行「國際醫
療中心暨國際尊榮病房區揭牌
儀式」，感謝輔醫主要贊助人
──李佩珍學姐的慷慨捐助，
讓病房於短時間之內順利完
工。儀式在醫院大廳一樓舉
辦，不少路過民眾也停下腳步
一同參與這溫馨的時刻。
　　李佩珍學姐畢業於輔大工
商管理學系（現為企業管理學
系），於 105 學年度獲選為輔

仁大學工商菁英類傑出校友。
李佩珍學姊不僅在事業方面取
得成功，更致力於回饋社會，
在美國時曾捐贈圖書館、慈善
基金會等公益，也是台灣肯納
自閉症基金會長期贊助者，並
持續支持母校發展， 
　　國際醫療中心位於輔大醫
院 15 樓，分為聖路加健康管
理 中 心、 國 際 尊 榮 病 房 及 醫
美，其中聖路加健康管理中心
及國際尊榮病房在李佩珍學姐
的大力支持下興建完成。她不

圖／活動大合照。

「Make Fu Jen More Beautiful」讓校園更美麗！
       兩年後將是輔仁大學在
台復校的 60 週年，從 1961
年在台復校至今，輔仁大學
已經走過將近一甲子的歲
月，因為有許多人的努力與
奉獻才有今天的豐碩成果。
然而現今的校園經過悠長
歲月的洗禮，需要更多的
關注及照顧才能充分發揮
她的潛力。
　　在羅麥瑞修女的努力
之下，校園景觀美化正逐
步在進行中，首先是針對
校園中央道路區域加以規
劃，透過種植植栽以綠化
校園空間。在此同時，一
個與時俱進的校園整體計
畫也即將展開，內容涵蓋解
決校園的淹水、交通停車，
建築物的保養維修及其他
相關項目。

　　校園不只是學習的場
所，也是師生共同生活、
一 同 創 造 美 好 回 憶 的 地
方。「Make Fu Jen More 
Beautiful」 校 園 美 化 是 一
個「輔仁家庭行動」，需要
輔仁全球校友、教職員工和
學生們一同參與並提供協
助，希望集合大家的力量，
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五年
後，將慶祝輔仁大學創校
100 週年，期待未來我們以
擁有最美麗且獨特的校園
而聞名於台灣。
　　蜜蜂雖只是小小的昆
蟲，但卻對於延續地球萬物
生命有著不可或缺的重要
性，即使每隻蜜蜂採集的
花蜜量不多，但只要每隻
蜜蜂都能參與，方能積少
成多，釀造出甜美的蜂蜜。

鼓勵曾經受惠於母校的校
友、善心的社會人士發揮
「Save & Give( 累 積 與 回
饋 )」的精神，加入學校推
出 的 Save & Give 定 期 定
額捐款活動，以每天小額
如 10 元、50 元或 100 元，
輕鬆、無壓力地支持輔仁
的永續發展，讓我們的校
園更加美麗！

小額線上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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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 108 年 01 月至 02月捐款名錄
校本部 
全校校務發展基金 
輔大人	 400
張若芝	 1,000
輔大人	 1,000
輔大人	 4,000
蔡兆誠	 10,000
輔大人	 281,319
輔大認同卡回饋金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6,112
校牧室基金 
陳靜 /葉熠篁	 75
宗輔中心基金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	 5,000
于柏桂	 20,000
中國聖職單位使命特色發展基金
吳春星	 2,000
濟時助學金 
江淑貞	 1,000
蔡麗茹	 1,000
蔡偉澎	 1,500
游宛珍	 20,000
中華民國輔仁大學校友總會 
陳致遠	 400,000
Save&Give 專案 
謝芙芸	 4,000
輔仁大學運動品牌專款 
台北市私立輔仁大學校友會	　250,000
急難救助金 
吳雅筠	 500
輔仁大學進修部生輔組	 510
余亭緯	 1,000
吳昱嬋	 1,000
吳柏璋	 1,000
李佳瑜	 1,000
李欣潔	 1,000
李振瑋	 1,000
林宜萱	 1,000
林芮廷	 1,000
林景翔	 1,000
施名芸	 1,000
徐				塘	 1,000
徐梓翔	 1,000
秦于琁	 1,000
商芸珊	 1,000
張				璦	 1,000
張貽亘	 1,000
郭浩恩	 1,000
陳葳倫	 1,000
黃台禮	 1,000
黃韻慈	 1,000
黃蘊琪	 1,000
蕭心禹	 1,000
吳金龍	 4,000
模帝科電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主計獎學金 
財團法人中國主計協進社	 20,000
社會公益活動經費 
財團法人蔡衍明愛心基金會	 20,000
財團法人華儒青年關懷基金會	 43,000
財團法人漢儒文化教育基金會	 43,000
民謠吉他社 -輔仁大學 41屆青韻獎
中華音樂人交流協會	 50,000
伴你好讀社區網路課輔服務計畫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3,200,000
核心培訓專案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47,520
學生輔導中心助學金 
財團法人臺北市雍展社會福利慈善基金
會	 100,000
藝文中心基金 
廖海廷	 6,000
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籌建計畫 
黃重潔	 200
王秀雲	 400
林金色	 400
施力文	 400
喵屋喵企業社	 400
蘇詩涵	 400
張慎儀	 500
輔大人	 500
蔡帛宸	 600
竺杜金鳳	 1,000
許秀梅	 1,000
郭漢忠	 1,000
郭漢林	 1,000
陳玉貞	 1,000
陳艾竹	 1,000
董玲君	 1,000
劉文靜 /劉明恩 /呂益彰 /呂建邦 /賴
玉絲 /陳碧霞　　　		　　　　　1,000
輔大人	 1,000
輔大人	 1,000
輔大人	 1,000
陳梅蘭	 1,200
羅皓云	 1,200
羅維德	 1,200
輔大人	 1,200

王雅玲	 2,000
朱毓婷	 2,000
朱瑞月	 2,000
朱澧溪	 2,000
李				芸	 2,000
林超群	 2,000
姜				捷	 2,000
許				旭	 2,000
謝邦昌	 2,000
輔大人	 2,000
輔大人	 2,000
輔大人	 2,400
輔大人	 2,400
許秀娟	 3,000
周葉娟慧	 3,200
林香蘭	 4,000
劉志光	 4,000
徐芳薇	 5,000
陳春山	 5,000
陸黃嫻英 /陸家樑 /王敦青 /陸怡彤 /
陸思宇　						  				　　　　　　			10,000
葉桂香	 10,000
關莉莎	 10,000
輔大人	 10,000
葉紫華	 20,000
寬甫機電工程企業社	 30,000
江美寬	 60,000
陳榮森 /陳吳貞賢	 60,000
輔大人	 60,000
金智塑膠有限公司	 74,000
黃譓宇	 300,000
輔醫空橋 
輔大人	 8,000
羅四維神父社會工作室醫療急難救助暨
社會服務基金 
簡玉卿	 500
陳虹潔	 1,000
林永瀚	 2,000
輔大人	 2,000
邱子文	 5,000
財團法人南山人壽慈善基金會	 30,000
文學院 
文學院志工隊 
林玟君	 2,000
財團法人華儒青年關懷基金會	 29,000
財團法人漢儒文化教育基金會	 29,000
文輔志工隊 
信義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	 35,000
文善志工隊 
信義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	 35,000
中文系獎學金 
趙長雲	 5,000
李維棻先生紀念獎學金	
李育德	 10,000
東籬詩社 
財團法人漢光教育基金會　　	140,000
歷史系發展基金 
輔大人	 1,000
輔大人	 2,000
歷史系清寒獎學金 
薛俊麟	 4,000
哲學與神學研究室 
陳建南	 20,000
輔大人	 117,758
藝術學院 
藝術學院發展基金 
李孟玲	 13,110
馮冠超	 30,000
音樂系發展基金 
廖紘億	 9,000
銀輝企業有限公司	 50,000
福爾摩沙合唱團	 90,000
輔大人	 164,000
景觀系發展基金 
王秀娟	 2,000
盧胤翰	 3,200
永家誠實業有限公司	 36,000
紀念楊凱勛學生急難救助金 
王鳳翼	 2,000
楊子樺	 2,000
1919 愛延續	 10,000
景觀系畢展籌備會 
輔大人	 5,000
境典規劃設計有限公司	 15,000
傳播學院 
新傳系實習刊物新莊報導 
永隆鋁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0
雲朗觀光股份有限公司新莊分公司	

6,000
廣告系畢展 
宇匯知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0,000
大傳研究所學術活動費 
輔大人	 1,000
輔大人	 3,000
媒體中心基金 
輔大人	 8,000
教育學院 
體育系推動籃球項目發展 
辛金展	 100,000
圖資系發展基金 

輔大人	 2,000
林德明	 10,000
圖資系學會 
李敕毅	 2,000
教育領導與科技發展學士學位學程基金
輔大人	 1,000
醫學院	
醫學院發展基金 
輔大人	 6,000
護理系崔如銑修女基金 
劉文靜	 200
林滉寰	 300
輔大人	 500
輔大人	 500
沈珊如	 1,000
葉聿錚	 1,000
護理學系歷屆系友	 3,925
臨心系發展基金 
王英洲	 1,600
王鵬智	 1,600
李錦虹	 1,600
卓淑玲	 1,600
林慧麗	 1,600
陳坤虎	 1,600
黃				健	 1,600
葉在庭	 1,600
輔大人	 1,600
劉同雪	 1,600
理工學院	
理工學院新實驗大樓 
曾秋雯	 2,000
趙曉英	 2,000
吳文勉	 4,000
竺麗江	 4,000
袁正泰	 4,000
理工學院新實驗大樓 -物理系
張敏娟	 																																							6,000
理工學院新實驗大樓 -普通化學實驗室
輔大人	 850,000
理工學院新實驗大樓 -生科系 
蘇育正	 1,000
王琄嬋	 2,000
周秀慧	 2,000
侯藹玲	 2,000
理工學院新實驗大樓 -電機系 
輔大人	 600
侯尊仁	 2,000
輔大人	 2,000
輔大人	 2,000
華魯根教授紀念獎學金 
陳龍勝	 400
魏佐芸	 400
吳忠信	 1,000
竺麗江	 2,000
許文廷	 2,000
賴嘉羆先生紀念獎學金 
賴保秀	 12,000
顏一清教授紀念青少年輔導團獎學金
輔大人	 250,000
數學系創新創業平台之規劃及運作
輔大人	 15,000
何清人	 30,000
郝思漢神父還願助學金 
林永鑫	 1,000
物理系系友	 24,260
化學系發展基金 
輔大人	 5,000
化學系獎助學金 
陳志強	 10,000
鄭雅升	 10,000
李偉平修女獎學金 
楊文啟	 5,000
生科系獎學金 
許明滿	 2,000
徐魁煒	 161,880
劉寶瑋教授獎學金 
沈康芬	 500,000
電機系發展基金 
林佳慧	 400
莊岳儒	 1,000
電機系獎助基金 
輔大人	 200
輔大人	 1,000
陳昭純	 2,000
輔大人	 2,000
陳柏宏	 3,200
資工系發展基金 
張信宏	 7,350
郭文彥	 15,900
黃貞瑛	 15,900
林宏彥	 23,850
林振緯	 36,000
醫資學程發展基金 
黃貞瑛	 16,000
外語學院 
德芳外語大樓 
輔大人	 2,000
德芳外語大樓 -法文系 
楊淑媜	 1,000
外語學院發展基金 

黃楊棋 /黃廖玉郎	 250,000
王苾姿	 500,000
理圖劇場改善計畫 
非特霖智體育工作室	 1,000
英文系陽光專案 
高維泓	 1,000
白瑞梅	 2,000
Fr.Stier 獎學金 
鮑端磊	 2,000
德語系發展基金 
林淑玲	 10,000
劉惠安	 12,000
德語系戲劇公演 
劉惠安	 5,000
法文系發展基金 
劉宏書	 1,000
安秀貞修女獎助學金 
陳泰暉	 150,000
日文系發展基金 
輔大人	 100
黃瓊慧	 1,250
原土洋教授獎助學金 
輔大人	 400
跨文化研究所發展基金 
輔大人	 7,200
張祐禎	 7,650
翻譯學碩士班發展基金 
陳宏淑	 2,000
賴芳英	 2,000
民生學院	
餐旅系發展基金 
余慶華	 1,000
朱賓剛	 1,600
宜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6,520
豐隆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7,880
開泰豐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0,320
輔仁大學餐旅所所友會	 15,500
食科系發展基金 
蔡育群	 2,000
蔡宗佑	 2,500
張志嘉	 3,000
輔大人	 4,000
輔大人	 10,000
營養系發展基金 
輔大人	 10,000
輔幼中心 40週年優化 
劉百純	 100,000
織品學院	
織品學院發展基金 
事事設計有限公司	 7,920
織品系發展基金 
茗禪國貿有限公司	 3,000
支秉鈞	 5,000
旭輝針織有限公司	 10,000
香港商島精機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20,000
創姿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財團法人高林文化創意基金會	 50,000
織品系急難救助金 
高樹勳	 100,000
羅麥瑞修女獎學金 
高樹勳	 2,000
羅麥瑞	 2,000
2019 倫敦永續時裝發表 
財團法人高林文化創意基金會　　			
																																																					150,000
中華服飾文化中心典藏研究出版基金
劉純宇	 1,000
陳貴糖	 14,000
法律學院	
法律學院發展基金 
張芫睿	 400
蔣美龍	 400
輔大人	 400
輔大人	 1,000
黃詩婷	 6,000
鍾芳樺	 6,000
泰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郭土木	 180,100
法律系發展基金 
陳平翰	 1,000
財法系發展基金 
朱瑞陽	 2,000
陳惠雯	 2,000
陳彥希	 3,000
財經法律論壇 
輔大人	 4,800
學士後法律系發展基金 
熊維強	 1,000
吳志光	 6,000
民商法學研究中心基金 
陳榮隆	 30,000
社科學院	
社科學院發展基金 
輔大人	 1,000
社會系發展基金 
生活的藝術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經濟系發展基金 
蔡雪芳	 6,000
經濟系學生急難救助金 

陳秀淋	 1,000
經濟系專職約聘助教計畫 
巫裕卿	 1,000
林志彥	 1,000
陳冠任	 1,000
輔大人	 1,000
孔令豪	 2,000
尤律鈞	 2,000
吳俊彥	 2,000
李琦圓	 2,000
曹維光	 2,000
彭正浩	 2,000
黃俊傑	 2,000
劉孟如	 2,000
魯慧中	 2,000
商業智慧與企業戰情室	 4,000
呂志敏	 5,000
游淨雅	 5,000
周欽源	 7,000
林玉田	 12,000
曹錫雄	 100,000
謝銘璟	 600,000
傅佩芳	 800,000
周弘道、蕭志潔神父獎學金 
傅佩芳	 200,000
2019 外匯模擬投資競賽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
宗教系發展基金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70
輔大人	 1,700
宗教系清寒獎學金 
輔大人	 400
非營利組織管理碩士學位學程發展基金
輔大人	 250
李淑玫	 500
徐鈞庭	 500
鍾慧茹	 500
陳玉霖	 600
輔大人	 600
輔大人	 1,000
天主教研修學士學位學程基金 
蔡淑麗	 5,000
管理學院	
管理學院發展基金 
廖展震	 400
丁祺倫	 1,000
李勝輝	 1,000
劉志光	 4,000
李阿乙	 5,000
輔大人	 6,000
尤姵文	 12,000
企管系發展基金 
輔大人	 1,000
林德明	 10,000
企管系清寒獎學金 
輔大人	 2,000
王阿蘭中級會計學獎學金 
王阿蘭	 8,522
會計系發展基金 
輔大人	 4,000
統資系發展基金 
李勝輝	 2,000
金融碩士所務發展基金及管理學院興建
大樓
李建霖	 1,000
資管系清寒獎助學金 
游佳萍	 4,000
商學研究所發展基金 
劉志光	 7,500
尤姵文	 12,000
李天行	 20,000
進修部	
進修部獎助學金 
李明芬	 1,000
竺麗江	 10,000
聖神會學生急難救助金 
何戀玉	 4,000
中文系發展基金 
吳虹儀	 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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