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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語學院　　　   105學年度大事紀要（2016 /8/1－2017/7/31）
日期 迄日 單位 事件內容
2016/8/1 日文系 聘任橫路啟子教授為系主任
2016/8/1 義文系 新聘專案教師李雅玲講師
2016/8/1 法文系 專任教師林一凡助理教授離職
2016/8/1 外語學院 專任教師林德玲講師退休
2016/8/1 日文系 專任教師橫路啟子升等教授
2016/8/1 西文系 專任教師耿哲磊升等教授
2016/8/1 外語學院 於德芳工地舉辦德芳外語大樓上樑
2016/8/4 外語學院 北京外國語大學北京之春回訪團16名師生蒞臨參訪
2016/9/1 外語學院 於外語學院LA115會議室舉辦105學年度第1學期外語學院

第1次主管會議
2016/9/12 外語學院 於LA202教室舉辦外語學院碩一新生座談會
2016/9/14 外語學院 於外語學院LA115會議室舉辦外語學院105學年度第1學期

課程委員會議
2016/9/21 外語學院 於小巴黎停車場舉辦德芳外語大樓主體工程完成祈福禮
2016/9/22 外語學院 於耕莘樓A220會議室舉辦105學年度第1次產業實習委員會
2016/9/23 外語學院 於外語學院LA115會議室舉辦105學年度第1學期外語學院

第2次主管會議
2016/9/26 外語學院 於外語學院LA115會議室舉辦德芳外語大樓內部設計討論
2016/9/30 外語學院 重慶大學外語學院14名老師蒞臨參訪
2016/10/3 外語學院 邀請CLUBalogue義大利美食教育中心黃筱雯執行長演講

「產學對話-外語觀點」系列講座（一）「外派我？!台灣

人適合海外工作的條件」
2016/10/4 外語學院、

外語宗輔

於LA208教室舉辦外語學院院系學會幹部期初研習

2016/10/5 2016/11/2 外語學院 邀請吳蕙名老師演講「國際精品市場行銷」系列講座（

一）-國際精品行銷策略概論、國際精品整合行銷
2016/10/9 2016/10/14 外語學院 波蘭亞捷隆大學訪問團4名教師蒞臨參訪

2016/10/13 外語學院 於SF131教室舉辦外語學院TA、RA培訓
2016/10/17 外語學院 邀請雄獅旅遊集團公務機關服務部朱賓剛產學總監演講

「產學對話-外語觀點」系列講座（二）「看旅遊產業前景

，遨遊世界不是夢-以雄獅旅行社為例-」
2016/10/17 2016/10/18 外語學院 於文藻外語大學舉辦第十三屆海峽兩岸外語教學研討會
2016/10/20 外語學院 於外語學院LA115會議室舉辦105學年度第1學期外語學院

第3次主管會議記錄
2016/10/24 外語學院 邀請雲朗觀光集團人力資源處朱建平總監演講「產學對話-

外語觀點」系列講座（三）「觀光飯店產業的展望及品牌

國際化--以雲朗觀光集團為例」
2016/10/26 外語學院 於耕莘樓A220會議室舉辦外語學院105學年度第1學期院務

會議
2016/10/26 外語學院 於外語學院LA115會議室舉辦德芳外語大樓內部裝修工程

第2次會議紀錄
2016/10/28 外語學院 於外語學院LA115會議室舉辦105學年度第1學期外語學院

第4次主管會議紀錄
2016/10/31 外語學院 邀請亞太資本梁玉珊董事演講「產學對話-外語觀點」系列

講座（四）「外語-創造人生無限財富」
2016/11/2 外語學院 於外語學院SF131教室舉辦105學年度第一學期全院導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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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迄日 單位 事件內容
2016/11/7 外語學院 邀請前梵諦岡王豫元大使演講「產學對話-外語觀點」系列

講座（五）「梵諦岡面面觀」
2016/11/9 2016/12/14 外語學院 邀請台灣寶格麗呂蕙伶公關經理演講「國際精品市場行

銷」系列講座（二）-The BVLGARI way-精品如何說故

事、貴賓行銷術、精品人的DNA-如何踏進精品的殿堂、

精品市場與傳媒行銷的戰略
2016/11/14 外語學院 邀請麥奇數位股份有限公司Demo Team資深經理吳思翰先

生演講「產學對話-外語觀點」系列講座（六）「線上語言

教學的全球展望—以TutorABC為例」
2016/11/14 外語學院 邀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華語文教學碩士班宋如

瑜助理教授演講「對外華語教學」系列講座（一）「華語

文教材教法與教學設計」
2016/11/16 外語學院 於外語學院LA115會議室舉辦105學年度第一學期德芳外語

大樓內部裝修工程第3次會議
2016/11/16 外語學院 於外語學院LA204教室舉辦105學年度第2次教評會
2016/11/16 2016/11/30 外語學院 邀請德語系羅燦慶副教授演講「國際精品市場行銷」系列

講座（三）-BMW、BENZE
2016/11/21 外語學院 邀請瑞秋空姐教室負責人陳莞茜小姐演講「產學對話-外語

觀點」系列講座（七）「外語人才航空業展望」
2016/11/22 外語學院 於外語學院SF131教室舉辦105學年度第一學期外語學院全

院專任教職員會議
2016/11/25 外語學院 於外語學院LA115會議室舉辦105學年度第一學期外語學院

第5次主管會議
2016/11/26 外語學院 邀請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劉必榮教授演講「【與世界為鄰 Be

More Barrio】國際議題之分析與探討」
2016/11/28 外語學院 外語學院賴振南院長演講「產學對話-外語觀點」系列講座

（八）「國際醫療翻譯口譯」
2016/11/29 外語學院 邀請曾任中國文化大學華語文碩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連育

仁老師演講「對外華語教學」系列講座（二）「多媒體課

程設計與華語教學」
2016/12/1 外語學院 於外語學院LA115會議室舉辦105學年度第4次德芳外語大

樓內部裝修工程會議
2016/12/1 2016/12/3 外語學院 於外語大樓周邊舉辦外語學院校慶聖誕市集
2016/12/7 外語宗輔、

外代會

於淨心堂2樓聖堂舉辦外語學院六系聯合報佳音

2016/12/7 外語學院副

院長、全人

教育課程中

外國語文英文教學工作坊-任務導向的英語教室

2016/12/13 外語學院 邀請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華語文教學碩士班

專任助理教授、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華語文中心主任張金蘭

老師演講「對外華語教學」系列講座（三）「華語文教學

測驗與評量方法」
2016/12/13 外語學院副

院長、教卓

邀請專家教師模擬面試「大三英文-職場英語」--西文系

2016/12/15 外語學院副

院長、教卓

邀請專家教師模擬面試「大三英文-職場英語」--日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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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迄日 單位 事件內容
2016/12/16 外語學院副

院長、教卓

邀請專家教師模擬面試「大三英文-職場英語」--義文系

2016/12/22 外語學院副

院長、教卓

邀請專家教師模擬面試「大三英文-職場英語」--法文系

2016/12/23 外語學院副

院長、教卓

邀請專家教師模擬面試「大三英文-職場英語」--德文系

2016/12/28 2016/12/28 外語學院 邀請傑眾公共關係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曾詩嵐副總經理演講

「國際精品市場行銷」系列講座（四）-奢華品牌行銷的秘

密與挑戰、策劃一場成功的品牌行銷活動
2016/12/28 外語學院、

外語宗輔

於淨心堂1樓大廳舉辦外民學院聖誕共融餐會

2016/12/30 外語學院 於外語學院LA115會議室舉辦105學年度第1學期外語學院

第六次主管會議
2016/12/30 外語學院 邀請臺北市立大學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兼東

協僑務研究中心主任張于忻老師演講「對外華語教學」系

列講座（四）「華語文教材編寫與課程安排」
2017/1/11 外語學院 於外語學院LA204教室舉辦105學年度第3次教評會
2017/1/11 外語學院 於外語學院LB506教室舉辦105學年度第1學期對外華語教

學學程
2017/2/1 英文系 專任教師張麗群助理教授離職
2017/2/1 德語系 專任教師張善禮教授退休
2017/2/1 法文系 專任教師楊光貞副教授退休
2017/2/1 法文系 專任教師李瑞媛講師退休
2017/2/1 日文系 專任教師楊錦昌升等教授
2017/2/8 外語學院 於外語學院LA115會議室舉辦105學年度第2學期外語學院

第1次主管會議
2017/2/14 外語學院 於外語學院LA115會議室舉辦105學年度第2學期外語學院

第2次主管會議
2017/2/23 外語學院 於外語學院LA204教室舉辦輔仁大學外語學院105學年度第

2次產業實習委員會議
2017/2/24 外語學院 於外語學院LA115會議室舉辦105學年度第2學期外語學院

第3次主管會議
2017/2/24 外語學院 於外語學院LA115會議室舉辦輔仁大學外語學院105學年度

第2學期課程委員會議
2017/3/1 外語學院 邀請輔大華語文中心王蒞文/林虹穎老師演講「漢語拼音的

實務教學（一）」
2017/3/7 外語學院 邀請輔大華語文中心馮元玫老師演講「初級華語語法分析

與應用（一）」
2017/3/8 外語學院 邀請輔大華語文中心王蒞文/林虹穎老師演講「漢語拼音的

實務教學（二）」
2017/3/8 外語學院 邀請台中科技大學應用中文系助理教授張群老師演講「善

用數位科技建構你滿滿的華語教學大平台：以「華語旅遊

教材和雜誌」為例」
2017/3/9 外語學院 邀請輔大華語文中心馮元玫老師演講「初級華語語法分析

與應用（二）」
2017/3/13 外語學院 邀請AWPLUS行銷公關工作室吳蕙名老師演講「產學對

話-外語觀點」系列講座（一）「夢想起飛--職業生涯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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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迄日 單位 事件內容
2017/3/14 外語學院 邀請輔大華語文中心馮元玫老師演講「初級華語語法分析

與應用（三）」
2017/3/15 外語學院 邀請瑞秋空姐教室負責人陳莞茜小姐演講「產學對話-外語

觀點」系列講座（二）「空服員地勤速成教學」
2017/3/15 外代會 第五屆國際民俗舞蹈大賽
2017/3/16 外語學院 於SF131教室舉辦外語學院TA、RA培訓
2017/3/20 外語學院 邀請麥奇數位股份有限公司產品示範部/資深經理 吳思翰

先生演講「產學對話-外語觀點」系列講座（三）「線上語

言教學的全球展望—以TutorABC為例」
2017/3/22 外語學院 於外語學院LA104會議室舉辦105學年度外語學院六系（含

進英、進日）戲劇課程教師會議
2017/3/22 外語學院 第三屆外語人才就業暨實習博覽會

2017/3/22 外代會 外韻獎
2017/3/23 外語學院 於外語學院LA204教室舉辦外語學院105學年度第4次教評
2017/3/23 外語學院 邀請輔大華語文中心李定武老師演講「初級華語的教學 -

以崇德學校為例」
2017/3/24 外語學院 於外語學院LA115會議室舉辦105學年度第2學期外語學院

第4次主管會議
2017/3/27 外語學院 邀請雄獅旅遊集團公務機關服務部產學總監朱賓剛先生演

講「產學對話-外語觀點」系列講座（四）「看旅遊產業前

景，遨遊世界不是夢」
2017/3/29 外語學院 於外語學院SF131教室舉辦105學年度第2學期全院導師會
2017/3/29 外語學院 邀請耕莘醫院感染科劉彥宏醫師演講「愛滋病」
2017/3/29 外代會 外語小學堂
2017/4/1 2017/4/8 外語學院 2017北京之春北京外國語大學外語教學研習營
2017/4/6 外語學院 於野聲樓YP302會議室舉辦德芳外語大樓內部裝修工程第5

次會議
2017/4/10 外語學院 邀請一零四獵才招聘暨人才經營事業群晉麗明資深副總經

理演講「產學對話-外語觀點」系列講座（五）「台灣職場

發展現況與趨勢－兼論中國大陸與東協職場」
2017/4/12 外語學院 於野聲樓YP324會議室舉辦105學年度第2學期外語學院第5

次主管會議
2017/4/12 外語學院 於野聲樓YP324會議室舉辦105學年度下學期第1次院務會
2017/4/13 外語學院 於外語學院LA104會議室舉辦法文系主任遴選委員會
2017/4/17 外語學院 邀請美商沃科股份有限公司方寶儀營運長演講「產學對話-

外語觀點」系列講座（六）「WOGOGO讓你的專業被世

界看見!!」
2017/4/20 外語學院 於外語學院LA104會議室舉辦德芳外語大樓內部裝修工程

第6次會議
2017/4/24 外語學院 邀請漢翔航空工業廖榮鑫董事長演講「產學對話-外語觀

點」系列講座（七）「職場經驗分享-我對航太產業的熱情

與夢想」
2017/4/25 外語學院 於外語學院SF131教室舉辦105學年度第2學期外語學院全

院專任教師會議
2017/4/25 外語學院 全院專任教職員會議
2017/4/27 外語學院 外交與國際事務學分學程招生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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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迄日 單位 事件內容
2017/4/28 外語學院 於外語學院LA115會議室舉辦105學年度第2學期外語學院

第6次主管會議
2017/5/1 外語學院 邀請義大利美食中心黃筱雯老師演講「產學對話-外語觀

點」系列講座（八）「外派我?! 台灣人適合海外工作的條
2017/5/2 2017/5/6 外語學院 2017崇德中學華語營
2017/5/4 外語學院 對外華語教學學分學程招生說明會
2017/5/8 外語學院 邀請亞太資本董事梁玉珊（日文系系友）演講「產學對話-

外語觀點」系列講座（九）「外語—創造人生無限財富」
2017/5/10 外語學院 【科技部研習營&GE】台北大學應用外語學系(人文學院

院長)劉慶剛教授主講：專業英文課程規劃與實務運作機制
2017/5/15 外語學院 邀請外語學院賴振南院長演講「產學對話-外語觀點」系列

講座（十）「國際醫療翻譯口譯」
2017/5/15 2017/5/19 外代會 外語週
2017/5/22 外語學院 邀請日商艾鳴網路遊戲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平田尚武

總經理演講「產學對話-外語觀點」系列講座（十一）「網

路遊戲產業的國際視野與全球發展」
2017/5/23 外語學院 外語學院學生幹部交接傳承研習
2017/5/24 外語學院 理外民復活節餐會
2017/6/3 外語學院 外語學院自強活動

2017/6/23 外語學院、

理圖劇場

理圖劇場熄燈晚會

2017/6/24 外語學院 第八屆外語學院研究生論文／專題發表會
2017/7/1 2017/7/3 外語學院 第12屆北區高中第二外語體驗營
2017/7/4 2017/7/6 外語學院 第七屆中區高中第二外語體驗營

2017/7/12 2017/7/14 外語學院 第12屆東區高中第二外語體驗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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