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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語學院　　　   106學年度大事紀要（2017/8/1－2018/7/31）
日期 迄日 單位 事件內容

2017/8/1 法文系 新聘專案教師鮑朱麗助理教授
2017/8/1 英文系 新聘專案教師貝潞助理教授
2017/8/1 英文系 英文系專任教師蕭笛雷副教授退休
2017/8/1 德語系 專任教師徐安妮副教授離職
2017/8/1 西文系 專任教師方浩偲助理教授離職
2017/8/1 日文系 專案教師蔡嘉琪助理教授離職
2017/8/1 跨研所 專案教師笹岡敦子講師約滿離職
2017/8/1 日文系 專任教師小針浩樹升等副教授
2017/8/7 外語學院 北京外國語大學北京之春回訪團30名師生蒞臨參訪
2017/8/7 外語學院 於野聲樓3樓第一會議室舉辦理圖劇場第一次工作會議

2017/8/14 外語學院 於推廣部會議室舉辦理圖劇場第二次工作會議
2017/9/6 外語學院副

院長室、全

人中心

106學年度外國語文教師工作坊

2017/9/21 外語學院 於LA204教室舉辦106學年度第1次產業實習委員會議
2017/9/22 外語學院 於外語學院LA115會議室舉辦106學年度第1學期外語學院

第2次主管會議
2017/9/22 外語學院 於外語學院LA115會議室舉辦外語學院106學年度第1學期

課程委員會議
2017/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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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空服員地勤速成教學」
2017/10/2 外語學院副

院長室、英

語菁英學程

106學年度英語菁英學程新生說明會

2017/10/6 外語學院 於LA204教室舉辦德芳外語大樓落成典禮籌備會議

2017/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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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夢想起飛--職業生涯規
2017/10/12 外語學院 邀請台灣大學華語文教學學程邱力璟助理教授演講「對外

華語教學」系列講座（一）「同中求異、異中求同：從普

通語法窺探教學語法的梗概」
2017/10/16 外語學院 邀請雲朗觀光集團業務處葉榮明總經理演講「產學對話-外

語觀點」系列講座（二）「觀光飯店產業的展望—以雲朗

觀光集團為例—」
2017/10/17 外語學院、

外語宗輔

於A220會議室舉辦外語學院院系學會幹部期初研習

2017/10/17 外語宗輔 外語學院院系學會幹部培育

2017/10/18 外語學院 邀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曾金金助理教授

演講「對外華語教學」系列講座（二）「跨文化溝通與華

2017/10/19 外語學院 外語學院TA培訓
2017/10/20 外語學院 於外語學院LA115會議室舉辦106學年度第1學期外語學院

第3次主管會議記錄

2017/10/23
外語學院 邀請日本朝日新聞社派遣講師村上太輝夫先生演講「產學

對話-外語觀點」系列講座（三）「大眾媒體的將來性與未

來出路」

2017/10/25 外語學院 邀請輔仁大學華語文中心馮元玫老師演講「對外華語教

學」系列講座（三）「華語難詞解析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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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迄日 單位 事件內容
2017/10/26 2017/10/27 外語學院 於上海外語大學舉辦第十四屆海峽兩岸外語教學研討會

2017/10/30
外語學院 邀請達拉然雲端有限公司周群英執行長演講「程式設計融

入外語教學」系列講座（一）「翻譯輔助軟體應用：

Termsoup簡介」

2017/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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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看旅遊產業前景

，遨遊世界不是夢—以雄獅旅行社為例—」
2017/11/1 外語學院 於野聲樓3樓第一會議室舉辦外語學院106學年度第1學期

院務會議
2017/11/3 外語學院 於外語學院LA115會議室舉辦106學年度第1學期外語學院

第4次主管會議紀錄

2017/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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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夢想起飛--職業生涯規
2017/11/8 外語學院 於外語學院SF131教室舉辦106學年度第一學期全院導師會

2017/11/8 外語學院

邀請輔大軟體與網路多媒體研究中心梅興主任、業師胡翔

喻演講「程式設計融入外語教學」系列講座（二）「程式

開發之期望：Optimal Approach」

2017/11/8 外語學院
邀請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華語文中心主任張金蘭主任演講

「對外華語教學」系列講座（四）「兒童華語語法教學活

2017/11/13 外語學院 邀請三井住友倫敦分行黃瑋苑副總裁演講「產學對話-外語

觀點」系列講座（六）「語言與夢想的力量」
2017/11/14 外語學院 於外語學院LA204教室舉辦106學年度第2次教評會

2017/11/15 外語學院

邀請中國文化大學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級專

業技術人員連育仁老師演講「對外華語教學」系列講座（

五）「數位載具在華語上的教學運用」

2017/11/20 外語學院

邀請達拉然雲端有限公司李偉俠營運長演講「程式設計融

入外語教學」系列講座（三）「翻譯知識管理與程式應用:
翻譯平台之程式設計思維與開發」

2017/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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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外派我？!台灣

人適合海外工作的條件」。
2017/11/21 外語學院 於外語學院SF131教室舉辦106學年度第一學期外語學院全

院專任教職員會議

2017/11/22

科技部、外

語學院

106學年第1學期科技部人文與社會研究中心-輔仁大學外語

學院「語言學門學術研習營」，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應用外

語系張美美教授主講：「網路科技與語言教學：實例分享

與後設分析」
2017/11/24 外語學院 於外語學院LA115會議室舉辦106學年度第一學期外語學院

第5次主管會議

2017/11/25 外語學院
邀請胡翔喻、李孟霈業師演講「程式設計融入外語教學」

系列講座（四）「Python Data Structure and Control」

2017/11/25 外語學院
邀請胡翔喻、李孟霈業師演講「程式設計融入外語教學」

系列講座（五）「Python 爬蟲 語料庫」

2017/11/27 外語學院
邀請外交部蔡明耀主任秘書「產學對話-外語觀點」系列講

座（八）演講「因應全球化，走向國際的挑戰」
2017/11/27 2017/12/1 外語宗輔 外語學院服務學習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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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迄日 單位 事件內容

2017/11/29
外語學院 邀請輔大軟體與網路多媒體研究中心梅興主任演講「程式

設計融入外語教學」系列講座（六）「電腦運算思維與程

式設計融入外語教學與研究之方案」

2017/11/30 外語學院
邀請國立政治大學華語文教學中心趙彥老師演講「對外華

語教學」系列講座（六）「實戰聲調教學」

2017/12/4 2017/12/9 外語學院 第二屆外語學院聖誕感恩市集

2017/12/4 外語學院 邀請輔大外語學院賴振南院長演講「產學對話-外語觀點」

系列講座（九）「國際醫療翻譯口譯」
2017/12/6 外語學院 德芳外語大樓落成啟用典禮

2017/12/6 外語宗輔 外語六系聯合報佳音

2017/12/9 外語學院 外語學院感恩募款餐會

2017/12/12 2017/12/26 外語宗輔 外語學院多國聖誕文化展

2017/12/12 2017/12/26 外語宗輔 外語學院六國電影展

2017/12/19 外語宗輔 外民聖誕共融餐會
2017/12/29 外語學院 於外語學院LA115會議室舉辦106學年度第1學期外語學院

第六次主管會議
2018/1/17 外語學院 於外語學院LA204教室舉辦106學年度第3次教評會

2018/2/1 外語學院 專任教師李素貞講師退休
2018/2/1 德語系 新聘專案教師萬壹遵助理教授
2018/2/1 西文系 新聘專案教師歐蓓絲助理教授
2018/2/1 跨研所 專任教師劉紀雯升等教授
2018/2/1 外語學院 於德芳外語大樓FG510會議室舉辦106學年度第2學期外語

學院第1次主管會議
2018/3/1 外語學院 於德芳外語大樓FG510會議室舉辦輔仁大學外語學院106學

年度第2次產業實習委員會議
2018/3/2 外語學院 於外語學院LA115會議室舉辦106學年度第2學期外語學院

第2次主管會議
2018/3/2 外語學院 於外語學院LA115會議室舉辦輔仁大學外語學院106學年度

第2學期課程委員會議
2018/3/12 外語學院 於外語學院LA115會議室舉辦輔仁外語學報編輯會議
2018/3/15 外語學院 於外語學院LA115會議室舉辦FU JEN STUDIES編輯會議

2018/3/19 外語學院

邀請傑森全球整合行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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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看旅遊產業前景，遨遊世界不是夢—以雄獅旅行社為

2018/3/19 外語學院
2018 ICSB世界中小企業暨創業家年會大學院校志工招募

說明會
2018/3/19 外語學院 於外語學院SF131教室舉辦106學年度第2學期全院導師會

2018/3/20 外語學院 外語學院TA培訓

2018/3/21 外語學院
全院導師會議邀請生活輔導組鄭佩玉組長演講「校園事件

處理流程與案例分享」
2018/3/21 外語學院 於外語學院SF131教室舉辦106學年度第2學期外語學院全

院專任教師會議
2018/3/26 外代會 外韻獎

2018/3/26 外語學院
邀請孫詰洋演講「產學對話-外語觀點」系列講座（二）

「如何畢業即就業！」
2018/3/28 外語學院 於外語學院LA204教室舉辦外語學院106學年度第4次教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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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迄日 單位 事件內容
2018/3/31 外語學院 外語學院（國內）自強活動-大倉久和大飯店歐風館共融及

中山商區/台北當代藝術館漫遊
2018/4/1 2018/4/9 外語學院 北京之春
201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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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空服員+地勤人員100%錄
2018/4/11 外代會 外語小學堂
2018/4/11 外語學院 於德芳外語大樓FG208會議室舉辦106學年度下學期第1次

院務會議
2018/4/12 外語學院 對外華語教學學分學程招生說明會

2018/4/13 外語、理工

學院
昆山六豐機械工業有限公司暑期產業實習說明會

2018/4/16 外語學院
邀請賴振南院長演講「產學對話-外語觀點」系列講座（

四）「國際醫療翻譯口譯」
2018/4/17 外語學院 外交與國際事務學分學程招生說明會

2018/4/18 外語學院 第四屆外語人才就業暨實習博覽會

2018/4/23 外語學院

邀請長天國際企業有限公司集團總裁暨香港電商協會會長

李基銓先生演講「產學對話-外語觀點」系列講座（五）

「跨境電商的產業發展和未來國際趨勢--以長天國際企業
2018/4/27 外語學院 於外語學院LA115會議室舉辦106學年度第2學期外語學院

第3次主管會議

2018/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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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tor ABC為例」
2018/5/1 外語學院 於外語學院LA115會議室舉辦英文系主任遴選委員會
2018/5/1 外語學院 於外語學院LA115會議室舉辦德語系主任遴選委員會

201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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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外派我？!台灣

人適合海外工作的條件」
2018/5/8 外語學院 全院專任教職員會議

2018/5/14 外語學院

邀請雲朗觀光集團業務處葉榮明總經理演講「產學對話-外
語觀點」系列講座（八）「觀光飯店產業的展望—以雲朗

觀光集團為例—」
2018/5/21 2018/5/25 外代會 外語週

2018/5/21 外語學院
邀請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蔡順達副秘書長演講「產

學對話-外語觀點」系列講座（九）「新外貿、新商機、新
2018/5/23 外代會 第五屆國際民俗舞蹈大賽
2018/5/23 外語學院 於德芳外語大樓FG510會議室舉辦外語學院106學年度第5

次教評會
2018/5/23 外語學院 第六屆【國際民俗舞蹈大賽】
2018/5/25 外語學院 於野聲樓YP324會議室舉辦106學年度第2學期外語學院第4

次主管會議
2018/5/28 外語學院 邀請台灣寶格麗公關經理呂蕙伶小姐演講「產學對話-外語

觀點」系列講座（十）「國際精品業或奢華產業」
2018/5/29 外語學院 外語學院學生幹部交接傳承研習

2018/5/31 外語學院
邀請華語文中心馮元玫老師演講「對外華語教學」系列講

座「初級華語教材教案實作---以實用視聽華語(二)為例」

2018/6/5 外語學院 崇德中學華語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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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迄日 單位 事件內容
2018/6/9 外語學院、

理圖劇場

於理圖劇場舉辦跨文化講座(一)：三遊亭竜楽老師的中

文、台語落語：日本的語言藝術─落語介紹
2018/6/22 外語學院 於德芳外語大樓FG510會議室舉辦106學年度外語學院評鑑

會議
2018/6/22 外語學院 於德芳外語大樓FG510會議室舉辦106學年度第2學期外語

學院第5次主管會議
2018/6/22 外語學院 於德芳外語大樓FG510會議室舉辦106學年度第2學期院導

師工作會議
2018/6/26 外語學院 於外語學院LA102會議室舉辦輔仁外語學報編輯會議
2018/6/27 外語學院 於外語學院LA204教室舉辦外語學院106學年度第6次教評
2018/6/30 外語學院、

理圖劇場

於理圖劇場舉辦跨文化講座(二)：用外語歌唱吧！日語版

「大象」：認識成長於台灣的日本童謠詩人─窗 道雄以及

用日語歌唱「大象」

2018/7/20 2018/7/24 外語學院 外語學院海外自強活動--日本九州長崎和平之旅
2018/9/19 外語學院 於外語學院LA204教室舉辦106學年度第1次教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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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欄寬設定：[日期]欄寬10、[迄日]欄寬10、[單位]欄寬12、[事件內容]欄寬54。
3.內文格式：12號字，中文－新細明體、外文－Times New Roman，日期及數字半形，標點符號全形。

承辦人： 分機：

單位主管： 日期：

※經主管核章後，紙本交付校史室，檔案E-mail 至 fuho @ mail.fju.edu.tw，並電話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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