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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績效表現訊息 新聞露出摘錄 

露出日期 新聞標題 媒體名稱 

109.07.30 文大承辦今年大專校院教職員高爾夫賽 徐興慶校長親頒六組冠軍 中央社 

109.07.29 太極門台中市政府陳情 請盧秀燕伸張正義救苦救難 中時新聞網

109.07.27 里長嬸 社區的溫柔力量 人間福報 

109.07.27 各界力挺史上最強「反造假大遊行」！ 台灣好報 

109.07.27 前法官林燦都：太極門假案應該結束！ 台灣好報 

109.07.26 環島反毒 真大款待亞洲餐旅學校師生 台灣新生報

109.07.23 沒欠稅硬要吞下假稅單？吳景欽為太極門發聲 台灣好報 

109.07.22 宜蘭家扶「有愛無礙 夢想啟航」募集獎助學金 公民新聞 

109.07.21 「台越新二代」勤學中文求生存！家扶中心籲民眾捐款助學 民視新聞網

109.07.21 司法院民調：77％認為「判決常和人民想的不一樣」 自由時報 

109.07.21 吳景欽》國民法官夠國民嗎？ 中時新聞網

109.07.20 
扯!法官一審再審人民陷入「訴訟輪迴」 民間團體舉太極門案呼籲
落實迴避制度 風傳媒 

109.07.19 夏日鹽風音樂會 聽見大北門的優美旋律 台灣好新聞

109.07.19 慘！太極門被害 24 年 學者批法官不迴避如鬼打牆 台灣好報 

109.07.19 真理大學創新教學 培育跨領域敘事力 台灣新生報

109.07.15 執行署遭批為獎金違法拍賣 太極門怒告討公道 台灣好報 

109.07.13 推廣終身學習 北門社大將軍圖書館開班 台灣好新聞

109.07.12 北門社區大學 109 年春季成果展 暨鹽語鄉土攝影詩頒獎典禮 台灣好新聞

109.07.12 陳映彤任真大校園獅子會會長 台灣新生報

109.07.10 解析百年家族創富關鍵 《戰勝黑天鵝》破除富不過三代魔咒 工商時報 

109.07.05 北市龍舟錦標賽 真大創佳績 台灣新生報

109.06.28 真大經濟系 國際雙語經濟人才搖籃 台灣新生報

109.06.28 老師幽默鼓勵陳漢典 苦熬早日取代黃子佼 GTV 八大電視
台 

109.06.28 陳漢典愣見舊愛 手伸隔壁班很會 蘋果即時 

109.06.28 陳漢典揪大學同學會 驚見曖昧對象狂跳針 自由時報 

109.06.28 陳漢典剛出道時常被整 大學老師坦言：其實是心疼他 今日新聞 

109.06.27 陳漢典返校遇曖昧對象！被告白「知道他會紅」…秒害羞語塞 三立新聞網

109.06.27 陳漢典重逢「大學情人」臉紅結巴吐：知道妳現在過得很好 YAHOO 新聞

109.06.27 返校遇曖昧對象 陳漢典只能「哇哇哇」 中國時報 

109.06.27 陳漢典返校遇大學曖昧對象...當場臉紅害羞說不出話來 ETTODAY 新
聞雲 

109.06.27 《一個都不能少》陳漢典分享大學單純的快樂 青年日報 

109.06.27 陳漢典返校遇曖昧對象 老師鼓勵「取代黃子佼」 中時電子報

109.06.27 老師野心超大 竟要陳漢典準備取代黃子佼 聯合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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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6.27 陳漢典重逢大學曖昧對象羞爆 老師力拱「取代黃子佼」 自由時報 

109.06.27 剖析淡水房市 淡海交易量最夯 住展房屋網

109.06.26 《龍舟》現場打雷閃電颳風 真理大學勇奪臺北端午龍舟錦標賽亞軍 WOWSight 

109.06.22 淡水 5 生活圈「樂居購屋」大解密 MYGONEWS

109.06.21 真大師生圓罕病生創作夢 台灣新生報

109.06.20 新北境外生 首波 200 人將返台 中時媒體 

109.06.07 真大健身指導員證照講習 踴躍 台灣新生報

109.06.05 加拿大企業在台投資綠能 攜手在地產業鏈拚出口 天下雜誌 

109.06.05 台灣哪一所大學最美？網狂推這間必朝聖 中時電子報

109.05.31 真大音樂系夏夜的藍色狂想 6/15 登場 HINET 生活誌

109.05.29 國際體育人才培育計畫 攜手 10 所大專校院熱鬧開講 桃園電子報

109.05.27 走進真理大學，怎麼拍都美 公民新聞網

109.05.26 真理大學的前身理學堂大書院 公民新聞網

109.05.25 榮登全台最想去教堂第五名 真理大學大禮拜堂 公民新聞網

109.05.24 真理打造節能減碳校園 台灣新生報

109.05.21 
大學個申錄取率創新高、缺額創新低 甄選會曝：疫情管制學生無
法出國留學

ETTODAY 新
聞雲

109.05.17 鍾肇政臉書更新：上帝溫柔地帶鍾老到天國去了 聯合新聞網

109.05.16 「台灣文學之母」、《魯冰花》作者鍾肇政今晚辭世 享耆壽 96 歲 中央廣播電台

109.05.14 新竹高商科技繁星放異彩 11 顆星不乏技能班和進修部腦麻學生 自由時報 

109.05.10 學以致用 真大學生助民眾報稅 台灣新生報

109.05.09 南部廣體別墅熱潮起 優質空間氛圍引換屋 自由時報 

109.05.08 國民黨支持度雪崩剩 9.2% 李來希點出原因：拒戰畏戰！ 三立新聞網

109.05.08 為愛勇敢／陪罕病兒辛苦上大學 母：願他有限生命裡沒遺憾 三立新聞網

109.05.07 520 內閣改組誰該被換掉？這 3 位首長民調墊底 中廣新聞網

109.05.07 內閣改組想換掉誰？民調結果他拿第一 今日新聞 

109.05.07 防疫有成！ 蔡英文滿意度 74.5％創新高 民視新聞 

109.05.07 綠營最新民調！國民黨支持度雪崩 這個黨將取而代之 中時電子報

109.05.07 部會首長知名度滿意度民調 陳時中、林佳龍狠甩 13 人 今日新聞 

109.05.07 國民黨支持度出現死亡交叉 學者：應與江啟臣有關！ 今日新聞 

109.05.07 綠營智庫民調蔡總統滿意度創新高 僅一成民眾不滿意 自由時報 

109.05.07 蔡總統滿意度逾 7 成 創歷史新高! 華視影音 

109.05.07 一般男分排 真理打出團隊價值 八分氣走北商 SSU 大專學生
運動網 

109.05.06 
看學校為防疫頭痛！理工男 IN 了 火速組裝 25 台紅外線體溫感測
器 蘋果即時 

109.05.05 無罪殺警犯與監獄的距離 中時電子報

109.05.04 一般男分排 展現贏球渴望 真理奪排名賽首勝 SSU 大專學生
運動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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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5.03 翻轉教育 真大戮力實踐 USR 台灣新生報

109.04.28 環保議題，外籍人眼中台灣處理垃圾的特別制度 公民新聞 

109.04.28 一場太陽花 司法搞不定 中時電子報

109.04.26 真理大校友黃建堯 為防疫立大功 台灣新生報

109.04.23 
法界︰有人指喬案不宜 有人認為是制度討論法界︰有人指喬案不
宜 有人認為是制度討論 自由時報 

109.04.23 監察法第 17 條宜修法 法界︰監察權不應干預司法 自由時報 

109.04.19 真大學生研發體溫感測器 回饋淡中母校 台灣新生報

109.04.16 真理大學師生 研發完成紅外線體溫感測器 自由時報 

109.04.15 真大學生自製體感器 贈淡江中學協同防疫 紅樹林有線電
視 

109.04.15 真理大學自製體溫感測器贈淡中 齊心防疫 青年日報 

109.04.12 教部 USR 計畫 真理大學人資系成果亮眼 台灣新生報

109.04.10 雙溪國小設立教育部數位機會中心 推廣免費資訊課程 公民新聞 

109.04.10 【專文】強制對居家隔離者配戴電子手環有無法律正當性？ 民報 

109.04.08 馭風芝蘭三堡 ELLE_BMW 
Z4 

109.04.08 
【專文】美國台美人筆會 2019 年 4 月台灣文學美術音樂交流訪問
團訪後感（3） 民報 

109.04.08 罕病大學生 四年不缺課 夢想寫作 賺哥哥醫藥費 自由時報 

109.04.07 帶著枕頭、呼吸器也要念書 罕病大學生從不缺課 自由時報 

109.04.07 真大資工成功研發紅外線體溫感測器 台灣新生報

109.04.05 吳景欽》陳明文沒事 洗錢防制有事 中時電子報

109.04.04 台美首次「外交副部級」正式會議 美國務院：台灣是防疫領導者 民視新聞 

109.03.30 【罷韓箭在弦上 3-3】韓如何自救？還有誰有方法能救？ 匯流新聞網

109.03.30 文化大學也跟進！不只台大政大 全台「封校」報你知 三立新聞網

109.03.29 台南柚花藝術節 真大展出詩書藝術 台灣新生報

109.03.29 
淡水懶人包︳12 大必訪景點、老街美食、交通、淡海輕軌暢玩全攻
略 香港 01 

109.03.26 自由廣場》何宇宸案證實法官汰除制度失敗 自由時報 

109.03.25 【有影】民調顯示罷韓案成功機率高 若補選藍營恐無人能一戰 匯流新聞網

109.03.25 東奧延期、還是自動車元年嗎 美洲台灣日報

109.03.25 
◎對酒駕判刑結果憤憤不平嗎？讓你來審判酒駕案你會怎麼判？提
升法律素養、公正審判是一定要的啦！ 中央廣播電台

109.03.25 高雄民調：近 6 成同意罷韓 估投出 106 萬同意票 遠超過門檻 Newtalk 新聞

109.03.25 民調：韓國瑜若遭罷免 陳其邁可望補選上 Newtalk 新聞

109.03.22 真理大學紀念馬偕博士 詩歌揭序幕 台灣新生報

109.03.22 真理大學實踐 USR 協助砂崙子部落創生 台灣新生報

109.03.20 觀點投書：法律能勝過道德嗎？ 風傳媒 

109.03.19 【台股獵人 2】操作期貨遭 3 次斷頭 他悟出投資必懂 2 件事 鏡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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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18 吳景欽／禁出國缺授權 總統不宣布緊急命令嗎？ ETtoday 

109.03.16 真大實踐 USR，協助砂崙子部落發展地方創生 台灣新生報

109.03.13 淡水搞浪漫> 在故居擺一空前茶席，緬懷馬偕上岸 148 年 三立新聞網

109.03.11 吳景欽》促轉會最該轉型 中時電子報

109.03.11 紀念馬偕上岸 148 週年 淡水各領域達人辦「一期一會」體驗圓夢 自由時報 

109.03.10 自由廣場》游院長家人受威脅 不應遭扭曲 自由時報 

109.03.10 大專輕艇賽暨龍舟亞錦賽選拔 真理大學奪國家隊代表權 聯合新聞網

109.03.08 揩油仍給退休金 公懲法 5 年時效惹議 自由時報 

109.03.08 澳籍音樂家在台接觸 419 人 去過不少店家、餐廳 聯合新聞網

109.03.07 【專欄】從全國性臨檢的政策轉變看酒測之問題 民報 

109.03.07 與澳音樂家同台演出 距離較遠真理大學 2 師自主健康管理 聯合新聞網

109.03.04 卓榮泰：盡最大努力協助轉型正義 須持續制定、修正法律 自由時報 

109.03.04 轉型正義 卓榮泰：持續還原真相追討不當黨產 台灣英文新聞

109.03.02 武漢肺炎》清明掃墓成疫情挑戰 學者：政府可進行分流規畫 自由時報 

109.03.02 吳景欽／新冠肺炎遭強制隔離為何不用法官說了算？ ETtoday 新聞
雲 

109.03.02 病毒量戶外比室內低？ 台大感染科醫：重點在「這件事」 TVBS 

109.02.29 【專欄】基於國家安全就可列為長久機密？ 民報 

109.02.28 為風土經濟把脈 洪震宇真理大學開講 台灣新生報

109.02.28 自由廣場》什麼機密要保護 50 年？ 自由時報 

109.02.26 大甲媽祖遶境為何不敢喊卡 原因曝光網嚇：誰敢停 中時電子報

109.02.25 影響 50 億商機你辦不辦？看懂鎮瀾宮續辦媽祖遶境兩難 商周 

109.02.21 「世界母語日」由來 源自孟加拉母語保護運動 客家電視 

109.02.21 【專欄】 該將違反居家隔離的行為入罪化嗎 民報 

109.02.16 中梵外長德國會面 王毅竟讚中國防疫武漢肺炎有力 民視新聞 

109.02.13 真理大學退休校長林文昌熱愛繪畫 分享色彩防疫妙招 自由時報 

109.02.12 【專欄】誰可以上包機？ 民報 

109.02.12 淡水輕旅行 「旅學堂」邀民眾到馬偕故居享受春光和茶席 自由時報 

109.02.12 前真理大學校長林文昌與夫人開畫展：情人節多看紅色保持幸福 中時電子報

109.02.06 武漢肺炎》活動怎麼辦？ 宗教團體推網路靈修 自由時報 

109.02.06 吳景欽／從羈押替代到防疫的電子監控 ETtoday 新聞
雲 

109.02.04 台清交 3/2 開學 全台大專院校開學異動看這裡 自由時報 

109.02.04 台清交成延至 3/2 開學！ 全台大專院校「開學異動懶人包」 ETtoday 新聞
雲 

109.02.04 因應武漢肺炎 北聯大系統 4 校延至 3/2 開學 中央通訊社

109.02.04 中山大學傑出一手！神操作吃掉 2 連假 網看傻：我全都要！ ETtoday 新聞
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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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04 【武漢肺炎】吳景欽／「電子監控」沒觸法的人可行嗎？ ETtoday 新聞
雲 

109.02.03 
快訊／達共識！部分大專院校延至 3/2 開學 教育部：行事曆仍需
排滿 18 週 

ETtoday 新聞
雲 

109.02.03 
不斷更新／義守大學 3/2 開學集中管理陸生 14 天！各縣市「寒輔暫
停」一次看

ETtoday 新聞
網 

109.02.02 
因應新型冠狀病毒 (武漢肺炎) 疫情各級學校開學日調整資訊彙整 
(國小、國中、高中、大學) iLog 

109.02.01 【連署】差別對待陸生陸配作防疫 但病毒無國籍身份差異 公民行動影音
紀錄資料庫

109.01.31 【新聞稿】差別對待陸生陸配作防疫，但病毒無國籍身份差異 苦勞網 

109.01.31 疫情監控下的人權矛盾 聯合新聞網

109.01.31 【專文】必須強化居家監禁的法制基礎 民報 

109.01.27 【專欄】從太空人隊的暗號門到大法官釋字第 654 解釋（下） 民報 

109.01.26 【專欄】從太空人隊的暗號門到大法官釋字第 654 解釋（上） 民報 

109.01.25 吳景欽／借鏡日本《宇宙活動法》 爭一席未來太空權 ETtoday 新聞
雲 

109.01.19 真理大學觀數知識系 實務與理論併用 台灣新生報

109.01.19 自由廣場》法律見解不可侵犯？ 自由時報 

109.01.18 林聰明沙鍋魚頭第三代接班 發表新書《家的味道 》 蘋果即時 

109.01.17 反滲透法可藉類型化而明確嗎 聯合新聞網

109.01.17 客委會宣布 全台首次《客家年貨周》啟動 台灣新生報

109.01.14 【專文】塔塔悠社的啟示 民報 

109.01.14 嘉郵『迎新春、送春聯』 深受民眾好評 勁報 

109.01.14 監委約詢馬案法官／許宗力批傷害司法 學者質疑迴避監督 自由時報 

109.01.13 自由廣場》先降低 5%的不分區分配門檻 自由時報 

109.01.13 《攀一座山》 作家兒子側寫鍾肇政 自由時報 

109.01.12 真理大學英美語文系與齊柏林基金會合作 台灣新生報

109.01.12 鍾肇政傳記《攀 一座山》 看文學家一生也看台灣文學發展脈絡 自由時報 

109.01.11 高雄立委／3 連霸達成！民進黨趙天麟自行宣布當選 三立新聞網

109.01.11 學者：蔡支持者分裂投票 民進黨須正視 中央廣播電台

109.01.01 淡海輕軌迎新年「乘客」突演奏 全車唱「流浪到淡水」 聯合新聞網

109.01.01 淡海輕軌跨年列車 快閃表演 青年日報 

109.01.01 淡海輕軌車廂管弦樂表演 合唱慶跨年 民視新聞網

109.01.01 淡海輕軌 2020 跨年列車 快閃表演 自立晚報 

109.01.01 難忘的跨年列車…淡海輕軌乘客大合唱「流浪到淡水」 自由時報 

109.01.01 淡海輕軌變演藝廳音樂系師生快閃演奏 台視新聞 

108.12.29 米堤孝行暨特殊才藝獎學金 真理大校友李麗裕頒發 台灣新生報

108.12.28 自由廣場》倉促立法未必實用 自由時報 

108.12.27 莫名所以的反滲透法 (吳景欽) 美洲台灣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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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2.27 
新北高工全民國防暨拒菸毒反霸凌教育月系列活動 ~熱血青春戰滬
尾及野外、城戰空間限制作戰~ 公民新聞 

108.12.25 青年國際交流巡迴十八校 三千名青年學子受感動 公民新聞 

108.12.23 華為公主詐欺案 台灣無類似法令 自由時報 

108.12.23 反毒校園路跑 5 校參與 23 日真理大學熱鬧開跑 聯合新聞網

108.12.22 北市金華街金錦町月光音樂會 浪漫 台灣新生報

108.12.20 真理大學成立校友總會 福壽實業洪堯昆任理事長 工商時報 

108.12.18 用漆彈認識淡水 公民新聞 

108.12.18 好看的大專盃籃球賽在真理 公民新聞 

108.12.13 淡水美景吸眼球遺失行李 警迅速尋回讓韓籍父女超驚喜 民眾網 

108.12.12 漆彈比賽結合古蹟實境解謎 新北全民國防創新玩 台灣新生報

108.12.10 大專棒聯》真理大學不畏風雨 退政大笑納二連勝 FOX SPORTS

108.12.07 推廣柔樂球運動 呂銀益率新北學員前進魚池鄉 聯合新聞網

108.12.07 真理大學觀光數位遊程競賽 出爐 台灣新生報

108.12.06 曾文社區大學成果展 8 日總爺藝文中心登場 中時電子報

108.12.03 擅用權力 不要把工具當利器 匯流新聞網

108.12.03 愛護環境你我做起 公民新聞 

108.12.03 真理大學與仁道協會合作淨灘活動 公民新聞網

108.12.02 
【預備迎接耶穌】點燃待降節蠟燭 給沒信心的人「重拾盼望」、給
好表現的人「不單顧自己」 基督教論壇報

108.12.02 真理大學愛台淨鄉仁道關懷—攜手淨灘 公民新聞 

108.12.01 自己的環境自己救 公民新聞 

108.12.01 真大輔導淡水宗教創新數位化 台灣新生報

108.11.22 正義沒有期限，司法何必自我設限 CNEWS 匯流
新聞網 

108.11.22 學者的陷阱 評委的共業 2000 元出席車馬費的寒蟬效應 中時電子報

108.11.24 真理大學與日本島根雲南市簽友好備忘錄 台灣新生報

108.11.23 
「全台 6 絕美大學」哪間最美？ 鄉民激辯...大推觀光客最愛：有
度假感 

ETtoday 新聞
雲 

108.11.22 網推「全台６間最美大學」！校園依山傍海還是電影拍攝場景！ 自由時報 

108.11.14 台灣 9 所夥伴大學合開《善益農場》 工商時報 

108.11.17 真理大學發表推廣柔樂球 秀成果 台灣新生報

108.11.16 與社區友善聯結 真理大學舉辦全民柔樂球成果表演 聯合新聞網

108.10.24 發想農創競賽 崑山科大《梨松再聚》3D 列印奪冠 中時電子報

108.10.24 台南農創新未來競賽 崑科大《梨松再聚》3D 列印奪獎 ETtoday 新聞
雲 

108.11.09 淡水老街小廟埕市集 逛文創體驗手作 自由時報 

108.11.10 真理大學全面實踐社會責任 台灣新生報

108.11.07 陳同佳案心結未解 學者：赴港大盜案被害人來台也難辦 優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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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07 串接東西方高教思想 佛教辦學展望世界新藍圖 今日新聞 

108.11.02 少子化 真理大學：激發台灣教育多元發展 台灣新生報

108.11.06 人物專訪—真理大學運資傳系主任 王瑞麟 公民新聞 

108.10.26 真理大學校慶 貴賓雲集 台灣新生報

108.10.19 淡水真理大學舉辦的「愛，不孤單公益茶會」 民眾日報 

108.10.22 
證據─刑事帝王條款 檢察官起訴後能擴大偵查？海外取證未詰問
可作證據？ 東森新聞雲

108.10.23 真理大學新生盃熱血開打 大一新生十分興奮 公民新聞 

108.10.23 真理大學新生盃籃球賽 公民新聞 

108.10.22 兩岸大學生電競賽 靜宜奪冠 聯合新聞網

108.10.17 後訓中心拜會真理大學 拓展人才招募多元管道 青年日報 

108.10.16 真理大学是适合拍照的最佳景点与近期的活动！ 公民新聞 

108.10.14 真理大學老壁鐘修復 整點播音樂成景點 紅樹林有線電
視 

108.10.14 真理大學老壁鐘修復 整點播音樂成景點 聯合新聞網

108.10.13 民眾黨新發言人長得正 柯文哲：不是故意挑的 聯合新聞網

108.10.11 國際能幫香港甚麼忙？ 自由時報 

108.10.07 隱身鄉下的台灣文學作家陳廷宣 一手鍋鏟一手詩 自由時報 

108.10.08 百萬綠行動 永豐金控北中南淨灘大會師 東森財經新聞

108.10.03 中華民國拿統促黨沒辦法？ 自由時報 

108.10.02 台灣名人賽三十三年，三商杯總獎金增為九十萬美元 羅開 GOLF 頻
道 

108.10.01 落實轉型正義與法稅改革 學者籲解決 1219 冤錯假案 台灣新生報

108.0927 總統定調超帶 私菸如何辦 中時電子報

108.09.24 
不想操短線賭運氣！他投資美股 ETF 一年只做兩件事 5 年獲利 300
萬元 聯合新聞網

108.09.24 「他們做到了」 愛與善的循環你們看得見 蘋果新聞網

108.09.23 
德國立法祭上億罰款規範社群平台見效，Facebook 仇恨言論減少 
40% 沃草(網媒) 

108.09.26 是否邪教 4 要訣判斷 自由時報 

108.09.26 綠鬣蜥繁殖速度驚人 生態大浩劫 華視影音 

108.09.19 董思齊：東北亞政經變局 日韓世仇煙硝再起？ 聯合新聞網

108.09.19 吐瓦魯換總理邦交恐生變？蔡總統：狀態正常 民視新聞 

108.09.17 2019 台灣名人賽暨第卅三 屆三商杯高爾夫邀請賽 自由時報 

108.09.18 淡水好詩意 各國詩人齊聚朗讀 自由時報 

108.09.15 法官接受招待，懲戒豈能了事 中時電子報

108.09.14 自由廣場》法官評鑑 同溫層審理 自由時報 

108.09.12 新北八大私房景點 市府與業者赴大馬招旅 大紀元 

108.09.05 
出席全國康復之友運動會 副總統盼政府民間合作 讓精神病友回
歸社會 中華民國總統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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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9.05 全國鳳凰盃運動會開幕 副總統為病友加油 聯合新聞網 

108.09.05 第 28 屆全國鳳凰盃運動會 副總統陳建仁出席開幕式 聯合新聞網 

108.09.05 鳳凰盃真理大學開幕 副總統為病友加油(影音) 紅樹林有線電視

108.09.04 運動 助精神病友變自信 聯合新聞網 

108.09.03 盼去汙名化 精障患者後天運動會 聯合新聞網 

108.09.03 1/3 思覺失調症可完全康復 及早就醫效果好 蘋果日報 

108.09.03 鳳凰盃運動會 9/5 逾千病友尬技 YAHOO 奇摩新
聞 

108.09.03 改變對精障者的認識 康復之友運動會 5 日舉行 大紀元 

108.09.03 「燈被外星人關了！」出現幻覺、幻聽 恐這病上身 三立新聞網 

108.09.03 別把精神疾病患者關在家中 運動是最佳復健方式 聯合新聞網 

108.09.03 鳳翔八里 希望洋溢~全國精神康復之友第 28 屆鳳凰盃運動會 衛生福利部 

108.09.03 精障者的全運會 「鳳凰盃」5 日在真理大學舉行 衛生福利部 

108.09.03 精障者的全運會 「鳳凰盃」5 日在真理大學舉行 自由時報 

108.09.03 讓康復之友更有自信 精障者運動會助破污名 中央通訊社 

108.09.03 去汙名化 鳳凰盃打籃球、桌球精障者展復健成果 聯合新聞網 

108.09.02 全國鳳凰盃授旗典禮 八里療養院選手團結一心 展現康復活力 Hinet 生活誌 

108.08.19 真理大學推動台灣文學及文史保存不遺餘力 聯合新聞網 

108.08.13 世界健身氣功賽 真理大學師生都獲獎 聯合新聞網 

108.08.06 OAF 亞洲年會 真大積極參與不落人後 工商時報 

108.07.31 赴馬來西亞移訓 真大國術代表隊體驗文化差異 聯合新聞網 

108.07.29 行政執行法律教育 20 名大學生參與法拍查封實習 聯合新聞網 

108.07.27 張聰聯 接任高市真理大學校友會理事長 經濟日報 

108.07.26 
我們要的到底是「以牙還牙，以眼還眼」還是有「邏輯思維」的社
會 蘋果日報 

108.07.25 元智跨校號召 USR 夥伴 深耕地方永續實踐 經濟日報 

108.07.23 落實南向政策 真理大學球場挑戰菲律賓女大生 聯合新聞網 

108.07.21 
全國鳳凰盃運動會賽前領隊會議 精彩賽事將有 33 隊 1200 名選手
同場競技 Hinet 生活誌 

108.07.21 
全國鳳凰盃運動會賽前領隊會議 精彩賽事將有 33 隊 1200 名選手
同場競技 大媒體 

108.07.21 八里療養院~第 28 屆全國鳳凰盃運動會 中華社區報刊聯
合新聞網 

108.07.21 第 28 屆全國鳳凰盃二籌 宣傳影片搶先看 指傳媒 

108.07.21 大學博覽會 各校重金搶精英 青年日報 

108.07.20 大學博覽會台北登場 海內外 32 校參展 中央社 

108.07.20 2019 大學博覽今台大開幕 王丰：強國皆重視教育 中時電子報 

108.07.20 自行車／亞洲餐旅師生環島反毒 真大款待鼓勵 聯合新聞網 

108.07.19 徒步環島掛「歡迎搭訕」 大學畢業生：怕走路無聊 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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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7.19 畢業生環台「歡迎搭訕」 路人喊加油 聯合新聞網 

108.07.17 有助手眼腳協調性 呂銀益推廣柔樂球 聯合新聞網 

108.07.16 文總再推轉型動畫影片 釐清責任才能和解 YAHOO 奇摩新
聞 

108.07.11 「今夏必訪音樂祭」在這! 美食美景等你來 青年日報 

108.07.08 新北河海音樂季 炫眼樂遊 YAHOO 奇麼新
聞 

108.07.07 新北漁人舞台月底邀民眾享受搖滾 感受一日遊程 聯合新聞網 

108.06.25 肌萎滾球國手張孜維 將赴韓拚金 自由時報 

108.06.24 肌萎地板滾球國手為國爭光 侯友宜願為他伴舞 自由時報 

108.06.23 嘉義公園抓沙蜥 林管處調查移除護生態 聯合新聞網 

108.06.23 嘉義林管處辦理沙氏變色蜥移除活動 YAHOO 奇摩新聞

108.06.21 申請警紀證免奔波 新北警為淡江、真理畢業生就近服務  聯合新聞網 

108.06.19  正妹「不發一語」為你導覽！觀光競賽真理奪冠 自由時報 

108.06.19 真理大學觀光數位知識學系「海角天邊，愛在身邊」影片 自由時報 

108.06.19 正妹女大生從小愛動物 許「浪浪們」都有一個家 中時電子報 

108.06.14 大學生志工偏鄉教文創 用芒草變乾燥花束 聯合新聞網 

108.06.13 
阿根納造船廠、正濱漁港彩虹屋全入列 網美踩點基隆北海岸路線
曝光 ETtoday 新聞雲

108.06.11 三光五月桃做公益 與弱勢學童分享甜美滋味 PeoPo 公民新聞

108.06.10 相約球場 校友送走末代畢業生 聯合新聞網 

108.06.10 學生學系齊畢業 真理大學麻豆校區另類球敘感傷 聯合新聞網 

108.06.02 霸氣總裁造就鴻海集團 郭董精神能否造就台灣 YAHOO 新聞 

108.06.01 自由廣場》酒駕重刑①可能違憲②拒測無罪 自由時報 

108.05.31 北海岸農友持續推動樂土友善工作 PeoPo 公民新聞

108.05.31 新南向運動接軌 真理大學與大馬國體育教師互惠學習 聯合新聞網 

108.05.28 九面國旗齊飄揚◎柯仁愛 更生日報 

108.05.27 黃丙喜》善益農場發光發熱 對岸來取經 中時電子報 

108.05.27 活出愛：黃娟傳 新書發表座談會 PeoPo 公民新聞

108.05.24 高績效教練／郭台銘的管理方程式 經濟日報 

108.05.23 大專系際盃／因為棒球連結相聚 真理運管自在面對 ETtoday 運動雲

108.05.22 系際盃》沒球場的真理運管首參賽 8 強 目標打進冠軍戰 YAHOO 奇摩新
聞 

108.05.18 真理大學與淡水 LINE 在一起 學生作品多元有趣 中天快點 TV 

108.05.18 真理大學與淡水 LINE 在一起 學生作品多元有趣 中時電子報 

108.05.17 大學生組隊服務 淡水報稅不再困難 聯合新聞網 

108.05.16 自由廣場》靠「監」督不夠，需要檢察審查會 自由時報 

108.05.11 DOC 攜手夥伴大學 行銷偏鄉部落 PeaPo 公民新聞

108.05.09 兩岸對接再出擊 真大吉林華南師範簽署 MOU 聯合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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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5.09 真理大學爵士樂團 八里療養院義演 YAHOO 奇摩新
聞 

108.05.08 「我們與善的距離」音樂會 撫慰八里療養院友 客家電視 

108.05.08 真理大學我們與善的距離音樂會 八里療養院病有母親節備感溫馨 新桃全球新聞報

108.05.07 陪審制公投 司法院、法務部憂一般民眾難以理解 中央廣播電臺

108.05.07 真理與八里 音樂無距離 中天快點 TV 

108.05.07 真理大學音樂會義演 八里療養院病友歡慶母親節 HiNet 生活誌 

108.05.07 真理大學音樂會義演 八里療養院病友歡慶母親節 大媒體 

108.05.07 衛福部八里療養院母親節感恩音樂會 PeaPo 公民新聞

108.05.07 母親節～衛福部八里療養院感恩音樂會 中華社區報刊聯
合新聞網 

108.05.07 「我們與善的距離」音樂會 八里療養院病友母親節備感溫馨 蕃薯藤 yamNews/
滔新聞 

108.05.07 八里療養院病友參加真理大學母親節感恩音樂會 指傳媒 

108.05.07 「我們與善的距離」音樂會 八里療養院病友母親節備感溫馨 華人健康網 

108.05.07 真理與八里 音樂無距離 中時電子報 

108.05.07 
「我們與善的距離」音樂會 撫慰八里療養院友【客家新聞
20190507】 客家電視台 

108.05.06 真理大學善的距離音樂會母親節備感溫馨 PeoPo 公民新聞

108.05.06 足球／真理聖多明哥盃 踢球還能練英文 聯合新聞 

108.05.06 真理大學善的距離音樂會母親節備感溫馨 PeoPo 公民新聞

108.05.05 五月桃農場體驗 體驗友善耕作 PeoPo 公民新聞

108.05.04 孩童 3D 列印實作 真大資工用心服務 中時電子報 

108.05.03 日本三重大學對接真大 首波商學院生交換 中時電子報 

108.04.26 強化運動新觀念 真理大學推體育志工培訓研習 聯合新聞網 

108.04.25 快閃台北淡水 輕鬆賞日落訪古蹟 香港文匯報 

108.04.24 真理有愛，原資原味 中時電子報 

108.04.19 真理大學與企業產學合作 出借台南校區棒球場 聯合新聞網 

108.04.19 發揚運動！南真理大學成棒球訓練基地 中時電子報 

108.04.18 來宜蘭呷辦桌－餐桌上的環境行動特展 YAHOO 奇摩新聞

108.04.17 台灣 台北 慢活遊淡水(下) am730 

108.04.15 
《忘記親一下》幾米多媒體音樂劇場 攜手淡水雲門進行一場療癒心
靈的展演！ 欣傳媒 

108.04.14 《忘記親一下》在回憶的傷痛裡重生 青年日報 

108.04.12 中國統戰進逼 法學界：國安法已難應付 自由時報 

108.04.11 及人中學升學輔導機制完善 模擬面試研訂教戰守策 HiNet 生活誌 

108.03.27 淡海輕軌公共藝術 幾米創作靈感分享 YAHOO 奇麼新聞

108.03.25 新北市攝影暖男最強志工青年節獲獎 蕃薯藤 yam news

108.03.08 用音樂拉近距離 菲國教育部長參訪真理大學獻唱 中時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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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1.29 走出去與世界接軌 真理大學與泰國 2 名校將簽 MOU 中時電子報 

108.01.26 陸軍飛彈光電基地春節聯歡熱情有勁 Yahoo 奇摩新聞

108.01.13 南部天氣晴嗅出野球新商機 中時健康 365 

108.01.10 客語散文金典獎得主謝錦繡來訪真理大學台灣文學系 公民新聞 

108.01.06 阮義忠故事館展出淡水畫影風情 中時電子報 

107.12.27 佐渡守／用台灣的文學態度走向國際——專訪台文館館長蘇碩斌 udn 聯合新聞網

107.12.18 新北基督教特展回顧北台灣發展歷程 台灣好新聞 

107.12.13 來場輕旅行！淡水漁人碼頭、真理大學一日遊！ udn 聯合新聞網

107.11.26 新北市旅遊景點淡水小白宮牛津學堂 WalkerLand 窩客
島 

107.11.26 真理大學在地關懷前進小廟埕市集 公民新聞 

107.11.18 蔡承恩學長於真理大學台灣文學系演講社區報寫作 公民新聞 

107.11.18 人物側寫－心胸開闊打造外資圈新典型 中時電子報 

107.11.17 史料結合 VR 及 AR 馬偕日常重現眼前 自由時報電子報

107.11.15 王鏡玲教授於真理大學牛津學堂新書發表會全程台語並請翻譯 公民新聞 

107.11.08 紀文豪攜手百年淡水球場再創下一個光輝百年 ETtoday 

107.10.23 新北電商軍團 2 個月搶 500 萬元訂單 中時電子報 

107.10.20 
【新北淡水】三天兩夜親子漫遊小旅行－百年舊時光，深度體驗淡
水懷舊行！十三行博物館／雲門劇場／滬尾礮臺／海關碼頭／淡水
老街／紅毛城／漁人碼頭／台北旅人

WalkerLand 窩客
島 

107.10.19 健康有術－國庫署長蕭家旗健康擺第一規律過生活 中時電子報 

107.10.18 同團雙姝重磅回歸選秀舞台 自由娛樂 

107.10.14 網友眼尖！揪《聲林》選手是「世大運主題曲」原唱 ETtoday 

107.10.08 「馬偕愛旅行」領航遊淡水環境藝術節吸引萬人參觀 
基督教論壇報 

Chinese Christian 
Tribune 

107.09.30 高爾夫》三商杯高爾夫邀請賽落幕希瓦封王、林文堂並列亞軍 麗台運動報 

107.09.27 樂在健康真理大學積極推廣地區民眾運動健身柔樂球教學 yamNews 蕃新聞

107.09.26 
高爾夫》三商杯高爾夫邀請賽 27 日開打 24 國 123 位好手爭奪 2550
萬總獎金 Yahoo 奇摩運動

107.09.17 台灣福爾摩沙合唱團加拿大馬偕故鄉演出[影] 中央社即時新聞

107.09.03 真理大學體育新南向出訪越南大有斬獲 Nownews 旅食樂

107.09.03 潘信華編織動人藝術用一束花把美好的記憶變成永恆 ETtoday 

107.09.01 超徵稅收還給人民！推「法稅改革救台灣」 聖火環島啟動 自由時報電子報

107.08.28 真理大學以實地走訪 發掘滬尾文化之美 中央通訊社 

107.08.28 真理大學武藝精湛 國際武術大賽成績斐然 中央通訊社 

107.08.23 真理大學推動南向學習 走進越南咖啡產地 中央通訊社 

107.08.14 培養跨領域知能 真理大學開設淡水編程 APP 製作課程 中央通訊社 

107.08.11 小資女闖歌壇  時薪 120 餓肚打工求生存  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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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8.10 《超偶 8》唱將苦盡甘來！馮玟璇星夢再起 中時電子報 

107.08.07 真理大學學生與淡水學童用程式自造暑期遊樂園 中央通訊社 

107.08.02 跟著電影去旅行兩岸觀眾瘋踩點 中時電子報 

107.07.28 真理大學跨學系合作 互動式電子書宣傳在地文化 中央通訊社 

107.07.26 大學與公益組織攜手關懷在地社區學童 中央通訊社 

107.07.09 鍛鍊 150 位鐵軍出征 電商市場創造跨境商機 經濟日報 

107.07.09 新北集結大專院校與阿里巴巴 B2B 資源 培育電商人才 NOWnews 

107.07.09 新北集結 6 大學 攜手阿里巴巴培育「電商軍官」 蘋果日報 

107.07.09 新北 6 院校攜手阿里巴巴 B2B，培訓人才協助在地企業導入電商 科技新報 

107.07.09 石門在地食農教育特色體驗課程 中央通訊社 

107.06.29 真理大學長期投入社區服務 創造偏鄉幸福 中央通訊社 

107.05.31 郵輪女孩帶您環遊世界 人生夢想無限大 HiNet 生活誌 

107.05.30 科技、藝術撞古蹟 3D「馬偕」活靈活現 中央通訊社 

107.05.08 大學向原住民部落學習與自然循環共生 中央通訊社 

107.05.08 數位學習 學以致用 中央通訊社 

107.05.07 「徵的就是你 理出好薪情」 2018 真理大學校園徵才博覽會 中央通訊社 

107.05.04 真理大學音樂應用學系 2018 年度音樂會感恩的季節 中央通訊社 

107.04.20 探詢古老技藝和文化脈絡 體驗藍染實作 中央通訊社 

107.04.09 石門文化創意市集導入食農教育的概念 中央通訊社 

107.04.09 真理大學 USR 計畫結合社區推動小農市集 中央通訊社 

107.02.27 真理師生十週年回訪 陪伴瑤族孩童快樂學習 中央通訊社 

107.01.30 
金融人不變身就淘汰！真理大學財務與精算學系幫您變身成為五種
金融業最缺的人才 Knowing 新聞 

107.01.12 真理大學推動課程與在地實務結合 學生作品令評審團隊驚艷 中央通訊社 

107.01.02 真理大學資訊志工 偏鄉服務 10 年有成 中央通訊社 

106.12.29 《不能說的秘密》風靡 10 年 韓妞必去真理大學 EBC 東森新聞

106.12.29 真理大學全數通過大學校院校務評鑑 辦學獲肯定 中央通訊社 

106.12.28 閃耀十年 紮根平溪地區數位知識資訊志工服務 中央通訊社 

106.12.25 真理大學整合商圈推動在地社會責任實踐 中央通訊社 

106.12.14 真理大學應用日語學系學生擔任淡水小導遊 獲日本高中生好評 中央通訊社 

106.12.08 2017 真理大學聖誕點燈 慶祝聖誕節系列活動正式開始 中央通訊社 

106.12.07 真理大學觀光學系在全國競賽獲得佳績 中央通訊社 

106.12.06 2018 真理大學海外交換學生人數大躍進 中央通訊社 

106.12.01 
「咖啡。聽 Life Begins After Coffee」 竟然能邊喝咖啡邊聽 LIVE 免
費音樂會？！ 中央通訊社 

106.11.27 克服病痛 罕病兒考上台大 自由時報 

106.11.26 罹罕病求學路艱難 感謝助學天使來幫忙 聯合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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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1.26 罕病致全身肌肉萎縮 21 歲男大生熱愛台灣文學 蘋果日報 

106.11.24 偵查「大」公開，誰要負責？ 真理大學法稅論壇從個案談正義 中央網路報 

106.11.14 2017 真音重現 ⅤI「敬美好年代」 中央通訊社 

106.11.09 公益採筍團出團！ 割筍助三芝筍農、新住民 中時電子報 

106.11.06 屏東牡丹四林村保育麝香貓現蹤 恆春半島首次錄下影像 自由時報 

106.11.05 真理大學資訊志工 北海岸國際風箏節-農特產市集義賣 HiNet 生活誌 

106.10.11 少子化衝擊 大學搶攻銀髮族藍海 聯合新聞網 

106.10.04 華碩真理合作 推動新北市北海岸學童運算思維 中央通訊社 

106.10.01 史明：推動台獨理念 立場要堅定 自由時報 

106.09.05 學校體育志工 10 年有成 教育部表揚 5 所大學 民視新聞 

106.08.29 真理大學推動藝術介入農村 在三芝水梯田協助策展 中央通訊社 

106.08.22 想留青春回憶 林瑜茹樂當世大運志工 中央通訊社 

106.08.21 少子化衝擊 真理大學台南校區要當另類「包租公」 聯合新聞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