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星野先生大事年表
2008/10/11

日期

事件
民國前三年 (清宣統元年) 農曆9月13日寅時，誕生
19080913 於浙江省平陽縣萬全區湖嶺鄉陳嶴村（今屬平陽縣
宋橋鎮湖嶺村）
19220000 畢業於浙江省平洋縣立高等小學

資料來源

備註

中央社六十年，頁 269；新聞界三老兵，頁
357
馬星野先生紀念集，頁359

19220000 考取浙江省立第十中學（中學時代辦壁報名曰「春 馬星野先生紀念集，頁328、360
雨報」，高中辦雜誌名曰「秋籟」）
19230000 就讀浙江省立第十中學

溫州師範學院學報 ，1997(1):

19260000 考取廈門大學

中央日報，1991/03/12

19260000 到上海考入廈門大學
19260000 夏，考取私立廈門大學

中央社六十年p.269
新聞界三老兵，頁361

19270000 春進入國民黨中央黨務學校

溫州師範學院學報 1997年第一期,馬允倫

19270800 轉學中央政治學校(現政治大學)
19270800 轉學中央政治大學(即現在政治大學)

中央日報，1991/03/12
馬星野先生紀念集，頁454

19300000 考取公費密蘇里新聞學院

溫州師範學院學報 1997年第一期,馬允倫

19310000 政大首次錄取5人留學，分配到密蘇里大學
中央日報，1991/03/12
19310000 與陶希聖、薩孟武等編「政治與民意」，為編輯期 馬星野先生紀念集，頁494
刊之始
19310700 前往密蘇里大學新聞學院深造
19310708 乘昌興公司「加拿大皇后號」前往美國密蘇里大學
就讀新聞系
19330000 密蘇里大學新聞系畢業

中央社六十年p.269
新聞界三老兵，頁364；(新聞與時代，頁
152)
新聞界三老兵，頁369

19340000 自密蘇里學成歸國在南京授新聞學

中央日報，1991/03/28

19340000 本年夏天畢業於密蘇里新聞學院

溫州師範學院學報， 1997年第一期，

19340000 在母校外交系教授「新聞學概論」
19340000 返國創辦政校新聞系

溫州師範學院學報 1997年第一期,馬允倫
新聞與時代，頁158

19340500 自美返國

新聞界三老兵，頁369

19340528 赴美專攻新聞學之馬星野學成歸國昨日抵京

中央日報，1934/05/29

馬允倫

19340700 返國 在政校外交系開新聞學
中央社六十年p.269
19340900 應聘政校，講授「新聞學概論」與「新聞事業經營 新聞界三老兵，頁 369；馬星野先生紀念集
及管理」
，頁494
19350000 創新聞系

中央社六十年，頁 269

19350000 創見新聞系擔任系主任
19350124 與辜祖文女士訂婚於南京

溫州師範學院學報 1997年第一期,馬允倫
馬星野先生紀念集，圖說，頁

19350900 於政校擔任新聞系主任

新聞界三老兵，頁370

19360721 與辜祖文女士結婚，於南京匯文女中大禮堂
19370800 長女少文出生

馬星野先生紀念集，圖片頁；新聞界三老
兵，頁365
新聞界三老兵，頁365

19380000 擔任黃埔「黨軍日報」主編

政大新聞系網站

19400924 長子上庚出生

新聞界三老兵，頁365

19410000 起草《中國新聞記者信條》

溫州師範學院學報 1997年第一期,馬允倫

19420000 兼中央宣傳部新聞事業處長

中央日報，1991/03/28

19420000 兼任國民黨中宣部新聞事業處處長
19430000 由政校出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新聞事業處處長

溫州師範學院學報 1997年第一期,馬允倫
馬星野先生紀念集，頁63

19431018 次子少野出生

新聞界三老兵，頁366

19440000 草擬中國新聞記者信條

中央日報，1991/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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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0000 擬定「中國新聞記者信條」

馬星野先生紀念集，頁455

19450000 擔任《中央日報》社長
19450000 初任中宣部南京特派員

溫州師範學院學報 1997年第一期,馬允倫
馬星野先生紀念集，頁494

19450910 兼任中政校新聞系主任

中央日報，1945/09/11

19450910 繼任中央日報社長
19450914 蔣委員長召見，發表為中央日報社長

中華民國新聞年鑑p.61
新聞界三老兵，頁389、479

19451100 主持中央日報
19451100 首任南京中央日報社長

中央日報，1991/03/12
馬星野先生紀念集，頁79；新聞界三老兵
，頁479

19451114 兼任中宣部南京特派員

中央日報，1945/11/15

19470000 奉派出席在日內瓦舉行的世界新聞自由會議

中央日報，1992/06/05

19470500 企業化實現 續聘中央日報社長

中華民國新聞年鑑，頁61

19480000 代表我國出席聯合國一九四八年新聞自由會議。
聯合報/12版/聯合副刊，1974/05/24
19480000 出席聯合國首次世界新聞自由會議，並於同年被新 馬星野先生紀念集，頁374、495
聞界選舉為首屆國大代表
19480724 馬克吐溫學會推選,馬星野為名譽會員
19490000 小女大安出生

中央日報，1948/07/24
新聞界三老兵，頁366

19500126 擬中國記者信條
代表中央通訊社與法國新聞社簽訂獨家收發新聞合
19510928 約，設宴於鐵路招待所，新聞界等50餘人及兩國共
同出席。
以委員身分出席國防部總政治部所召開之設計委員
19511005 會全體委員會議。會議中報告會務進行情形並通過
業務研究辦法。
新聞處長張彼德假西寧北路鐵路招待所舉行酒會，
19511102
招待文化新聞界。馬星野受邀出席。
出席中國國民黨台灣省第一屆全省代表大會閉幕典
19511109
禮。
台灣省商會聯合會及台北市商會在台灣大飯店聯合
19511118
舉行雞尾酒會，馬星野應邀作陪。
國父實業計劃研究分會假「裝甲之家」舉行第八屆
19511118
年會。馬星野於此會上被選為幹事。
來台訪問之日本經濟代表團，在台北市圓山台灣大
19511128
飯店，舉行雞尾酒會。馬星野應邀出席。
參加國立台灣大學故校長傅斯年逝世一周年於「傅
19511220
園」舉辦的骨灰安葬典禮。
19520000 離開中央日報

中央日報，1950/01/26

19520000 調中央設計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曼谷記者團赴台灣大學參觀，中午外交部長葉公超
19520102 與鄭彥棻，蕭自誠三人聯合歡宴，由馬星野等作
陪。
中央改造委員會第四組蕭主任自誠假台北賓館舉行
19520103
新年聯歡酒會，馬星野應邀與會。
政府發言人辦公室招待來華採訪和會新聞之日本記
19520223 者與中國報界各國駐台新聞機構負責人包含馬星野
等人晤面。
台北市報業公會假鐵路飯店歡迎甫自國外歸來之出
19520302 席六屆聯合國大會中國代表團顧問政府發言人沈昌
煥。值月常務理事馬星野任主席。
台北市編輯人協會，假台糖公司大禮堂舉行第三屆
19520309
會員大會。中央社社長馬星野出席。
日本來華締和代表團顧問場汀及井上清一，在蓬萊
19520326
閣宴請中國新聞及雜誌界人士，包含馬星野。
「記者之家」籌備會假中國廣播公司開會，會中推
19520424
定馬星野等任籌備委員。

馬星野先生紀念集，頁495

年月不明

聯合報/01版，1951/09/27
聯合報/02版，1951/10/06
聯合報/03版，1951/11/03
聯合報/01版，1951/11/10
聯合報/06版，1951/11/19
聯合報/02版，1951/11/19
聯合報/02版，1951/11/29
聯合報/03版，1951/12/21
新聞界三老兵，頁408

聯合報01版，1952/01/03
聯合報/02版，1952/01/03
聯合報/01版，1952/02/24

聯合報/01版，1952/02/03
聯合報/02版，1952/03/10
聯合報/01版，1952/03/27
聯合報/02版，1952/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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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師範附小、女師附中，國語實小三省立小學，
19520709 於女師禮堂舉行聯合畢業典禮，馬星野、謝冰瑩等 聯合報/02版，1952/07/09
出席觀禮。
中國大陸災胞救濟總會理事長谷正綱、祕書長方治
19520710 在台北賓館歡宴歐監氏，並邀中國教育文化界人士 聯合報/01版，1952/07/11
馬星野等作陪。
19520800 轉任國民黨中委會第四組主任
溫州師範學院學報 1997年第一期,馬允倫
19520800 中央委員會第四組主任
19520800 轉任中央委員會第四組主任
中央日報董事會召開臨時會議，准馬星野因奉調擔
19520809 任中央改造委員會設計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辭去社長
一職。
中央日報原任社長馬星野將印信及資產清冊親自移
19520811
交新任社長蕭自誠。
19520812 蔣總統召見中央日報前任社長馬星野。
台北市新聞記者公會與報業公會聯合舉行茶會，歡
19520814 迎沈昌煥、蕭自誠及歡送前任中央日報社長馬星
野。
總統府資政丁惟汾東京治病歸國，馬星野等在機場
19520820
迎接。
19520915 出席聯合版慶祝登刊一週年紀念酒會。
台北市編輯人協會舉行第四屆會員大會，馬星野當
19521004
選理事。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廿二日舉行總理紀念週，朱
19521222 家驊主席，由設計考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馬星野報
告。
國防部總政治部假政工幹校開辦「軍聞班」，中央
19530000
日報社長馬星野出席並講課。
我駐日本大使董顯光由東京返抵台，馬星野等人於
19530315
機場歡迎。
日本大使董顯光博士離台飛返東京任所，馬星野等
19530327
於機場歡送。
中央日報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屆第一次股東大會，馬
19530405
星野獲選常務董事。
19530523 參與台北市編輯人協會會員大會舉行第五次會。
前任中央日報副社長曹聖芬飛往美國考察，馬星野
19530717
等送行。
台北市編輯人協會第六屆理監事選舉，馬星野出席
19531100
並被選為候補理事。
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二次會議之第二次預備會議，馬
19540224
星野被推選為主席團候選人。
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二次會議各提案審查委員會召開
19540313 第二次會議，第三審查委員會由馬星野擔任主席，
進行開會。
19540326 應邀出席中國文藝協會舉行之茶會。
反共義士代表吳繼璘、王新耀、胡安康、劉化文、
19540326 邱源坤等五人由顧問黎世分率領搭機赴菲訪問。馬
星野前往送行。
我駐日大使董顯光由東京乘民航機返國，馬星野於
19540502
機場歡迎。
19540818 中委會第四組主任 馬星野繼任
19540818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四組主任由馬星野繼任。
馬星野教育部教育研究委員會下社會教育委員會由
19540822
馬星野受聘擔任委員。
中央電影公司在自由之家召開首次股東大會及董事
19540831
會議，討論該公司人事問題。馬星野出席。
19540904 馬星野參觀海外僑報展覽。

中央日報，1991/03/12
馬星野先生紀念集，頁456
聯合報/01版，1952/08/10
聯合報/01版，1952/08/11
聯合報/01版，1952/08/13
聯合報/01版，1952/08/15
聯合報/01版，1952/08/21
聯合報/01版，1952/09/16
聯合報/03版，1952/10/05
聯合報/01版，1952/12/23
聯合報/39版/鄉情，1998/10/20

年月不明

聯合報/01版，1953/03/16
聯合報/01版，1953/03/28
聯合報/03版，1953/04/06
聯合報/03版，1953/05/23
聯合報/01版，1953/07/18
聯合報/03版，1953/11/22

日期不明

聯合報/01版，1954/02/25
聯合報/01版/第一版，1954/03/13
聯合報/03版，1954/03/26
聯合報/01版，1954/03/27
聯合報/01版，1954/05/03
中央日報，1954/08/19
聯合報/01版，1954/08/19
聯合報/03版/藝文天地，1954/08/22
聯合報/03版，1954/09/01
聯合報/03版/藝文天地，1954/09/05

read.php

第3頁

19540904
19540911
19541004
19541006
19541011
19541021
19541031
19541109
19541120
19541127
19541128
19550125
19550128

19550215
19550224
19550228
19550304
19550310
19550403
19550405
19550416
19550501
19550518
19550523
19550531
19550607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四組主任馬星野到職，並
出席新舊任交接典禮。
國立政治大學校友會本年度第一次理議，馬星野獲
選常務理事。
出席東南亞華僑青年問題研討會。
出席中國文藝協會舉行茶會，歡迎香港文藝工作者
回國觀光團。
台北市報業公會歡送前中央委員會第四組主任沈昌
煥，副主任任覺五，暨歡迎新任主任馬星野。
中國僑政學會舉行第一屆會員大會，改選出馬星野
任理事。
參加國軍四十三年度文化康樂大競賽文化部門揭幕
典禮並致詞。
參加光復大陸設計委員會委員，中華日報總經理石
信嘉弔祭。
參加全國青年慶祝國父誕辰暨中國國民黨建黨六十
週年紀念宣傳隊之授旗典禮並致詞。
中國國民黨前中央執行委員，現任中央委員會第四
組總幹事常德普逝世，由馬星野等組成治喪委員會
，並召開第一次會議。
馬星野參加國民大會代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
，第二組副主任沈祖懋之公祭。
代表中國國民黨駐菲總支部返國參加前線慰問團中
四人從馬尼拉飛抵台北，馬星野前往歡迎。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四組主任馬星野及新聞局
局長吳南如招待董顯光大使、星系報董事胡一虎及
菲律賓大中華日報社長柯俊智。
行政院新聞局、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四組、台
省新聞處、警務處及台北市等五單位首長吳南如、
馬星野、吳錫澤、陳仙洲、高玉樹聯合招待新聞界
人士。
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四組舉行新聞界時事座談會，
由馬星野主持。
永華影業公司總經理李祖永拜會中央電影公司及中
央黨部各組負責人及正副祕書長包含馬星野。
出席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四組之記者招待會。
中華民國第十二屆美術節慶祝大會籌備委員會常務
委員會舉行第一次會議，國民黨中央委會第四組主
任馬星野等分別於各電台廣播。
中央日報社股份有限公司第六屆股東大會，中央黨
部第四組主任馬星野等蒞臨指導。
中華民國第十二屈音樂節慶祝大會，馬星野蒞臨致
詞。
台北市報業公會十六日下午三時在記者之家舉行第
六屆會員大會，國民黨中央黨部第四組主任馬星野
蒞臨指導。
中華民國心理作戰學會成立，通過馬星野擔任理監
事。
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四組主任馬星野赴日考察日本
的大眾報導事業歸國。
參與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舉行總理紀念週，並在
會中報告赴日心得。
台北市新聞界五團體記者公會，報業公會，編輯人
協會，外勤記者聯誼會及廣播事業協會舉行盛大茶
會歡迎馬星野歸國，並請馬演講。
高市記者公會舉辦茶會歡迎中央委員會第四組王任
馬星野歸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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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合報/01版，1954/10/22
聯合報/04版，1954/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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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合報/03版，1955/03/05
聯合報/03版，1955/03/11
聯合報/03版，1955/04/04
聯合報/03版，1955/04/06
聯合報/03版，1955/04/17
聯合報/01版，1955/05/02
聯合報/03版，1955/05/19
聯合報/01版，1955/05/24
聯合報/03版，1955/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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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0608
19550610
19550611
19550615
19550630
19550806
19550816
19550821
19550825
19550901
19550902
19550903
19550911
19551124
19551212
19551221
19551230
19551230
19560103
19560104
19560110
19560130
19560201
19560215
19560221

19560229

19560306
19560310

台灣省雜誌事業協會舉行茶會歡迎國民黨中央委員
會第四組主任馬星野自日本歸來。
越南新聞界訪華團拜會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馬星
野等。
台北市報業公會歡宴越南新聞界訪問團於新生報大
樓，馬星野與會。
獲選世界道德重整訪問團接待委員會之主任委員。
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四組主任馬星野，邀宴中華日
報新舊任社長曹聖芬、葉明勳。
行政長俞鴻鈞於六日上午接見殺匪奪船起義來的反
共志士鄭元贊等十七人，馬星野等作陪。
自由中國報業從業人員籌備組織的中華民國報紙事
業協會成立，馬星野應邀致詞。
香港自由影業公司籌備拍片，請馬星野等擔任製
片。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四組主任馬星野，發表召
開華僑文教會議之談話，促同業參加。
馬星野參加台北市新聞記者公會慶祝第十二屆記者
節暨第六屆會員大會。
華僑文教會議，馬星野做特約報告。
第二次公路宣傳列車舉行開車典禮，由第四組主任
馬星野主持。
外交部政務次長沈昌煥返抵台北，馬星野於機場歡
迎。
出席有關單位在台北「婦女之家」邀請戲劇界人士
召開之座談會，商討「新世界」改建劇場及今後演
出問題。
一代醫宗毗陵馮超然先生之令甥張榖年畫師舉行畫
展，馬星野蒞臨參觀。
台灣省四十四年度全省地方戲劇比賽決賽開幕典禮
，馬星野出席爲演員佩戴紀念章。
澳洲婦女週刊社舉辦一九五六畫婦女人像繪畫獎金
比賽，馬星野應邀出席。
金門、澎湖兩外島國軍第六屆克難英雄及國軍政士
鄧國安、黃球等一行四十五人到達台北，由馬星野
等接機。
中國駐日本大使董顯光博士由東京飛回台北，馬星
野於機場迎接。
台灣本島各地區國軍第六屆克難英雄與國軍政士乘
鐵路局專車分別返防，馬星野同各界代表至車站送
行。
我駐日大使董顯光返國述職業已公畢，乘民航公司
班機飛返東京任所，馬星野等於機場送行。
關於新聞用紙問題，台北市各報社長歡宴行政院新
聞局新舊局長沈錡、吳南如兩氏，並邀馬星野等作
陪。
行政院新聞局新舊任局長舉行交接儀式，馬星野等
到場觀禮。
參加中華民國第十三屆戲劇節慶祝大會。
中央話劇運動委員會舉行第六次委員會議，馬星野
以委員身分到場。
自由中國新聞界應越南政府之邀赴越訪問的記者團
中央社社長曾虛白，本報董事長范鶴言，中央日報
主筆黎世芬暨該團顧問丁懋時(新聞局編審)等一行
四人飛往香港，馬星野送行。
韓國出席第二屆亞洲人民反共會議代表團一行九人
由團長白樂濬率領飛抵台北，馬星野至機場歡迎。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四組邀約新聞界在台北賓
館舉行時事座談會，座談會由馬星野主任擔任主
持。

聯合報/03版，1955/06/09
聯合報/01版，1955/06/11
聯合報/01版，1955/06/12
聯合報/01版，1955/06/16
聯合報/03版，1955/07/01
聯合報/03版，1955/08/07
/聯合報/03版，1955/08/17
聯合報/06版/聯合副刊 藝文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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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合報/01版，1955/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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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合報/01版，1955/09/12
聯合報/06版/聯合副刊 藝文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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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赫斯特系報紙總發行人兼總編輯，兼國際社社
19560314 長小赫斯特夫婦一行五人來台訪問，聯合報與民族
晚報舉辦聯合酒會，馬星野出席。
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四組卅日晚在婦女之家舉行時
19560330
事座談會，由馬星野主任主持。
啟建白傘蓋金剛護國息災法會，馬星野以修齋三寶
19560517
弟子身分出席。
中國青年反共救國團台北支隊慶祝成立三週年紀念
19560520
日舉行酒會，馬星野出席。
國立政治大學校友會舉行會長 蔣公就任第二任總
19560520 統紀念日及母校第二十九週年校慶，馬星野出席並
致詞。
「中華民國各界為朱教授永鎮遭匪謀害追悼大會」
19560603
，馬星野出席。
中華民國各界舉行盛大勞軍晚會，馬星野以馬祖勞
19560608
軍團團長身分出席。
端節前線勞軍團出發，其中馬祖前線勞軍團，邀請
19560610
中央黨部第四組主任馬星野擔任團長。
19560611 率領台灣各界端節馬祖前線勞軍團乘艦抵達馬祖。
端節勞軍團第一組由馬星野團畏領隊訪問高登最前
19560614
哨。
台北市編輯人協會第十屆會員大會，中國國民黨第
19560629
四組主任馬星野與會。
北市報業公會設宴歡送國防部總政治部張前主任彝
19560729
鼎，馬星野受邀出席作陪。
旅居香港的前任國立同濟大學校長丁文淵，香港華
僑日報總經理岑才生，總編輯歐陽百川，及香港時
19560729
報社長許孝炎從香港飛抵台北，馬星野在機場歡
迎。
香港權威學者及出版家六人抵台，中國國民黨中央
19560803
委員會第四組主任馬星野前往接機。
中華民國報紙事業協會召開第二屆會員大會，馬星
19560817
野出席。
19560822 中日文化座談會，馬星野出席。
紐約民氣日報總主筆兼本報駐美特派員毛樹清搭機
19560824
抵達台北，馬星野於機場歡迎。
19560924 出席中韓學生代表會議。
英文日本時報駐台特派員呂耀城在中國之友社舉行
19561001
酒會，馬星野出席。
我國參加世運代表團全體團員舉行一日之研討會，
19561006
馬星野出席。
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四組主任馬星野歡宴韓國中央
19561016 放送局代表及泰國華僑報人、高棉華僑報、香港報
人等，並邀台北新聞及廣播界作陪。
19561129 留美同學會召開第一屆年會，馬星野出席。
青年戰士報擴大版面對外發行舉行酒會。馬星野出
19561200
席。
台北市編輯人協會第十一屆會員大會，國民黨中央
19561221
委員會第四組主任馬星野前往致賀。
19570000 任聯合國大會中國代表顧問團
19570000 任聯合國大會中國代表團顧問
政工幹部學校建校五週年校慶，馬星野出席並致
19570106
詞。
黨國元老張默君女士捐贈珍藏給國立歷史文物美術
19570205
館之贈送典禮。馬星野出席。
19570214 中華民國電影戲劇協會成立大會。馬星野出席。
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四組舉行時事座談會，主任馬
19570226
星野主持。

聯合報/01版，1956/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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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不明

聯合報/02版，1956/12/22
中央日報，1991/03/12
馬星野先生紀念集，頁456
聯合報/02版，1957/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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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教育研究委員會第七次全體會議，馬星野以
聯合報/02版，1957/03/04
委員身分出席。
中土文化經濟協會第一次理事會，馬星野以理事身
19570406
聯合報/03版，1957/04/07
分出席。
19570422 出席香港畫家集體創作的勞軍義展。
聯合報/05版/藝文天地，1957/04/23

19570303

19570512 出席丁惟汾(鼎丞)先生逝世三週年紀念日。

聯合報/03版，1957/05/13

19570515 出席台灣省黨部文化工作隊成立六週年紀念。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四組主任馬星野陪同台北
19570716 市報業公會十三家會員報社主持人及台北市十二家
報社總主筆和總編輯等卅二人晉謁總統。
19570815 名報人陳博生逝世，馬星野等前往弔唁。
中國政府派定中央通訊社顧問馬星野等三人為中國
19570820
出席該年聯合國大會第十二屆常會代表團顧問。
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全國聯誼會，歡送奉派參加第
19570827
十二屆聯合國大會馬星野等。
台北市報業公會舉行茶會，歡送馬星野先生出席第
19570831
十二屆聯合國大會。
由洛杉磯抵華盛頓，之後將轉道前赴紐約，參加第
19570911 十二屆聯合國大會。馬氏在此時訪晤董顯光大使與
其他政府官員。
19570917 出席討論聯合國代表權之記者招待會。
中華民國出席聯大代表團顧問馬星野返國途中乘機
19571004
抵港。
我國出席聯大代表團顧問馬星野美國紐約時報發行
19571018 人塞資柏格夫婦來華作三天的訪問後離開台北，國
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四組主任馬星野送行。
中國僑政學會第五屆會員大會，選舉馬星野等為理
19571021
事。
出席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鄭彥棻為慶祝第五屆華僑節
19571021
舉行之自由餐會。
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四組主任馬星野歡宴新婚影星
19571201
李麗華和嚴俊。
出席革命元老張繼（溥泉）逝世十週年忌辰之紀念
19571215
儀式。
19580116 出席中國青年寫作協會舉行酒會。
中華民國第十五屆戲劇節舉行第二次常務委員會議
19580213
，推定馬星野等十四單位首長為大會主席團。
自由中國戲劇界人士舉行慶祝大會，馬星野以大會
19580214
主席團團員身分出席。
19580215 馬星野等舉行酒會招待戲劇人士。

聯合報/03版，1957/05/16

19580227 出席台北市報業公會第八屆會員大會。

聯合報/02版，1958/02/28

19580318 出席中華民國影劇協會第二屆會員大會。
台北市報業公會所組成的橫貫公路參觀團乘機飛往
19580327
花蓮，馬星野出席。
中國大陸災胞救濟總會舉行第八屆年會，馬星野當
19580404
選第八屆理事。
19580412 全國各界表揚好人好事大會，馬星野等出席指導。
立法院辯論彭善承等復議案，國民黨中央黨部第四
19580502
組主任馬星野到場旁聽。
故國大代表，新聞天地社駐台代表劉竹舟遺體大殮
19580505
，馬星野等前往致祭。
故國大代表「新聞天地」駐台代表劉竹舟生前友好
19580509 發起為其子女募集教養基金之委員會成立，會中推
定馬星野為副主任委員。
19580520 出席幼獅國樂社成立大會。

聯合報/02版/大眾生活，1958/03/17

聯合報/01版，1957/07/17
聯合報/03版，1957/08/15
聯合報/01版，1957/08/20
聯合報/01版，1957/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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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合報/02版，1958/01/17
聯合報/02版，1958/02/14
聯合報/03版，1958/02/15
聯合報/03版，1958/02/16

聯合報/03版，1958/03/27
聯合報/03版，1958/04/05
聯合報/03版，1958/04/12
聯合報/01版，1958/05/03
聯合報/02版，1958/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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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合報/02版，1958/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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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0615
19580731
19580802
19580821
19580824
19580911
19580920
19580922
19580922
19581013
19581014

美國南伊利諾斯州大學新聞系主任郎豪華，離華飛
港轉返美國，馬星野送機。
出席美軍駐台協防軍援司令部新舊任可令的交接典
禮。
出席天南廣播電台開播典禮。
出席中國青年寫作協會第六屆會員大會及四十七年
暑期青年戰鬥訓練文藝隊結訓典禮。
慶祝思想界鬥士張鐘君從事反共思想鬥爭三十週年
，馬星野出席。
台北市編輯人協會十一日舉行第十四屆會員大會，
馬星野以會員身分出席。
港九從事抗日反共救國運動的愛國僑領向前的封翁
向騰雙祭典，馬星野出席。
中國文化協會研習部舉行開學典禮，聘請馬星野為
指導委員。
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孔德成飛赴越南，馬星野機場
送機。
出席赴金門前線採訪戰地新聞不幸在料羅灣海面覆
舟失蹤記者懷念大會。
赴機場迎接返抵祖國的林語堂博士夫婦。

19581016 下午陪同林語堂博士夫婦赴官邸晉見蔣總統。
以國民黨中央黨部第四組主任身份，舉行林語堂博
19581016
士夫婦歡迎茶會，與台北新聞界晤談。
出席徵信新聞社社長余紀忠令堂儲太夫人八秩大
19581109
壽。
19581114 出席已故名政論家陳布雷先生十週年忌辰。
出席蔣總統茶會招待第二批從海外各地回國參加十
19581115
月慶祝的僑團僑胞。
19581116 出席中華民國民意測驗協會成立大會。

聯合報/03版，1958/06/16
聯合報/01版，1958/07/31
聯合報/02版，1958/08/03
聯合報/02版，1958/08/22
聯合報/03版，1958/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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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合報/06版，1958/09/21
聯合報/06版，1958/09/22
聯合報/03版，1958/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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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合報/02版，1958/10/17
聯合報/05版，1958/11/10
聯合報/05版，1958/11/14
聯合報/01版，1958/11/16
聯合報/05版，1958/11/17

19581129 出席中國印刷學會第二屆會員大會。
出席旅古巴僑領，僑選國大代表許榮暖之太夫人舉
19581211
行公祭。
19581215 出席內政部長田炯錦主持的佛教座談會。
出席國民黨台灣區公路黨部舉辦的反共抗俄第三次
19581224
公路宣傳列車閉幕儀式。
19590000 赴巴拿馬擔任大使
出席台中商業學校舉行全省中等學校校長座談會，
19590124
研討國語文教學問題，與會演講。
19590125 留美密大校友會 成立大會 馬星野當選會長

聯合報/05版，1958/11/30

19590125 國父遺教研究會第五屆年會，馬星野當選理事。

聯合報/05版，1959/01/26

聯合報/05版，1958/12/12
聯合報/03版，1958/12/16
聯合報/03版，1958/12/25
溫州師範學院學報 1997年第一期,馬允倫
聯合報/03版，1959/01/24
中央日報，1959/01/26

19590215 出席中國影劇界第十六屆戲劇節。

聯合報/03版，1959/02/16

19590225 國民黨中央第四組舉行時事座談會，馬星野主持。
自由太平洋協會中華民國分會成立，馬星野當選理
19590226
事。
日本新聞學會會長小野秀雄偕其夫人來台，馬星野
19590228
前往歡迎。
19590302 馬星野夫婦歡宴 小野秀雄夫婦 邀新聞界人士作陪
台北市南京各報代表人聯誼會首次幹事會，通過馬
19590302
星野等為顧問。
政工幹部學校專科部美術科主任梁鼎銘逝世，馬星
19590304
野前往弔唁。
19590304 出席故革命畫家梁鼎銘公祭。

聯合報/01版，1959/02/26

19590315 出席台北市編輯人協會第十五屆會員大會。
馬星野等在「婦女之家」邀宴台北各報負責人餐
19590319
會。
19590321 中央黨部第四組舉行時事座談會，馬星野主持。

聯合報/01版，1959/02/27
聯合報/03版，1959/03/01
中央日報，1959/03/03
聯合報/05版，1959/03/03
聯合報/05版，1959/03/03
聯合報/05版，1959/03/05
聯合報/03版，1959/03/16
聯合報/01版，1959/03/20
聯合報/03版，1959/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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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0325
19590329
19590411
19590420
19590421
19590425
19590524
19590604
19590620
19590627
19590707
19590709
19590710
19590720
19590722
19590818
19590827
19590828

中華民國各界慶祝第十六屆美術節大會，馬星野蒞
會致詞。
出席中華民國青年慶祝四十八年青年節暨支援西藏
同胞反共抗暴大會。
台北台灣各縣市的民營報紙負責人聯合舉辦新任駐
日本大使張厲生餞別宴會。馬星野出席。
中學生月刊推選馬星野為董事。
菲律賓、泰國華僑青年回國參加四十八年暑期軍中
服務工作講習會開訓典禮，馬星野前往觀禮。
出席台灣「詩壇」及文化界人士舉行之為黨國元老
于右任暖壽餐會。
副總統陳誠設宴款待回國僑領，第四組主任馬星野
到場作陪。
中華民國軍人之友社總社第四屆全國社員代表大會
第二次第三次大會，選出馬星野等為團體理事。
密大校友會會長馬星野主持我國前駐美大使董顯光
博士接受密蘇里大學校友會獻塔典禮。
中國國民黨第四組新舊主任交接儀式。由馬星野與
沈錡親自辦理交接。
中製與銀星公司再度合作的新片「浩劫鴛鴦」在北
投中製廠攝影棚開鏡，由馬星野剪綵。
行政院舉行院會，通過馬星野為駐巴拿馬國特命全
權大使。
新任軍政首長宣誓典禮，新任駐巴拿馬大使馬星野
出席。
王元龍先生治喪委員會成立，馬星野以發起人身分
出席。
出席王元龍公祭。
國父紀念月會，和新任駐澳大利亞大使陳之邁、駐
菲律賓大使段茂瀾、駐巴拿馬大使馬星野宣誓典
禮。
國立政治大學校友會舉行茶會，歡送新任駐巴拿馬
大使馬星野等。
新任駐巴拿馬大使馬星野今日赴任

19590900 出任駐巴拿馬大使
19590900 出任駐巴拿馬大使，長達五年（至1964年返國）
中華民國新任駐巴拿馬大使馬星野飛抵巴拿馬首
19590908 都。巴國外交部禮賓司官員和華僑領袖一百多人，
在機場歡迎。
中華民國新任駐巴拿馬大使馬星野與巴拿馬總統會
19590929
面。
我國駐巴拿馬大使馬星野參與慶祝中華民國國慶會
19591010
，並舉行簡單贈勳儀式。
巴拿馬外長莫萊諾夫婦，哥斯達利加駐聯合國常任
代表奧迪斯夫婦，巴拿馬駐聯合國常任代表衣越艾
19600222
卡夫婦來台訪問，馬星野偕行。我國政府在機場舉
行隆重軍禮。
外交部長黃少谷夫婦歡宴巴拿馬共和國外長、巴國
19600222 駐聯合國常任代表及哥斯達利加共和國駐聯合國常
任代表及馬星野大使等。
莫萊諾外長晉晤陳副總統，陳誠副總統並以晚宴款
19600223
待，馬星野大使等奉邀作陪。
總統暨夫人接見來華訪問的巴拿馬外交部長莫萊諾
博士夫婦，哥斯達利加駐聯合國常任代表奧迪斯博
19600225
士夫婦及巴拿馬駐聯合國常任代表衣越艾卡博士夫
婦，并以茶會款待，馬星野等作陪。
出席紀念革命畫家梁鼎銘先生逝世週年所舉辦的梁
19600227
氏遺作展覽會。

聯合報/03版，1959/03/25
聯合報/01版，1959/03/30
聯合報/03版，1959/04/12
聯合報/02版/大眾生活，1959/04/20
聯合報/03版，1959/04/22
聯合報/02版/大眾生活，1959/04/26
聯合報/01版，1959/05/25
聯合報/02版/大眾生活，1959/06/05
聯合報/03版，1959/06/21
聯合報/01版，1959/06/27
聯合報/06版/新藝，1959/07/08
聯合報/01版，1959/07/10
聯合報/01版，1959/07/10
聯合報/03版，1959/07/21
聯合報/03版，1959/07/23
聯合報/01版，1959/08/19
聯合報/02版，1959/08/27
中央日報，1959/08/28
中央日報，1991/03/12
馬星野先生紀念集，圖片頁、頁456
聯合報/01版，1959/09/17
聯合報/01版，1959/10/01
聯合報/01版，1959/10/12
聯合報/01版，1960/02/22

聯合報/01版，1960/02/23
聯合報/01版，1960/02/24

聯合報/01版，1960/02/26

聯合報/03版，1960/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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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大會第三次會議的八個提案審查委員會分別集
聯合報/01版，1960/03/04
會，第三提案審查委員會參加者包含馬星野。
19600314 我駐巴拿馬大使馬星野在政大發表演說。
聯合報/02版，1960/03/15

19600303

19600404 救總選出馬星野為第九屆理事。
我國駐巴拿馬大使馬星野舉行宴會，為訪華歸來的
19600425
巴拿馬外長莫萊諾夫婦洗塵。
19610530 秘魯總統接見中華民國駐巴拿馬大使馬星野。
中華民國駐巴拿馬大使馬星野向巴拿馬總統齊亞里
19611010
與其三位閣員等授勳。
我國駐巴拿馬大使馬星野，應監察院外交委員會之
19631128
邀列席報告。
19631203 總統召見馬星野大使

聯合報/02版，1960/04/05
聯合報/02版，1960/05/05
聯合報/04版，1961/06/03
聯合報/01版，1961/10/12
聯合報/02版，963/112/29
中央日報，1963/12/04

19631203 蔣總統召見我國駐巴拿馬大使馬星野。

聯合報/02版，1963/12/04

19640000 冬天回國任中央社社長

中央日報，1991/03/12

19640000 大使任期滿回台灣

溫州師範學院學報 1997年第一期,馬允倫

19640000 擔任《中央通訊社》社長

溫州師範學院學報 1997年第一期,馬允倫

19640830 總統命令 派馬星野為特使賀巴國總統就職
前任中國駐土耳其大使邵毓麟返台，馬星野等於機
19641000
場迎接。
由馬星野大使率領的一個中華民國特使團參加在立
19641001
法宮舉行的巴拿馬新任總統勞勃斯的就職大典。
巴拿馬新任內閣閣員和國會議員參加馬星野大使暨
19641010
夫人舉行的雙十國慶酒會。
巴國政要及華僑領袖，工商金融界人士一百五十人
19641026
，參加馬星野大使的盛大午餐歡迎會。
陳裕清先生夫婦約馬星野吃飯，語堂先生及夫人在
19641100
座。
巴拿馬政府在一次儀式中，以最高榮譽勳章頒贈馬
19641112
星野大使。
巴拿馬勞布斯總統接見中華民國新聞訪問團，中國
19641116
大使馬星野及多位巴拿馬高級官員均在座。
飛抵華盛頓，會晤蔣廷黻大使及若干美國國務院高
19641117
級官員。
馬星野大使參觀哥倫比亞廣播公司、美聯社及合眾
19641119
國際社，美聯社並設宴款待之。
中華民國前任駐巴拿馬大使馬星野訪問中華總會
19641123 館、國民黨駐美總支部及四家華埠報紙、中華民國
總領事館、及中央通訊社舊金山辦事處。
前中華民國駐巴拿馬大使馬星野返台，在機場受各
19641130
界及政大新聞系學生歡迎。
19641200 接替中央社社長
國民黨中央常會中通過馬星野出任中央通訊社社
19641209
長。
19641210 國民黨中常會通過 馬星野接任 中央社社長

中央日報，1964/08/30
聯合報/02版，1965/02/22
聯合報/01版，1964/10/02
聯合報/02版，1964/10/11
聯合報/02版，1964/10/27
聯合報/07版/聯合副刊，1966/02/25

日期不明

聯合報/02版，1964/11/14
聯合報/01版，1964/11/17
聯合報/02版，1964/11/22
聯合報/02版，1964/11/22
聯合報/02版，1964/11/25
聯合報/02版，1964/12/01
中華民國新聞年鑑p.23
聯合報/02版，1964/12/10
中央日報，1964/12/10

19641213 布雷新聞研究所成立，馬星野出席。
中國民意測驗協會成立六週年紀念及第三屆會員大
19641220
會，馬星野與會並當選理監事。
巴拿馬駐華大使柯里嘉飛到台北。中華民國前駐巴
19641220
拿馬大使馬星野夫婦等在機場歡迎。
19641221 中央通訊社 馬星野社長 定廿一就職

聯合報/02版，1964/12/14

19641221 中央通訊社新任社長馬星野交接典禮。
19641221 接任中央通訊社社長

聯合報/02版，1964/12/16
新聞界三老兵，頁421

19641224

日期不明

聯合報/02版，1964/12/21
聯合報/02版，1964/12/21
中央日報，1964/12/14

蔣總統暨夫人設茶會款待巴拿馬共和國駐華大使柯
聯合報/01版，1964/12/25
理嘉夫人，馬星野作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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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1228
19641230
19650105
19650207
19650214
19650301
19650331
19650401
19650401
19650409
19650412
19650412
19650428
19650505
19650524
19650528
19650531
19650620
19650624
19650625
19650627
19650630
19650709
19650724
19650725
19650808
19650901
19650920
19650930
19651008
19651015

哥比亞大新聞學院校友會中國分會舉行年會，迎前
駐巴拿馬大使馬星野返國就任中央通訊社社長。
台北市報業公會卅日下午開第十四屆會員大會，中
央社社長馬星野與會並致詞。
現任中央通訊社社長馬星野，應師範大學新聞學會
暨社會教育學會之邀講演。
巴拿馬共和國新任駐華大使艾羅嘉抵華，馬星野等
在機場歡迎。
胡宗南將軍逝世三週年紀念會，馬星野出席。
中國文化學院成立三週年紀念會，宣布聘任馬星野
等為名譽教授。
中央通訊社社長馬星野夫婦歡宴美聯社遠東區經理
恩森夫婦和日本共同社國際局次長渡邊。
中央銀行總裁徐柏園由中央社社長馬星野陪同，主
持啟用新型頁式文字傳真機發送機的剪綵典禮。
中央通訊社和美國聯合通訊社簽訂新聞合約，舉行
儀式，中央社社長馬星野以簽約人身分出席。
台北市廣告人協會二屆第一次年會，馬星野出席並
演講。
中央通訊社與德國通訊社簽訂新聞合約，舉行簽約
儀式。
航業發展中心正式成立，馬星野到場觀禮。
大韓民國新聞發行人友好訪華團抵台，拜會中央社
社長馬星野。
台灣省婦女寫作協會慶祝成立十周年，馬星野出席
並演講。
中央通訊社長、中華民國前駐巴拿馬大使馬星野歡
宴來華訪問的前中華民國籃球國手巴拿馬華僑富商
姚華瑾。
中央通訊社社長、前任駐巴拿馬大使馬星野舉行酒
會歡迎巴拿馬僑領籃球國手姚華瑾。
巴拿馬僑商姚華瑾由馬星野陪同參觀中華民國國貨
館。
由太平洋協會中國分會年度大會，馬星野應邀發表
演說。
美聯社亞洲區總辦恩森和該社新任東京分社主任哈
曾勃師拜會中央通訊社長馬星野。
中華民國與薩爾瓦多共和國貿易協定舉行換文儀式
，馬星野等到場觀禮。
國父遺教研究會座談會，馬星野出席。
中華民國新聞編輯人協會第三屆年會，馬星野獲選
為第三屆理事。
中華民國新聞編輯人協會聯席會議，選出馬星野等
九人為常務理事。
巴拿馬駐華大使艾羅嘉抵華，馬星野於機場歡迎。
外交部長沈昌煥夫婦歡宴巴拿馬駐華大使艾羅嘉，
馬星野應邀作陪。
出席監察委員崔震華女士八秩華誕。
台北市新聞記者公會舉行第二十屆記者節及第十六
屆會員大會，馬星野當選第十六屆理事。
巴拿馬報人芬特斯夫婦來台訪問，馬星野至機場歡
迎。
台北市新聞記者公會新舊任理監事交接典禮，由前
任理事長魏景蒙，移交予新任理事長馬星野。
韓國最大的通訊社合同通信社副社長李源京訪台拜
訪馬星野。
出席私立世界新聞專科學校慶祝建校九週年校慶。

聯合報/02版，1964/12/29
聯合報/02版，1964/12/31
聯合報/02版，1965/01/05
聯合報/02版，1965/02/08
聯合報/03版，1965/02/15
聯合報/02版，1965/03/02
聯合報/02版，1965/03/31
聯合報/02版，1965/04/02
聯合報/02版，1965/04/02
聯合報/02版，1965/04/09
聯合報/02版，1965/04/13
聯合報/02版，1965/04/13
聯合報/02版，1965/04/28
聯合報/02版，1965/05/05
聯合報/02版，1965/05/025
聯合報/02版，1965/05/29
聯合報/05版，1965/06/01
聯合報/02版，1965/06/21
聯合報/02版，1965/06/25
聯合報/02版，1965/06/26
聯合報/02版，1965/06/28
聯合報/02版，1965/07/01
聯合報/02版，1965/07/10
聯合報/02版，1965/07/25
聯合報/02版，1965/07/26
聯合報/03版，1965/08/09
聯合報/02版，1965/09/02
聯合報/02版，1965/09/21
聯合報/02版，1965/10/01
聯合報/02版。1965/10/08
聯合報/02版，1965/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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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1016
19651019
19651031
19651215
19651227
19660105
19660109
19660111
19660121
19660126
19660127
19660127
19660128
19660129
19660217
19660329
19660417
19660421
19660422
19660428
19660428
19660627
19660718
19660719
19660726
19660731
19660826
19661015
19661028
19661103

參加聯合報與南美洲巴拉圭共和國政府簽訂「新聞
文化交換專約」簽約儀式。
谷正綱祕書長設宴款待獅子山國會議員訪問團，並
邀請馬星野等作陪。
中華民國中央通訊社社長馬星野巳與大韓民國合同
通訊社訂定一新聞交換協定。
義大利恩薩通訊社遠東特派員彭迪利和中央社社長
馬星野簽訂協議。
香港新聞文化教育界訪問團抵華，馬星野至機場歡
迎。
中華民國留美同學會舉行年會，選出馬星野為理

聯合報/02版，1965/10/17
聯合報/02版，1965/10/20
聯合報/02版，1965/11/01
聯合報/02版，1965/12/16
聯合報/02版，1965/12/0/28

聯合報/02版，1966/01/06
事。
國父實業計劃研究學會舉行大會，由馬星野主持。 聯合報/02版，1966/01/10
台北市新聞記者公會理事長馬星野參與日本新聞界
聯合報/02版，1966/01/12
編輯幹部訪問團歡迎酒會。
台北市新聞記者公會，報業公會、廣播聯誼會舉行
聯合報/04版，1966/01/22
會員團拜，馬星野到場接待。
中央通訊社社長馬星野設宴為林博士夫婦洗塵
聯合報/03版，1966/01/27
馬星野夫婦設酒會 歡迎林語堂伉儷 黨政文教新聞
中央日報，1966/01/28
界人士數百人與會 林氏昨參觀中山博物院珍藏書畫
中央通訊社社長馬星野舉行酒會介紹林語堂博士和
聯合報/02版，1966/01/26
國內新聞文化界人士晤面。
蔣總統接見林語堂博士夫婦，由中央通訊社社長馬
聯合報/02版，1966/01/29
星野夫婦陪同。
陪同林語堂博士夫婦前往胡適墓園。
聯合報/02版，1966/01/30
行政院新聞局長沈劍虹歡宴隨朴大統領訪華的韓國
聯合報/02版，1966/02/18
公報部長官洪鍾哲，馬星野應邀作陪。
美聯社總社副總經兼國際新聞部主任史溫頓抵台訪
聯合報/02版，1966/03/30
問，在松山機場與歡迎者馬星野等合影。
美國合眾國際社副社長瓊斯來台，馬星野於機場歡
聯合報/02版，1966/04/18
迎。
政大新聞館新聞獎學金審核委員會議，馬星野以委
聯合報/02版，1966/04/22
員身分出席。
台北市報業新聞評議委員會第二屆第一次會議，中
聯合報/02版，1966/04/23
央通訊社社長馬星野到場致詞。
國際市場推銷協會中國分會舉行市場推銷學術演講
聯合報/02版，1966/04/29
會，馬星野講「大眾傳播與市場推銷」。
蔣總統在官邸接見來華訪問的巴拿馬友好訪問團，
聯合報/02版，1966/04/29
我前駐巴拿馬大使馬星野等均在座。
中華民國新聞編輯人協會第四屆會員大會，馬星野
聯合報/02版，1966/06/28
為主席。
中華民國新聞編輯人協會第四屆理監事第一次會議
聯合報/02版，1966/07/19
，馬星野當選常務理事。
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邀請國內著名文藝作家及
聯合報/02版，1966/07/20
匪情專家舉行座談會，馬星野等到會。
台北市報業公會歡宴新聞評議委員會前任主任委員
黃少谷，現任主任委員成舍我、委員陶百川，馬星 聯合報/02版，1966/07/27
野應邀出席。
中馬文化經濟協會主辦旅馬梅笑櫻女士「馬來風
聯合報/08版，1966/08/01
光」國畫展，馬星野等到場參觀。
中國文藝協會、中央廣播電台和中央通訊社聯合舉
聯合報/02版，1966/08/27
辦文藝界座談會，中央社社長馬星野到場。
世界新聞專科學校十週年校慶紀念典禮，馬星野到
聯合報/02版，1966/10/16
場致賀。
中華學術院現已聘請六十七位國內名家為哲士，其
聯合報/02版，1966/10/29
中馬星野在教育界(新聞界)哲士之列。
馬星野為新聞局新舊任局長的交接典禮來賓。
聯合報/02版，1966/11/04

read.php

第 12 頁

19670110 出席台北市報業公會第十六屆會員大會。

聯合報/02版，1967/01/11

19670123 出席監察委員、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丘念台之喪。 聯合報/03版，1967/01/24
19670420 經濟日報創刊茶會，馬星野出席。
經濟日報/05版/綜合，1967/04/21
國立政治大學四十周年校慶，校友代表馬星野在會
19670520
聯合報/02版，1967/05/21
中致詞。
19670525 名政論家陶希聖抵台，馬星野等於機場歡迎。
聯合報/02版，1967/05/26
19670620 出席聯合報副總編曾憲宦之喪。

聯合報/03版，1967/06/21

19670703 出席暑期青年活動新聞報導研習會。
聯合報/02版，1967/07/03
中央通訊社社長馬星野，前往東京參加七月二十四
19670724
聯合報/06版，1967/07/24
日至二十六日的亞洲通訊組織第二屆會議。
19670724 參加亞洲通訊社組織第二屆會議
馬星野先生紀念集，頁365
19670729 馬星野等拜訪佐藤榮作首相。
聯合報/02版，1967/07/28
國際新聞學會會長威克倫辛吉結束訪問行程，馬星
19670806
聯合報/02版，1967/08/07
野等機場送行。
19670808 本報駐美特派員毛樹清返國，馬星野等機場歡迎。 聯合報/02版，1967/08/09
19670810 出席華文文教會議。

聯合報/02版，1967/08/10

19670824 中華文化復興運動推行委員會選舉馬星野為委員。
中央日報股份有限公司十五屆股會，馬星野獲選常
19670827
務董事。
19670913 中央通訊社社長馬星野令堂吳太夫人之喪
我國出席聯合國大會第廿二屆常會代表團顧問謝然
19670921
之，馬星野等送機。
19670925 出席第一屆世界反共聯盟會議。
留美學人吳坤淦博士和夫人返國，馬星野機場歡
19671008
迎。
19671029 出席政論家陶希聖七十華誕。
亞洲廣播公會華語節目研討會，馬星野在會中演
19671101
講。
中國國民黨出席五中全會人員訪問裕隆公司，馬星
19671124
野出席。
美國合作國際社遠東總經理布萊敦夫婦參加中央社
19671130
社長馬星野的歡宴。
中國民意測驗協會理監事聯席會議，推選馬星野等
19671211
為大會主席團
我國主辦第二屆亞洲盃女子籃球錦標賽籌備委員會
19671220
成立大會，馬星野為籌備委員。
中華民國民意測驗協會十週年紀念及第四屆會員大
19671223
會，推舉馬星野為主席團。
台北市報業公會第二屆會員大會，馬星野與會並致
19671226
詞。
中華民國民意測驗協會理監事聯席會議，選出馬星
19671231
野等為常務理事。
我國陸軍指揮參謀大學校長蔣緯國將軍搭機離台前
19680114 往馬德里訪問。中央通訊社長馬星野等到機場送
行。
政大新聞事業獎學金評審委員會舉行會議，推舉中
19680226
央通訊社社長馬星野主持本屆頒獎典禮。
19680227 中華學術院歡宴張大千夫婦，馬星野致詞。
陳裕清先生，請名指揮家董麟先生吃午飯，介紹認
19680316
識國內文化界代表，
教育部文化局局長王洪鈞贈送徽章給馬思聰教授，
19680403
馬星野參與此贈送典禮。
19680418 「傳紀文學」舉行茶會，馬星野出席。
國際新聞學會會長威克拉瑪辛和印度女報人派魯萊
19680428 嘉，約同中央社社長馬星野到陽明山林語堂家串門
子。
19680902 旅美學人薛光前博士頒獎典禮，馬星野出席。

聯合報/02版，1967/08/24
經濟日報/07版/交通．生活，1967/08/28
聯合報/03版，1967/09/14
聯合報/02版，1967/09/22
經濟日報/05版/綜合，1967/09/06
聯合報/02版，1967/10/09
經濟日報/05版/綜合‧招標，1967/10/30
經濟日報/07版/交通‧生活，1967/11/02
經濟日報/02版/財經，1967/11/25
經濟日報/05版/綜合，1967/12/01
聯合報/02版，1967/12/12
聯合報/06版，1967/12/14
經濟日報/05版/綜合，1967/12/24
聯合報/02版，1967/12/27
聯合報/02版，1968/01/01
聯合報/02版，1968/01/15
聯合報/02版，1968/02/27
聯合報/03版，1968/02/28
經濟日報/06版/俱樂部‧通訊，1968/03/17
經濟日報/05版/綜合，1968/04/04
聯合報/02版，1968/04/19
聯合報/02版，1968/04/29
聯合報/02版，1968/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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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0903
19681011
19681011
19681021
19681107
19690111
19690119
19690308
19690314
19690317
19690408
19690425
19690624
19690713
19690809
19690825
19690913

中國電視公司召開發起人會議，馬星野被推選為董
事。
中華新聞學協會正式成立互推馬星野為會長
中華學術院所屬中華新聞學協會成立，推舉馬星野
為主席。
自由太平洋協會中國分會會員大會，選出馬星野為
理監事。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系新聞獎學金，由中央
通訊社長馬星野代表頒贈。
中華新聞學協會在第一次常務委員會議，由中央社
社長馬星野主持，會中並選出馬星野為常務委員。
出席國際公共關係有限公司開幕茶會。
印度總統蘇哈托接見亞洲通訊社組織第四次執行委
員會會議代表馬星野等。
安塔拉社代表西勒嘉中校與中央通信社代表社長馬
星野共同簽訂交換新聞約定。
中央通訊社社長馬星野由印尼經馬尼拉飛返台北，
多人於機場歡迎。
中國國民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第十屆中央評
議委員會議主席團名單，馬星野在名單列。
國際青年商會一九六九年高雄大會，亞洲國家及地
區的十七位青商會總會會長聯席會議，馬星野出
席。
中國國民黨第三次新聞工作會談預備會議，推選馬
星野為大會主席團。
中央日報股份有限公司第十六屆股東大會選舉馬星
野為常務董事。
越南華文報界訪問團訪問中央社，由中央社社長馬
星野接待參觀。
中國國民黨總理紀念週由中央評議委員馬星野擔任
主席。
出席第三十六屆國際筆會。

19690914 林語堂．馬星野 離比赴法參加國際筆會
中央通訊社社長馬星野，自巴黎搭乘飛機抵達倫敦
19690926
，與英國新聞媒介及重要記者廣泛接觸。
19691018 中央通訊社社長馬星野返台北。
中央通訊社資料供應部副主任卜惠民逝世，社長馬
19691029
星野任主任委員，辦理喪葬事宜。
19691103 出席世界中文報業協會第二屆年會。
世界中文報業協會第二屆年會閉幕前決議，將中央
通訊社社長馬星野，及香港浸會學院傳理學系系主
19691106
任余也魯對新聞道德公約草案的修正案提交執行委
員會處理。
19691230 馬星野出席台北市報業公會第四屆會員大會。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總理紀念週，由中央評議委
19700126
員馬星野主席。
19700127 台灣全錄公司開業，馬星野前往致賀。
19700202 參與中華航空公司波音七○七噴射客機首航。
19700202 舊金山之旅（與耿修業等人）
中央通訊社社長馬星野自舊金山前往洛杉磯和聖地
牙哥，作短暫訪問。
中華學術院中華新聞學協會第二屆常務委員會議，
19700228
馬星野以常務委員身分出席。
美國合眾國際社總裁湯瑪森夫婦抵台訪問，馬星野
19700309
等機場迎接。
19700315 參加清大交大梅竹賽之國語演講比賽評判。

19700206

聯合報/02版，1968/09/04
中央日報，1968/10/12
經濟日報/07版/綜合，1968/10/12
聯合報/02版，1968/10/21
聯合報/02版，1968/11/07
聯合報/02版，1969/01/12
經濟日報/05版/工商服務，1969/01/20
聯合報/06版，1969/03/18
聯合報/02版，1969/03/15
聯合報/02版，1969/03/18
聯合報/01版，1969/04/09
聯合報/02版，1969/04/26
聯合報/01版，1969/06/25
經濟日報/08版，1969/07/14
聯合報/02版，1969/08/10
聯合報/02版，1969/08/26
聯合報/09版/聯合副刊，1969/09/13
中央日報，1969/09/14
聯合報/02版，1969/09/28
聯合報/02版，1969/10/19
聯合報/03版，1969/10/30
聯合報/02版，1969/11/03
聯合報/02版，1969/11/07
經濟日報/06版，1969/12/31
經濟日報/02版，1970/01/27
經濟日報/05版，1970/01/28
聯合報/02版，1970/02/03
馬星野先生紀念集，頁86
聯合報/02版，1970/02/08
聯合報/02版，1970/02/28
聯合報/02版，1971/03/10
聯合報/09版/聯合副刊，1970/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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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時代的文學革命及中國現代化運動健將羅家倫
聯合報/03版，1970/03/23
祭儀。
中央通訊社社長馬星野、總編輯沈宗琳出席東京舉
19700817
經濟日報/06版，1970/08/17
行的亞洲通訊社組織會議。
19700908 出席第三十六屆國際筆會至10/18
新聞與時代，頁169-170

19700322

19701104
19701110
19701209
19710104
19710401
19710414
19710523
19710701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四組代主任許聞淵頒發獎
狀給王藍和姚朋，馬星野出席頒獎典禮。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成立「文化經濟事業管理委
員會」，聘馬星野等任委員。
中華民國民意測驗協會理監事聯席會議，選出馬星
野為常務理事。
燕京文教科學研究中心英語新聞講習會開學典禮，
馬星野出席並致詞。
中央通訊社四十七週年社慶，馬星野出席。
中國電視公司總經理黎世芬設宴款待英國報業鉅子
陶姆森爵士。
美國聖若望大學校長凱希爾來華訪問，接受國際關
係研究所的款宴
中華新聞學協曾第三屆年會，馬星野出席。

聯合報/02版，1970/11/05
聯合報/02版，1970/11/10
聯合報/02版，1970/12/10
經濟日報/06版，1971/01/05
聯合報/02版，1971/04/02
聯合報/02版，1971/04/15
聯合報/02版，1971/05/24
聯合報/02版，1971/07/02

19710709 出席中國信託投資公司開業酒會。
經濟日報/06版，1971/07/10
中國國民黨中央總理紀念週，由中央評議委員馬星
19710712
經濟日報/02版，1971/07/13
野擔任主席。
19710903 中國電視公司股東臨時會議，選出馬星野為董事。 聯合報/02版，1971/09/04
19710907 中印尼文化經濟協會成立，馬星野當選監事。
出席正中書局慶祝中華民國建國六十年暨該書局創
19711009
立四十週年酒會。
黎明文化服務中心讀者俱樂部啟鑰儀式，馬星野出
19711010
席。
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黃少谷舉行茶會，馬星野出
19711106
席。
中國戲劇藝術中心海外劇藝推行委員會第一屆第二
19711113
次全體委員大會，馬星野出席。
國立政治大學校友會春節團拜聯歡茶會，馬星野出
19720215
席。
19720219 國軍首長與新聞界年度聯誼會，馬星野出席。
中央社社長馬星野將出任中央社管理委員會主任委
19720530
員。
19720600 任中國新聞學理事長
19720600 卸任中央通訊社社長一職，出任中國新聞學會理事
長
中央通訊社新舊任管理委員會主任委員及社長交接
19720610 ，馬星野以新任中央社管理委員會主任委員身分出
席。
19720700 升任中央社管理委員會主任委員

經濟日報/01版，1971/09/08
經濟日報/06版，1971/10/10
聯合報/02版，1971/10/09
經濟日報/05版，1971/11/07
聯合報/03版，1971/11/13
聯合報/02版，1972/02/16
聯合報/02版，1972/02/20
聯合報/02版，1972/05/30
中央日報，1991/03/12
新聞界三老兵，頁440；馬星野先生紀念集
，頁456
聯合報/02版，1972/06/10
新聞界三老兵，頁440

聯合報第二部高速輪轉印報機正式啟用，招待同業
聯合報/02版，1972/07/11
及廣告界人士參觀。馬星野出席。
中央日報社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九屆股東大會，選出
19720924
經濟日報/06版，1972/09/25
馬星野等為董事。
19721023 立法委員陳訓悆公祭。馬星野出席。
聯合報/03版，1972/10/24

19720710

19721126 馬星野徐佳士抵韓 參加新聞教育會議
漢城大眾傳播教學及訓練區域會議五天大會，中央
19721202 社管理委員會主任委員馬星野與政大新聞研究所主
任徐佳士代表中華民國出席。
中華民國民意驗測協會會員大會，慶祝該會成立第
19721230
十五週年，選出馬星野等為理事。
19730000 《中央日報》改組為公司,轉任董事長
中央通訊社管理委員會主任委員馬星野飛往韓國訪
19730223
問，接受漢陽大學授予的榮譽博士學位。

中央日報，1972/11/26
聯合報/02版，1972/12/03
聯合報/02版，1972/12/31
溫州師範學院學報 1997年第一期,馬允倫
聯合報/02版，1973/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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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0224 在韓接受榮譽學位
19730224 接受韓國漢陽大學名譽法學博士學位

中央日報，1973/02/25
馬星野先生紀念集，圖片頁、頁369-370

19730400 當選中央社第一任董事長

新聞界三老兵，頁440

19730402 中央社改組 成立公司組織 推選馬星野為董事長
中央社改組 召開中央社股份有限公司首次股東會
19730402
選馬星野為董事長
中央通訊社股份有限公司創立大會，選出馬星野為
19730402
董事長。
19730408 賀馬星野獲博士學位 政大新聞學友 舉行聯歡會
國立政治大學新聞學友本年度聯歡會並慶賀新聞學
19730408 友聯誼會名譽會長馬星野榮獲韓國名譽法學博士學
位。
19730508 第二屆台北市新聞評議委員會成立，馬星野出席。
巴拿馬工商部長曼費德搭機來華訪問，馬星野等接
19730521
機。
外交部部長暨夫人在台北賓館款宴曼費德部長暨夫
19730524
人，馬星野與宴。
19731125 總統府故國策顧問蕭同茲之喪，馬星野出席。
總統府故國策顧問、中央社前社長蕭同茲先生靈骨
19740120
安葬前祭奠儀式。
中央通訊社與美國合眾國際社新聞合作三十五週
19740206 年。合眾國際社贈送一張紀念狀給中央社，由中央
社董事長馬星野代表接受。
中央通訊社五十週年社慶茶會，馬星野與會並致
19740401
詞。
中國國民黨第四次新聞工作會談第一次大會，由主
19740408
席團主席馬星野主持。
19740508 中華民國民意測驗協會理監事會議，馬星野出席。
中央通訊社股份有限公司六十三年度股東常會，選
19740627
舉馬星野連任董事長
中華民國新聞評議委員會成立大會由中央通訊社董
19740901
事長馬星野主持。
曾虛白先生新聞獎基金發起人會議選出馬星野等為
19740910
董事。
19741101 立法委員吳望伋的七十大慶，馬星野出席。
世界中文報業協會第七屆年會香港開幕，馬星野出
19741125
席。
中國新聞學會第三次代表大會，由理事長馬星野主
19750130
持，選出馬星野等為理事。
19750203 台北市報業公會第九屆會員大會，馬星野出席。
年度新聞同業園遊會，馬星野出席並代表新聞界致
19750207
詞。
錢劍秋請國內三家電視台女性演藝人員吃晚飯。馬
19750223
星野受邀出席。
中國新聞學會第四屆理事會第一次會議，馬星野受
19750314
推為理事長。
優良廣播電視金鐘獎頒獎典禮，評審委員會主任委
19750326
員馬星野會中報告評審經過。
19750401 中央通訊社五十一週年社慶，馬星野出席。
中國新聞學會第四屆第二次理事會議，馬星野以理
19750425
事身分出席。
國國民黨第十屆中央委員會臨時全體會議預備會
19750428
議。
大韓民國綜合大學新聞主編訪華團來華，中央社董
19750512
事長馬星野設宴待款。
行政院新聞局邀請各新聞單位負責人，在新聞局會
19750513
議室舉行茶會，馬星野出席。
台北市報業公會歡宴香港同業，並邀請新聞學會馬
19750530
星野理事長。

中央日報，1973/04/03
中華民國新聞年鑑p.32
聯合報/02版，1973/04/03
中央日報，1973/04/09
聯合報/06版，1973/04/07
聯合報/02版，1973/05/09
經濟日報/02版，1973/05/22
經濟日報/02版，1973/05/25
聯合報/03版，1973/11/24
聯合報/06版，1974/01/21
聯合報/06版，1974/02/07
聯合報/02版，1974/04/02
聯合報/02版，1974/04/09
聯合報/02版，1974/05/09
聯合報/02版，1974/06/28
聯合報/02版，1974/09/01
聯合報/06版/家庭，1974/09/11
聯合報/06版，1974/11/02
聯合報/02版，1974/11/26
聯合報/02版，1975/01/31
聯合報/06版，1975/02/04
聯合報/03版，1975/02/07
聯合報/09版，1975/02/24
聯合報/06版，1975/03/15
聯合報/09版，1975/03/27
經濟日報/07版，1975/04/02
聯合報/06版，1975/04/26
聯合報/01版，1975/04/29
聯合報/06版，1975/05/13
聯合報/02版，1975/05/13
經濟日報/07版，1975/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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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0624 亞太地區第一屆電視會議，馬星野出席。
中央通訊社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屆六十四年度股東常
19750627
會，馬星野蟬聯董事長。
國際新聞學會中國分會舉行恢復分會組織後第一次
19750630 全體會員大會，馬星野以來賓身份應邀參加並致
詞。
林語堂和他的夫人由中央通訊社董事長馬星野陪同
19750701
拜謁總統蔣公陵寢。
嚴總統夫婦以茶點款待林語堂博士夫婦，中央通訊
19750707
社董事長馬星野夫婦等應邀作陪。
19750801 外交耆宿吳南如之喪，馬星野出席。
北區大專教授遊園會、茶會，由教育部長蔣彥士及
19750929 中國新聞學會理事長馬星野主持。
19751111
19751112
19751202
19760116
19760121
19760129
19760130
19760223
19760329

「慶祝六十四年地政節暨歡迎海耶克博士酒會」，
馬星野出席。
第一屆國家建設新聞獎頒獎典禮，馬星野以評審委
員會主任委員身分出席。
中廣公司舉辦的增額立法委員選舉空中座談會，中
國新聞學會理事長馬星野出席。
台北市報業公會第十屆會員大會，中央通訊社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長馬星野與會。
聯合報主辦之國際問題研討會，馬星野出席。
中國新聞學會理事長馬星野代表全體理事，以第一
號榮譽會員證書奉贈行政院長蔣經國。
中國新聞學會敦聘蔣院長為榮譽會員由理事長馬星
野代表奉贈證書
中華民國新聞學會理事長馬星野參加台北市中文報
紙工作人員研討會揭幕典禮。
林語堂博士追思禮拜，由馬星野講述林語堂生平，
周聯華牧師證道。

聯合報/08版，1975/06/24
聯合報/02版，1975/06/28
聯合報/02版，1975/07/01
聯合報/03版，1975/07/02
聯合報/02版，1975/07/08
聯合報/06版，1975/08/02
聯合報/06版，1975/09/30
經濟日報/02版，1975/11/12
聯合報/06版，1975/11/13
聯合報/02版，1975/12/03
聯合報/06版，1976/01/17
聯合報/02版，1976/01/22
聯合報/02版，1976/01/30
中央日報，1976/01/30
聯合報/06版，1976/02/24
聯合報/03版，1976/03/30

19760401 林語堂告別祭典，馬星野出席。

聯合報/03版，1976/04/02

19760401 中央通訊社創立五十二週年，馬星野出席。
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系之「大眾傳播事業獎學金」由
19760519
中央社董事長馬星野代表頒發。
中央通訊社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屆六十五年度股東常
19760624
會，馬星野連任董事長。
中央通訊社董事長馬星野任全國各新聞單位負責人
19760722
領隊，參觀暑期青年自強活動北區營隊。
中國新聞學會理事長馬星野率領的新聞單位負責人
19760724
訪問團參觀核能發電廠北部一廠。
第一屆「中正杯」新聞記者籃球錦標賽，由中國國
19760908
民黨新聞黨部主任委員馬星野主持并開球。
19761124 「國產罐頭食品品評會」，馬星野出席。
金鼎獎第一次頒獎典禮，金鼎獎評審委員會主委馬
19761221
星野在會中報告評審經過。
19770203 留美同學會，馬星野出席。

聯合報/02版，1976/04/02

19770302 台北市馬氏宗親會成立大會，馬星野當選理事。
第五屆中日「中國大陸問題」研討會的日本代表團
19770327
，馬星野出席。
中央通訊社股份有限公司六十六年度股東常會，馬
19770624
星野當選董事。
中央社故前總編輯胡傳厚公祭，馬星野以副治喪主
19770928
任委員身分出席。

經濟日報/09版，1977/03/03

聯合報/06版，1976/05/20
聯合報/06版，1976/06/25
聯合報/02版，1976/07/23
經濟日報/02版，1976/07/24
聯合報/08版，1976/09/08
經濟日報/07版，1976/11/25
聯合報/02版，1976/12/22
經濟日報/07版，1977/02/04

聯合報/02版，1977/03/27
聯合報/02版，1977/06/25
聯合報/06版，1977/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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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1226
19780301
19780409
19780428
19780522
19780528
19780624
19780704
19780901
19790220

中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及中央委員舉行座談會，
馬星野與會並發言。
國民大會第六次會議第二次大會，馬星野出席。
中央婦女工作會舉辦各界各業婦女研讀蔣總統秘錄
心得測驗，中國新聞學會理事長馬星野等至大眾傳
播界的試場視察。
新聞學代表大會通過多項議案 選出馬星野等31位
理監事
「華岡新聞週」，中央通訊社董事長馬星野代表新
聞界頒發華岡新聞獎給成績優秀的同學。
畫學會金爵獎頒獎典禮在第十六屆會員大會中舉行
，中國新聞學會理事長馬星野頒獎。
中國電視公司六十七年度股東常會，馬星野被選為
董事。
中央通訊社新舊任社長交接典禮，由中央社董事會
董事長馬星野主持。
台北市新聞記者公會慶祝九一記者節，馬星野出
席。
中華民國筆會第六屆會員大會，馬星野出席。

19790401 中央通訊社社慶，馬星野董事長出席。
中華民國廣播事業協會第二十屆理監事聯席會議，
19790418
中國新聞學會理事長馬星野出席。
「大專院校新聞與大眾傳播學科教學研討會」，由
19790506
馬星野擔任主席。
「中美新聞攝影研討會」，由馬星野、郎靜山聯合
19790513
主持揭幕。
中央通訊社股份有限公司六十八年度股東常會，馬
19790622
星野連任董事長。
中國國民黨中央文化工作會舉行茶會，馬星野出
19790815
席。
第三屆中華民國新聞評議委員會，中國新聞學會理
19790901 事長馬星野將應邀致詞。
19790902
19791031
19791222
19800000
19800327
19800327
19800410
19800417
19800505
19800703
19800901
19801002
19801226

台北市的新聞從業人員慶祝記者節，中國新聞學會
理事長馬星野。
中國電視公司開播十遭年，馬星野出席。
全國新聞杯桌球錦標賽閉幕，由中國新聞學會理事
長馬星野頒獎。
馬創中華民國大眾傳播教育協會首屆理事長
中華民國大眾傳播教育協會成立大會由馬星野主
持。
擔任「中華民國大眾傳播教育協會」成立大會主席
，並接下理事長一職
中華民國大眾傳播教育協會第一屆第一次理監事聯
席會議，推舉馬星野為理事長。
聯合報駐倫敦特派員周榆瑞追悼會，馬星野出席。
六十九年公共關係研討會，班主任馬星野在始業式
中致詞。
在中視公司舉行的一項簡單儀式中，將「文化先
鋒」銀盤贈送給楚崧秋。
中華民國大眾傳播教育協會慶祝記者節舉行演講會
，由協會理事長馬星野主持。
法令月刊社舉行酒會，慶祝該刊創刊三十遇年紀念
，馬星野出席。
中國國民黨中央文工會、中國國民黨新聞黨部委員
會頒贈獎狀給中國電視公司，新聞黨部委員會主委
馬星野出席頒獎儀式並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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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合報/05版，1979/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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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合報/07版，1980/03/28
新聞界三老兵，頁453
聯合報/07版，1980/04/11
聯合報/02版，1980/04/18
聯合報/02版，1980/05/06
聯合報/02版，1980/07/04
聯合報/02版，1980/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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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1229
19810121
19810203
19810319
19810403
19810416
19810522
19810626
19810627
19810717
19810724
19810816
19810901
19810901
19820112
19820119
19820119
19820401
19820402
19820416
19820428
19820429
19820522
19820612
19820623
19820624
19820701
19820916
19820925

中國國民黨中央文化工作會及中國新聞學會邀請台
北市新聞工作同志參加年終聯誼園遊會，馬星野出
席。
新聞學會理事長馬星野以獎狀贈給華視。
中國新聞學會理事長馬星野代表八千多位會員，贈
給行政院院長孫運璿中國新聞學會榮譽會員證書。
大眾傳播教育協會舉行「強化電視新聞傳播效果」
研討會，由馬星野主持。
中國國民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馬星野連任中
央評議委員。
中國新聞學會主任委員馬星野贈送獎狀給華視，嘉
勉該台國語連續劇。
「大眾傳播與生活素質研討會」，馬星野談大眾傳
播對生活素質改變的責任。
中央通訊社股份有限公司七十年度股東常會，推選
馬星野蟬聯董事長。
大眾傳播教育協會會員大會由該會理事長馬星野主
持
台北市政府舉辦的第一屆市政新聞金橋獎頒獎典禮
，新聞學會理事長馬星野應邀致詞。
中國新聞學會會員代表大會，選出理監事馬星野
等。
老報人成舍我歡度八十五歲生日，馬星野出席祝
賀。
中華民國大眾傳播教育協會慶祝記者節舉行座談會
，座談會由該會理事長馬星野主持。
台北市新聞記者公會慶祝第卅八屆記者節大會，馬
星野出席。
財團法人袁鳳舉先生獎學金基金會成立，推選馬星
野為基金會董事長。
行政院新聞局舉行中華民國七十一年新聞同業茶會
，款待新聞界人士，馬星野出席。
聯合報董事長特別助理吳博全之喪，中國新聞學會
理事長馬星野率會員代表參加公祭。
中央通訊社舉行茶會慶祝五十八週年社慶暨松江路
辦公新廈落成，由董事長馬星野暨社長潘煥昆主
持。
中華民國團結自強協會常務理監事會議。常務董事
馬星野與會。
華視分別與美國CBS及英國維氏新聞社簽訂新聞及
節目合作協定。馬星野在場觀禮。
台視成立二十周年慶祝茶會，新聞學會理事長馬星
野代表所屬單位，在茶會中頒獎給台視。
台北市報業公會第十六屆會員大會，中央通訊社董
事長馬星野應邀在會中致詞。
「百科文化新聞研討會」的開幕式，中國新聞學會
及中華民國大眾傳播教育協會理事長馬星野應邀在
會中致詞。
中美研究中國大陸問題的專家舉行第十一屆研討會
，馬星野出席。
廣播電視界舉行文化建設座談會，廣播界由馬星
野、徐佳士、蔣孝武擔任召集人。
中央日報股份有限公司第廿九屆股東常會，馬星野
獲選為常務董事。
馬星野伉儷訪舊金山州立大學
聯合報系創製成功的電腦編排新聞作業系統啟用，
馬星野等應邀參觀作業過程。
中華民國大眾傳播教育協會，第二次會員大會，由
該會理事長馬星野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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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1016
19821022
19821026
19821212
19830000
19830000

中華民國大眾傳播教育協會第二屆第一次理監事聯
席會議，推選馬星野連任理事長。
「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成立大會，由馬星野
等擔任主席。
總統府國策顧問、中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魏景蒙
的喪禮，馬星野出席。
「大眾傳播與現代生活」系列講座，由中華民國大
眾傳播教育協會理事長馬星野等主持。
秋至華盛頓、紐約視察中央社各單位
於台北市僑光堂主持新聞編採研習會

19830000 參加文建會新春茶敘，演講「讀報觀影罪言」
「新聞編採研習會」開業式，由大眾傳播教育協會
19830221 理事長馬星野、與世界中文報業協會副主席耿修業
共同主持。
大眾傳播教育協會理事長馬星野參加行政院文建會
19830228 邀集的藝文界聯歡茶會,，會上發表「讀報觀影罪
言 。
19830301 在中央日報發表讀報觀影罪言
台視「漢江風雲」連續劇試片茶會，新聞耆老馬星
19830314
野等都應邀觀賞。
19830326 金鐘獎頒獎典禮，馬星野任頒獎人。
大眾傳播事業協會理事長馬星野參加廣播電視節茶
19830326
會。
電視節目評鑑委員會第一次全體委員會議，學者公
19830328
推新聞界耆宿馬星野為召集人。
中視新舊任總經理交接儀式，新聞學會理事長馬星
19830422
野觀禮。
19830426 馬星野主持電視節目評鑑檢討會。
台北市政府第三屆市政新聞金橋獎頒獎典禮，評審
19830713
會主任委員馬星野在會中致詞。
第三屆優良廣播節目「金音獎」頒獎典禮，由新聞
19830908
學會理事長馬星野頒獎。
中華民國大眾傳播教會協會七十二年度會員大會及
19830911 「傳播科技」學術研討會，由該會理事長馬星野主
持。
19831000 前往美國考察「大傳事業」（華盛頓、紐約、舊金
山、洛杉磯、聖地牙哥、密蘇里哥倫比亞）
19831005 與夫人訪問舊金山州立大學

聯合報/07版，1982/10/17
聯合報/01版，1982/10/22
聯合報/02版，1982/10/26
聯合報/07版，1982/12/11
新聞鏡第126期,p53,吳恕
馬星野先生紀念集，圖片頁
馬星野先生紀念集，頁462
聯合報/07版，1983/02/21
聯合報/03版，1983/03/01
中央日報，1991/03/27
聯合報/12版/綜藝，1983/03/15
聯合報/09版/綜藝，1983/03/22
聯合報/03版，1983/03/27
聯合報/09版/綜藝，1983/03/29
聯合報/09版/綜藝，1983/04/23
聯合報/09版/綜藝，1983/04/27
聯合報/07版/第七版，1983/07/14
聯合報/09版/綜藝，1983/09/06
聯合報/07版，1983/09/11
新聞界三老兵，頁440-441
馬星野先生紀念集，頁389

19831010 訪問密蘇里大學新聞學院

馬星野先生紀念集，頁390

19831011 拜會密蘇里州州長克里斯多弗‧龐德和州務卿詹姆
士‧寇克派屈瑞克
19831013 上午於華盛頓拜訪「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雜誌，
下午拜訪「今日美國」
中央通訊社董事長馬星野在華府訪問時，度過他七
19831014
十五歲的生日。
19831018 訪問時代週刊雜誌

馬星野先生紀念集，頁392
馬星野先生紀念集，頁394
聯合報/02版/第二版，1983/10/16
馬星野先生紀念集，頁397

19831019 會見美聯社總裁克斯‧佛勒與合眾國際社總裁威廉 馬星野先生紀念集，頁396-397
‧史瑪爾傍晚訪問紐約美洲中國時報，接受董事長
余紀忠晚宴招待
19831020 上午於紐約拜訪哥倫比亞大學新聞研究所，會見所 馬星野先生紀念集，頁396
長奧斯伯恩‧艾里亞特和喻德基教授
19831024 拜會洛杉磯時報
馬星野先生紀念集，頁404
中央通訊社董事長馬星野偕夫人，結束在美國三星 聯合報/06版/第六版（北市區里版），
期的訪問返回台北。
1983/10/27
中央通訊社已故社長及管理委員會主任委員蕭同茲
19831111 逝世十周年紀念日，中國新聞學會理事長兼中央通 聯合報/07版，1983/11/08
訊社董事長馬星野出席。

1983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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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1221
198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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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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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0419
19840419
19840420
19840428
19840504
1984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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留美統計力學專家、中央通訊社董事長馬星野的長
公子馬上庚公祭。
中華民國七十二年出版事業金鼎獎頒獎典禮，馬星
野任頒獎人。
馬獲頒密蘇里大學新聞事業傑出服務獎章
行政院新聞局舉辦新聞同業茶會，中華民國新聞通
訊事業學會理事長馬星野出席並致詞。
中華民國團結自強協會第二屆理監事會議，選出常
務監事馬星野。
國民大會第一屆第七次會議，馬星野以與會代表身
分報到並發表談話。
中華民國新聞通訊事業協會第九屆第三次會員代表
大會，中國新聞學會理事長馬星野應邀與會。
國民大會第七次會議主席團第二次會議，馬星野出
席。
中國新聞學會理事長馬星野代表中華民國新聞編輯
人協會台北市分會以一幅「孝」字鏡屏致贈台北市
長場金欉。
中央社六十週年社慶，由董事長馬星野及社長潘煥
昆共同主持。
在密蘇里大學講中國的新聞事業
於母校－－美國密蘇里大學新聞學院，獲得「傑出
新聞事業終身服務最高榮譽獎章」。
榮獲密蘇理大學校長頒發「傑出新聞事業終生服務
最高榮譽獎」
於密蘇里新聞學院舉行答謝酒會，發起設立「威廉
斯獎學金」。
主持大眾傳播教育協會「大眾傳播教學研討會」開
幕典禮。
「新聞人員學術研討會」，發表「社會新聞報導的
新策略」專題演講。
榮獲美國密蘇里大學新聞學院1984年新聞事業傑出
貢獻獎章，空軍官兵活動中心虎賁廳舉行祝賀茶
會。
出席中華戰略學會第六次會員大會，獲選理事。

聯合報/03版，1983/12/13
聯合報/03版，1983/12/20
中央日報，1991/03/28
聯合報/02版，1984/02/01
聯合報/02版，1984/02/11
聯合報/02版，1984/02/11
聯合報/06版/北市區里版，1984/02/26
聯合報/02版，1984/02/28
聯合報/07版，1984/03/18
聯合報/02版，1984/04/01
中央日報，1984/04/20
聯合報/03版，1984/05/05
馬星野先生紀念集，圖片頁、頁159；新聞
界三老兵，頁475；政大新聞系網站
馬星野先生紀念集，頁415
聯合報/07版，1984/04/29
馬星野先生紀念集，頁429
聯合報/07版，1984/05/06；馬星野先生紀念
集，頁435。
聯合報/02版，1984/05/28

19840601 出席聯合報系中國經濟通訊社創刊十週年社慶。
中華民國新聞編輯人協會第十九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19840711
，馬星野出席。
市政新聞金橋獎頒獎典禮，金橋獎評審委員馬星野
19840718
與會。
19840818 出席弔唁民族晚報故發行人王正鏞之喪。

經濟日報/10版，1984/06/02

19840914 出席「曾虛白先生新聞獎」頒獎典禮。

聯合報/07版，1984/09/15

聯合報/06版/北市區里版，1984/07/11
聯合報/06版，1984/07/19
聯合報/07版，1984/08/18

19841000 籌辦《中央日報》台北分版，續任《中央日報》社長。 海峽財經網 會員特展 馬星野
19841014 於馬里蘭州落克維爾市湖南飯店舉辦馬星野先生七 馬星野先生紀念集，頁398
十五歲生日宴(農曆九月初九)
19841116 以理事長身份主持中國新聞學會第六次代表大會。
中國國民黨建黨九十週年資深同志、示範小組長及
19841124
優秀基層幹部表揚大會。
19850000 受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
19850000 自中央社退休

聯合報/02版，1984/11/17

19850105 連任大眾傳播教育協會第三屆理事長。

聯合報/07版，1985/01/06

聯合報/02版，1984/11/25
溫州師範學院學報 1997年第一期,馬允倫
新聞界三老兵，頁461

19850212 出席行政院長俞國華新聞同業接待會。
聯合報/0 1版，1985/02/13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全國出版事業協會理事長蔣
19850315
聯合報/06版/台北市民生活版，1985/03/16
廉儒的母親湯太夫人之喪，馬星野出席。
19850527 首次中風住進台大醫院
中央日報，1991/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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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0527 輕度中風入住台大醫院

馬星野先生紀念集，頁444-447、485

19850530 馬星野應聘為國策顧問
中央日報，1985/05/31
蔣總統經國聘請中央通訊社即將卸任的董事長馬星
19850530
聯合報/02版，1985/05/31
野，為總統府國策顧問。
19850530 蔣經國總統聘請馬星野先生擔任總統府國策顧問
馬星野先生紀念集，頁444
19850603 住進台大醫院六西病房615室
中央日報，1985/06/03
中國新聞學會理事長馬星野因病請辭，理事會議決
19850627
聯合報/02版，1985/06/28
議公推楚崧秋接任。
19850701
19850701
19850824
19851207
19851218
19870616
19870625
19880709
19880900

中國新聞學會新舊任理事長交接 ，獲頒授一等實踐
中央日報，1985/07/02
獎章
因病未出席中國新聞學會新舊任理事長交接，中國
電視公司董事長楚崧秋接替出任理事長。。
參加中國新聞學會舉行第八次理監事會議，受聘為
榮譽顧問。
參加國立政治大學新聞系創立五十週年慶祝酒會，
校長歐陽勛代表學校及全體系友致贈銀盤一面。
在政大四維堂參加政大新聞系創系50年酒會，校長
歐陽勛贈銀盤。
台北市北區扶輪社表揚馬星野等對新聞傳播事業有
特殊貢獻的團體及個人。
中央社前主任祕書張潤生先生公祭，馬星野為治喪
委員會委員。
中國國民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主席團第二次會
議，獲留任的第十二屆中央評議委員包含馬星野。
馬星野80大壽 周培敬夫婦到府拜壽

聯合報/02版，1985/07/02
聯合報/02版，1985/08/24
聯合報/06版/台北市民生活版，1985/12/07
中央日報，1985/12/18
聯合報/06版/台北市民生活版，1987/06/17
聯合報/07版，1986/06/26
聯合報/02版/國內要聞1，1988/07/10
中央社的故事p.551

19881023 馬星野八秩華誕。

聯合報/21版/聯合副刊，1988/10/22

19890404 國代馬星野等退職
19890500 因病退職國大代表

中央日報，1989/04/05
馬星野先生紀念集，頁466、495

19890501 記者公會所選出的資深國代馬星野正式退職。
聯合晚報/02版/話題新聞，1989/05/03
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推行委員會，馬星野新任
聯合報/06版/焦點新聞，1989/10/23
19891022
常務委員。
19900517 突患腦幹中風，住榮民總醫院
馬星野先生紀念集，頁496
19910311 逝世享年八十二歲

中央日報，1991/03/12

19910311 逝世
溫州師範學院學報 1997年第一期,馬允倫
因腦部多發性梗塞及尿道感染引起敗血症，病逝於
聯合晚報/04版/話題新聞，1991/03/11
19910311
台北榮民總醫院，享壽八十二歲。
19910311 上午十時五分病逝於台北榮民總醫院，享年82歲
馬星野先生紀念集，頁453
19910328 國策顧問馬星野先生喪禮。

民生報/14版/文化新聞，1991/03/19

19910706 夫人辜祖文逝於榮總
與文化藝術界人士共同參觀李超哉孫雲生書畫合
?
展。
擔任「中華民國參加第十六屆世界運動會籌備委員
?
會」委員。
中國新聞學會理事長馬星野日前以獎狀頒給華視，
?
獎勵製播「秋蟬」節目。
?
訪美期間曾訪問密蘇里大學。
民國十五、六年入廈大時，林語堂先生正擔任廈門
?
大學文學院院長。

中央日報，1991/07/07
聯合報/03版/第三版，1954/07/18

時間不明

聯合報/01版/第一版，1955/11/22

時間不明

聯合報/09版/影視綜藝，1982/08/27

時間不明

聯合報/03版，1983/11/11

時間不明

聯合報/12版/聯合副刊，1974/10/11

時間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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