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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議程                                

12月 22日（星期四）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報告人 
地點/ 

備註 

09：00- 

09：30 
會場報到 

圖書館 7

樓國際會

議廳 

09：30- 

09：50 

開幕式 

校長致歡迎詞 

主委致詞 

主持人： 

李遠哲主委 

李德財校長 

09：50- 

10：10    
校務報告 

報告人： 

李德財校長 

10：10- 

10：40  
教學與國際化之發展 

報告人： 

呂福興教務長(15分鐘) 

廖思善國際長(15分鐘) 

10：40- 

11：50 
綜合討論 

主持人： 

李遠哲主委 

李德財校長 

11:50- 

12:10 
大合照 全體諮詢委員 

圖書館一

樓 

12:10- 

13:10 
午餐 

圖書館 7

樓第 1 會

議室及書

畫教室 

13:10- 

13：40 

如何發展重點領域成為具

特色之頂尖大學 

報告人： 

陳全木研發長 

圖書館 7

樓國際會

議廳 13：40- 

14:40 
研究與產學之發展 

報告人： 

王明珂院長(約 15分鐘) 

黃介辰主任(約 15分鐘) 

楊吉斯主任(約 15分鐘) 

陳政雄主任(約 15分鐘) 

14:40- 

15:00 
茶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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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22日（星期四） 

15:00- 

16:30 
綜合討論 

主持人： 

李遠哲主委 

李德財校長 

圖書館 7

樓國際會

議廳 

16：30- 

18：00 
前往惠蓀林場 

參加第二天行程之諮詢

委員 
惠蓀林場 

18：00- 

18：30 
Check in  

會館或小

木屋 

18：30- 

20：00 
晚宴  餐廳 

20：00- 

22：00 
卡拉 ok  簡餐區 

22：00 泡湯趣   

12月 23日(星期五)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報告人 
地點/ 

備註 

08：00- 

09：00 
早餐  餐廳 

09：00- 

09：30 
綜合討論 

主持人： 

李德財校長 
簡餐區 

09：30~ 

11：30 
芬多精饗宴  

木棧步道

->梨園 ->

茶道 ->月

桃巷 

11：30- 

12：00 
Check out   

12：00- 

13：30 
午餐  餐廳 

13：30- 

14：30 
品嚐惠蓀咖啡  咖啡園 

14：30 快樂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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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開幕式 

一、李德財校長致歡迎詞 

李院長、各位諮詢委員、各位校內的主管、同仁，大家早！ 

今天是本校的第七次校務諮詢會議，非常歡迎各位諮詢委員蒞臨中興大學，

我在這裡要特別感謝各位撥冗來到這裡參加諮詢委員會議，提供我們指導建

言。 

在過去幾年，中興大學事實上非常仰賴各位委員對我們校務的方針、學術

的發展策略、各系所及校務評鑑等，提供很多很好的建言，學校也很努力遵循，

不負眾望的，在 2006 年教育部提供的第一期「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

心計畫」，我們連續四年共獲得 21 億 5 仟萬元的獎助補助；第二期我們「農業

生物科技中心」也成功入選，獲得每年 3 億元的補助。幾年下來，全校的發展

可以說是脫胎換骨，跟以前很不一樣，蕭校長團隊已經把中興的基礎建立的相

當穩固，學術的研究風氣也大幅提升，這些都要感謝各位委員多年來對我們學

校全方位的指導。 

個人是八月才上任，從中央研究院過來，想跟各位分享幾個月來的感受。

一樣是「長」，一個「所長」、一個「校長」，實際上整個 scale 是完全不一樣，

一樣是駕駛，但發現那時候的駕駛，好像是 BMW 的，是自動排擋，事情都很

方便的開展；現在駕駛的是一部波音 747 的大飛機，上面的控制儀表相當多、

非常的複雜，偶而還要瞭解哪個按鈕是作什麼事情用的，控制閘還會自動開啟，

或是漏油了還要補一補，很多這樣不預期的狀況都需要掌握，這是我的感受，

現在這架飛機還在跑道上，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夠起飛，這要靠各位委員給我們

加油打氣。 

我到任後行政團隊便積極籌辦這一年一度的會議，召開過三次籌備會議，

邀請各學院院長及單位主管們一起討論，擬訂今天的議題主軸。首先，接下來

我會向各位做一個校務報告，擘劃未來四年治校願景：希望是「以學生為本位、

關懷在地、邁向國際」，在實際面向，將從「教學與國際化之發展」、「如何發展

重點領域成為具特色之頂尖大學」、同時在「研究與產學之發展」議題，進行學

校現況分析，並提出發展及執行構想。 

我們期望透過這次的諮詢會議，借重各位委員在各領域的傑出表現，給我

們前瞻性的眼光、給我們指導，提出未來學校發展的策略規劃及執行方針的寶

貴意見，並藉由校內同仁們的一起努力，希望集思廣益以凝聚共識，共同為學

校的發展努力，希望中興能扮演帶動中台灣學術、文化及產業發展的關鍵力量，

成為「台灣知識糧倉、國際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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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今天的議程安排簡單向各位委員報告，再次感謝各位委員的蒞臨指

導，謝謝大家！ 

 

二、李遠哲主任委員致詞 

李校長、各位諮詢委員、各位學校主管： 

我一個月跑了七個國家，回來聲音有些不對，所以今天火力不夠，但是開

飛機還可以的。這幾年來，我們都看到中興大學有很大的進步，身為諮詢委員

會的一員，跟很多的諮詢委員這幾年來給中興大學提供意見，也看到中興大學

認真地面對問題求進步，感到非常高興。今天諮詢委員會大部份都是老面孔，

等下先請第一次參加會議的諮詢委員自我介紹，老的委員則報個名字即可，希

望第一次參加的主管，也做自我介紹。 

雖然諮詢委員大部份都來過好幾次，但校長是新的，學校當然是延續地往

前走，做諮詢委員的工作，對校長是有很大的期許的，因此我想開門見山地先

談我對校長的期許。在民主社會，一人一票，大家開會決定，結果常常是有很

多好的方案，因為有人反對就不敢推動，最後做的是沒人反對、最糟糕的方案，

外國人常看到華人社會的奇怪現象，我們有一群非常聰明的人，但有很多好的

方案沒有經過好好地討論，而是做沒人反對的最糟糕方案。所以我們常看到的

現象，就是沒有深入的討論，當然校諮委員會的很多建議，是會經過一番討論

的。我對校長的期許是希望校長能夠做一個強而有力的領導。強而有力，並非

自以為是，很多事情自己決定，由上而下，這是威權時代，權力是上面給的強

而有力，而在民主社會，一人一票決定，並不表示不需要強而有力的領導，在

民主社會，大家有不同的意見，領導可以聽大家的意見後，整合意見並歸納為

幾類，經過一番討論後凝聚共識，這個 process 不容易但一定要做到，能夠凝聚

共識，等到有一天，大家都同意這樣走，才能變成強而有力的領導，這是對新

校長很大的期許。剛校長舉的例子，不盡是對的，校長沒開過飛機，以為開飛

機很難，其實開飛機都是自動的，很多儀表都很簡單，你如果坐波音 747 的模

擬，就知道很簡單，也沒有紅綠燈，天空又是開闊的，所以想像跟實際也許是

不一樣的。我還是對校長有很大的期許，非常努力去幹很重要，但一個人的力

量很有限，若沒有將全校所有人的力量動員起來，走的不遠，所以這是我給校

長的期許，怎樣聽大家的意見，經過討論，凝聚共識。但是我們有一點也必須

學會，我在國際科學總會擔任理事長，每次開諮詢會議時都說，今天我們討論，

下結論之後，雖然報告中有人反對，但有共識要推動的話，委員到外面時就不

要一直表示自己的看法，而忘掉了大家的共識，這是很重要的。學校裏的同仁，

我們這樣走，也許有人不同意，但不同意沒關係，我們知道說我們結論是往這

個方向走，有一部份人不同意，但不要把主要決議忘掉了，而一直說自己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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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們要非常注意。 

今天我在這裏也是沈重的，我們看到世界的轉變，變的很快，而且變的並

不是很好，歐債的問題非常嚴重，美國經濟也很嚴重。今後這幾年若想看到經

濟起飛、很多錢給中興大學使用，國家要投資很多錢，希望並不是很大的，經

濟非常的困難。而且氣候變遷帶來嚴重的影響，我們還沒體認到。聯合國預估

到 2050 年人口會到 90 億到 100 億，開發中的國家，營養在改善，所以 2050
年我們食品要增加 2 倍，才能滿足需求。我特別談食品，因為農產品是本校的

重點項目。另外做環境研究的人都說，因為極端氣候的影響，因為二氧化碳排

放量的限制，化石燃料用的越少，那麼肥料就慢慢的從農業裏面要消聲匿跡，

現在麵包三分之一是肥料來的，所以大家都說以後的農產指數的下降，所以有

人說用 gene modified product 來改善，不過這裏面的很多曲線，人口增加，營

養的改善，農業生產值的下降，這些線是兜不來的，只有一樣事情我們可以知

道的，這世界會有很大的轉變，這幾年我們如果沒有很快的轉變，卻盲目以為

成長，這條路是走不通的。 

最近當一個美國人跟我謝謝時，我心裏非常的難過，美國人跟我說，臺灣

是人均消耗美國農產品最多的國家，臺灣是非常有利農業發展的，但只有百分

之二十八的食物是自己生產的，百分之七十二是國外進口的。我剛才說急速的

轉變，譬如洪水之後，今年米己經不能輸出了，沒有米可以賣了，這種事情可

能會接連不斷的發生，所以我們要怎麼樣的因應世界這大的轉變？農業會扮演

很重要的角色。中興大學是有很大的空間，可以做出貢獻。 

今天我不多說，期許校長與大家一起來努力，只要大家同心協力來做，一

定做到的。我記得校長到中研院資訊所擔任所長，第一次開會時，他的第一張

的投影片，那時是端午節，李教授以大家龍舟競渡的投影片說，大家如果不合

作的話，船是駛不快的，這個精神還是有的。所以我期許校長成為強而有力的

領導，強而有力是能夠凝聚共識才能達到的！ 

參、校務報告 

報告人：李德財校長；簡報資料詳見附錄一。 

肆、教學與國際化之發展 

一、培育菁英人才-教學的挑戰與對策 

報告人：呂福興教務長；簡報資料詳見附錄二。 

二、如何落實中興大學學生的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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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人：廖思善國際長；簡報資料詳見附錄三。 

伍、綜合討論(上午場次) 

李遠哲主任委員： 

有關蘇仲卿委員書面所提「有關教學改進的建議」，我想這是非常有意義的

工作，中興大學應該有興趣才對，尤其校長是資訊所的，怎麼利用電腦來從事

教學學習，中興大學應該能做出一些貢獻。 

李文雄委員： 

一、 曾來興大教科普，教室是個禮堂，一進到裡面見到學生全部坐在最後一

排，心裡涼了半截，學生自己都無心學習，所以帶課的助教應要求學生

坐到前面，或是不要安排太大的教室。個人是習慣演講時與聽眾接近，

比較有親切感，而不是獨自站在講台上像對空房子講話。 
二、 昨天遇到一位在大學教書的朋友提到，上課時總有幾個學生整堂課都在

睡覺，前一天可能玩得很晚，白天就沒精神，像這些學生應該予以輔導，

讓他們生活作習回歸正常。 
三、 興大共有 156 個姊妹校，應重視實質交流，要有重點式經營，非以數量

取勝。 

伍焜玉委員： 

中興大學在農業方面對於學習及社會的貢獻非常大，但是都著重在科技性、

傳統的農業，以下提出兩點構想： 

一、 中興大學可以研究農業和人的關係。例如透過研究土壤及水汙染如何影

響植物的生長及其營養價值，而人吃了以後，健康是如何受到影響。現

在很多老人的維他命都不夠，很大的關鍵是所吃的東西，這 50 年來臺灣

的植物所薀含的營養是否相同，污染源是否改變了植物原有的生長體系?
從「醫」的角度而言，很少人探討與植物的關係，但對興大而言，是可

以研究整個人類健康及未來發展關係。 
二、 若要了解這些深遠的因素，生物的基本科學很重要。這幾年太注重科技

發展，科技發展非常重要，興大已達到一個程度，可能要回去思考如何

教導學生生物基本知識，包括農業方面、與人的關係、與人健康的關係，

這樣對整個學校與學生的教育及將來的學識發展較為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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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茂昆委員： 

一、 大學生的學習如何改善?我們應教導大學生 modern concept，在某種程度

將其變為 common sense，落實在通識課程中。目前通識課程的作法是由

通識中心設計課程，難免學生當作營養學分，建議通識課程由各學院設

計，列入院之核心課程，讓學生了解來到學校這個學院要認識的核心知

識。 
二、 課程應重新整合、建構，現行老師教學及學生修課都負擔太重，應回歸

教育部規定的 128 學分，讓學生紮紮實實的學習。各個系所或學院應思

考做課程的重新再建構，現在的課程內容可以透過不同管道取得。怎樣

誘導學生用更好的方式學習？林百里先生在昨天大學校長會議演講，指

出現在學生跟我們的思維是不一樣，其以 TED 說明現在教育，TED 概念

指一個人專注聽演講，大概就是 15 分鐘為上限，過了 15 分鐘就會分心。

課程教學可從此角度思考設計，在講課一段時間後讓學生可以參與。 
三、 國際化應增加本地學生與國外學生接觸的機會，並利用現有校園資源(如

惠蓀林場)，舉辦各式國際化的活動或短期訓練班等，以吸引更多外籍學

生，可以將國際化做得更落實。 

楊德華委員： 

一、 教師評鑑可否從評鑑研究論文改成教師可選擇研究、教學及產學合作一

併評鑑。 
二、 中興大學農業已是全國頂尖，建議以在地優勢發展全國頂尖之精密機械

學校，興大已將發展智慧自動化與精密製程設備研究中心列入重點目標，

可與產業界合作一起爭取政府補助，例如工研院、精密機械中心等，由

廠商與政府機構共同補助，以解決校方資源經費不足。 
三、 目前興大學費最低，是否考慮以國立大學收取學費之平均值訂定收費標

準，因為學生也重視教學品質，不一定最低就可吸引人才，可以增加獎

學金方式來吸引優秀學生。 
四、 肯定學校將國際化列入重點領域，這是提升中興大學地位重要作法。 

張平沼委員： 

我是法商學院畢業的，也算是校友，對於學校的發展特別關心。校長提到，

我們教學是以學生為中心，每年學校畢業生是以大學佔多數，大學畢業後，升

學的比率不少，但大部份是到社會就業。我們可以思考如何提升學生的就業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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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如何教導學生面對社會，取得生活目標，進而找到適當的工作。另外，如

何與產業界及中科育成中心密切合作，將產、學聯合起來，讓我們的畢業生到

社會上有很好的表現及應變能力，這也是大學很重要的課題。學校除了朝向頂

尖、高科技、高學術的研究外，對於多數選擇就業的學生，應有更具體、更好

的方式來教導他們。 

蘇遠志委員： 

教育部已把產學合作列為重點推動項目之一，如何提升產學雙方合作績效，

在教學方面提出以下建議： 

一、 加強「無師自用」的教育。如：與企業界共同培訓業界研發人才，以因

應產學發展，解決重點產業發展所面臨研發人才市場供需失衡問題。 
二、 推動學生產業實習時數以提升學生就業的競爭力。 
三、 強化教師實務教學，可以邀請業界專家到校協同教學。 
四、 應鼓勵教師邁向創造產業需求研發，建議政府應法規鬆綁，學習美、日

等國家，讓教師可成立科技公司。 
五、 校方在評估教師升等時，可將教師對企業貢獻程度列入教師升等評鑑參

考項目。如此一來，不僅對國內產學合作的績效及對學生畢業後的能力，

都會有一定的幫助。 

楊明德委員： 

一、 興大創新產業推廣學院是教育部核准全國第一個從推廣教育轉型的學院，

新的領導團隊應善用此學院，讓它成為產業界在職進修、產學合作以及

跨領域運用的核心學院。 
二、 學校收取的職訓專案的學分費比其他學校高，勞委會時有抱怨，希望學

校能降低收費標準。 
三、 我在學校兼課，發現台灣比起其它國家學生大多不敢提問，所以興大在

教學上，老師應該鼓勵學生上課勇於發言、主動發問。 

楊文科委員： 

在有限的人力經費下如何去創新突破，是值得思考的議題，以下提出四點

建議： 

一、 建請法令鬆綁，大學可辦企業，鼓勵老師走入高科技產業，讓教學和研

發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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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希望學校能與國光生技及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裡的農業發展研究院合

作，希望興大在此方面下點功夫。 
三、 中科產學訓協會目前是由我擔任理事長，協會的任務是做產學合作、人

才培育、就業博覽會以及研發成果的推動，而中興大學是中部地區的領

頭羊，希望興大能積極參與中科產學訓協會，並儘快由校長接任理事長。 
四、 學校在中科育成中心開設的中科碩士專班是園區唯一的專班，希望可以

擴大，讓所有園區的從業人員可以受益。 

吳重雨委員： 

剛聽了校長的簡報，非常認同校長的理念：make a difference。興大如何突

破所有國內大學並超越世界大學，就能從 make a difference 去思考，可以從制

度面及各方面的推動，找出具有差異化的辦法。以下三點建議： 

一、 在國際化方面，學校除了增加交換生及國際生外，也可和國外大學的研

究中心合作，目前國科會也鼓勵和國外的研究中心合作，並可申請補助

經費。 
二、 雙聯學位的作法非常好，可在校內及招生時多宣傳，鼓勵學生申請研究

所的雙聯學位，雙方老師也可藉此積極參與合作，這對學生及學校都很

有幫助。 
三、 學校也應多照顧新進教師，可考慮在前幾年減少授課鐘點及補助研究經

費。 

周弘昌委員： 

一、 中興大學最大的特色是在農業科技，成就有目共睹，已成為亞洲及國際

上的重鎮，目前生科中心已獲教育部頂尖計畫補助經費，但農業不僅只

有農業生物科技，其它如農業生態、永續農業、環境永續、糧食安全及

農業安全亦非常重要。興大在永續發展的通識課程共有 12 門課，但有沒

有喚起或是培養學生對社會的責任心，以及對農業或是生態環境的重視

呢?我想，興大責無旁貸，從教育培養起學生的愛心、加強重視生態環境，

對社會有使命感能擔起重任。 
二、 學校要促成臺綜大國際學院的構想非常好，能否由四個學校合辦通識課

程，讓外籍生對台灣的風土人情、歷史文化、藝術等有進一步的認識。 
三、 頂尖補助應在人文社會科學、永續環境、生態保育等有適當比例的分配，

非侷限於農業科技或生科領域，使興大是整體發展而不是只在某一領域

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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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榮村委員： 

一、 大學推動國際化有二種，一是送學生到國外進修、研讀及交換，另一種

是讓國際生來校就讀，剛聽了簡報，興大的重點應該是招收國際生。我

想了解的是，學校是否有一定的經費協助學生到國外進修?送學生出國研

習交換，成本高，但成效好；學校若重點在國際生，許多學校目前遇到

的問題都是關於獎學金，若學校沒有提供獎學金，學生就不肯來讀，導

致成本非常高。所以學校在做國際化時一定要預算，並訂出學生出國及

招收國際生的經費比重。 
二、 國際生來校就讀時，遇到最大的問題是英語通識課程，興大可以負起帶

動中部地區龍頭之重任，和中部幾所大學一起規劃跨校修課，如此可嘉

惠中部地區的國際生。 

李遠哲主任委員： 

剛才李校長提及經費的問題，把北、中、南部做一個比較，教育部補助中

部大學的經費很少，當初五年五佰億在補助各校時，是從整個政策面思考，就

是北、中、南都各有一所綜合型大學當領頭羊，所以有台大、成大以及興大，

除了競爭型的經費外，中部確實是需要在高等教育有一個政見去好好的發展。

從這個觀點看，高等教育或是其它領域，能再獲得很大額的經費支助，可能性

不太大，但是從經費的分配來看，台中地區應該能分配到更多經費才對，尤其

興大可和中國醫藥學院一起把大台中地區的發展推起來。所以興大應力促民意

代表及市長應該積極爭取中部的教育經費，這點應該是要去努力的，否則其它

學校在努力，你們也在努力，經費卻由 4.5 億降到 3 億，這就違背北、中、南

各有一個綜合型大學推動的原則，這是有努力的空間。 

剛才很多人對產學合作提供了很好的建議，對於學生的輔導也提供了不少

的建議，我每次想起我在台灣大學住校四年，後來到美國尤其是在哈佛大學跟

Dr. Herschback 做博士後研究時，常覺得遺憾的是在台灣大學四年住在宿舍裡面，

生活教育沒有得到任何的指導，好像只是吃飯、大家見見面，上學回來也沒有

特別的活動，而 Dr. Herschback 常要求我們到學生宿舍裡面跟學生討論，有時

候音樂家、很好的作家也會教導我們待人處事、和人的溝通，那時後我就感覺

到哈佛大學的學生都很聰明，功課都能自己完成，但是在 house 裡面學到的待

人接物、生活教育，確實是台灣遠遠不如的。英國學校及 Ivy league 學校這方

面做的不錯，中興大學其實可以在這方面做很好的努力，我每次到很多學校都

提及，如果學校的學生如果大多住校，我們應該可以在生活教育方面做的更好，

當然，生活教育要做的好的話，功課的壓力要適當的減少，念一大堆沒用的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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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倒不如學一些待人處世，或是怎麼樣把自己的意見講清楚。 

剛才在簡報中，我覺得特別高興的是，貴校已推動教學向下扎根，辦理與

中區主要高中策略聯盟。我有一個建議，方才周委員提及華文教育中心，二年

前，有一位國際社會學(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的 chairman 來台灣

開國際社會學會議，因為他女兒想學中文，所以他帶了女兒來台灣。那天晚上

吃飯的時後，我建議他師大中文教育做的比較好。後來他的女兒來學中文，半

年之後，我又碰到她父親，她的父親跟我說，真的很不可思議啊!我女兒回來的

時候，我問她台灣有名的作家、音樂家是誰?她搖搖頭說不曉得，再問她台灣的

歷史及文化，也是不曉得，他問了我，你們的教育是怎麼教的，到台灣學語言，

只學中文的文字，沒有學文化，之後，他女兒就沒有再來了。他的爸爸告訴我

說，你應該跟學校建議，教育不是這樣子的。所以方才周委員談到，學語言應

該也要了解文化，否則到這裡來學中文，倒不如看影片學ㄅㄆㄇ，外籍生來台

灣學習，如何讓其融入社會，是很重要的。 

《書面建議》 

黃金寶委員意見 

1. Teaching:  
Provide good teaching is the sole important func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Failing to “teach” future generation will prove to be loss of society and nation.  
Good “teaching” must not be limited to give students knowledge necessary to 
career development and advancement, it must also include ‘mentorship”.  
Teach students the knowledge in their chosen fields only is not adequate in 
meeting the mission of higher education. Good “teaching” also cultivates 
royalty in students who will remain the staunch supporter of their alma mata.  
Due to the recent drive for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 at institutes of higher 
education across the country, faculty has spent more time and effort in the 
laboratory than in the class rooms. “Teaching” has become a back burner in 
the mind of many faculty members, especially those of the “high performers”.  
This is most unexpected when the “build world-class university” program was 
launch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ROC.  In realizing the importance of 
“good teaching” in higher education, the following initiatives are suggested. 

(1) Faculty annual teaching evaluation: It is suggested to establish university 
policy on annual teaching evaluation.   Annual teaching evaluation must be 
conducted for all units at the departmental or college level depending on the 
size of the unit. Teaching evaluation include but not limited to the following 
items: 1) number of course and credit hours taught, 2) student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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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scores and comments, 3) new course development, 4) attending 
seminars or workshops to improve teaching skills, 5) recognition or awards 
for teaching excellence. Faculty teaching evaluation records must be 
submitted to the university. Units should recognize faculty for teaching 
performance as “teachers of the Year”.  The names of “ Teacher of the Year” 
should be engraved in plate for permanent exhibition at public location such 
as Departmental Office, Departmental hall Way, College Office, college Hall 
Way, University Library etc.      

(2) Center for Teaching Resources: It is recommended to establish a Teaching 
Resource Center.  Major function of the teaching resource center include, 
but not limited to, providing faculty information on teaching paradigms, 
skills, opportunity for improving teaching effectiveness, organizing seminar 
and workshop on improving teaching in class room.   

       
2.Globalization:   

NCHU has already an International Office to manage its international affairs. 
It is suggested to strengthen the functions and the activities of the 
International Office. Further, the following are specific recommendation for 
considerations in the broader area of international activities and programs. 

(1) Establish university-level “study abroad” program.  “Study-abroad” 
program is operated at the university level.  Faculty initiates the courses to 
be taught at foreign country in collaboration with university abroad.  The 
University of Delaware has one of the earliest “study-abroad” program in 
USA (http://www.udel.edu/global/). 

(2) Strengthen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programs. NCHU has signed many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agreements with many universities around the 
world.  It is recommended that a review of the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be 
conducted as to make sure that all of these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are 
effectively executed.   

(3) Build  “University Global Center”. It is suggested to build a “University 
Global Center” (equivalent to International House) on campus. The Center is 
dormitory and place for social gathering of international and local students. 

(4) “Engineers without Boarder” program 
 “Engineers without Boarder” is 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with a mission 
to “facilitates and link collaboration among its member groups towar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disadvantaged communities worldwide 
through educ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sustainable engineering projects, 
while promoting new dimensions of experience for engineers,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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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and similarly motivated non-engineers 
(http://www.ewb-international.org/about.htm). NCHU can establish its own EWB 
chapter. Students enroll EWB course just as any regular courses. A faculty 
member is volunteered or recruited to teach the course which has regular 
credits. Students work as a team on projects related to improving living 
environment in under developed countries. There are many benefits having 
EWB program in Taiwan and especially NCHU. First, it will be the first such 
program in Taiwan. Second, NCHU students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apply 
what they have learned in class room to solving real world problems. Third, 
students, in addition to above, they will learn how to communicate and to run 
business in real world scenario. Last but not least, the program will earn 
Taiwan international friends which is much needed under current foreign 
affair situation.      

蘇仲卿委員意見 

有關教學改進的建議： 

一、 Computer-assisted tutoring software 的開發 

從學生的立場而言，學習是「作學問」的勞作，也就是說，對一個命題透

過發問與思考的反覆作業，徹底理解命題的內含而獲得完整知識的過程。

經過「學問」的過程獲得的知識，才能成為知識網路的一部份，得以運用

無礙。 
一般而言，課堂的授業只能做知識內涵的描畫介紹，真正的「學問」非依

賴於 tutoring 方式學習不可。筆者於 1960 年代，講授生物化學及酵素化學

課時，有 problem solving 方式 tutoring 教學的嚐試而發現其效果很大，但

是，不久因學生數及必要授課學分增多而不勝負擔，不得繼續進行。後來

訪問英國劍橋大學時，有機會旁聽 tutoring 的課堂，瞭解其投入人力之多

與層次之高，但是效益又非常之高，印象深刻。 
1980 年代開始，所用生化課本有「習題」之提供，可做為學生學習的幫助，

但是要使用為 tutoring 的材料，還是因為人力的不足而不克充分利用。另

一方面，同一年代個人電腦(PC)開始普遍化，本人有機會參加每三年一次

開催的國際生化學會，會中有晚間「生化教學同好會」的辦理，其中有

computer-assisted tutoring 的議題。當年 PC 的功能還不很進步，只多是作

選擇題式回答及自動計分而已，但是，記得有一位南非教授報告，有無利

用 PC 演習解題，學生的考試成績有 15%差異，顯示使用 PC 於自習還是

http://www.ewb-international.org/about.htm


 

14 
 

有相當程度的效益。 
臺大新圖書館開始運作時，舉辦了如何利用圖書館於教學改進的座談會。

本人提出 multilayered PC tutoring approach 的觀念，則對於一個命題先提

出至少三樣的思考，每一樣思考之下又設複數回答或驗證該思辯的議論，

由學生決定回頭改變選擇或前進於下一層，在最下層顯示該回答的正確或

錯誤理由，或由其思辯過程，如何設計驗證其為正確的實驗，或是進行數

據計算而獲得答案等。如此，相信學生可以獲得如與 tutor 互動的學習。由

於這一類的教學 program 的建立，必要由該學門的教師與軟體設計專家合

作才能完成，並且「工程」很大，當時獲得的反應是「教學軟體的建立不

能為升等的依據」而不被歡迎。 
本人退休之後，原來想要將有生之年貢獻於生化相關 PC tutoring program
的製作，但是，已經將十年時光用為農業生物技術國家型計畫的規劃與執

行，以及參與農業科技前瞻研究，最近才有時間思考是否回歸於教書本色，

推動生化的 PC tutoring program 的題庫製作。 
中興大學校務發展會議設有兩大議題之一為「教學與國際化之發展」。如

以英文製成以上建議的 program，相信亦可推廣於國際，不知貴校老師們

願否貢獻心力與時間於此一類計畫？ 

二、 Course outline 的提供 

現今的標準課本份量很大，假如有教師提供的 course outline，對學生的學

習應該有幫助。以下是本人編的一頁，請參考。 
 
III.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Carbohydrates:  
     Usually a linear carbon chain compound; In an aldose, one terminal carbon is 
aldehyde and the other bears a primary alcohol (hydroxyl) group; The secondary 
alcohol group bearing carbons are asymmetric (Fig. 9.9); At the physiological pH, 
the carbonyl group forms a hemiketal (ketose) or a hemiacetal (aldose) with a 

hydroxyl group located on the carbon of γ- or δ-position to form a furan 

(furanose) or pyran (pyranose) ring (Fig. 9.10); Hemiketal or hemiacetal (or 

anomeric) carbon is also asymmetric; The two forms of anomers are named α and 

β (p. 287); Isomerization of αand βforms is called mutarotation; Except the 

anomeric carbon, there are four secondary alcohol group bearing asymmetric 
carbons for an aldohexose, thus theoretically 24 or 16 stereoisomers may exist; 
These 16 isomers are 8 pairs of mirror images, or enantiomers; The enantio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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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e the same name, but one has a prefix D- and the other L-. e.g. D- and L-glucose; 

There are four forms of glucose, namely, α-D-, β-D-, α-L-, and β-L-; Among 

the four forms of a saccharide, the anomeric carbons of α-D- andβ-L- (or

β-D- and α-L-) have identical stereostructure; D- or L- form is determined by the 

stereo conformation of the carbon next to the primary alcohol group bearing end; 

α- orβ- is determined by whether the hydroxyl group on the anomeric carbon has 

the same (α-) stereo orientation as the D- or L- determining one or not (β-); Two 

monosaccharides with one corresponding chiral center having opposite 
configurations are called epimers; Three forms of presenting a monosaccharide 
structure are: Fischer projection formula, Haworth perspective formula, and 
boat-chair conformation formula (Fig. Fig. 9.14). 
   A. Hexose Derivatives: (1) Substitution of 2-OH by -NH2 or 
CH3CONH- (aminohexose or N-acetylhexosamine) (p. 293); (2) Phosphorylation at 
1- or 6-OH or both (glucose 1-phosphate, fructose 1,6-bisphosphate) (Fig. 9.3); (3) 

Oxidation of C-1 to carboxylic group, e.g. D-gluconic acid; γ-lactonization of 

gluconic acid α- D-glucono-γ-lactone; (4) Oxidation of C-6 to carboxylic group, 

e.g. D-glucuronic acid; glucuronolactone formation  (p. 292); (5) 6-deoxysugar 
(methylpentose), e.g. L-fucose, L-rhamnose; (6) C-3 ether formation of 
D-glucosamine (or N-acetylglucosamine) with lactic acid - muramic acid (or 
N-acetylmuramic acid); (7) N-acetylmannosamine undergoes an aldol condensation 
reaction with pyruvic acid to form an acidic sugar, N-acetylneuraminic acid (sialic 
acid) (p. 293); (8) Reduction of carbonyl group - hexitol formation, e.g. mannose to 
mannitol, glucose to sorbitol (p. 293); (9) Head to tail aldol condensation - inositol 
formation, e.g. D-glucose 6-phosphate to L-myoinositol-1-phosphate.; (You should 
know about abbreviations of monosaccharide names. Table 9.4) 
   B. Both Ketose and Aldose are Reducing Sugars or Reducing Agents: Silver 
mirror reaction (reduction of Ag+ to metallic Ag); Reduction of Cu2+ to Cu+ in 
alkali - Cu2O precipitate formation (Fehling solution); Glucose oxidase reaction and 
others; Basis for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sugar analy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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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如何發展重點領域成為具特色之頂尖大學 

報告人：陳全木研發長；簡報資料詳見附錄四。 

柒、研究與產學之發展 

一、「中台灣環境、人類生態與社會文化變遷」整合計劃暨「中台灣數位人文中

心」建置 

報告人：文學院王明珂院長(兼人社中心主任)；簡報資料詳見附錄五。 

二、國立中興大學於農業生物科技領域的發展與挑戰 

報告人：生科中心黃介辰主任；簡報資料詳見附錄六。 

三、學校發展理工科技類特色研究之整合與規劃 

報告人：奈米中心楊吉斯主任；簡報資料詳見附錄七。 

四、產學合作發展 

報告人：產學智財中心陳政雄主任；簡報資料詳見附錄八。 

捌、綜合討論(下午場次) 

李遠哲主任委員： 

聽了幾個非常精采的報告，我要 comment 一下，剛才談到興大跟德州農工

大學做比較，好像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我們都知道在恐龍消失之前，我們的

祖先只不過老鼠這麼大，但消失的是恐龍不是我們的祖先。在急速變遷的環境

裡面，我們如果走的對的話，不會是達不成的任務，應該是更有希望才對，這

是一個鼓勵。 

王汎森委員 

因為從第一屆校務諮詢委員會議就參加，可觀察到幾年來的變化。在這 5
年內很多數字都是 2 倍，雖然不一定可靠，但值得慶幸。第一屆時，作為人文

領域委員，最關心的就是興建文學院大樓，目前得知人文大樓已在興建中，這

一點是很值得恭喜的。 

人社中心所提的計畫很好，目標非常清楚，涵蓋面很廣。希望王明珂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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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將第二次濁大計畫徹底執行，張光直前副院長執行的第一次濁大計畫雖然沒

有執行完成，但對後來台灣的人類學、考古學、古地理、古生物等方面影響非

常大，所以這是一個值得好好執行的計畫，交大也曾有四溪計畫，相信濁大計

畫也是很有價值，可以更深遠的來執行。 

中台灣數位人文中心也是值得執行。在數位典藏計畫明年底結束後，希望

採用工作坊的方式維持，其中就希望在北、中、南各設立 1 個數位文化中心，

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的構想。 

針對上午場作些呼應，並提供一些資訊： 

一、 「科技基本法」的修正已通過，對於大學教授、研究人員參與創業(技術

入股等)有很大的鬆綁，相關教授可以留意一下。 
二、 「數位台灣書院」其實是可以吸引國際學生的對外平台，台灣的獎學金

資料都彙整在該網站，興大利用此數位平台是一個可以考慮的方向。 
三、 落實對弱勢學生照顧非常重要，很高興興大願意在此方面多做一些事。 
四、 李院長提及學生宿舍生活教育，我知道哈佛大學在宿舍設有討論課或教

導生活教育等課程，這點確實是台灣的大學學生宿舍較欠缺的。 

胡勝正委員： 

做為一個頂尖大學，研究及教學要能掌握社會的動脈及問題，並做前膽性、

基礎性的研究，目前社會的走向有三個方向，一是經濟全球化延伸為高等教育

的國際化，第二是氣候的暖化，前二個方向興大都有相當的著墨，而第三是我

國人口快速老化、高齡化，高齡化衝擊的是： 

一、 農業人口更快速的老化進而產生老農年金的問題。如果我們無法解決人

口老化，那麼台灣的農業就會凋零。興大期許擔起整合鄰近地區之產業

聚落，特別提及嘉南平原農業地帶，其實農業結構必需跟著農業人口結

構來改變，應該吸引年輕人參與農業。人口老化也會引起消費型態的改

變，當然農業產業結構也會跟著變動，興大是全國農業方面的牛耳，應

該要進行研究並提出策略。 
二、 人口高齡化造成各國延退的風潮。現在國內也實施以八五制代替七五制，

但在另一方面，退休人員年齡愈來愈早，這跟產業結構的變動有相當的

關係，尤其是高科技的產業人才淘汰率很高，台中現在是科學園區的所

在地，ICT 在製造業已佔 53%，而 ICT 的人才淘汰率也非常高，這和他

們沒有終身學習有相當的關係，興大在這方面可以擔起終身教學的任務，

終身學習方面目前各校管理學院較為積極，EMBA即是終身學習的課程，

但是工程方面特別需要，因為淘汰率非常高，卻較無著墨。現在興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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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產業推廣學院，未來是否能設立 Educative Engineering degree，讓科

學園區的員工能夠繼續學習，才不會造成結構性失業的問題。人口結構

改變也牽扯到消費品需求的改變，人口老化之後，我們需要很多和醫療

器材有關的東西，中興大學的強項，就是精密機械結合 ICT，其實可創造

很多中高齡所需的醫療器材商機，不曉得在人口結構的改變方面，興大

有沒有思考的方向? 

劉翠溶委員 

王明珂院長提到人社中心要發展「中台灣環境、人類生態與社會文化變遷

整合計畫」，我覺得這個計畫非常好。事實上，就是環境史的研究範圍。目前中

研院已組織了一個「東亞環境史學會」，並完成學會網站建置，今年 10 月已經

召開第 1 屆東亞環境史學會，這個學會剛成立，將每二年舉辦一次學術研討會，

下一次的會議將於 2013 年在東華大學舉行，希望中興大學這個團隊能積極參與，

讓研究可以做得更好。 

呼應胡勝正委員提到的人口老化問題，尤其農業人口老化是個很嚴重的問

題。中興大學農業生技的訓練是不是能鼓勵學生畢業後到農村務農，致力有機

農業的發展，以解決將來必會面臨的糧食危機問題。台灣的農業問題與將來糧

食危機的問題可能是中興大學農學院應該要好好努力想出辦法的課題。 

陳文華委員 

一、 呼應剛剛李院長提到的興大以德州農工大學為標竿學校，是相當大的目

標。有為者亦若是，只要努力相信還是能達成目標。建議學校應該在未

來中長程規劃時，各個相關的領域應訂定可以執行的 roadmap，才能真正

達到目標。 
二、 剛剛各中心主任的報告，已經都注意到周邊資源的整合，興大若要真正

成為中部地區的領頭羊，中部地區的學研機構及產業界的資源如何整合，

需要非常落實跟深入的規劃。法人機構包含國家實驗研究院在內，在綠

色能源、奈米及動物實驗等領域，是可以提供設備配合研究的，雖然法

人機構無法提供研究經費，但可以提供很多學校不需要重置的重大設備

或是資源(含人力、技術)等。若以生化合作，對興大推動各種研究活動，

應該很有幫助。 
三、 王汎森委員有提到，學生在大學除了上課之外，很少得到其他方面的指

導，目前在國內已有幾所大學，在學生上課以外(尤其在宿舍期間)，有另

外老師指導，教導學生如何過宿舍生活及團體生活等，暑寒假也包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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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如清華大學已成立「清華學院」，興大在這方面可以跟清華交流一下，

對興大的人才培育有幫助。 

吳茂昆委員： 

從第一屆開始到本次校諮會，興大的成長是非常可觀的，有許多非常優秀

的研究表現，我比較關注在奈米科技的發展，興大也確實有非常豐厚的成果，

如化學系葉鎮宇教授與交大合作有關 Dye-Sensitized Solar Cells 的發展等，基本

上是奈米相關，化學系也有些重要成果。事實上，在這個領域我們看到更大的

發展空間，例如和農業結合，大家或許有聽過，伊朗發展 agriculture related 
nanotechnology，將把有機肥料奈米化，裏面有很奇異的機制，國內有人試著做，

確實可增加產量並且效果顯著，但學理尚不了解。如何利用奈米知識將學術及

農業結合有很大空間，對增進農業改良及推廣會有幫助。另外，把奈米技術應

用在食品的保鮮，過去校內已經有類似且不錯的研究，興大若將其加強發展與

擴大，相信對台灣未來農業與奈米的發展將有很大的影響。   

林榮耀委員： 

一、 興大似乎較為保守，校內各領域應積極爭取校外預算，如國家型計畫有

stem cells、nano science 等，但未見中興大學申請，若通過國家型計畫，

可有較高額之補助。 
二、 各單位表現都很好，但應加強跨領域合作，工程與奈米表現非常好，但

應尋求跨領域合作，如台大工學院與生科院合作發展子宮頸癌病毒快速

篩檢技術，已完成技轉並已有近 7000 萬台幣之技轉金。興大應思考校內

之跨領域整合發展。 
三、 今年起一連 6 年有 NRPB 生技醫藥國家型科技計畫，每年有 20 億預算，

共 120 億的計畫，目前未見中興大學申請。興大的動物醫學是台灣最好

的，應考慮跨出去，目前國內發展新藥完全倚賴到國外做黑猩猩與猴子

的動物實驗，費用非常昂貴。動物試驗以外就是化學合成，當然化學系

很多工作不錯，但系與系的整合如何加強？以配合生科院發展 compound
醫治癌症等，另動物中心在藥理實驗方面，如 PK、PV 是相當貴的，從

專業到 IND，得到後才能做臨床實驗一至三項的備藥。每年 20 億的經費，

興大申請很少，非常可惜，發展與癌症、老化有關研究都需老鼠與兔子

等實驗動物。希望興大儘量跨出去爭取經費，或是與鄰近的中國醫藥大

學合作爭取經費。 

呂木琳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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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二點跟早上的議題較有關係的建議。院長勉勵校長要展現相當的

leadership，興大的教育目標訂得很清楚：培育具人文與科學素養、溝通與創新

能力、國際視野與社會關懷兼具的菁英人才。這個教育目標該如何落實？需要

校長以下的所有行政人員、教師都能夠深切的了解而且認同這個目標，貫徹到

所有的活動及教學，才能夠真正的達到。否則學校目標擺在那邊，各系只教導

各自的專業，這個目標會很難達成。其實剛提到的教育目標算是基本素養，很

多學校將教導基本素養的責任歸於通識教育是不足的，教育目標要達成，除了

通識課程之外，專業課程、宿舍及社團活動等都會影響教育目標是否達成。最

近發現一些學校的社團活動數愈來愈少，學生反而參加系學會的人數還比較多，

這表示對學校教育目標的體認不夠，如此較難達成教育目標。若要真正達成目

標，須由校長及全校師生建立共識、了解並認同此目標，落實到學校所有活動

及課堂。 

一個好的大學需要善盡社會責任，剛有提到貴校要落實弱勢學生的照顧，

或許學校還可以做更多事，舉例來說有委員提到農業人口老化，或許可以在招

生時(如繁星計畫)，在條件相同時，具有農村背景的學生，可以優先進到學校

來就讀。其實在招生時，教育部對這些條件並不會設限，學校把具農村背景學

生的門檻降低一點，他們對農村有一定的了解及感情，完成學業後可以回到農

村繼續從事農業的發展。反之，如果學校只照分數分發，招生進來後可能因為

對農業沒有感情，畢業後就不一定從事農業工作。所以我們在招生方面，從 input
開始從事一些社會責任，不要只有從分數篩選學生的方式，這對我們教育目標、

社會責任的達成及校園的多元化，能夠提供一點幫助。 

李鴻源委員 

我從宏觀面來看問題，先跳過技術性問題。最近全世界最熱門的議題就是

氣候變遷，氣候變遷分因應及調適，所以就有所謂國土規劃、節能減碳等議題，

在行政院裡是整個行政院的事情，是跨專業的，在學校裡則是跨好幾個學院及

系所。過去我在不同 level 的政府服務，發現台灣若真要做國土規劃、節能減碳，

是不是 ready? 事實上並不 ready。再來看一個大學的 capacity，現在大學是不是

能夠 serve? 假如台灣真的要做節能減碳、國土規劃，大學的 capacity is very 
limited，並沒有辦法 serve，而政府的 capacity 也必須要被提升。我觀察到現在

的政府需要一個智庫，我們常常在談一個問題，我們到底需要多少科學園區? 科
學園區需要放在什麼地方? 它的 size 是什麼? 裡面的 content 是什麼?沒有人可

以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都在處理一些非常 detailed、技術性的問題，反而到了那

個 level，沒有人可以回答。 

在政府服務，發現永遠有個 gap!興大及大部份國立大學的 research 都做的

非常好，但是 research 跟政府能採用之間的 gap，並沒有人在補，為什麼呢?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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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教授不被鼓勵去做那些事情，教授要 publish paper，要寫 SCI，而若將其變成

法規及規範，對教授而言，這樣的 contribution 不會有任何 credit，但是這些 gap
誰要來補?因為我們大部份都是學科學及工程的，百分之九十幾的 effort 都在做

technology development，沒有人去處理法律、規範，所以這個 gap 永遠補不起

來。所以一個學校 capacity building an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非常重要，也就

是學程的發展及跨領域的整合很重要。例如國土規劃，是否有學校的哪個學程

可以馬上訓練國家需要的工程師及公務員？另外，我們有很多的 incubation 
center,但是台灣學校的主體都是教授，教授要花大概 60%的 effort 去做

administration work，因為我們的 supporting staff 是很弱的，這樣的狀況下，與

標竿學校 Texas A&M University 比較，不要去比 publish paper，而是要去比二

者的 supporting staff，通常我們的問題不是出在教授不好，而是我們的 support 
staff 並不好。台灣共同的缺點是什麼?我覺得不管是政府單位或是學術單位，企

業精神、成本概念都不夠，而學校的制度也要改變，學校的領導二任就換人，

換了人政策就不會延續。另外，學校財務的 flexibility 並沒有那麼好，國立大學

在很多地方有很多設限，這是共同的問題。我在政府服務，正嘗試從採購法及

很多法規上慢慢鬆綁，讓我們有更大的空間。而學校需要一個好的 manager，
我常覺得教授並不是一個很好的 manager，我期待興大的體質要改變。剛貴校

列出農業前三百大的第一名大學是荷蘭 Wageningen Ｕniversity，負責整個荷蘭

的氣候變遷規劃，有一個 research institute叫Attila，這學校非常巧妙運用其Attila
與 Wageningen 之間的關係，不只把教學、研究做的很好，事實上很多政府的決

策，該校扮演一個平台，是一個很值得學習的學校。我覺得中興大學就是中興

大學，中興大學要找到自己的 identity，我能做的是幫興大建立夥伴關係，例如

中興大學所在地是台中市，台中市的 capacity 是相對比較弱的，中科的 capacity
相對是比較弱的，問題最嚴重的是附近所謂台灣的糧倉彰、雲、嘉等地的 local 
government 的 capacity 是比較弱的，我可以幫中興大學建立起 bridge，期待興

大可以 serve 中臺灣的幾個縣市，幫忙其將 capacity 做好，並利用此機會建立自

己的 capacity 及夥伴關係。我舉一個例子，過去我在台北縣服務時，台灣大學

的防災中心就和台北縣政府的伙伴關係做的非常好，於是就把我們的研究變成

台北縣能用的防災運作方式，這只是其中的案例，所以我期許興大可以把中台

灣的 load 扛起來，這樣政府在做事時也會輕鬆很多，而這個建議也可以 apply
到大部份的大學及政府機構。 

黃寬重委員： 

我曾經參與這裡的工作，現在又回到這裡了解工作狀況，身為人文學者看

到這幾年來學校人文學方面的成長，也看到校長及各學院院長寬宏大量支持人

文學在校園發展，覺得非常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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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會科學在興大的發展呈現新的面貌，簡言之，年輕學者都是非常優

秀的，透過比較好的機制聘任，很優秀而且熱誠、參與力都很強。現在由人社

中心規劃一個結合以河川調查為主，形成的環境與跨學科議題研究其實非常重

要。大家都知道這是有其長遠經驗作為基礎。依個人看法，要做這樣的研究，

無法在 2-3 年內有文章發表，要做紮扎根、深的研究，起碼要超過 5 年；另外，

要動員的人力不只人文社會科學，還有其他領域，包括農學院、工學院等等，

加上校外人員參與，其實需要蠻多的人力與經費。不曉得在現實環境下，這樣

的工作能得到校內、外什麼樣的支持。今天機會難得，除了學校校長以外，其

實各單位都可以從旁協助。這樣的計畫原本應由國科會或教育部層級推動，這

是一個長期生根性計畫，沒有這個累積，以後無法產生更豐富的學術成果，單

單靠學校推動其實有其困難度。 

另一個問題是，學校面對研究壓力時，老師除了自身的研究還要做跨學科

的研究，其實是會影響他們的論文發表數量，學校有多少資源能夠讓他們有信

心投入這個工作，值得思考。這恐怕也是高等研究環境所面對的共同問題，每

個人負擔的研究壓力太大，然後不敢跨出去；做了跨學科、跨領域研究會犧牲

太多時間，短時間內看不到成果，就會影響評比，個人、學校都會面臨這樣的

問題，有什麼機制來繼續加以推動。具體而言，從王明珂院長的報告中，可以

看出企圖心非常大，也想建立更大的結果，但是是否有資源、人力做這麼大的

計畫。如果沒有的話，是否可以縮小範圍，透過一條河流，像張光直院士一樣，

先從一條河流做作起；把一條河流做好了，累積了成果讓大家知道透過這個途

徑可以做更多東西的時候，也許別的力量、別的單位就有更多經費投入，否則

一開始就做得很大，大家可能筋疲力盡，然後 5 年 10 年得不到具體的成果，主

事者和參與者都會有很大的壓力，這是在台灣功利的環境裡會產生的情況，這

一方面也許值得再進一步思考。 

今天早上有很多委員認為教學應該更加強，包括吳茂昆委員談到通識核心

課程的問題。像興大這樣的頂尖大學面對的壓力，所開設跨領域核心課程，需

要有不同的老師互相從學習、規劃就開始，花費的時間非常多，而這個在學術

表現並不太受肯定，尤其需要有學術成熟者投入，這些人承受的研究壓力非常

大，所以常常看到跨學科課程的名稱很好聽，但效果不大，可能與老師們沒有

足夠時間投入作跨學科規劃、準備有關，其實高等教育有很多地方需要重新思

考來改變這樣的情形。包括前面談到，因為獨尊研究，研究獨尊 SSCI 系統，

以致影響產學、教學，相信在第一期頂大計畫後，教育部與各單位可能都有在

思考要如何調整，但是像興大這樣面臨非常尷尬地位的學校，恐怕需要大家好

好的重新思考。 

學校課程開設的學分數非常少，1 學期 2 學分的課程占主要份量。假設 1
個學生 1 個學期要修 20 個學分，就需要修 10 門課，這樣的課程可能有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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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樣性，但是非常零碎，訓練的完整度、系統性不夠，導致學習並不紮實，與

早年 1 學年 3 學分的課程差異度很大。建議有些課程重新思考，比重較重、需

要深度訓練的課程，應加強學分數，變成學年性的訓練，有些才是 2 學分，否

則全部都這樣，高等教育的學術稀薄化、淺薄化、庸俗化的狀況會不斷的重演，

這部份也值得大家思考的。 

高建文委員 

剛提到一條河川的研究，學校旁的旱溪在上一屆爭取到 14 億經費整治，這

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興大有很多科系與此有關，甚至包括人文領域，都要好好

研究這條溪整治前到整治後樣子。跨領域研究可以從台灣中部河川、山川開始，

擴展到台灣其他地區，漸漸關懷本土，這個與國土改造、保育都有相當大的關

係。今天的議程沒有上一屆校諮會有關旱溪發展情形的相關訊息，希望能得到

進一步的資訊。 

地球暖化、氣候變遷產生的災害防治，我們相當憂心。上一屆有提到很多

物種會絕滅，人類會面臨威脅，臺灣居然有已傳說不見的鳯凰，但去年差一點

都被殲滅，因為現在的保育區在蘇澳，上次在風災時，整個鳥園都被摧毀，還

好原主人很辛苦的搶救。目前宜蘭已連續下雨三個多月了，我一直擔心會造成

病變，個人的力量很微薄，我很憂慮這些珍禽會消失，而興大或是中研院等單

位都有相關科系，其實中國大陸也相當關懷，這些鳯凰原來發現的地方是在中

國大陸及中南半島邊界，應該整合資源，引起國際重視，以保護行將絕滅的珍

禽。 

台灣經過五都快速都市化後會加速建設，建築趨向市場化，現在的建築強

調豪宅風，我觀察市場百分之九十都是歐化、貴族風，百分之十是東洋風。我

擔心後代子孫在台灣根本不曉得身處何地，建築是一個國家民族很重要的文明

指標，現在本土文化相當薄弱。興大雖然沒有建築科系，但台中區域如東海及

逢甲等學校都有相關的資訊，興大人文中心有很多也是關切到這一部分的，希

望在加速都市化過程中，我們能關懷中國建築文化藝術，提供給學校參考。 

伍焜玉委員： 

一、 興大以 Texas A&M University 作指標很有趣，其以獸醫學校、橄欖球與穿

軍服樂隊等特色聞名，因為我在休士頓住了 20 幾年，從未注意其論文發

表與 ESI 排名，今天才知道他們在農業很出名。興大應發展自己的特色，

雖 Texas A&M University 之人力與經費比中興大學多，但中興大學應有能

力發展某些特色，可以超越 Texas A&M University。 
二、 人社中心之整合計畫討論「環境與人類生態」，這個構想很好，把人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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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視為重要之議題，以中部而言，農業的污染是主因，用於養豬、雞

等的飼料裡，放了很多抗生素等藥物，有人分析濁水溪裡的抗生素

concentration 已經可以治療一個人的感染病，另外，類固醇的 level 也是

很高，對於中部地區飲用水對人的健康有嚴重之影響，這是農業帶來人

生態演變，以人文歷史方法是很值得研究的，想想台灣 50 年前是怎麼樣

的社會，到現在是怎樣的社會，我們暫不談六輕，其引進更多的污染。

這部份是一個可以將現代科技帶進來研究的，中興大學農業很強，可以

發展很大能量，可且也是一種社會責任，協助將養殖業變成 green industry，
反之，依現行情況，會是很大危機。 

三、 興大的農業科技做的很好，但可能較為短視，均傾向發展短時間可獲得

成果之研究，除此之外，應做長期的計畫，規劃 high value 科技的 major 
discovery，這在生醫方面大家都已談到，但在農業方面較少談到

fundamental 的事情，建議應加強農業基礎研究，同時可帶動、植物基礎

研究，目前台灣這方面的基礎研究已在國際上逐漸有落差，興大可以此

優勢地位來進行長期之人才培育與發展此方面科技。 

吳萬益委員： 

校長跟教務長都談到，學校要以學生為本位，以學生成效為導向的為經營

方向，這部份建議依系與學生的不同再規劃較細的經營成效。在學生本位部份，

目前教學助理、e 化學習或課程精進等措施，都是由老師往下推動，但學生面

如何往上呈現，也許學務處應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從學生的角度來看看怎樣做，

學生學習成效會更好，今天並沒有看到學務處這方面報告。學校要讓學生獲得

「溝通與創新能力、國際視野與社會關懷」的目標，建議應考量如何營造讓學

生在學校及其系所學習時能增強這些能力的具體做法。 

廖一久委員： 

聽到李校長及多位主管的報告，甚為精采，準備的極為周延，非常敬佩。

中興大學為台灣最重要的農業研究重鎮，台灣的農業大家都知道近十年來已式

微不少，原因很多，農業是涵蓋很廣的範圍，非僅“農業生技”，也牽涉到產

銷、管理、法令規章等等，因此，希望中興大學再加努力，加把勁！ 

李校長剛剛到任不久，我本人在蕭校長時代在校務諮詢委員會上屢次呼籲

請重視水產養殖，但未能獲得很滿意的答案，今天我再次呼籲李校長，請多注

意這個領域，台灣四面環海，糧食危機越來越逼近全球，誰也跳逃不掉，另外，

伍委員提到農業，尤其水產養殖與環境污染之關係，越來越值得重視，因此，

吾人應盡最大努力面對它，希望李校長多給這個領域一些名額，讓這個領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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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發揮該系的功用，並茁壯起來。 

單德興委員： 

早上李院長有提到華語教學與文化方面，其實學生的訓練，語言是基本功，

不管是中文或英文尚有很大的成長空間。例如最近要新增一位約聘僱人員，發

現即使有到國外念書拿到碩士學位，英文程度還是不足，所以外文方面聽、說、

讀、寫、譯都要加強；中文方面，要加強語言表達，大陸學生就非常 aggressive，
不管有理、沒理都能講出一套來，台灣的學生可能比較溫、良、恭、儉、讓，

講話就沒那麼能成條理。剛提到語言是基本功，尤其外文教學是相當 labor 
intensive，因為小班制，現在的趨勢是要有研究成果才能受到肯定，其實，我

一直強調語言教學能教好就功德無量，這方面，學校或外界應該將語言教學和

研究放在不同的 track，不要讓語言的老師因為研究成果、發表較少而受到比較

不必要的歧視。 

就文化方面，學術必須與生活、生命結合，學生自然會積極投入。包括今

天陳全木研發長提到結合地區優勢的特色發展，或者王明珂院長所提到的中台

灣數位人文中心，中午用餐時看見走廊上有李炳南先生的資料，他的數位典藏

是中文系與台中佛教蓮社合辦，如果曉得李先生與至聖先師孔家及佛學大師淨

空法師的關係，就能知道這是 localized，屬於地方知識，但在全球華人世界有

非常大的影響力。 

因為本身是學外文和文學，對歷史、故事比較感興趣。先前收到蕭介夫前

校長寄來的有關中興大學百年歷史，從官方史可以看出很宏偉的敘述、很大的

層面。另一方面，去年獲頒貴校榮譽博士學位的齊邦媛教授著作《巨流河》，在

海峽兩岸或是日文版出版，英文版也在翻譯中，其中有提到貴校創立外文系的

經過、惠蓀林場名稱的由來及校長的鞠躬盡瘁等，個人覺得除了官方歷史之外，

還有這些看起來是小的故事，其實是非常感人的。如果有那些小的、感人的故

事，可以讓在校學生覺得自己是大傳統的一部分，生活和生命可以結合在一起，

也讓外界的人可以曉得中興有這麼好的傳統，可以吸引更多的注意力。 

陳朝光委員： 

大家談了很多關於農業、科技、環境生態及奈米科技方面，但最後楊吉斯

教授提到興大理工方面的特色及發展願景，他問了在座委員能否提供意見，卻

都沒有人回答，所以我來做一個呼應。雖然興大的農學院發展得非常的好，是

世界前瞻的學術地位，但是在機械、電機或化工方面，似乎未達到這麼好的標

準。精密機械在國家經濟發展中非常重要，先進國家例如德國、日本在精密機

械方面都有非常厚實的基礎，所以他們機械的產業造價及利潤都非常好。中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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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地處台中，台中為台灣精密機械工業的重鎮，尤其是工具機、自行車等產

業，是政府所認定下一個造園的產業-也就是精密機械產業。興大剛好得到地利，

若能在理工學院成立智慧自動化與精密製程研究中心，美國西西那堤大學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雖然在美國的排名不高，但是它在工具機的專業研究成果

非常好且聞名國際，所以在國際上提到工具機都會想到這所學校，而興大應該

在這方面有著墨的地方，學校可以好好規劃，此工業不但容易從學校到產業，

也可以產出論文，又可與產業接軌，是條非常快速促成產學合作的線，工具機

這個行業在台灣要申請經濟部或工業局的產學合作計畫也較為容易，經費也多，

建議可往此方面邁進。 

邱文彥委員： 

過去幾年來，我從事比較特別的研究-海洋的考古，Texas A&M University
在這方面也是非常 leading，所以我們看到的是學校的某一個領域，而不是看到

學校的總體，我也滿贊同幾個委員的看法，應該從各方面來看一個學校，但更

看重要的是中興大學應走自己的路，發展自己的特色。 

今天報告不管從校長或是老師們所提出來的想法，我都非常贊同，興大的

主軸為農業，但農業牽涉問題極廣，應為一系統，如氣候水文、土壤生物、人

文、行銷管理、社經問題等都非常的重要。貴校重視中部生態環境，並以流域

為主軸計畫，我覺得這個方向非常正確，但我比較關心這幾年來有幾個問題，

如剛才有委員提到：氣候變遷與農業的關係以及糧食安全的問題，另一方向，

環境的變遷所造成的環境污染等等，都可以考量所謂的「糧食安全」應該可以

從二個面向來看，一是 Security：屬於供應、經營管理方面，二是安全（Safety）
問題。我覺得後者值得特別注意，例如，興大在越南也有一個農業服務中心，

我不了解其功能為何？因為過去在環保署服務時，我發現在越南的東西，即便

是蚊香的戴奧辛也是超量的，可能是過去美軍用了太多的化學毒劑。現在比較

擔心的是其輸到台灣的產品大部份是茶葉，但茶葉殘留的農藥是一個很嚴重的

問題。既然興大在東南亞地區扮演一個農業服務的角色，我們到底教了他們什

麼?是什麼樣的農業產銷、品質管理的問題，甚至農業殘留的農藥，還包括相關

的技術在國內，特別在中部地區也是很好的運用。剛李主委特別提到從 science
到 application 的 service，我們扮演的是 service 的角色。中部工業區的污染，如

廢爐碴問題及鋼廠出來的集塵灰的問題等，但中部為台灣糧倉，這些污染影響

為何？最近發現彰濱工業區、六輕附近，螻蛄蝦原來棲息地發現蝦的數量是零。

這些問題從流域、水資源等都是值得我們去關切的。我們認為中部天氣很好，

但中部的空氣品質很不好，最近所關心另一個議題是中國大陸在發展海西工業

區，將來重化工業都在此地，海西區大量開闢後，經模擬的結果，污染空氣將

大量飄到中部，未來中部空氣品質會是很大的問題。而衍生另一個問題是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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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科學園區，中部為缺水地區，建了這麼多工業區，我們的水資源怎麼辦？

與農業用水關係如何協調？是否有更好的水資源管理政策？這些均符合中興大

學研究方向。所以興大可以農業所牽連之各方面問題的體系釐清數個主軸計畫，

並加以強化補充。如此由科學到應用，會有更明確方向，同時並應有 roadmap，
訂出階段性年度計畫要達成的目標。 

在人文面向之國際合作，李院長擔任國際科學會(ICSU)主席，ICSU 下設

IGPP 及 IHDP，我們在申請計畫，不一定完全申請國內計畫，做為國際上重要

角色，我們可考量如 APEC 可提出什麼樣的計畫，亞洲開發銀行(ADB)可提出

什麼樣計畫，讓台灣這方面的研究及應用在國際上發光發熱。 

農業方面有很多與現在的綠色能源也有關，垃圾回收做的不錯，所以很多

焚化爐沒有垃圾燒，環保署現在希望結合中部農業的廢棄物(廢菜葉等)做生質

能源，焚化爐將轉變為區域綠色能源中心或生質能中心，中興大學應有能力再

此扮演更積極之角色，進行統合。 

環保署通過二個法，其一為環境教育法，包括環境教育人員及環境教育機

構的認證，以中興大學有這麼多系所及優秀老師，建議中興大學申請環境教育

機構認證，做 capacity building。其二為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例今天開一整天

會，室內二氧化碳的量很高，所以未來醫院及學校將列為第一批室內空氣品質

管理對象，在這方面學校不只要本身對室內空氣品質改善，可否做為中部地區

服務的提供者，改善啟動者？ 

學校經營應該有 manager，校長及一級主管均為教授兼任，除了行政職務

外，仍有教學負擔，相當辛苦。建議應調整兼任主管的教授們工作比重或評分

機制，使校長與主管能專注於校務並增加募款與爭取計畫經費，去做更多全國

性及國際性的服務，對學校更有幫助，使學校在全國及國際上更好。 

今天這個會議很重要，但諮詢委員一年來一次，能幫忙有限。最近環保署

討論氣候變遷，如何決定議題，凝聚共識？是以 bottom-up 的方式，而非以

top-down 的方式，亦即非由菁英決定議題來討論，而是不設定議題，販夫走卒、

各行各業通通席開 40 桌討論，25 分鐘後再大風吹打散到各個不同桌討論，以

凝聚共識，這是世界咖啡館(world café)或公民論壇的做法。我鼓勵學校平常就

應該校內老師或中部地區合作夥伴等 stakeholders 做議題或策略的討論，不能完

全靠校務諮詢委員，而我對母校的發展冀望很大，也希望學校可以更為成功順

利。 

李文雄委員： 

一、 多位委員提到農業危機，台灣農業危機原因，有待政府加強重視農業發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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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行銷與市場經濟。以蘭花為例，多靠農民自行開拓，荷蘭之市場行銷做

比台灣好，未來蘭花也可能面臨中國大陸的競爭，可能保不住，還好據

說施振榮先生要投資行銷，可能臺灣蘭花有些幫助，所以市場經濟與市

場行銷應多加注意。 
二、 GMO之問題有待研究解決及明確之發展政策。GMO 是解決糧食生產問題

的方法，但農委會反而是 GMO 的最大絆腳石，並不去立法，與生醫科技

一樣未去立法，未有很好的法規，所以做不好。多數人對 GMO 了解都是

不合理的，大家聽 GMO 會害怕，但用 mulagenesis (突變方法)去製造

mutation 產生的東西，大家卻接受，其方法是更不安全，以 GMO genetics
去改造，還知道到改造了什麼，所以有很有多 irrational 之處。 

三、 臺灣農業科系多不受重視，系前面都不敢掛農，因其招生不易。應讓年

輕學生了解未來農業危機，農業以後有其重要性，現在冷門，以後可能

是熱門，中興大學應於此方面多加努力。 
四、 青年學子對於社交活動較不熱中，原因之一應為 internet、video game 等

製造很多宅男宅女，而不參與社交活動，但有人說在 facebook 上有多朋

友，卻無 real friends，因為未有實際 interact，以後人類的社會將變得很

奇怪，因為沒有真正的 people interaction，所以要解決此問題，學校應多

舉辦好的社交活動，鼓勵學生參加 
五、 以個人的看法，很少 top-down 的 organization 或 project 是成功的，因其

無共識的經驗，應研究如何建立機制以增加之成功的機會。建議可投資

原先研究就做的很好且人際關係亦可的教授，讓其 organize a project。 

李遠哲院長： 

有委員提到諮詢委員會一年召開一次到底有多大的用處？其實為了這一次

的諮詢委員會，中興大學花了很多的時間來討論學校將來的方向、中心的設立，

尤其是今天各位委員的到來，學校花了很多時間準備，校長及學校同仁都希望

透過與來自各方委員們的討論過程中，能夠產生一股力量，對政府、社會及很

多制度面改革能有些助益，所以諮詢會議重點是學校的準備及以後的走向，這

確實是很重要的。 

委員們對中興大學有很大的期許，其中有些是全球有關的、社會有關的或

者是和高等教育有關的，很多議題不是中興大學的校長或同仁就能解決的，但

我還是覺得中興大學的校長，既然願意到此當校長，是願意接受挑戰的人，所

以校長今天晚上可以睡得很好，因為有這麼多問題可以挑戰。我們很多人都是

回國工作，外國人問為什麼願意回到台灣工作，我常說我們這些人都是喜歡接

受挑戰的人，臺灣有那麼多問題，可以讓我們去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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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高建文委員提到鳳凰快要消失，你知道嗎？我們現在快要變成鳳凰，

很多事情如果我們不能扭轉過來的話，我們就會變成鳳凰。另外大家很多建議

中，很多事情是需要校長釐清楚的，哪些是需要與政府部門共同合作的？哪些

是要在高等教育層次推動改革的？這些層次若沒有分清楚的話，是不容易處理。

剛才還有提到老人化、高齡化，我已滿七十五歲，我常在想我是老人嗎？高齡

的人嗎？我一個月跑了七個國家，那天晚回來覺得自己可能是已經老了，但睡

了一個晚上後，又覺得可能是高齡的人，現在社會上有很多年輕的老人家，很

多高齡的年輕人，這些沒有釐清楚，只說人口老化，是不能解決問題的。中興

大學確實可以挑起這份挑戰，中興大學農業較強，在農業方面可以挑起很大的

責任。有一次國際會議中，布希總統提到要打開亞洲農業市場，那時我抗議說

美國農業和亞洲農業是非常不相同的，美國加州用飛機灑農藥、肥料，農村不

是人住的地方，人是住在 village，而在亞洲，農村是社會的 big bone，農村消

失了社會也沒有了。此番話也獲得韓國盧武鉉前總統的贊同。中興大學走的路

要想想看人類 50 年或 25 年後要永續發展的話，社會應該要怎樣。要從過去看

將來，因為我們現在是 integration period，溫度是最高的時候，人類改變溫度上

升的速度是大自然環境的一百倍，所以現在是人類活動在改變我們的生態，人

類活動與生態攪在一起，人類活動使整個生態改變更壞。所以還是要祝福李校

長，他要接受挑戰，中興大學的各位好好的努力，你們成功了，社會就會有改

變，人類就會有希望。今天謝謝各位的參與。 

李德財校長： 

今天感謝李院長及所有諮詢委員在這裡坐了一天，聽我們團隊的報告願景

及希望做的事，也抛出的許多議題來就教各位委員。委員所提出的建議，我都

做了 note，今天不再逐一回應，各位委員所提出來真的是很大的方向，如農業

的問題、整個生態污染的問題，我們將結合人文、科學領域的研究人員一起做

探討，做 basic 的研究，以了解整個生態發展對我們的影響是如何。這個研究

若留下來，可以讓以後的人繼續永續發展。 

環境的變遷及氣候變遷的確讓人類的生活型態一直在改變中，我們生活在

這裡，卻都沒有感覺到。各位委員在各方面都有相當多的經歷，告訴我們這是

需要面對的議題，如何面對環境變化？我們如何培育下一代，讓其了解這是嚴

肅的事情。剛剛各位提到在生活教育上提高學生學習的興趣，不是只有書本上

的考試問題，並且讓其知道要面對的是更大以後社會責任的問題，這些都需要

靠的是老師熱誠。今天要借重委員的經驗，告訴我們本校究竟要發展哪些特色？

我們是有先經過大家討論過後，設定幾個方向，但是學校經費有限，要朝哪個

方向，才是我們應該要發展的？廖一久院士提到中興發展水產方面的研究，要

增加員額，增加員額是沒有問題，我們沒有員額欠缺的問題，但欠缺的是經費，



 

30 
 

增加員額就要增加經費，經費要從哪裏來？這些事情的確是需要我們做整體的

考量。中興大學在臺中必須扮演在地的結合，我們也有農業的基礎，農業是相

當重要，邱文彥委員提到農業體系的問題，談到 food security 及 food safety 的

問題，目前學生是否真的知道我們有糧食危機？2050 年好像離我們很遙遠，但

馬上就到，還有很多法規及節能減碳的問題，都是我們要面對的！ 

如同李院長說的，為了這次會議，我們的同仁費了很大心力，感謝秘書室

的同仁，也謝謝大家。我很感激各位到這裡來提供建議，我們團隊會有紀錄，

做整理後，以電子檔方式發給大家，各位後續有意見，歡迎隨時提出來。  

感謝各位參與，今天的會議到此結束。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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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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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校務報告」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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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培育菁英人才-教學的挑戰與對策」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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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如何落實中興大學學生的國際化」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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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如何發展重點領域成為具特色之頂尖大學」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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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中台灣環境、人類生態與社會文化變遷整合計畫暨中臺灣

數位人文中心」簡報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附錄六：「國立中興大學於農業生物科技領域的發展與挑戰」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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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學校發展理工科技類特色研究之整合與規劃」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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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產學合作發展」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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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與會校務諮詢委員名單 
 

編號 姓名 職稱 單位 與會日期 

1 
李遠哲 

(主任委員) 

院士/ 

榮譽院長 
中央研究院 12月 22日 

2 王汎森 院士/副院長 中央研究院 12月 22日 

3 王惠鈞 院士 中央研究院 12月 22日 

4 伍焜玉 院士/院長 
中央研究院/ 

國家衛生研究院 
12月 22日 

5 吳茂昆 院士/所長 
中央研究院/ 

物理研究所 
12月 22日 

6 吳重雨 教授/前校長 國立交通大學 12月 22日 

7 吳萬益 校長 中國文化大學 12月 22日 

8 呂木琳 講座教授 銘傳大學 12月 22日 

9 李文雄 院士/主任 中央研究院 12月 22日 

10 李鴻源 主任委員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2月 22日 

(下午場次) 

11 周昌弘 
院士/ 

講座教授 

中央研究院/ 

中國醫藥大學 
12月 22日 

12 林秋榮  院士 中央研究院 12月 22日 

13 林榮耀 院士 中央研究院 
12月 22日 

12月 23日 

14 邱文彥 副署長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2月 22日 

15 柯興樹 董事長 順天建設 
12月 22日 

(上午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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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姓名 職稱 單位 與會日期 

16 胡勝正 院士 中央研究院 12月 22日 

17 高建文 董事長 里歐集團 
12月 22日 

12月 23日 

18 張平沼 理事長 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 12月 22日 

19 陳文華 院長 國家實驗研究院 12月 22日 

20 陳朝光 講座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 12月 22日 

21 陳明德 董事長 長澦能源科技(股)公司 
12月 22日 

(上午場次) 

22 單德興 所長 中央研究院歐美所 
12月 22日 

12月 23日 

23 黃榮村 校長 中國醫藥大學 12月 22日 

24 黃寬重 講座教授 長庚大學 
12月 22日 

12月 23日 

25 楊文科 局長 
行政院國科會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12月 22日 

26 楊德華 董事長 程泰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12月 22日 

27 廖一久 院士 中央研究院 
12月 22日 

12月 23日 

28 劉翠溶 院士 中央研究院 12月 22日 

29 蘇仲卿 主持人 
行政院國科會農業生物技

術國家型科技計畫 
12月 22日 

30 蘇遠志 名譽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12月 22日 

備註：名單依姓名筆劃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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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本校與會主管名單 

編號 姓名 職稱 單位 與會日期 

31 李德財 校長  
12月 22日 

12月 23日 

32 徐堯煇 副校長  12月 22日 

33 楊秋忠 校諮會執行長  
12月 22日 

12月 23日 

◎學術一級主管 

34 王明珂 院長 
文學院(兼人文與社會

科學研究中心主任) 

12月 22日 

(下午場次) 

35 黃振文 院長 農資學院 12月 22日 

36 黃博惠 院長 理學院 12月 22日 

37 薛富盛 院長 工學院 12月 22日 

38 陳鴻震 院長 生命科學院 12月 22日 

39 毛嘉洪 院長 獸醫學院 12月 22日 

40 林丙輝 院長 管理學院 
12月 22日 

(上午場次) 

◎行政一級主管 

41 陳吉仲 主任秘書 秘書室 12月 22日 

42 呂福興 教務長 教務處 
12月 22日 

12月 23日 

43 歐聖榮 學務長 學務處 12月 22日 

44 方富民 總務長 總務處 12月 22日 

45 陳全木 研發長 研發處 12月 22日 

46 廖思善 國際長 國際處 12月 22日 

47 洪瑞華 院長 創新產業學院 12月 22日 

48 張慧銖 館長 圖書館 12月 22日 

49 李少華 主任 人事室 12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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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姓名 職稱 單位 與會日期 

(上午場次) 

50 蔡正文 主任 會計室 
12月 22日 

(上午場次) 

51 呂瑞麟 主任 計資中心 
12月 22日 

(上午場次) 

52 林清源 主任 通識教育中心 
12月 22日 

(上午場次) 

53 許健將 主任 師資培育中心 12月 22日 

54 萬鍾汶 主任 校友中心 
12月 22日 

(下午場次) 

55 李茂榮 主任 環境保護暨安全中心 12月 22日 

56 陳政雄 主任 產學智財營運中心 12月 22日 

62 何全進 主任 體育室 
12月 22日 

(下午場次) 

◎研究單位主管 

57 黃介辰 主任 生物科技發展中心 12月 22日 

58 楊吉斯 主任 奈米科技中心 
12月 22日 

(下午場次) 

59 武東星 主任 
先端產業暨精密製程

研究中心 
12月 22日 

60 楊明德 主任 
環境保育暨防災科技

中心 
12月 22日 

◎附屬單位主管 

61 王升陽 處長 林管處 12月 23日 

 
  



 

141 
 

 
 
 

 


	壹、議程
	一、李德財校長致歡迎詞
	二、李遠哲主任委員致詞

	一、培育菁英人才-教學的挑戰與對策
	二、如何落實中興大學學生的國際化

	一、「中台灣環境、人類生態與社會文化變遷」整合計劃暨「中台灣數位人文中心」建置
	二、國立中興大學於農業生物科技領域的發展與挑戰
	三、學校發展理工科技類特色研究之整合與規劃
	四、產學合作發展

	附錄一：「校務報告」簡報
	附錄二：「培育菁英人才-教學的挑戰與對策」簡報
	附錄三：「如何落實中興大學學生的國際化」簡報
	附錄四：「如何發展重點領域成為具特色之頂尖大學」簡報
	附錄五：「中台灣環境、人類生態與社會文化變遷整合計畫暨中臺灣數位人文中心」簡報
	附錄六：「國立中興大學於農業生物科技領域的發展與挑戰」簡報
	附錄七：「學校發展理工科技類特色研究之整合與規劃」簡報
	附錄八：「產學合作發展」簡報
	附錄九：與會校務諮詢委員名單
	附錄十：本校與會主管名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