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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百年校慶籌備委員會第三次會議紀錄 

時間：107 年 8 月 2 日（週四）下午 2：00 

地點：行政大樓三樓第三會議室 

主席：鄭政峯副校長                                        紀錄：陳翔惠 

出席：校友總會蔡其昌理事長（許英麟副秘書長代）、陳德 主任秘書（蕭美香秘

書代）、吳宗明教務長（楊岫穎專委代）、蘇武昌學務長（林秀芬秘書代）、

林建宇總務長（廖炳雄組長代）、周濟眾研發長（李玉玲秘書代）、陳牧民

國際長、林偉館長、黃憲鐘主任、陳育毅主任（吳賢明副主任代）、施因

澤院長、陳欽忠主任（顏琬姿小姐代）、李文熙主任（曾筱晴小姐代）、韓

碧琴院長、詹富智院長（甘禮銘先生代）、王國禎院長、陳全木院長（黃

介辰副院長代）、張照勤院長、詹永寬院長、蔡東杰院長（李長晏副院長代）、

楊谷章院長（王行健副院長代）、EMBA 校友會廖紫岑理事長（張文譯副秘

書長、鄭廷瑜小姐代）、學生會歐哲瑋會長、生管學程學會張益誠會長、

國政所學會陳國珍會長、賴富源主任、顏添進主任（鄧季玲專委代） 

壹、 主席裁示及其他建議事項 

1. 建議秘書室再檢視校慶系列活動彙整表格呈現方式。 

2. 校友總會 108 年校慶活動： 

(1) 百年茶倉藝術義賣會：由理事長募集全國知名陶藝家之茶倉陶瓷作

品共百件並製作畫冊，預定 108 年 10 月份於大敦藝文中心展覽，擇

期向校友公開義賣。 

(2) 名人公益高爾夫球賽：邀約全國高爾夫球名人與愛好高爾夫球之校

友/企業，以公益捐贈方式，舉行聯誼球敘。 

3. EMBA校友會：108年預定擴大辦理興傳 100演唱會，場地以惠蓀堂為主。 

4. 建議學務處考量舉辦臺綜大其他三校、附中、附農可參與之活動。 

5. 建議體育室邀請附近鄰里參加校運會趣味競賽。 

6. 建議體育室考量舉辦嘉年華會，可結合野餐、薩克斯風表演、學生合唱

團表演等。 

7. 研發處將另行召開會議討論諾貝爾系列講座之籌劃。 

8. 學生會因任期只有一年，因此本屆重心放在 99 週年校慶活動的籌備，學

生會目前正在推行參與式預算，預計 8 月底到 9 月期間，讓全校學生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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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思考如何運用學生會經費舉辦屬於學生的活動。目前也正與校內單位、

敦煌書局聯繫，討論合作推出紀念品。 

貳、 工作報告 

 行政組（秘書室） 

一、 創校 99 週年慶祝大會暨傑出校友表揚典禮（與校友中心合辦） 

1. 時間：107 年 11 月 3 日（週六）下午 2：30 - 5：00 

2. 地點：圖書館 7 樓國際會議廳 

3. 活動內容：邀請貴賓一同切生日蛋糕，祝福中興大學 99 歲生日快樂，結

合傑出校友表揚典禮、捐資興學獎牌頒贈儀式，場外規劃 USR 成果展示。 

4. 籌募校慶活動專款： 

(1) 為籌募校慶活動專款，現場捐贈 2,000 元者，致贈校慶紀念品。 

(2) 邀請各系所推廣，擬規劃回饋機制，提高系所推廣意願。 

二、 彙整 99 週年校慶系列活動如附件一、100 週年校慶系列活動如附件二。 

 校友活動組（校友中心） 

一、 創校 99 週年慶祝大會暨傑出校友表揚典禮（與秘書室合辦） 

1. 時間、地點：如前述。 

2. 本屆傑出校友選拔預計於 8 月份進行初選，9 月份進行複選。 

3. 捐資興學獎牌頒贈儀式預定於 8 月份函報教育部，頒獎儀式訂於創校 99

週年慶祝大會中進行。 

二、 校慶聯誼餐會 

1. 時間：11 月 3 日(六)17:30-20:00，地點：體育館二樓或圖書館前廣場(尚在

評估)。 

2. 辦理方式： 

 由海內外校友會及系所友會認桌，每桌一萬元(暫定)，除貴賓以外，所

需經費由參加之各地校友會及系、所友會負擔。 

 預定於 9 月進行海內外校友會及系所友會參加意願調查。 

3. 收費方式：以捐款方式全數捐入校友總會，若有活動結餘費用以捐款捐回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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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慶活動組（學務處） 

一、 2019 興大春蟄節 

活動日期 待定 

活動地點 惠蓀堂 

活動特色 系所博覽會、成果展、系所回顧展 

社團成果展、表演、市集 

租屋博覽會暨消防宣導 

優秀學長姐分享會 

活動流程 9 月召開系所說明會討論活動主軸及配合事項等 

10 月本活動辦理公開招標評選廠商 

2019 年 1 月召開籌備會及宣傳本活動 

2019 年 2 月至臨近高中宣傳本活動 

二、 《HAPPY BIRTHDAY TO NCHU》短片 

活動日期 待定 

活動地點 學校各景點拍攝 

活動特色 邀請一般生、原住民族學生、僑生、外籍生，以各自語言（國

語、臺語、客家語、原住民族語、外國語言）說一句：「中興

大學 100 歲生日快樂」，祝福中興大學。 

三、 社團校友一起來同樂 

活動日期 待定 

活動地點 雲平樓 

活動特色 百社俱興：展示社團新空間 

百家爭鳴：回顧社團老照片 

百川匯聚：享用社團好手藝 

活動流程 14:00-14:10 校友簽到 

14:10-14:20 長官致詞 

14:20-14:30 拍攝大合照 

14:30-15:30 展示社團新空間（雲平樓、圓廳） 

15:30-16:30 回顧社團老照片、在學社團社員與畢業社團社員

自由交流聯誼 

四、 校友回娘家~~宿舍開放參觀活動 

活動日期 108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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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地點 男/女生宿舍 

活動特色 帶領校友參觀過去住宿的宿舍，回憶過去住宿美好時光，並

參觀整修及新建宿舍，讓校友了解學校持續改善宿舍環境，

提升住宿品質，亦歡迎其子弟來校就讀入住。本活動由現任

宿舍服委帶領學長姐們參觀，促進彼此交流。 

活動流程 10:00-10:30 參觀男宿（由現任服委帶領校友參觀男宿） 

10:30-11:00 茶敘（由校友與住宿生交流住宿經驗或就業分享等） 

15:00-15:30 參觀女宿（由現任服委帶領校友參觀女宿） 

15:30-16:00 茶敘（由校友與住宿生交流住宿經驗或就業分享等） 

五、 接待僑生校友 

活動日期 依馬來西亞校友會與香港校友會到達時間而定 

活動地點 本校餐廳、小禮堂、雲平廳或其他空間 

活動特色 邀請近年幾屆僑聯會長與學弟妹交流分享 

邀請在台工作之僑生校友蒞會分享經驗 

邀請在校僑生學弟妹準備豐富的表演節目 

活動流程 14:00-14:10  校友簽到 

14:10-14:30  來賓或本校主管致詞、拍攝大合照 

14:30-15:00  在台工作僑生校友進行經驗分享 

15:00-15:10  在校僑生學弟妹表演節目 

15:10-15:30  校友自由交流聯誼（播放歷年活動照片） 

15:30        賦歸並贈送本校文宣品（如：馬克杯） 

六、 同興齊舞!興大 100 校慶圍舞活動 

活動日期 校慶運動會或其他合適時間（可配合學校系列活動安排） 

活動地點 行政大樓後草地或惠蓀堂前廣場 

活動特色 以「圍舞」方式進行表演，由原民同學領舞，號召校內有興

趣的教職員生，一起來跳舞，強調同心團結邁向下一個 100

年。 

活動流程 由原住民學生 30 人領舞, 穿原住民背心，預計開放教職員工

30 人、國際生 5 人、僑生 5 人、一般生 30 人參與，原住民學

生以外人員鼓勵穿其族群傳統服飾。 

 校運會組（體育室） 

一、 99 週年校慶活動計畫 

1. 啦啦隊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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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日期 107/11/1 

活動地點 行政大樓前廣場 

活動內容 展現本校學生活力，並提倡生動活潑之教育，增進團隊精神。 

2. 校園健康路跑 

活動日期 107/11/1 

活動地點 行政大樓前廣場 

活動內容 為推展全校運動，提昇本校運動風氣，增進中興人對校園環境

的認識，凝聚中興人的情感。 

3. 全校運動會開幕 

活動日期 107/11/3 

活動地點 田徑場 

活動內容 開幕將邀請國軍寶寶表演 

4. 全校運動會  

活動日期 107/11/3~4 

活動地點 田徑場 

活動內容 提倡全民運動，提昇全校田徑運動風氣及技術水準，促進學生

身心健康，增進系際體育活動交流及系際友誼 

二、 100 週年校慶活動計畫 

1. 校運會系列活動-啦啦隊比賽、校園健康路跑、全校運動會 

活動日期 待定 

活動地點 行政大樓前廣場、田徑場 

活動內容 展現本校學生活力，提昇全校田徑運動風氣及技術水準，促

進學生身心健康，增進系際體育活動交流及系際友誼。 

2. 全校運動會開幕 

活動日期 待定 

活動地點 田徑場 

活動內容 表演節目ㄧ(約 10 分鐘) 

提案一：國軍鼓號樂隊表演 

提案二：空軍儀隊表演 

3. 全校運動會開幕 

活動日期 待定 

活動地點 田徑場 

活動內容 表現節目二：(約 1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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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興大百年 榮齊聚 再鑄輝煌 創世紀」—(舞龍 亞洲

盃冠軍隊伍演出) 

提案二：「舞耀興大 慶百年」-(由臺灣體大舞蹈系及戊己劇團

帶來臺灣舞蹈與電音三太子之演出) 

4. 全校運動會系列活動 

活動日期 待定 

活動地點 康 提 

活動內容 輕艇水上活動體驗 

 教學成果展示組（教務處） 

一、 99 週年校慶：師生聯合成果發表 

(一) 通識教學成果展示：以「愛興九九」為主題，透過博雅課程、微型課程

及通識活動之照片、影片、彩繪空間做為成果展示（展示樣態請參閱下

表）。 

類別 課程名稱 成果展示 

博雅 

課程 

美術工作坊 彩繪空間展示 

寵物義診 照片/影片 

社會關懷 照片/影片 

服務學習：中小學課業輔導 照片/影片 

通識專題製作 照片/影片 

仿生設計 照片/影片 

惠蓀林場生態與環境 照片/影片 

微型 

課程 

農業的前世今生-從森林、農地到居家植

物精華產品 

照片/精油展示 

堆疊樂高秀創意：樂高 Maker 機器人展示/照片 

翻轉老台中：省城憶往今猶在—東墩煙雨

賽京都 

照片 

通識 

活動 

校園快講(約 18 場)  照片/影片 

通識活動(惠蓀講座等) 照片/影片 

 

(二) 教師教學計畫成果暨學生創發成果展示：呈現本校教師實施多元教學方

法之成果紀錄，包括各項教學精進計畫、總整課程、教師社群、翻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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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等，以及學生創發團隊成果與起飛計畫成果，展示方式如下： 

1. 以海報板展現成果。 

2. 以影片呈現教師錄製之教學計畫成果分享。 

3. 安排專人解說(每日中午 1 小時)。 

二、 100 週年校慶：師生聯合成果發表 

(一) 通識教學成果展示：規劃主題「興大百花齊放」，擬藉由實際作品展出，

提升成果豐富度。 

(二) 教師教學暨學生創發成果展示：展示本校教師多元教學方法之成果紀錄

及學生創發團隊成果或競賽得獎作品。 

 研發成果展示組（研發處）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特色領域研究中心」成果展工作進度: 

已通知三大特色領域研究中心（前瞻植物生技研究中心、永續農業創新發展

中心及鳥禽遺傳資源暨動物生技研究中心）準備 6~7 海報及實體展示之項目，

並請各中心提供實體展示之需求。 

 產學成果展示組（產學研鏈結中心） 

「研究成果及產學、育成、技轉等成果展」工作進度報告 

已通知育成、技轉組準備 6 張海報及實體展示之項目，並請各組提供實體展

示之需求。 

 國際交流組（國際處）請參閱簡報一 

 藝文展覽組（藝術中心） 

一、 書法名家簡銘山個展 

1. 訂定展覽日期自 107 年 10 月 25 日(四)至 11 月 24 日(六)止，開放時間為

每日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週六日照常開放(國定假日休館)以鼓勵師生及

周邊民眾能多多參與。 

2. 規劃於 107 年 10 月 25 日(四)中午 12:10 舉辦展覽開幕茶會。 

3. 已將展覽資訊公告於中心網路平台(官網、社群粉專)。 

4. 活動可登錄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通識自主學習點數，且學校文創學程

學生參與展務可計入畢業實習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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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因檔期安排，預計於 9 月中進行海報請柬等文宣設計印製，10 月初多方進

行網路及平面宣傳，10 月中處理展品運送、佈展及開幕場佈等準備事宜。 

二、 雕塑名家楊上峰教授「躍升」藝術裝置 

1. 地點訂於行政大樓前西側草坪，由總務處營繕組協助製作藝術裝置所需之

基座，在楊教授提供基座設計圖並親自來校商討後，目前已開挖基座區，

近日定位拉線後組構板模，待楊教授再次評估確認後灌實，即完成基座設

置。 

2. 「躍升」乃專為本校百年校慶設計，考量堅固耐用，可長久設置，及慮氣

候影響，以堅硬鋼鐵為材料，分三階段製作，相關請購流程進行中，並邀

請楊上峰老師全程督造，成果可期。 

3. 擬於 107 年 10 月中旬完成裝置的組裝落成，並於 107 年 11 月 1 日校慶日

舉行揭幕儀式，時間暫定為下午 1 時 30 分。 

三、 臺灣畫壇水墨巨匠-李轂摩書畫展 

為迎接百年校慶，擬於 108 年 10 月至 11 月商請李轂摩大師蒞校展出，李

轂摩(1941-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講座教授，擔任全國級美展評審委員，國

內外展出經歷豐富，獲獎無數，被尊為全國藝壇物望，希望藉以提升校園

藝術氣息，落實美感教育。 

四、 雕塑名家陳冠勳教授藝術裝置 

為延續 99 週年校慶於行政大樓前廣場西側草坪建置「躍升」的規劃，展

現興大百年精神，知名雕塑家陳冠勳教授已應邀設計大型雕塑創作，無償

贈予興大，後續將籌款製成實體，裝置於行政大樓前廣場東側草坪，擬於

民國 108 年校慶日揭幕。 

 

 校史文創組（圖書館） 

一、 出版百年校慶校史專書 

百年專書編纂，初步確立五個主題：校院系行政的變遷（李毓嵐老師、游

博清老師）、校園地景變遷（吳政憲老師）、興大學生活動（祁立峰老師）、

興大傑出校友（解昆樺老師）、興大與南區鄰里（蔡宗憲老師、蘇全正老

師），並進行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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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校院系行政的變遷(李毓嵐老師、游博清老師) 

校內行政變遷目前分為創校沿革、歷屆校長介紹、院系與行政單位的介紹。

如需要老照片，會請校史館辦公室提供。並商請發文給學校各單位惠予提

供相關資料（研擬中）。 

2. 校園地景變遷(吳政憲老師) 

負責的校園地景變遷部分，除提供實景照片拍攝外，還有手繪圖，並佐以

文字說明，以圖文並陳方式呈現。 

3. 興大學生活動(祁立峰老師) 

目前校內具歷史性社團約 15-20個，但篩選後可列入書寫的約僅 10-15個，

中間有中斷過時間的社團還須評估與考量是否納入書寫。每年學校皆做社

團評鑑，這部分的資料建議寫入，但還需做適當的編輯，使其看得出社團

發展的歷史脈絡。 

4. 興大傑出校友(解昆樺老師) 

將篩選整理出傑出校友清單，盡量平均分配各學院的人數，並請各學院推

薦可接受口訪的名單，目前人數限制在 30-40 位左右。 

5. 興大與南區鄰里(蔡宗憲老師、蘇全正老師) 

關於中興大學在台中南區發展的歷程，包含「中興湖文學獎」、「春蟄節」、

「興大藝術季」、「四大林場」、「921 地震」、「圖書館人龍傳書」、「碑石的

故事」等大小事件，深化歷史與人文脈絡的書寫。 

二、 出版百年校慶教學研究專書 

1. 農學院百年校慶《中興大學前身--農專高農時期發展沿革》專書 107 年 7

月已完成招標議價程序，目前出版作業進行中。 

2. 其他各學院百年校慶，正進行規劃及收稿階段。 

三、 發行百年校慶限定文創商品 

完成 5 大類 10 項具興大特色之文創商品規劃及成本與售價分析，商品包

括餐墊組、螢幕備忘板、鋼珠筆、校景明信片、玻璃吸管、玻璃隨行杯套

組、好彩頭筆及萌萌紙膠帶、多肉植物等商品。 

四、 建置「百年校慶紀念品暨出版品」線上購買專屬網站 

1. 107 年 6 月圖書館出版中心已推出百年校慶專書「出版品線上 EASY GO！

線上支付服務」並開始試營運，提供消費者更多元的購書支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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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未來朝向整合校內各單位商品線上購買專屬網站，建置「一站式」電商平

台目標努力。 

 學生活動組（學生會）：口頭說明 

 總務組（總務處）及網路組（計資中心）因屬後勤支援，俟活動較為確認之

後再行配合辦理。 

參、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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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週年校慶系列活動 
月

份 
國際研討會/論壇/講座 國內研討會/講座 成果 慶祝/校友活動 動態活動 

5   

5 月-11 月/2018 環境

人文系列講座/人社中

心 

      

8     
圖書館牆面設計─世界

地圖/國際處 
    

9 

107 年 9 月-108 年 11

月/「領航獸醫特色領域

邁向卓越」系列演講/

獸醫學院 

9-12 月/2018 數位人

文大師系列講座/人社

中心 

  

植病系暨昆蟲系 70 週

年聯合系慶/植病系、昆

蟲系 

  

10 

  

國際生物催化暨農業生

物技術學會第四屆會員

大會暨尖端科技新知研

討會/生科中心 

校史館特展/圖書館 外文系系友會/外文系 

國際文化週暨學生赴境

外交換推廣活動/國際

處 

  

10-12 月/2018 中興大

學駐校作家系列活動/

人社中心 

台灣文學行動博物館-

台灣文學的內在世界/

圖書館 

生機系系友回娘家、系

友大會、理監事聯席會

議/生機系 

防身術演練/太極拳社 

    

花現興大路發現新大陸

展覽/圖書館、園藝系、

昆蟲系 

應用數學系暨統計研究

所系友會/應數系 

興大盃羽球邀請賽/羽

球俱樂部 

    
招蜂引蝶特展/昆蟲

系、圖書館、園藝系 
    

    
書法名家簡銘山個展/

藝術中心 
    

    
師生聯合成果發表/教

務處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特

色領域研究中心成果展

示/研發處 

    

    
校慶創業週/產學研鏈

結中心 
    

    物理科普列車/物理系     

    
大學國文學生作業展/

中文系 
    

11 

「能源、生態與城市文

化」（Energy, Ecology, 

and the Culture of 

Cities）國際研討會/人

社中心、永續農業中心 

食農法律實務問題研析

座談會/法律系 

雕塑名家楊上峰「躍升」

藝術裝置揭幕/藝術中

心 

創校 99 週年慶祝大會

暨傑出校友表揚典禮/

秘書室、校友中心 

啦啦隊比賽/體育室 

「非傳統安全」國際論

壇/人社中心、國政所 
  

食品與農業安全檢測大

樓落成啟用典禮暨興大

認同卡發行記者會/秘

書室、永豐銀行 

校慶聯誼餐會/校友中

心 
校園健康路跑/體育室 

東南亞國際研討會/人

社中心、國政所 
  

E 化興世界-電子資源

嘉年華會/圖書館 
接待僑生校友/學務處 全校運動會/體育室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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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份 
國際研討會/論壇/講座 國內研討會/講座 成果 慶祝/校友活動 動態活動 

    一刊一世界/圖書館 
中文系系友回娘家暨系

友大會/中文系 
  

    影片拍攝體驗/行銷系 
食生系系友回娘家/食

生系 
  

    

USR 成果展暨興大服

務獎項頒獎/秘書室、

USR 辦公室 

園藝系系友回娘/園藝

系 
  

      
農業經濟暨應用經濟學

系系所友大會/應經系 
  

      

土木系系友回娘家暨第

一屆傑出系友表揚/土

木系 

  

      
資管系-系友回娘家/資

管系 
  

      
科管所-所友回娘家/科

管所 
  

      
法律系系友回娘家/法

律系 
  

        
企管系系友會系員大

會、系友回娘/企管系 
  

12 

2018 第九屆國際植醫

論壇/生科中心、農資學

院 

  園藝週/園藝系學會 
水保系系友回娘家/水

保系 
  

  

新興蔬果設施栽培成果

研討會/台灣園藝學

會、園藝系、台中區農

改場 

      

未

定 

  
惠蓀講座-匱乏/謝英俊

建築師/台文所 
      

  

惠蓀講座-台灣往何處

去？強權競爭下的中小

型國家安全策略/吳玉

山院士/國政所 

      

  

惠蓀講座-世界著名潛

水勝地的生態保育策略

/鄭明修研究員/昆蟲系 

      

  

惠蓀講座申請中-國民

法官試辦制度介紹-參

審？陪審？全民審？/

林俊益司法院大法官法

律系 

      

  
惠蓀講座申請中-邀請

中/李德財院士/資工系 
      

合

計 
5 項 11 項 18 項 17 項 6 項 

回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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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週年校慶系列活動 
月

份 
國際研討會/論壇/講座 國內研討會/講座 成果 慶祝/校友活動 動態活動 

1 

107 年 9 月-108 年 11

月「領航獸醫特色領域

邁向卓越」系列演講/

獸醫學院 

全國大學校長會議/秘

書室 

      

3 
        2019 興大春蟄節/學務

處 

4 

  108 年教育部暨所屬機

關（構）及國立大專校

院人事主管會報/人事

室 

      

  百年校慶農業法學研討

會/法律系、法律系校友

會 

      

5 

The ISHS VI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omato Diseases 國

際園藝科學學會第六屆

國際番茄疾病研討會/

生科中心、植病系 

        

6 
    昆蟲展/昆蟲系   百年畢典活動（108 年

畢業典禮）/學務處 

9 

  
  

出版百年校慶校史專書

/圖書館 

    

    9-12 月/人社中心數位

成果展與新書發表座談

會/人社中心 

    

10 

2019 Global Forum 

on Modern Direct 

Democracy 現代直接

民主全球論壇 2019 年

大會/法政學院 

駐校藝術家及作家系列

活動/人社中心 

師生聯合成果發表/教

務處 

  防身術演練/太極拳社 

國際學術合作交流論壇

/國際處 

2019 年環境人文系列

講座/人社中心 

臺大興大百年檔案聯展

/秘書室 

    

    國際文化週暨學生赴境

外交換推廣活動/國際

處 

    

    臺灣畫壇水墨巨匠-李

轂摩書畫展/藝術中心 

    

    校慶創業週/產學研鏈

結中心 

    

    大學國文學生作業展/

中文系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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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份 
國際研討會/論壇/講座 國內研討會/講座 成果 慶祝/校友活動 動態活動 

    數位台灣/台文所     

    昆蟲遊樂園/昆蟲系     

    科普列車與物理 TEAL

教學模組演示/物理系 

    

    物理創客基地/物理系     

    採集船地景設計啟用儀

式/生科院 

    

    影片拍攝體驗/行銷系     

11 

新南向公共治理國際學

術研討會/人社中心、國

務所 

  圖書館牆面設計─世界

地圖(互動式機台)/國

際處 

創校100週年慶祝大會

暨傑出校友表揚典禮/

秘書室、校友中心 

啦啦隊比賽/體育室 

    雕塑名家陳冠勳景觀藝

術裝置揭幕/藝術中心 

建校百年校慶聯誼餐會

/校友中心 

校園健康路跑/體育室 

    《HAPPY BIRTHDAY 

TO NCHU》短片-不同

語言齊祝中興大學生日

快樂/學務處 

接待僑生校友/學務處 全校運動大會/體育室 

    USR 成果展暨興大服

務獎項頒獎/秘書室、

USR 辦公室 

社團校友一起來同樂/

學務處 

輕艇水上活動體驗/體

育室 

      校友回娘家~宿舍開放

參觀活動/學務處 

同興齊舞！興大100校

慶圍舞/學務處 

      中文系系友回娘家暨系

友大會/中文系 

  

      植病系系友回娘家/植

病系 

  

      食生系108年系友大會

及創系100週年慶祝大

會/食生系 

  

      生機系 系友回娘家、系

友大會、理監事會/生機

系 

  

      
農業經濟暨應用經濟學

系系所友大會/應經系 

  

      應用數學系暨統計研究

所系友會/應數系 

  

      土木系系友大會、第二

屆傑出系友表揚及本系

產、官、學菁英回娘家

活動/土木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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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份 
國際研討會/論壇/講座 國內研討會/講座 成果 慶祝/校友活動 動態活動 

      生命科學院 25 週年院

慶暨生命科學院碩士在

職專班 20 週年班慶/生

科院 

  

      生命科學系系友會/生

科系 

  

      法律系系友回娘家/法

律系 

  

12 

  臺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

第 49次會員大會/食生

系 

數學與藝術特展/應數

系 

  

  

未

定 

  

  第 13 屆「通俗與雅正」

國際型研討會/中文系 

出版百年校慶教學研究

專書/圖書館 

  

  

    動物組織學專書/獸醫

學院 

  
  

    發行百年校慶限定文創

商品/圖書館 

  
  

    建置「百年校慶紀念品

暨出版品」線上購買專

屬網站/圖書館 

  

  

    第36-37屆中興湖文學

獎全國徵文比賽/中文

系 

    

    編製《興大百年寫真》/

秘書室 
    

合

計 
5 項 7 項 26 項 15 項 8 項 

回工作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