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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百年校慶籌備委員會第四次會議紀錄 

時間：108 年 2 月 27 日（週三）12：00 

地點：行政大樓 2 樓第 2 會議室 

主席：周至宏副校長                                       記錄：陳翔惠 

出席：林金賢主秘、蘇武昌學務長、林偉館長、黃憲鐘主任、蔡榮得主任、蔡其

昌理事長（楊木榮秘書長代）、歐哲瑋會長 

列席：蕭美香秘書、林佳儀小姐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工作報告 

一、 有關校慶系列活動之經費需求，請提送百年校慶經費審查委員會審議。

預計 3、4 月調查下半年活動及經費需求，並召開會議審查。 

二、 活動如有邀請媒體入校採訪之需求，請提前 2 週通知公關組，並提供新

聞初稿及議程。 

參、 提案討論 

案    號：第一案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    由：建請規劃吸引學生、校友參與之活動，共同營造校慶整體歡慶氣

氛，請討論。 

說    明：檢附校慶活動一覽表如附件一，目前多集中於 10 月份第四週及

11 月 1-3 日，建議於其他月份增加規劃吸引學生、校友參加之

活動。 

建議事項： 

一、 建議活動一覽表可顯示活動規模並分類，以利重點宣傳。 

二、 請持續進行以惠蓀講座規格邀請運動明星來校演講，並思考以公

益活動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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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配合校友總會於 11/1-3 連續辦理 3 場演唱會，為避免主要活動

互相衝突，校慶聯誼餐會暫不考慮辦理。 

四、 海外校友會大部分會於校慶期間組團返校參加校慶活動，並希望

能規劃短期旅遊，初期預定： 

1. 10/30-11/1 惠蓀林場+埔里+日月潭 

2. 11/3-11/7 南部或環島之旅（台中→台南→高雄→台東→花

蓮→台北） 

五、 興大校友盃高爾夫球聯誼賽：擬將蔡榮得主任於土木系主任任內，

已經連續辦理五年之興大土木系系友會高爾夫球聯誼賽，擴大為

校友盃，預定於 10 月中旬週末辦理，預定 100 組（400 人）校

友參加，並發動百年校慶募款活動。（取代校友總會之名人公益

高爾夫球賽） 

六、 香港校友會預定於 7/21 於香港辦理「興大百年展」，希望能向校

史館借用文物展出，校友中心再與圖書館校史館組洽商。 

七、 學務處所辦理之校友回娘家-宿舍開放參觀活動可配合校友中心

活動，辦理多場次，讓校友回來可一併參觀學生時代住的地方。 

八、 同興起舞活動可配合校友活動調整舉辦時間，可考慮擔綱校慶活

動之暖場活動。 

九、 興火相傳校歌比賽可考慮於 11、12 月辦理，系際籃球比賽不一

定要集中在 10 月舉辦。 

十、 學務處 10月份增辦誠軒入厝活動。（依 3/5與學務處討論確認後，

4 月辦理誠軒入厝，9 月辦理義齋啟用） 

十一、 各單位辦理活動之文宣，請加上百年校慶的字樣或 LOGO，加

強宣傳創校百年，各系所暑期營隊請學生會協助宣導。 

十二、 台中女中、台中科技大學皆創立於 1919 年，可考慮與台中市

政政府合作，辦理台中市百年校慶活動，請學務長協助與文化

局或教育局聯繫。 

十三、 校長盃球類競賽活動以往皆邀請附中、附農參加，今年可朝

邀請台中女中、台中科技大學組隊參加百年校慶聯誼競賽辦

理。 

十四、 創校百年慶祝大會之貴賓座位安排請校友總會協助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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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第二案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    由：有關百年校慶網頁之規劃，請討論。 

說    明： 

一、 百年校慶網頁之架構及雛形已完成建置，將逐步修改美編及充實

內容，敬請協助檢視，如有疏漏請提供修正建議。(網頁連結) 

二、 各單位如有新增活動或更改活動資訊（例如時間、地點等），亦

請通知公關組，以利校慶網頁更新。 

建議事項： 

一、 活動列表修改建議： 

1. 加註 150-300 字活動說明，以利活動瞭解及媒體宣傳規劃。 

2. 增加超連結，連結至活動網頁。 

二、 中興大學臉書請放上百年校慶之訊息或圖樣。 

 

肆、 散會（13：15） 

  

http://celebrate.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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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校慶活動一覽表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亮點活動 

全國大學校長

會議(1/10-11) 

李昂文藏館開

幕(2/25) 

興大 100居學園啟

用(3/12) 

誠軒入厝 浪浪樂活醫療室

啟用 

百年畢典活動 

(6/1) 

東一門仿古校門

景觀美化(暫訂) 

應科大樓活化 義齋啟用 實習商店搬遷開幕 ●百年深耕‧世紀躍升─國際學術

交流合作論壇(11/1) 

●諾貝爾獎大師系列演講(11/1) 

●全校運動大會(11/2-3) 

●創校百年慶祝大會(11/2) 

●音樂會 3場(11/1-11/3) 

第二餐廳動土 

秘書室 

全國大學校長

會議(1/10-11) 

  百年形象宣傳專案 ●百年校慶檔案

聯展(4/18-5/3) 

●USR x CSR座

談會 

USR T4台綜大

聯合論壇 

    USR校外推廣活

動 

  ●《興大百年寫真》出版 ●創校百年慶祝大會/秘書室、校

友中心(11/2) 

●USR校慶成果展(11) 

  

教務處                   師生聯合成果發表     

學務處 

    ●2019興大春蟄節

(3/9) 

●興大 100居學園

啟用(3/12) 

●社團校友回娘家

(3/16) 

●興大百年-2019實

在精彩實習博覽會

(3/21-28) 

●興大百年 一飛衝

天 職達未來 就業

博覽會(3/23) 

●湖畔音樂季/學生

會(3/27-31) 

●誠軒入厝 ●幸福之舟-興

福 100 (5/4) 

●興大百年~航

向興未來 職場

就業系列活動 

●浪浪樂活醫療

室啟用(暫訂) 

百年畢典活動

(108年畢業典

禮)(6/1) 

   ●興大 100歌唱

巡迴表演/校友

合唱團、學務處

(9/28) 

●新生入學社團

博覽會 

●義齋啟用 

●《HAPPY BIRTHDAY TO NCHU》、

《I LOVE NCHU》短片拍攝完成 

●百年校慶-系際校友籃球比賽/學務

處、體育室、校友中心(10/26-27可調

整日期) 

●興火相傳校歌比賽(可調至11-12月) 

 

●同興齊舞！興大 100校慶圍舞 

●接待僑生校友 

●校友回娘家-宿舍開放參觀活動 

  

總務處 
      應科大樓活化啟

用(暫訂) 

    第二餐廳動土(暫

訂) 

研發處                   中研院院士講座 諾貝爾獎大師系列演講(11/1)   

國際處 

                  ●國際文化週暨學生赴境外交換推廣

活動 

●圖書館牆面設計─世界地圖(互動式

機台) 

百年深耕‧世紀躍升─國際學術交

流合作論壇(11/1) 

  

圖書館 

發行百年校慶

文創商品(全

年) 

           百年校慶學門主

題叢書(8-11月

陸續出版) 

  百年校慶校史專書出版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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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體育室 

                  ●校長盃教職員工桌球錦標賽(10/19) 

●校長盃教職員工網球賽(10/19) 

●運動代表隊校友回娘家 

●啦啦隊比賽 

●校園健康路跑(11/1) 

●全校運動大會(11/2-3) 

●輕艇水上活動體驗(11/2) 

  

人事室 

      108年國立大專

校院人事主管會

報 

                

校友中心 
                  ●興大校友盃高爾夫球聯誼賽(10月中

旬) 

傑出校友表揚典禮(與創校百年慶

祝大會結合)(11/2) 

  

校友總會 

            香港校友會「興

大百年展」(7/21

於香港) 

    ●百年茶倉藝術義賣會 

 

音樂會 3場(11/1-11/3)   

藝術中心 
    若水～陳冠勳雕塑

個展(3/4-4/3) 

            臺灣畫壇水墨巨匠-李轂摩書畫展

(10/31-11/30) 

雕塑名家陳冠勳景觀藝術裝置揭

幕(11/1) 

  

產學研 

鏈結中心 

                  校慶創業週(10/29-11/2)     

學院/ 

研究中心 

【獸醫】「領

航獸醫特色領

域邁向卓越」

系列演講/獸醫

學院

(107/9-108/1

1) 

【人社】李昂

文藏館開幕

(2/25) 

●【文】第 36屆中

興湖文學獎全國徵

文比賽(3/18截止)/

中文系 

●【農】應經講座-

百年校慶系列演講

(3/28) 

●【理】國際數學日

/應數系(3/14) 

●【法政】百年

校慶農業法學研

討會/法律系、法

律系校友會 

●【農】應經講

座-百年校慶系

列演講(4/11、

4/25) 

 

●【農、生科中

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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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9) 

●【農】應經講

座-百年校慶系

列演講(5/9、

5/30) 

●【農】應經週

暨高希均知識經

濟研究室活動-

時光長廊-慶祝

百年校慶

(5/13-17) 

 

●【農】昆蟲展/

昆蟲系

(6/7-6/15) 

●【農】應經講

座-百年校慶系

列演講(6/6) 

    【人社】人社中

心數位成果展與

新書發表座談會

(9-12月各場次)

【人社】2019年

環境人文系列講

座(9-11月各場

次) 

【農】實習商店搬遷開幕/實習商店(暫

訂) 

【法政】現代直接民主全球論壇 2019

年大會/法政學院 

【文】大學國文學生作業展/中文系

(10/28-11/3) 

【文】「文學與信仰」國際學術研討會

/中文系(10/18-19) 

【文】數位台灣/台文所(10/28-11/1) 

【管理】影片拍攝體驗/行銷系 

【管理】EMBA鐵馬論劍

/EMBA(10/5-10/13) 

【人社】駐校藝術家及作家系列活動

(10-11月各場次) 

*【理】科普列車與物理 TEAL教學模

組演示/物理系 

*【理】物理創客基地/物理系 

*如未獲經費補助，擬不辦理 

【法政】新南向公共治理國際學術

研討會/人社中心、國務所 

【各學院】系友回娘家：中文系、

植病系、食生系、生機系、應經系、

應數系、土木系、生科系、法律系 

【生科】生科院 25週年院慶暨生

科院碩專班 20週年班慶 

【國農】2019全球生態、農業與

鄉村向上推升行動論壇 

【農】臺灣食品科

學技術學會第 49

次會員大會/食生

系 

【理】數學與藝術

特展/應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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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校慶活動一覽表 （10 月、11 月） 

  週日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日期未定 

10月 

    1 2 3 4 5 10月份 

A. 師生聯合成果發表/教務處 

B. 興火相傳校歌比賽/學務處 

C. 《HAPPY BIRTHDAY TO NCHU》短片完成/學務處 

D. 中研院院士講座/研發處 

E. 國際文化週暨學生赴境外交換推廣活動/國際處 

F. 圖書館牆面設計─世界地圖互動式機台完成/國際

處 

G. 出版百年校慶校史專書/圖書館 

H. 運動代表隊校友回娘家/體育室 

I. 百年茶倉藝術義賣會/校友總會 

J. 名人公益高爾夫球賽/校友總會 

K. 現代直接民主全球論壇 2019年大會/法政學院 

L. 駐校藝術家及作家系列活動(10-11月)/人社中心 

 

            EMBA鐵馬論劍(10/5-10/13)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文學與信仰」國際學術研

討會/中文系(10/18-19) 

●校長盃教職員工桌球錦標

賽、網球賽/體育室 
20 21 22 23 24 25 26 

            

●食生系系友會及創系 100

週年慶祝大會 

●系際校友籃球比賽/學務

處、體育室、校友中心
(10/26-27) 

27 28 29 30 31   

  

●大學國文學生作業展/中

文系(10/28-11/3) 

●數位台灣/台文所
(10/28-11/1) 

校慶創業週/產學研鍊結

中心(10/29-11/2) 

  ●李轂摩書畫展/藝術中

心(10/31-11/30) 

  

 
  週日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日期未定 

11月 

    
 

1 2 11月份 

A. 同興齊舞！興大 100校慶圍舞/學務處 

B. 接待僑生校友/學務處 

C. 校友回娘家-宿舍開放參觀活動/學務處 

D. 新南向公共治理國際學術研討會/人社中心、國務

所 

【各學院】系友回娘家：植病系、生機系、生科系、

法律系、生科院 25 週年院慶暨生科院碩專班 20 週

年班慶 

 

    ●08:30諾貝爾獎大師講座/

研發處 

●10:00國際學術交流合作論

壇/國際處 

●13:20雕塑名家陳冠勳景觀

藝術裝置揭幕/藝術中心 

●14:00啦啦隊比賽/體育室 

●16:00校園路跑/體育室 

●音樂會/校友總會 

●08:30全校運動會、輕艇水

上活動體驗/體育室 

●14:00創校百年慶祝大會/

秘書室、校友中心 

●音樂會/校友總會 

●影片拍攝體驗/行銷系
(11/2-4) 
●各系所回娘家：應經系、

應數系、土木系、中文系 

3 4 5 6 7 8 9 

音樂會/校友總會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