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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百年校慶籌備委員會第五次會議紀錄 
時間：108 年 3 月 26 日（週二）14：00 
地點：行政大樓 3 樓第 3 會議室 
主席：周至宏副校長                                                   記錄：陳翔惠 
出席：詳如簽到單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主席裁示及其他配合事項 

一、 建議研發處可思考邀請諾貝爾化學獎得主田中耕一來校演講。 
二、 校慶期間各單位（例如國際處與校友中心）如安排貴賓至惠蓀林場住宿，請注意日

期，如有重疊，請相互協調，以利住房調配。 
三、 11/2 晚間之校慶演唱會及校慶聯誼餐會時間重疊，請相關單位再行協調。 
四、 11/2 上午係運動大會開幕式，今年準備相當多精彩的開幕表演，例如台灣體育大學

舞蹈表演、國軍鼓號樂隊表演、台中女中儀隊表演等，請各學院、系、所安排之活

動避免與開幕時間重疊，以期貴賓能全程參與開幕式。 
 

參、 工作報告 
一、 秘書室 

1. 彙整全年校慶活動一覽表及每月亮點活動如附件一。 
2. 百年校慶網頁已正式上線，含興大校史、校慶活動、紀念品專區等，歡迎流覽參閱。

為充實網頁內容、營造校園歡慶氛圍、強化學校行銷，請踴躍填報今年度預計辦理活

動（包含各項活動、研討會等），請至秘書室網頁>最新消息>【百年校慶活動調查】

填報，各單位辦理活動如有新增或修改，可隨時上網修正，如有活動專屬網頁亦請提

供網址以利連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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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 4 月 15

日前將提案送至媒體公關組彙整，提案格式請至秘書室>最新消息>【百年校慶經費審

查委員會議提案單】下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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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百年羅馬旗：3/15 已完成校園內懸掛，預計 5 月份顏色重新排序；中市羅馬旗預計

4/1-4/29 懸掛台灣大道 12 組（英才路與五權口），三色各四組。年底前按月申請。 
6. 百年車站燈箱：台中高鐵及台北捷運已完成訪價及預敲檔期，燈箱內容預計 3/29 前廠

商提供初稿。 
  

http://celebrate.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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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務處 

日期/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說明 地點 活動進度 

3/9 
10:00-17:00 

2019 興大

春蟄節 
 惠蓀堂 

已完成。 

3/12 
10:00-12:00 

興大 100 居

學園開幕-
一個巨「興」

的誕生 

本校創建學生活動中心「居學園」，

一個多面向、多功能的空間，提供學

生逐光追夢的場域，培育創意發想的

孵化地。 
於植樹節啟用居學園苗圃，灑下學生

種子，期許同學們於此築夢基地成長

茁壯，將來長成大樹，綻放亮麗的花

朵，甚至發光發熱成為閃耀的星星，

讓人仰望學習，成為對社會有影響力

之巨「興」！ 
活動當天有社團表演、空間導覽、揭

幕活動、餐會等，歡迎大家一同共襄

盛舉。 

雲平樓 

已完成。 

3/16 
09:00-15:00 

社團校友回

娘家-興大

100，仁愛

50 

民國 57 年聖誕節前夕，一群常在磊

思教堂聚會的興大同學，決定放棄多

采多姿的晚會，攜帶著禮物踏入了大

雅惠明盲校，與孩子們共同度過平安

夜。而後這群同學也到育幼院從事服

務工作，並在學校輔導下，於民國

58 年 3 月 20 日成立中興大學第一個

學生社團－仁愛社。 
昔日曾參與仁愛社的興大校友，去年

向內政部申請成立「台灣中興仁愛之

友會」。值此興大歡慶百年之際，特

地籌辦仁愛社 50 週年慶活動，希望

集合歷屆仁愛社友共話當年，延續發

揚「您的手若有力量，行善切莫推辭」

的仁愛社宗旨。 

圓廳 3
樓 

已完成。 

3/21-28 
實習媒合：

3/28 
13:15-16:30 

興大百年

~2019『實』

在精彩實習

博覽會 

「興大百年 2019 實在精彩暑期實習

計畫」開跑啦！ 
你是否想要提前進入企業實習體驗

職涯生活？你是否想要勇敢踏出舒

適圈充實自己的暑假？你的心聲我

們聽到了!實習博覽會系列活動歡迎

社管大

樓 1 樓 
、B1 

系列活動已排

定，宣傳中，歡

迎同學報名參

加。 

https://www.facebook.com/%E5%B1%85%E5%AD%B8%E5%9C%92%E5%B7%A8%E8%88%88%E5%AD%B5%E5%8C%96%E5%9C%B0-617634328678903/?modal=admin_todo_tour
https://www.facebook.com/%E5%B1%85%E5%AD%B8%E5%9C%92%E5%B7%A8%E8%88%88%E5%AD%B5%E5%8C%96%E5%9C%B0-617634328678903/?modal=admin_todo_tour
https://www.facebook.com/%E5%B1%85%E5%AD%B8%E5%9C%92%E5%B7%A8%E8%88%88%E5%AD%B5%E5%8C%96%E5%9C%B0-617634328678903/?modal=admin_todo_tour
https://www.facebook.com/%E5%B1%85%E5%AD%B8%E5%9C%92%E5%B7%A8%E8%88%88%E5%AD%B5%E5%8C%96%E5%9C%B0-617634328678903/?modal=admin_todo_tour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T4OseFgXE-7rF7SNI5OZq4RKhl5VymC27rGNxpbY2DFZyrw/viewform?fbclid=IwAR1Masdaziz6APVfaQJel1pm4RVMTQH993Js4uBZLcuZb85E07FcWJFIDA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T4OseFgXE-7rF7SNI5OZq4RKhl5VymC27rGNxpbY2DFZyrw/viewform?fbclid=IwAR1Masdaziz6APVfaQJel1pm4RVMTQH993Js4uBZLcuZb85E07FcWJFIDA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T4OseFgXE-7rF7SNI5OZq4RKhl5VymC27rGNxpbY2DFZyrw/viewform?fbclid=IwAR1Masdaziz6APVfaQJel1pm4RVMTQH993Js4uBZLcuZb85E07FcWJFIDA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T4OseFgXE-7rF7SNI5OZq4RKhl5VymC27rGNxpbY2DFZyrw/viewform?fbclid=IwAR1Masdaziz6APVfaQJel1pm4RVMTQH993Js4uBZLcuZb85E07FcWJFIDAE
https://www.osa.nchu.edu.tw/osa/cdc/sys/modules/tadnews/index.php?nsn=5944
https://www.osa.nchu.edu.tw/osa/cdc/sys/modules/tadnews/index.php?nsn=5944
https://www.osa.nchu.edu.tw/osa/cdc/sys/modules/tadnews/index.php?nsn=5944
https://www.osa.nchu.edu.tw/osa/cdc/sys/modules/tadnews/index.php?nsn=5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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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說明 地點 活動進度 

你來參加！ 
有「實習講座」、「實習達人分享」、「學

長姊諮詢專區」、「PODA 職場潛力檢

測」、「一對一職涯諮詢」，參加活動

抽好禮，快來「實習媒合系統」送出

你的履歷，預約一個精彩的暑期實

習！ 

3/23 
10:00-14:00 

興大百年 
一飛衝天 
職達未來 
就業博覽會 

本校與臺中市政府合作辦理就業博

覽會，吸引本校與中部地區大專校院

學生以及社區民眾參與，為本校社區

服務之ㄧ環。精選 53 家企業來校徵

才，提供近約 5000 個職缺。 
現場設置各企業筆、面試會場，提昇

活動效益，並同時辦理職涯相關活

動，如職業適性診斷、職業體驗等，

鼓勵本校學生及校友參與就業徵才

活動，畢業後能順利進入職場，提高

就業機會。 

惠蓀堂 

已按照活動期

程，陸續完成

中。 

3/27-31 
平日 
17:30-21:30 
假日 
14:30-21:30 

湖畔音樂季 

四年前，中興大學一群熱愛音樂的學

生開創了第一屆中興大學湖畔音樂

季，結合校內中興湖，發展出屬於我

們的音樂風格，推廣更多面向的音樂

給大家，至今也已經第五屆了。 
音樂能透過任何形式，超越語言及現

實，以旋律牽動人們靈魂，讓生活產

生更多不同的轉變。期許我們音樂祭

能成為良好媒介，搭起音樂和人們的

橋樑，讓更多人認識這些創作者，將

音樂背後故事傳達給聽者。 

圖書館

前廣場 
雲平樓

前草地 

活動宣傳中。 

4/29-5/2 
12:00-18:00 

百年校慶*
僑生歡慶-
國際文化週 

來自世界各地一群懷著夢想的僑生

青年，離鄉背井來到汪洋彼岸的寶島

-中興大學與大家相遇。在這充滿人

情味的地方，或許同學鄉音難改，但

能夠融入台灣的文化是同學們最大

的收穫。 
適逢百年校慶*僑生歡慶，集合各國

文化展現僑生的熱情，促進僑生和本

地生的交流與互動，並藉由精美文物

綜合大

樓 

108.02.22 幹部

會議 
108.03.14 第一

次籌備會議 

https://www.osa.nchu.edu.tw/osa/cdc/career/2019/
https://www.osa.nchu.edu.tw/osa/cdc/career/2019/
https://www.osa.nchu.edu.tw/osa/cdc/career/2019/
https://www.osa.nchu.edu.tw/osa/cdc/career/2019/
https://www.facebook.com/NCHUlakefestival/
https://www.facebook.com/nchu.ocfa/
https://www.facebook.com/nchu.ocfa/
https://www.facebook.com/nchu.oc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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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說明 地點 活動進度 

展覽，及各同學會準備美食與活動，

讓台灣師生可以親自體驗僑居地的

生活風情，提升國際觀。 

4/30 
10:00-12:00 

女宿誠軒入

厝 

女宿誠軒擁有大坪數及挑高空間的

房型，坐擁綠園道第一排美景，公共

空間設有少女心爆棚的小廚房，內部

配有烤箱、電磁爐、電鍋等一應俱

全，亦設有聊天交誼區，讓喜歡自己

下廚的小廚娘們或是愛拍照的網美

們都有放鬆自在的空間。 
特於百年校慶辦理誠軒入厝活動，邀

請一同體驗廚房吧檯喝咖啡遠眺綠

園道，或與姊妹在露天陽台聊天的日

式小清新宿舍生活。 

誠軒二

樓 

活動內容規劃

中。 

5/4 
08:00-17:00 

幸福之舟-
興福 100 

藉由生動的戲劇、舞台表演將感念親

恩的理念傳達給大家。並在戶外設置

許多活動小站，趣味的活動除了可以

增加親子互動，更以實際行動來表達

感謝。 
結合中興大學百年校慶，喚起大家心

中沉睡已久的美好品德—孝順，讓中

興大學校內刮起一股念恩潮流，興大

的學生就是社會上、人人心中讚賞的

青年表率。 

惠蓀堂 

3 月：進行文宣

品製作 
4 月：開始活動

宣傳(包含於福

青社中區聯盟

臉書粉專、各鄰

里長及校內長

官與教職員工

拜訪邀請) 
5 月：活動舉辦 

5 月 
時間待定 

興大百年~
航向興未來 
職場就業系

列活動 

在學涯、職涯轉換之際，規劃同學需

要的求職技巧講座及活動，安排「輕

鬆寫履歷」、「面試攻略」、「英文履歷

輕鬆寫」、「英文面試攻略」、「職場新

鮮人彩妝研習」、「世界移動之旅-派
外工作職涯」等講座，及「中、英文

求職履歷健診」活動，協助同學在求

職前做好準備，航向興未來。 

綜合教

學大

樓、雲

平樓 1
樓 F12
階梯教

室 

4 月：邀請講

師、活動宣傳 
5 月：辦理活動 

6/1 
9:00-11:00 

百年畢典活

動（108 年

畢業典禮） 

適逢本校創校百年，為營造畢業典禮

隆重、溫馨氣氛，結合本屆畢業主題

「新傳-興船」及百年校慶 SLOGAN
「百年深耕、世紀躍升」為活動主

軸，藉典禮活動，深化感恩情懷，增

惠蓀堂 

3/13 召開工作

協調會 
4/22 完成各項

資料蒐整 
4 月底前完成勞

https://www.facebook.com/%E7%A6%8F%E9%9D%92%E5%AD%B8%E5%A0%82-x-Taichung-563163160485151/
https://www.facebook.com/%E7%A6%8F%E9%9D%92%E5%AD%B8%E5%A0%82-x-Taichung-563163160485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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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說明 地點 活動進度 

進師生情感，並祝賀莘莘學子習業有

成，期使畢業同學帶回師生滿滿的祝

福與美好回憶，昂首開展新的人生里

程碑。 

務採購招標 

9/2-4 

【百年興大

X 榮耀興鮮

人】（名稱暫

定）興鮮人

入學指導營

隊 

興鮮人入學指導營隊籌備團以【百年

興大 X 榮耀興鮮人】(暫定)為標題，

延續「校園認同、人際互動、環境探

索、多元體驗、角色轉換及經驗分享」

等 6 大主軸，規劃新生入學指導活

動，在課程場域布置及資料呈現中融

入百年校慶意象並宣揚興大光榮歷

史成就。 
此外更擴大辦理新生晚會，讓在校生

及校外人士可共同感受 100 年校慶

之熱鬧氣氛，期許新生在 2 天半活動

時間內收穫滿滿，與本校共同榮耀百

年歷史並迎接自己美好的未來。 

惠蓀堂 

興鮮人入學指

導營隊籌備團

已成立，各項活

動內容陸續規

劃中。 

9/28 
14:00-16:30 

興大 100 歌

唱巡迴表演 

本校合唱團同學與歷屆合唱團畢業

校友巡迴演唱，宣傳本校百年校慶，

臺中場於惠蓀堂盛大演出。 
惠蓀堂 

4 月：場地確認 
5-6 月：表演人

員確認 
7 月：確認曲目 
8 月：確認場佈

與邀請貴賓 
9 月：宣傳活動 

9 月 
上午 10 時 

義齋入厝~ 

展現新風貌，擁有新生活~義齋整修

後，提供大一住宿生不同的選擇，擁

有更好的設備與更佳的住宿環境，讓

住宿生住的安心與放心，並擁有全新

的住宿體驗。 
為了和住宿生紀錄宿舍升級的里程

碑，於九月辦理義齋入厝活動，邀請

住宿生同樂，共同慶祝宿舍另一新的

開始。 

男宿 

活動內容規劃

中。 

10/19-20 
(可調整) 
8:00~22:00 

百年校慶 -
系際校友籃

球比賽 

在百年校慶籃球比賽活動中，讓畢業

校友回母校以球會友，提倡運動家精

神，並串起每個校友的回憶，加深母

校與校友之間的聯結。 

體育館

B1 籃

球場 

4 月：場地確認 
5-9 月：賽程規

劃及報名系統。 
10 月：賽程公告 

10 月 興火相傳校 透過活動提升學生向心力，以促進學 惠蓀堂 4 月：場地確認 

https://www.facebook.com/NCHUOrientation/
https://www.facebook.com/NCHUOrientation/
https://www.facebook.com/NCHUOrientation/
https://www.facebook.com/gakinchu/
https://www.facebook.com/gakinchu/
https://www.facebook.com/gakinc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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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說明 地點 活動進度 

時間待定 歌比賽 生與學校間的關係，並營造中興氣質

與文化，讓校園充滿溫馨音樂氣息。 
校歌比賽不僅促使同學間彼此交

流，培養團隊合作精神，體驗唱在一

起，玩在一起的感覺，更重振音樂風

氣，增加學生音樂素養，讓校歌薪火

相傳。 

5-8 月：賽程規

劃 
9 月：宣傳活

動、各系報名 
10 月：賽程公告 

10 月或 11
月 
待定 

《HAPPY 
BIRTHDAY 
TO NCHU》

短片-不同

語言齊祝中

興大學生日

快樂 

【興感情 舊回憶】 
總是有一些難以忘懷的人、事， 
總在不經意間挑動～～ 
一張張不同的面孔， 
一串串嬗遞的流光， 
撩動情弦的舊回憶， 
最不忍割捨的興感情， 
喚作為「我愛中興」 

學校各

景點 

1. 於 3 月 24 日

辦理「1 堂課

學會影片製

作、行銷曝

光！」數位職

能工作坊，藉

此徵集可協

助拍攝影片

之學生。 
2. 於 4 月邀請

學生進行影

片拍攝。 

11 月 
男宿

10:00-11:00 
女宿

15:00-16:00 

校友回娘家

~~宿舍開

放參觀活動 

百年風華~重拾求學住宿的流金歲

月，復刻過往點滴在回憶中閃閃發

亮。「校友回娘家」，藉由導覽宿舍的

過程，讓校友們回到求學時期的住宿

時光，並在其中感受宿舍的成長與蛻

變；在茶會分享的過程中學長姐們向

學弟妹們分享過去的生活經驗及趣

聞點滴，藉此串連學長姐與學弟妹的

情感交流。 

男/女
生宿舍 

1. 簡報及影片

內 容 規 劃

中。 
2. 導覽路線、

茶會地點、

現場佈置、

活動流程等

規劃中。 

配合校友中

心的時間 
接待僑生校

友 
配合校友中心 未確定 配合校友中心 

預計 9 月

~11 月間 
校慶運動會

或其他合適

時間（配合

學校系列活

動安排） 

-Let’s 
Dance!- 
「同興齊

舞」興大

100 校慶圍

舞行動 

Let’s Dance!一起來跳舞吧！ 
興大 100 歲了，不管你從哪個遠方而

來，我們有緣都在興大這片土地上相

聚，讓我們”同興齊舞”，同心祝福興

大邁向下一個 100 年。 

行政大

樓後草

地或惠

蓀堂前

廣場或

體育場 

4-5 月：討論規

劃活動概念 
6-8 月：進行宣

傳活動 
9-10 月：暖場活

動 
11 月：特別演出

活動 
 

https://www.facebook.com/gakinchu/
https://www.osa.nchu.edu.tw/osa/cdc/sys/modules/eguide/event.php?eid=1014
https://www.osa.nchu.edu.tw/osa/cdc/sys/modules/eguide/event.php?eid=1014
https://www.osa.nchu.edu.tw/osa/cdc/sys/modules/eguide/event.php?eid=1014
https://www.osa.nchu.edu.tw/osa/cdc/sys/modules/eguide/event.php?eid=1014
https://www.osa.nchu.edu.tw/osa/cdc/sys/modules/eguide/event.php?eid=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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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總務處 
1. 依據 108 年 2 月 27 日百年校慶籌備委員會第四次會議討論，有關總務處配合本校百年校

慶活動，計有 3 項工程規劃： 
(1) 東一門仿古校門景觀美化：108 年 3 月完成初步規劃設計，預計 108 年 5 月公告上網，

108 年 7 月竣工，預計 108 年 7 月 31 日開放啟用。 
(2) 立體機車停車場：107 年 12 月 27 日開工，目前進行結構體施工，預計 108 年 7 月

25 日竣工，預計 108 年 8 月 31 日舉行啟用活動。 
(3) 第二餐廳：108 年 3 月完成遴選建築師，依建築師所提規劃構想書預定期程，預計

108 年 4 月完成基本設計，108 年 8 月細設完成，108 年 9 月召開說明會，預計 108
年 12 月公告上網及開標。 

2. 檢附各月預計規劃行程表乙份，如下： 
108 年 
月份 

東一門仿古校門景觀美化 立體機車停車場 第二餐廳 

3 月 完成初步規劃 結構體施工 遴選建築師，完成議價。 

4 月 
規劃設計圖說簽陳鈞長同

意及請購 
結構體施工 基本設計完成。 

5 月 公告上網、開標及工程開工 結構體施工 建築師細設中。 

6 月 工程施工 外牆及內牆裝修施工 
建築師細設中及細設審

查會議。 

7 月 工程施工及驗收、啟用 工程施工及完工 
建築師細設中及細設審

查會議。 

8 月 -- 驗收及啟用 細部設計完成。 

9 月 -- -- 
召開說明會議及建造執

照申請掛號。 

10 月 -- -- 建造執照申請中。 

11 月 -- -- 
1.建造執照申請中 
2.準備招標文件。 

12 月 -- -- 公告上網及開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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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發處 
百年校慶邀請諾貝爾獎得主演講-活動規劃說明 
1. 得獎人：以色列科學家丹‧謝赫特曼博士(Dr. Shechtman) 
2. 得獎時間：2011 年 
3. 得獎領域：諾貝爾化學獎 
4. 本校演講時間：108/10/31(創新創業論壇)、108/11/1(科普演講) 
5. 得獎人資訊：以發現「準晶體」的存在，獲得 2011 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同時亦是

以色列創業教育先驅，在以色列開設創業課程，至今已培育 1 萬名工程師和科學家。

此次來校藉由「科普演講」及「創新創業論壇」，帶領學生一窺浩瀚的科普知識，以

及提供欲投身創業人士成功經驗之建議及分享。 
6. 行程規劃 

抵台行程規劃 

10/31 (週四) 

時間 安排 

14:00–17:00 
創新與創業論壇 
提供欲投身創業人士成功經驗之建議及分享 

18:00–20:00 晚宴 

11/1 (週五) 

10:00–12:00 

科普演講 
將採開放報名，讓本校及中部高中生前往一窺諾貝爾獎得主浩

瀚的科學學識，對學術領域有什麼樣不一樣的見解，給學生們

了解到書本上的知識如何受人活用，以及書本外的知識多麼廣

袤無垠。 

19:00–21:00 音樂會(時間及名稱待定) 

11/2 (週六) 

14:00–17:00 創校百年慶祝大會（暫訂）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7%86%E6%99%B6%E4%BD%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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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國際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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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體育室 
百年校慶各項體育慶祝活動(草案) 

活動名稱 地點 實施方式及辦理進度 

「三百年樹人成蔭，三

世紀杏壇飄香」 
國立中興大學、國立台

中科技大學及台中市立

女子高級中學創校三百

年聯合慶祝活動 

本校體

育館 

1.活動日期：108 年 10 月 19 日(六) 
2.開幕典禮：上午 09:00 開始 
3.報到時間：上午 08：00 至 08：20 
4.參加單位： 
(1)國立中興大學 

 (2)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3)台中市立台中女子高級中等學校 
(4)國立中興大學附設高級中學 
(5)國立中興大學附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4.比賽項目：桌球、羽球、籃球等三項比賽 
5.參加對象：以上單位所屬之教職員工眷皆可參加 
6.比賽方式：比賽規則依各項目另訂之 

辦理進度： 
1.3/12 已聯繫四校校長及體育組組長活動企劃，初步已

徵得四校校長同意出席開幕典禮 
2.3/12 已與四校體育主任/組長解說初步競賽規劃，且同

意配合辦理 
3.預計進度： 
(1)四月中旬完成企劃案及經費預算 
(2)六月中旬擬定競賽規程。 
(3)八月上旬先行召開四校體育組長競賽籌備會議。 
   因 8/1 女中才能確定人事案。 
(4)九月上旬召開第二次籌備會議。 
(5)十月上旬完成開幕流程及賽程編配 
(6)十月上旬召開第三次籌備會議。 

惠蓀講座 
(運動明星講座) 

另訂 

1.講座主題：邁向頂尖運動員之路(暫定) 
2.主講人：邀請中 
3.講座日期：108 年 9 月 25 日(暫定) 
4.開始時間：下午 15：00 (暫定) 
5.入場時間：下午 14：20 至 14：50(暫定) 
6.結束時間：下午 17：00(暫定) 
7.參加對象：本校教職員工生皆可參加 
辦理進度： 
1.規劃人選尚在邀請中 
2.預計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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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地點 實施方式及辦理進度 

(1)四月相關經費編列 
(2)六月中旬確定人選 
(3)八月講座海報製作 
(4)八月確認講座流程及工作編配 

慶祝創校 100 年校友盃

聯合邀請賽 

本校體

育館及

運動場 

1.活動日期：108 年 10 月 26 日(六) 
2.報到時間：下午 13：00 至 13：30 
3.開幕典禮：下午 14：00 開始 
4.參加對象：本校各運動代表隊畢業校友 
5.比賽項目：田徑、網球、桌球、羽球、排球、籃球、

足球、棒球 
6.比賽方式：由各項目運動代表隊依其校友盃比賽方式

另訂之 
7.校友聯誼餐會時間：下午 18：00 開始 
辦理進度： 
1.已通知各校隊教練配合百年校慶校友盃聯合舉辦 
2.預計召開百年校慶校友盃協調會議，各隊聯絡人發送

百年校慶校友盃邀請 
3.預計進度： 
(1)四月相關經費編列 
(2)六月中旬各隊第一次回報校友參加人數 
(3)八月上旬各隊第二次回報校友參加人數 
(4)九月中旬召開百年校慶校友盃籌備會議及工作編配 
(5)十月上旬確認開幕流程 

開幕舞蹈序幕表演 田徑場 

1.活動日期：108 年 11 月 02 日(六) 
2.表演單位：國立台灣體育大學舞蹈系 

辦理進度： 
1.已聯絡國立台灣體育大學舞蹈系，並提演出企劃 
2.確認演出日期 
3.預計進度： 
(1)四月相關經費編列 
(2)九月中旬召開百年校慶籌備會議 

開幕國軍鼓號樂隊表演 田徑場 
1.活動日期：108 年 11 月 02 日(六) 
2.表演單位：中正預校校友鼓號樂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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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地點 實施方式及辦理進度 

辦理進度： 
1.表演單位已列入年度表演行程，並確認表演日期 
2.確認演出日期 
3.預計進度： 
(1)四月相關經費編列 
(2)九月中旬召開百年校慶籌備會議 

 
 

七、 校友中心 

（一） 活動規劃 

校友中心因應 2019 年本校創校一百年校慶，規劃大型校友活動，希望藉由這些系列

活動能夠凝聚包括海外校友會及各地系友會等校友對本校的向心力，回母校一同見證中

興大學創校百年歷史，創造興大人的價值。規劃校友活動如下： 

1. 興大百年校慶校友盃高爾夫聯誼賽。 
2. 海外校友旅遊行程(含校慶慶祝大會及傑出校友表揚活動等)。 
3. 興大百年校慶校友聯誼餐會。 

百年校慶活動名稱 時間 活動地點 預估人數 
校友盃高爾夫聯誼賽 10/13 霧峰高爾夫球場 180 

海外校友短期旅遊 

10/30~11/1 惠蓀林場、日月潭 120 
11/1-11/3 校慶活動 200~300 
11/3~11/5 惠蓀林場、日月潭 120 
11/5~11/8 台南、高雄 120 

校慶聯誼餐會 
(含傑出校友及各系校友代

表) 
11/2 

台中市 
(餐廳待定) 

500~1000 

（二） 目標 

校友中心為凝聚本校校友之向心力，透過百年校慶系列活動，提高校友回母校之意

願，進而提升校友對母校之情感，除了辦理活動外，也希望不論是海內或海外校友，都

能夠全力支持母校各項重大計畫(百年慶校史館、興翼計畫、各類獎學金、及各系所募款

計畫)。 
 

肆、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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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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宿誠軒入厝

(4/30) 

浪浪樂活醫療室

啟用 

百年畢典 (6/1) 東一門仿古校門

景觀美化(7/31) 

紅土停車場啟用

(8/31) 

男宿義齋入厝 實習商店新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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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浪樂活醫療

室啟用/獸醫、

U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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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校慶*僑生

歡慶-國際文化週

(4/29-5/2) 

●女宿誠軒入厝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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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畢典(6/1)    ●【百年興大 X

榮耀興鮮人】興

鮮人入學指導營

隊(9/2-4) 

●興大 100 歌唱

巡迴表演/校友

合唱團、學務處

(9/28) 

●男宿義齋入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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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9-20 可調

整日期) 

●興火相傳校歌比賽 

●-Let’s Dance!-「同興齊舞」

興大100 校慶圍舞行動(預計9-11

月間) 

●接待僑生校友(時間配合校友中

心) 

●校友回娘家-宿舍開放參觀活動 

  

總務處 
      東一門仿古校門

景觀美化(7/31) 

紅土停車場啟用

(8/31) 

   第二餐廳動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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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印(泰米爾杜邦)

國際姊妹校論壇

暨工程與科技雙

邊研討會/國際

處、工學院

(4/25-26) 

  泰國姊妹校學術

合作交流活動/

國際處、奈米中

心(6/6) 

      ●國際交流徵文／微電影競賽

(10/21-25) 

●國際交流資訊牆(10/31) 

●國際學術交流合作論壇

(10/31-11/3) 

●國際文化週(11/1) 

  -校慶文化遊行 

  -國際園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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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 

發行百年校慶

文創商品(全

年) 

  2019 萌寵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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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室 

                惠蓀講座-運動

明星講座(9/25) 

●「三百年樹人成蔭，三世紀杏壇飄香」 

國立中興大學、國立台中科技大學及台

中市立女子高級中學創校三百年聯合

慶祝活動(10/19) 

●慶祝創校 100 年校友盃聯合邀請賽

(10/26) 

●啦啦隊比賽 

●校園健康路跑(11/1) 

●全校運動大會(11/2-3) 

-開幕舞蹈序幕表演 

-開幕國軍鼓號樂隊表演 

  

人事室 

         國立大專校院人

事主管會報

(6/13-14) 

            

校友中心 

                海外校友短期旅

遊(10/30-11/8) 

興大校友盃高爾夫球聯誼賽(10/13 於

霧峰高爾夫球場) 

 

●傑出校友表揚典禮(與創校百年

慶祝大會結合)(11/2) 

●校慶聯誼餐會(11/2) 

  

校友總會 

            香港校友會「興

大百年展」(7/21

於香港) 

    ●百大茶倉特展(10/26-11/13 於大墩

文化中心)  

●百年茶倉藝術義賣會 

●演唱會(學生族群)(11/1) 

●興傳一百民歌演唱(11/2) 

●興傳一百民歌演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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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應經講座-

百年校慶系列演

講(4/11、4/25) 

【工】台印(泰米爾

杜邦)國際姊妹校

論壇暨工程與科

技雙邊研討會/國

際處、工學院

(4/25-26) 

【法政】百年校慶

農業法學研討會/

法律系、法律系校

友會 

【電資】百年校慶

系列演講-躋身

(IEEE)國際學術會

士之竅門與經驗

分享(4/25) 

【獸醫】浪浪樂

活醫療室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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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奈米】泰國姊

妹校學術合作交

流活動/國際

處、奈米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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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商店新開幕/實習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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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定) 

【理】物理創客基地/物理系(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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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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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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校慶-系際校友籃球比賽/
學 務 處 、 體 育 室 、 校 友 中 心
(10/19-20 可調整日期) 
●「三百年樹人成蔭，三世紀杏
壇飄香」興大、台中科大、台中
女中創校三百年聯合慶祝活動/
體育室(10/19) 

20 21 22 23 24 25 26 
  ●國際交流徵文／微電影

競賽/國際處(10/21-25) 
       ●食生系系友會及創系 100 週年

慶祝大會 
●慶祝創校 100 年校友盃聯合
邀請賽(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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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交流資訊牆/國際
處(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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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Dance!-「同興齊舞」興大 100 校慶圍舞行

動(預計 9-11 月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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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學術交流合作論壇/
國際處 
●10:00 諾貝爾獎大師講座/研
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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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文化週-校慶文化遊行、
國際園遊會/國際處 
●演唱會(學生族群)/校友總會 

●08:30 全校運動會/體育室 
●14:00 創校百年慶祝大會/秘書
室、校友中心 
●民歌演唱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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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歌演唱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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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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