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年校慶活動彙整表

序 日期 時間 活動名稱（超連結可顯
示於校慶網頁）

說明（本欄位會顯示在校慶網頁） 地點 承辦單位 連絡人 分機 邀請卡
數量

mail（通知領
取邀請卡）

1 8/20 10:00-11:00 「中興法商，風華再
現」揭牌典禮

社管大樓

2 8/31 紅土停車場啟用 總務處
3 9/1-11/30 8:00-22:00 興師專書展-百年匯流‧世

紀雋永
為紀念本校創校百年，擬徵集本校教師專書著作，以推廣學術
價值並加以典藏保存。預期本計畫完成可系統典藏本校教師學
術成果，益於本校教師學術傳播，並利於世界各地讀者查獲本
校教師著作，提高本校教師學術著作能見度與被引用數值，同
時也提升本校教師著作於學術界之影響力，進而彰顯本校學術
成果。本校教師專書著作陳列於圖書館一樓中庭等區域，營造
專屬興大教師著作的展示空間，並邀請教師專題演講或製作影
片來分享專書著作心得與成果

圖書館 圖書館

4 9/2-9/4 9/2 08：00~
9/4 12：30

【百年興大X榮耀興鮮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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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務處生輔組

5 9/11 15:00-16:30 諾貝爾大師講座系列-
201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得主中村修二

中村修二教授2014年以「發明高亮度藍色發光二極體，帶來節
能明亮的白色光源」與赤崎勇、天野浩共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
獎，被視為開啟愛迪生發明白熾燈之後的又一次人類照明革命
，被譽為「藍光之父」。
本次演講主題:
1.藍光LED 之研發歷程、對人類的影響，以及未來展望。
2.自身奮鬥過程、研究者該具備的信念與做學問態度之獨特見
解。
3.中村教授作為共同創始人(co-founder)設立LED 照明企業
SORAA，闡述該事業體對營造健康與智慧的生活環境之宗旨與

圖書館7樓國際
會議廳

6 9/28 14: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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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務處課指組、
歷屆合唱團校友

7 9/30 運動明星講座 暫訂講座主題：邁向頂尖運動員之路

8 9月 男宿義齋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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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務處住輔組

9 9月-11月各場
次

2019年環境人文系列講
座

人社中心

10 9月-12月各場
次

人社中心數位成果展與
新書發表座談會

運用數位策展概念，展示人社中心在數位人文領域之研究與成
果。並配合人社學術專書出版，舉辦新書發表座談會。

人社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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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9/4 14:00-16:30 現在就是未來! 中興大學
多元智能永續校園成果
展

本校獲內政部建築研究所補助，自105年起執行「永續智慧社
區創新實證示範計畫」，進行各項智慧生活技術、應用服務與
經營模式的實證示範，期望可以淬鍊出成熟的智慧服務與永續
經營模式，創造幸福有感生活。

資訊科學大樓B1
致平廳

副校長室

12 9月 百年深耕興未來弱勢協
助機制成果展

雲平樓居學園 學務處、教務
處、校友中心

13 9月-109年9月 「興潮蝶起：興大百年
，展翅翩翩」特展

適逢中興大學建校百年，特與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詹美鈴博士
(中興大學昆蟲系系友)合作，將2010年於科博館展出並已結束
巡迴之《福蝶‧Formosa》特展移展，配合本館蒐藏標本並重新
詮釋，打造《興潮蝶起：興大百年，展翅翩翩》特展。
特展展出主題以蝶為主軸，內容包含「蝶說」、「絕美的蝴蝶
王國」、「史說台灣蝴蝶」和「蝴蝶啟示錄」等四大主題，介
紹的範疇從蝴蝶的自然生態到其文化歷史

舊理工大樓Ｂ棟
2樓

昆蟲系

14 10/2-10/5 2019現代直接民主全球
論壇

法政學院

15 10/13 10:30-20:00 興大校友盃高爾夫球聯
誼賽

邀約全國愛好高爾夫球之校友，舉行聯誼球敘。預定40組（
160人）校友參加。

霧峰高爾夫球場 校友中心

16 10/18-10/19 待定 第13屆通俗文學與雅正
文學-「文學與信仰」國
際學術研討會

「第 13 屆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文學與信仰』國際學術
研討會」擬以「文學與信仰」為研討會主題，廣向學界徵稿，
相關議題請參考下列子題：
(1)信仰的古／今承繼與人／我間義理的接受和遷變
(2)信仰的主／客體之顯發映照與中心／邊緣的流動
(3)信仰的媒材／文類跨界展示與思想／心靈的映照
(4)信仰的域外／本土場域交涉與文化／行為的交融

人文大樓8樓 中文系

17 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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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及臺中市立女子高
級中學創校三百年聯合
慶祝活動

18 10/19 配合3校聯合慶
祝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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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務處原住民族
學生資源中心

19 10/19-10/27 2019商管聯盟鐵馬論劍
環島活動

20 10/21-10/25 國際交流徵文/微電影競
賽

國際處

21 10/25-10/26 10:00-17:00 「興大百年‧創業綿延」
第二屆興創日

興創基地 產學研鏈結中心
新事業發展組

22 10/26 時間不確定，
下午開始

慶祝創校100年校友盃聯
合邀請賽

體育館及運動場 體育室

23 10/26-11/13 百倉流芳-中興大學百年
暨茶倉展

大墩文化中心 校友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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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10/28-10/29 2019全球生態、農業與
鄉村向上推升行動論壇

圖書館7樓國際
會議廳

國農中心

25 10/29-11/3 高教深耕成果展 圖書館1樓大廳
26 10/29-11/3 USR校慶成果展 以海報形式於校慶週辦理USR年度成果展。 圖書館1樓大廳 秘書室USR辦公

室
27 10/30-11/7 海外校友短期旅遊 為海外校友規劃短期旅遊行程 校友中心
28 10/31-11/30 09:00-17:00 臺灣畫壇水墨巨匠-李轂

摩書畫展
為慶祝100週年校慶，同時提升校園藝術氣息，落實美感教育
，特舉辦「臺灣畫壇水墨巨匠-李轂摩書畫展」。

藝術中心 藝術中心

29 10/31 國際交流資訊牆 圖書館1樓大廳 國際處
30 10月 實習商店新開張 實習商店
31 10月 師生聯合成果發表 教師教學成果及學生創發成果、團隊競賽作品展示。 綜大一樓中庭 教務處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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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務處生發中心

33 10月-11月 駐校藝術家及作家系列
活動

慶祝本校100週年校慶，提升校園人文藝術氣息，並回饋與協
助社區人文藝術發展，擬邀請知名藝術家或作家駐校，舉辦系
列講座。

人社中心

34 11/1 08:30-17:30 百年深耕‧世紀躍升─國
際學術交流合作論壇

邀請外國姊妹校國際事務主管來校進行交流，就高等教育國際
化、青年全球移動力及產業鏈結等事項進行研討，以總結與會
者寶貴建議、提出可行的具體行動方案供各校參考。

人文大樓102階
梯教室

國際處

35 11/1 13:20-14:00 雕塑名家陳冠勳景觀藝
術裝置揭幕

為延續99週年校慶「躍升」景觀規劃，展現興大百年校慶精神
，知名雕塑家陳冠勳教授設計大型創作，捐贈予興大，並裝置
於行政大樓前廣場東側草坪。

行政大樓前廣場 藝術中心

36 11/1 14:00-15:30 啦啦隊比賽 展現本校學生活力，並提倡生動活潑之教育，增進團隊精神。 行政大樓前廣場 體育室

37 11/1 16:00-16:40 校園健康路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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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大樓前廣場 體育室

38 11/1 國際文化週 校慶文化遊行、國際園遊會 國際處
39 11/2 08:30-10:30 全校運動大會開幕典禮 田徑場 體育室

40 11/2-11/3 08:30-16:30 全校運動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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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徑場 體育室

41 11/2 14:00-16:00 創校百年慶祝大會 圖書館7樓國際
會議廳

秘書室、校友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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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11/2 16:00-18:00 校慶聯誼雞尾酒會 行政大樓 校友中心

43 11/2 18:00 興傳壹百民歌演唱會 惠蓀堂 校友總會、
EMBA

44 11/3 16:00-16:30 全校運動大會閉幕典禮 田徑場 體育室

45 11/3 18:00 興傳壹百民歌演唱會 惠蓀堂 校友總會、
EMBA

46 11/13 18:00 『興』火相傳校歌比賽 透過活動提升學生向心力，以促進學生與學校間的關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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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蓀堂 學務處課指組

47 11/16-11/17 2019第七屆全國EMBA
校際盃羽球賽

EMBA

48 11/30-12/1 2019年EMBA籃球賽 EMBA
49 11月 百年校慶校史專書出版 (一) 校院系行政的變遷（歷史系李毓嵐老師）

(二) 校園地景變遷（歷史系吳政憲老師、游博清老師）
(三) 興大學生活動（中文系祁立峰老師）
(四) 興大傑出校友（中文系解昆樺老師）
(五) 與南區鄰里（歷史系蔡宗憲老師、 蘇全正老師）
●興大百年專書系列發表會

圖書館

50 11月 出版百年校慶學門主題
叢書

一、預計出版5本專書：(1)農資院1本：中興大學前身--農專高
農時期發展沿革；(2) 生科院3本：生態多樣性、轉譯醫學、生
命科學實驗手冊；(3) 獸醫學院1本：動物實驗手冊
二、辦理新書聯合發表會：(1)邀請出版專書學院/系所教師、
鄰里居民等出席共襄盛舉；(2)邀請媒體採訪/新聞稿發送並辦
理茶會；(3)辦理書展及新書簽名會。

51 11月 校園百景攝影集 張豐吉老師主編
預計編印100頁、200本寫真專書，以人物、文件關防、校園環
境、生活實況為四大主軸。
●與校史專書共同辦理發表會

秘書室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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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務處住輔組

53 11月 配合校友中心
的時間

接待僑生校友 學務處僑輔室

54 12月 第二餐廳動土
55 12月 諾貝爾大師講座系列-

2010年諾貝爾化學獎得
主鈴木章

56 12月 臺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
第49次會員大會

臺灣食品科學技
術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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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109年6月 諾貝爾大師講座系列-第
10屆全球華人物理學大
會

暫定會議名稱：OCPA 10
邀請與會：
1.199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William Phillips
2.2001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Carl Wieman
3 2018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Donna Strickland

58 11/2 中文系系友回娘家暨系
友大會

中文系

59 11月 09:30-10:30 生機系 系友會理監事聯
席會議

生機系

60 11月 11:00-12:00 生機系 系友會107年度
系友大會

生機系

61 11月 08:00-17:00 生機系 系友回娘家 生機系
62 10/26(暫訂) 待定 食生系108年系友大會及

創系100週年慶祝大會
食生系

63 10月或11月 9:30-14:00 植病系系友回娘家 植病系
64 11/2 待定 農業經濟暨應用經濟學

系系所友大會
應經系

65 11/2 食安所第一屆校友回娘
家

66 11/2(暫訂) 待定 應用數學系暨統計研究
所系友會

應數系暨統計所

67 11/2(暫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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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11/2(暫訂) 精密所20週年所慶
69 10月或11月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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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科學院、生
命科學院碩士在
職專班

70 11/2 10:00-17:00 生命科學系系友會 生科系

71 11月 13:00-17:00 法律系系友回娘家 法律系

72 全年 發行百年校慶限定文創
商品

圖書館

備註：1.本表可自行增列。2.更新處請以紅字標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