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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校友服務
校友證免費申請，即享有各項校友優惠！
可使用通訊申請或委託代辦，免親自到校友中心
辦理，詳見網址http://alumni.nchu.edu.tw/ alumnip
ass.asp。累計近7年已有8,747位校友辦證。
貳、校友活動
一、101年5月26日辦理校友會第七屆第二次
理監事會暨會員大會，參加人數共計97人，會中
順利更改理事長及理監事任期由2年延長至3年，
從第八屆開始實施。為強化本會組織結構，促進
系所友會間交互情誼，能使各會積極參與總會活
動及母校向心力，修正通過組織章程團體會員入
會資格。
二、101年5月31日台北市中興大學校友會
辦理理監事會議，討論會務及推薦傑出校友人
選，校友總會林萬年理事長列席指導。
三、本中心配合學務處舉辦畢業典禮活
動，除補助4萬元供畢業典禮博士班茶會活動使

源縈中興心，緣延台北情

第38屆興北之夜 圓滿成功
新馬一帶是本校重要的僑生來源，也培育了
相當多的海外校友，馬來西亞校友會每年都會籌
辦「興北之夜」活動（為中興大學及台北大學在
馬來西亞地區校友的聚會活動），邀集在馬來西
亞各地的校友參加，除了聯絡情感之外，亦成為
產學合作及多元交流的互助平台。
第38屆興北之夜，主題為「源縈中興心，緣
延台北情」，舉辦地點為柔佛州新山的伊甸園大
酒店，共有四百多名校友共襄盛舉。台灣地區也
由中興大學校友會籌劃，邀請台北大學師長共同
參與，8月3日至6日由李德財校長及林萬年理事長
率領師長參訪團共24人，赴馬來西亞參加此次盛
會。
參訪期間，馬來西亞校友會特別安排興、北
兩校師長至寬柔中學進行海外招生及學術交流。
寬柔中學是全馬最大型的獨立中學，學生數量約
有九千多名，藉由此次交流的機會，希望有更多
的華僑認識中興大學，增加至台灣求學的意願，
也讓學校能招收優質的海外僑生。
去年上任的李德財校長，是第一次參加興北
之夜，他除向新馬校友們報告目前學校的校務發
展概況之外，也擬定數個募款計劃，期冀獲得校
友的支持，計畫包括（一）雕琢興大的寶玉－懷
璧計畫，望您牽成，（二）世界之興，興之新視
界－本校「多功能活動中心」籌募計畫，（三）
興大僑生需要您－僑生獎助學金永續支持計畫，
期望能得到海外校友資源的贊助及支持。
此外，校友中心首創提供服務需求表，讓校
友就產學合作、研發技術引薦、求職徵才及其他
服務提出需求，由校友中心進行追蹤服務，期待
能發揮最佳服務效益，並促進本校與校友資源的
產學合作機會。
（文圖．校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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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另於101年6月8日及9日分別於圖書館及惠蓀
堂典禮會場外擺設櫃檯，讓學生臨櫃申辦校友證
及認同卡，並領取中心發放之刊物或紀念卡片，
讓畢業生感受學校及校友中心的重視與關愛。
四、校友總會林萬年理事長暨全體理監事
為祝賀100學年畢業生即將成為校友，特別設計
畢業典禮祝賀卡，並分別於101年6月8日及6月
9日博士班及大專碩士畢業典禮致贈給畢業生。
五、101年8月3日至8月6日林萬年理事長、
李德財校長及校內師長一行二十餘人至馬來西
亞，參加一年一度由馬來西亞校友會籌辦之「興
北之夜」及其他參訪活動。
參、校務基金與募款。
一、101年1月1日至8月15日止「國立中興
大學校務基金」捐款總額為12,312,062元，其中
供行政單位之用為1,376,040元（11.18％），學
術單位之用為3,651,916元（29.66％），供助學
功 德 金 及 獎 學 金 之 用 為 7,269,379元 （ 59.04
％），其他之用為14,727元（0.12％）。
二、本中心於101年8月推出「國立中興大
學2012重要校務發展募款」活動，針對本校「懷
璧計畫－國立中興大學優秀年輕學者獎助計畫」

及本校「多功能活動中心籌募計畫」進行募款，
歡迎各界踴躍響應，詳細募款說明及捐款單下載
請 至 本 校 校 友 中 心 網 頁 （ 網 址 http://alumni.
nchu.edu.tw）【最新消息】或興大首頁（網址
www.nchu.edu.tw） ／ 行 政 單 位 ／ 校 友 中 心 ／
【募款資訊】網頁查詢。
肆、引薦校友資源協助校務發展
101年3月上海校友會柯興樹學長、李茂盛
學長及游昭明學長捐贈中型巴士－「興大校友
號」給學校，校友中心已完成中型巴士車款之選
擇、訪價、實體查看與議價事宜並將於9月進行
後續車輛採購過戶。
伍、傑出校友
第16屆傑出校友推薦申請收件於101年8月
3日截止，共計32人被推薦，將於9月初或9月中
舉辦傑出校友評選會議評選本屆傑出校友。

編輯小啟
本刊每月5日出刊（寒暑假除外），本校網
站及臉書之【興新聞】專區將隨時收錄本校新
聞。下次出刊日期101年10月5日，截稿日為
101年9月15日。
投稿信箱：fjshyu@nchu.edu.tw

興大暑期開辦華語英語營隊 校園成小型國際村
本校國際事務處8月間一連舉辦「華語文化研習營」與「臺綜大國際領航員培訓營」兩場
暑期營隊，校園內出現台灣學生講英文、外國學生講華語的有趣畫面，活動共有興大姐妹校
36位外國學生及100位臺綜大大一新鮮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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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豐銀捐大樓 與興大聯手為民眾食品安全把關
國立中興大學與永豐銀行7月25日舉行捐贈
暨產學合作簽約儀式，未來將打造國內第一所功
能齊全且技術領先的農產品與食品檢測中心，為
民眾的食品健康安全把關。
簽約儀式由永豐銀董事長邱正雄與興大校長
李德財代表雙方簽訂協議，永豐銀預計投入超過
新台幣2.55億元興建占地約三百坪的大樓實體捐
贈給興大，預計三年內完工。該大樓主要作為食
品安全與包含抗生素藥物、病原微生物等農業資
材的檢測研發試驗，以及認證推廣的服務。
興大校長李德財表示，這是學校首次接受企
業界實體捐贈，興大具有農業生物科技全國頂尖
的優勢，除擁有傑出的研究實力，也實際應用到
各項農業推廣服務，目前校內設各種中心，提供
土壤、水及肥料檢測分析、農產品農藥殘留檢

測、有機農糧產品驗證及產銷履歷驗證等攸關農
產品與食品安全的服務。
永豐金控董事長何壽川表示，所有科技包括
IT、IC等，雖與生活有關但並未重要到影響民眾
生死的地步，但有一種產業與生命相關，就是食
品、農業，這也是能養活所有台灣人的產業。他
願投入資源，為台灣農業與食品安全盡一份心
力，期盼透過捐贈大樓，協助興大在農產品與食
品安全檢測上發揮更大影響力。
去年以個人名義捐贈興大農資學院成立「臺
灣原生食藥用植物保種教育中心」的永豐金控董
事長何壽川，是促成此次合作的關鍵人物，何董
事長十多年前因尋求微生物造紙技術找上農資學
院院長黃振文，多年的產學合作關係讓兩人聯手
創造出二十多項的專利技術，合作領域從造紙技

術到有機農業栽培。
永豐銀與中興大學同時也簽訂產學合作協
議，另外，永豐銀也提供50萬元作為經濟弱勢原
住民學生的獎學金，並提供電話行銷就業機給進
修部學生。
（文圖．秘書室媒體公關組）

興大華語文化研習營今年邁入第9年，學員分別來自捷克、德國、義大利、波蘭、南韓、
日本及泰國等國姐妹校，10天的課程包含華語教學、書法、中國結、武術等中華文化的認識。
華語研習營結業式日前舉行，副國際長韋金龍說，興大與姐妹校之間訂有交換學程及學位
學程計畫，以及獎學金、學費減免等獎勵措施，歡迎學員們再度回到台灣求學。
來自泰國清邁大學的華僑罕錦洁（Junjira）指出，她從6歲開始學華語，用的教材全來自台
灣，每年暑假都有台灣人到華人村上課，到台灣訪問是她從小的願望，這兩周的課程讓她收穫
豐富，除了學習中文與中華文化外，也欣賞到台灣美景，日後有機會她一定會再回來。
今年首度舉辦的臺綜大國際領航員培訓營，開放中興、成大、中山及中正四校的大一新鮮
人報名，吸引220位學生報名。營隊全程以英語授
課與對談，並安排國際情勢分析、東南亞新住
民、國際禮儀、國際志工、文化交流等課程。
興大新鮮人嚴柔表示，還沒入學，參加學校
辦的英語營隊也算是提前體驗大學生活，由於營
隊要求全程說英文，對於英語會話能力的提升有
很大幫助。
（文圖．秘書室媒體公關組）

蟲蟲博士卡力歐 滿 載 台 灣 人 情 味 回 斐 濟
來自斐濟的本校
外籍生卡力歐，以昆
蟲的生命週期為研究
重點，8月取得本校昆
蟲博士學位，將返國
擔任該國政府部門防
疫人員，離台前，卡
力歐表示，台灣人友
善親切的態度與興大
紮實的學術訓練，讓
他收穫滿載。
卡力歐說，斐濟大部分留學生都前往
美國、澳洲、紐西蘭、日本或德國等國，
到台灣攻讀學位的人非常少，算是另類的
選擇。來台前，他曾聽說台灣是個很好的
國家，特別在農業研究領域的技術很先
進；選擇台灣是因為他想走「跟別人不一
樣的路，做不一樣的研究」，希望返國後
對國家有不同的貢獻。
在師大學華語時，其他外籍生這樣告

訴他，「與北部名聲高的學校相較，中興大學
更能紮實地學到東西」，這是他選擇興大的首
要原因。
卡力歐說，他仍記得到實驗室報到的那
天，指導教授黃紹毅張開雙手熱情迎接他的模
樣，相較於其他大學他明顯感受到中興大學的
溫暖，再加上實驗室設備齊全，研究領域相符
興趣、同學友善親切等因素，讓他在興大一待
就是6年。
昆蟲系教授黃紹毅表示，卡力歐是斐濟公
費留學生，在興大僅花6年攻讀碩、博士學位，
遠低於一般所需時間，是位非常認真的學生。
他說，卡力歐在台前3年領斐濟的獎學金，而後
4年則由興大提供學雜費全免及每月8千至1萬元
的獎學金。
臨別前夕卡力歐對在台的師友們滿是不捨
與感謝，他表示，十分感謝興大師長的指點與
教導，日後有機會一定要帶家人到台灣旅遊，
讓他們了解這個充滿人情味的好地方。
（文圖．秘書室媒體公關組）

興 大 之 光
植病系
校 友

余淑美 榮膺中研院院士
第二十九屆中研院士名單
7月5日出爐，其中生命科學組
的余淑美，為中興大學植病系
第25屆（民國64年畢）、研究
所68年畢業校友，以水稻基因

研究聞名海內外，堪稱「水稻
教母」。
余淑美任職中研院分子生物研究所特聘研究
員，10年來4度被提名院士候選人，這次第5次才當
選，她以平常心看待這件事。她指出，現在台灣農
業問題一籮筐，嚴重落後中國、韓國，讓她感到很
心急，「台灣院士從事農業研究的很少，這次當選
是我們國家的福氣，讓我可出面協調做更多事；沒
當選也是國家的命運，我也希望把研究留在台
灣。」
余淑美在水稻產量、抗逆境基因的研究成果都
已技術轉移出去，非常受到國外歡迎，卻沒有一樣
成果技轉到以米食為主的台灣，主要原因就卡在基
改食品被污名化。她說，要提高糧食作物產能、抗
病蟲、抗逆境、提高肥料吸收率，採用育種方式已
到極限，基因改造是不得不然的趨勢，可是國內一
直沒有好好去討論基改作物。
「基因改造食物的本質就是蛋白質和核酸，隨
著腸胃消化排出，不會累積遺傳」，余淑美說，基
改作用在不影響人體健康和環境生態下，是解決糧
食荒的一條路。
對於校友的傑出成就，中興大學植病系師生感
到相當振奮。這是繼2008年興大獸醫系校友蔡立慧
以最高票當選最年輕的女院士後，再度有校友當選
院士，是學校相當大的驕傲。同為中研院院士的興
大校長李德財第一時間寫信給余淑美表達恭賀之
意，並致贈花籃。他指出，在興大優良的教學與研
究環境下，期盼未來能持續培育出優秀頂尖的科學
家。
（文／秘書室媒體公關組．圖／中研院）

興大
中榮

共同成立榮興轉譯醫學研究中心

為有效結合基礎醫學與臨床醫學，培育
高級轉譯醫學科技研發人才，本校與台中榮
民總醫院8月1日共同成立「榮興轉譯醫學研
究中心」，研究中心設於興大，將以「榮興
計畫」基礎，開設轉譯醫學領域課程與轉譯
醫學博士學位學程，並聚焦於癌症醫學、免
疫醫學及醫學工程三項領域，該中心為實驗
室研究和醫學臨床搭起橋梁，也為興大醫學
院之設立跨出一大步。
校長李德財表示，興大與中榮自2002年
共同執行榮興計畫，以生醫材料、癌症基礎
及臨床研究、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疾病基
因診斷治療及研究等為研究重點，鼓勵老師
與醫師合作研究，每年雙方共同發表論文約
80篇，推動成效良好，中興大學的臨床醫學
領域更於2008年起名列國際ESI機構排名全
世界1%。

李校長說，榮興轉譯醫學研究中心成立
後，除持續執行榮興計畫外，校方已報教育
部擬開設「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若核
准將在103年學年度招生。李校長進一步指
出，中部地區尚無公立醫學院，成立醫學院
為本校中長程發展計畫之一，而中榮為中部
地區唯一的公立醫學中心，雙方在研發及人
才培育上的互補性高，可望為中台灣成立第
一所國立醫學院。
（文圖．秘書室媒體公關組）

應經系黃琮琪教授榮獲第36屆十大農業專家
國際同濟會主辦「第36屆全國十大傑
出農業專家」日前由總統 馬英九先生頒獎
表揚，本校應用經濟學系黃琮琪教授獲頒
殊榮。
黃琮琪教授長期投入農業教學研究與
推廣，為國內建立羊乳標章認證制度暨團
體標章，提供政府部門農業政策建言，同
時，致力於
推動傳統果
菜批發市場
轉型，20多
年來對台灣
農業的付
出，讓他獲
得今年度

「十大傑出農業專家」的肯定。
進 入 興 大 服 務 已 23年 ， 黃 琮 琪 教 授 自
2010年起接任農資學院「農業推廣中心」主
任，對內整合及推廣學院內研究成果，對外提
供高附加價值的現代化農業資訊。
黃琮琪教授指出，目前先以農資學院團隊
規劃設立興大「有機試驗暨示範教育農場」，
已在霧峰向台糖租借了1公頃農地，計畫成立
一個興大農產品的推動平台，除了生產示範
外，也可與其他有機耕種的農民合作，從生
產、認證到末端銷售建立完整的產銷平台，再
透過有機農夫市集、MIT驗證農產品市集、網
路等銷售通路販售興大品牌產製的有機農產
品，推廣健康安全的飲食，同時打造學校特
色。
（文圖．秘書室媒體公關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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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Y F 登國際期刊
花期不夠長是許多花卉栽培產業目前面臨
的重要瓶頸之一。國立中興大學生物科技學研
究所教授楊長賢研究團隊，經四年多研究，找
到能延緩花朵老化的基因FYF（Forever Young
Flower），原本只能綻放15天的洋桔梗，透過
基因轉殖，花期可延長1.5倍，連開40天，成果
在 日 前 刊 登 於 國 際 植 物 學 頂 尖 期 刊 The Plant
Journal，並申請專利。
楊長賢教授指出，常有花農向他抱怨，
文心蘭花枝長，且花期不一致、不夠長，有時

上端花朵已盛開或即將凋謝，但下端還有花苞
未開，引發他研究的動機。
楊長賢說，乙烯被認為是花朵老化的主要
因子，研究團隊在長期觀察文心蘭的基因調控
後，發現花朵中的基因FYF能有效抑制乙烯的
作用路徑，進而延緩老化凋落，此研究成果顯
示FYF基因的表現和花朵的老化凋落有密切的
關聯性，除可減低採收後處理成本增加農民收
益外，並將對提高台灣外銷花卉產值有所助
益。
（文圖．秘書室媒體公關組）

王升陽
曾彥學

興大研究「公園遮蔽率」登國際期刊封面

山胡椒是泰雅族重要的調味料，本校森林學系特聘教授兼農資學院副
院長王升陽與副教授曾彥學研究團隊更發現，山胡椒果實的揮發性成分具
有安眠、止痛及鎮痛等調節動物中樞神經的活性。
山胡椒為台灣原生植物，屬樟科小喬木，全株包含果實及樹葉皆具有
芳香氣味，味道類似胡椒與薑的綜合，在泰雅族語中稱為「馬告」，為原
住民傳統調味食品，果實常用來入菜，滷豬肉、牛肉、炒小魚干，或蒸
魚、煮湯等等，為原住民風味餐重要的調味料。
王升陽說，研究團隊在國科會與林務局的計畫支持下，歷經2年研究，
利用氣相層析質譜儀分析山胡椒果實的揮發成分，發現其主要為香葉醛（
Geranial）、橙花醛（Neral）和檸檬烯（d-Lemonene），接續利用小鼠實驗
來評估山胡椒果實精油對動物中樞神經系統的作用與影響。
研究團隊發現，山胡椒果實精油可明顯延長小鼠的睡眠時間，同時減
少強迫游泳試驗所產生的不動時間，即其具抗憂鬱的作用。而在高腳十字
迷宮試驗中，也顯示山胡椒果實揮發性成分具有抗焦慮的功用；研究亦顯
示山胡椒果實精油具鎮痛效果。
王升陽指出，現代人生活壓
力大，產生許多身心疾病，包括
失眠、頭痛、焦慮、憂鬱、腰痠
背痛、慢性疲勞等，若在一般日
常生活中使用一些山胡椒精油，
對於中樞神經有問題或調節不好
的人，有很顯著的幫助。
（文圖．秘書室媒體公關組）

國立中興大學景觀與遊憩學位學程教授林子平、副教授蔡岡廷研
究團隊，以國內公園廣場為研究對象，進行「公園遮蔽性與民眾使用
關連性研究」，發現遮蔽性越好的公園越能吸引民眾前往，並有助降
低都市熱島效應，研究成果已發表於國際學術「都市研究」領域排名
第一的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且獲選為封面文章。
林子平研究團隊花費兩年的時間，以台中、雲林以及嘉義十多處
公園與廣場為研究對象，分析出各個季節公園使用人數的變化，冬季
隨著溫度愈高，人數愈
多；春、夏、秋則隨著溫
度升高，人數減少。而且
不論哪個季節，遮蔽性愈
好的區域，人數愈多。
林子平教授表示，此
結果與英國、瑞典等溫帶
國家「愈高溫越多民眾至
公園及廣場曬太陽」研究
結果大不同。林子平指
出，目前台灣部分公園及廣場仍採溫、寒帶國家的設計思維，設置大
面積的廣場或草坪，導致炎夏時溫度過高而乏人使用，該研究結果可
作為台灣公園與廣場設計的參考。
林子平建議，面對都市高溫化衝擊，台灣的公園及廣場可種植大
型具良好遮蔭效果之喬木，如榕樹、茄冬、樟樹、台灣欒樹等，可以
涼適環境吸引民眾前來使用。
（文圖．秘書室媒體公關組）

就職
週年
8月1日是新學年的開始，也是中興大學李
德財校長任職滿一週年的日子，在新舊任主管
的交接典禮以及行政業務研討會上，李校長引
用了城邦集團何飛鵬總裁所寫的文章「What
else can I do？」，期勉所有同仁除了做好份內
的工作外，更要保有「我還能多做一些什麼」
的工作態度。
一年前，來自中研院資訊所的李校長在各
界的祝賀聲中，接下了中興大學領航者的棒
子，他所組成的行政團隊，有人形容他們「形
象清新、年輕有衝勁」。大家對新團隊充滿了

李德財校長（左）與學生分享他求學時期使用的
記事本，裡面寫滿了密密麻麻的英文單字
（圖／馮豐隆教授攝）

好奇與期待。
李校長曾在美國西北大學任教20年，20多
年的海外經歷，讓李校長在美國及歐洲累積了
許多資源與人脈。1998年在李遠哲院長號召下
返國，接任中研院資訊所所長10年。在國內十
多年期間，協助執行多項大型計畫，例如生物
資訊、資安跨國科技計畫等。在中華民國資訊
學會理事長任內，擔任教育部高中課程發展委
員，推動高中資訊科課程綱要的制訂，以及協
助高中資訊科教科書的審定，讓他在政府部會
及學術界建立了良好的信譽。與中興大學的淵
源起緣於2004年擔任校務諮詢委員，現在，這
些資源與人脈一一回饋到興大的校務發展上。
回顧這一年，李校長積極將興大推向領航
中台灣的角色，在整合中部資源部分也展現了
強烈的企圖心，推動國立大里高中、台中高農
成為興大附屬高中，促成永豐銀行大樓捐贈，
並成立農業資材與食品安全中心，與台中榮總
共組榮興轉譯醫學研究中心，與國光生技簽署
在中科創新育成研究中心之產學合作等案，逐
步實現他就職時所提的「讓興大成為帶動中台
灣學術、文化及產業發展的關鍵力量」。
對外展現抱負與企圖、對內落實尊重與公
開。這一年來，學校安排了多次的學生座談

會，學生的訴求能獲得傾聽與尊重，自然有更
多的學生願意出來發聲。李校長樂見這樣的發
展，他說：「學生出來爭取權益很好，有問題
就要講！否則系主任不會知道，院長、校長更
不會知道。」李校長和行政團隊用尊重和公開
的態度處理大小事務，他們用具體的行動改變
既有的組織工作文化，要讓學生勇於發聲、學
習理性溝通，培育領導人才。
沿襲已久的組織工作文化如何改變？李校
長常說：「Let's make a difference.」透過大家
的力量，一點一滴地改變想法、改變態度，
「把學校當成自己家，把師生當成自己的親
人，很多現存的問題就不會存在。」
校長室外掛了一幅圖畫，寫著：「Teamwork
can be summed up in five short words:"We believe
in each other."」 彼 此 信 任 ， 是 團 隊 合 作 的 基
礎。一年來，李校長和行政團隊以「尊重傾
聽、透明公開、理性討論」的新思維處理校內
大小事務，期盼透過透明公開的方式，減少單
位及師生間資訊不對等所產生的誤解。
信任感的建立非一蹴可幾，李校長正逐步
凝聚改變的力量，為各單位注入新思維，期盼
透過群體持續的改變，帶給大家煥然一新的中
興大學。
（文．秘書室媒體公關組
限於篇幅摘錄，全文詳見
http://secret.nchu.edu.tw/wp/?p=1228）

101 學年度 新 任
姓 名
林俊良
蔡榮得
洪慧芝
張照勤
林怡潔
陳樂元
吳政憲
官大智
王耀聰
王美麗
許英麟
陳樹群
申 雍
王升陽
宋 妤
曾偉君
詹富智
陳仁炫
萬一怒
申 雍
申 雍
陳志峰
孫允武
李明威
謝孟勳
吳宗明
蔡清池
張敏寬
祁錦雲
廖俊旺
葉仕國
高玉泉
廖大穎
李敏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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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單

本職單位／職稱
電機工程學系教授
副校長
土木工程學系教授
總務處 副總務長
生命科學系教授
研究發展處 副研發長
微衛所教授
研究發展處 學術發展組組長
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通識中心 教學業務組組長
創新產業推廣學院 行政庶務組組長 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歷史學系副教授
創新產業推廣學院 文創學程主任
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教授
圖書館 館長
體育室副教授
體育室 主任
體育室講師
體育室 競賽活動組組長
統計學研究所副教授
校友中心 服務組組長
水土保持學系教授
農資學院 院長
土壤環境科學系教授
農資學院 副院長
森林學系教授
農資學院 副院長
園藝學系教授
農資學院 園藝系主任
應用經濟學系教授
農資學院 應經系主任
植物病理學系教授
農資學院 植病系主任
土壤環境科學系教授
農資學院 土壤系主任
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教授
農資學院 生管學程主任
土壤環境科學系教授
農資學院 國農碩士學程主任
土壤環境科學系教授
農資學院 國農企學程主任
動物科學系教授
農資學院 畜產試驗場場長
奈米科學研究所教授
理學院 物理學系主任
奈米科學研究所教授
理學院 奈米所所長
土木工程學系副教授
工學院 土木系副系主任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教授
工學院 材料系主任
電機工程學系教授
工學院 電機系主任
通訊工程研究所副教授
工學院 通訊所所長
光電工程研究所教授
工學院 光電所所長
獸醫病理生物學研究所教授
獸醫學院 獸病所所長
財務金融學系教授
管理學院 副院長
法律學系教授
法政學院 院長
法律學系教授
法政學院 法律學系主任
植物病理學系副教授
生科中心 教學推動組組長
兼職單位／職稱

資料來源：2012/08/28 2:51:18 Pm人事室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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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優良導師

特優導師
林正宏老師（生科院生科系）
陳昭亮老師（工學院機械系）
余明興老師（理學院資工系）

圖書館

劉錦賢老師（文學院中文系）
林瑞松老師（農資學院園藝系）
陳天鴻老師（農資學院生機系）
黃勇三老師（獸醫學院獸醫系）
何永鈞老師（工學院材料系）
許志義老師（管理學院資管系）
廖舜右老師（法政學院國政所）

訊息專欄

圖書館為了迎接新生，在9/8（六）～9/14（五）的新生迎新週為您準備的迎
新活動，包括【就是要迎新】、【新生校園巡禮】、【教你利用圖書館】、【瘋
電影】等，歡迎您來圖書館體驗。
◎【就是要迎新】
迎新週歡迎您來走過圖書館的迎新大門，還有可愛的新生寶寶立牌迎接您給
新生的借書新法寶－全新借書機亮相，101年度迎新網頁http://www1.lib.nchu.
edu.tw/activity/ref98class/freman98/new.htm
◎【新生校園巡禮】
9/10（一）來認識校園與圖書館環境
◎【教你利用圖書館】
9/12（三）圖書館利用教育課程第1.2場（上午10：30～11：30下午2：30～3:30）
9/13（四）圖書館利用教育課程第3.4場（上午10：30～11:30下午2：30～3：30）
地點：圖書館4樓第一推廣教室，記得先來報名
◎【瘋電影】
9/12（三）新生電影院，時間：晚上6：30
9/14（五）週五電影院，時間：每週五晚上6：30
各項活動，請密切注意圖書館FB https://www.facebook. com/nchulib/

興大「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系列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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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資中心．研發處頂尖辦公室

頂尖大學校園無線網路整合與建置
壹、前言
安全便利且暢行無阻的網路通訊，是頂尖大學進
步重要指標。本校無線網路建置始於民國92年，
經過不斷改進，已能提供整合性帳號認證、跨校
漫遊、集中式安全控管等先進無線通訊功能。然
截至100年12月止，全校無線基地台，仍僅有
53個，訊號僅及於各主要戶外師生活動區域及行
政大樓會議空間，涵蓋率難以支援教學與研究之
行動運算需求。此外我們還面臨包括使用通訊安
全性與方便性提升、非法基地台控管、使用者管
理等問題，都亟需再提升。
貳、建置內容
為充分支援頂尖大學研究、學習與國際化等
各方面對於無線通訊的需求，本校在頂尖大學經
費支持及校務基金挹注下，本年進度進行大規模
校園無線網路改善計畫，內容包括涵蓋率、認證
服務、安全性與可用性、及友善校園通訊等各方
面的提升。
一、涵蓋率提升：為提供教師及學生更方便
使用網路資源，本建置計畫共計新增183個無線
基地台 (AP），並完成圖書館無線網路整合，
含原有AP目前全校共計配置290個AP（包含圖書
館)，訊號可涵蓋各公用使用空間、體育館、各
建築一樓大廳、部分單位使用專屬空間及師生休
憩用餐之場所（摩斯漢堡、學生活動中心），涵

圖一：興大無線基地台上網標誌

蓋率提升超過400%。訊號可及範圍將利用上網
標誌（如圖一），引導使用者方便使用校園無線
網路。
二、認證服務改善與友善校園通訊：使用方
式除了以往的帳號認證外，為提升無線網路使用
方便性，新增裝置 (MAC位址）註冊認證與來
賓訪客帳號申請兩項服務。使用MAC認證使用
者只須註冊一次，使用無線網路無須每次時都必
須輸入帳號密碼；校外來賓訪客則可透過於系統
申請臨時帳號使用無線網路，存取校內網路，方
便取得校園內部相關資訊。
三、安全性與可用性：新建無線網路架構，
採集中管理方式，利用安全通道加密保護通訊資
料，並以雙控制器提供備援機制，確保無線網路
通訊安全與品質。另搭配防火牆與無線網路管理
系統建置，也可以大幅提升通訊環境可控性，達
到保障合法遏止非法，充分支援校園研究、學習
與國際化等各方面對於無線通訊的需求。（校園

無線網路架構請參見圖二）
參、效益與未來展望
擴大本校無線網路建置，提供本校一個更方
便、安全且具有彈性的行動通訊平台外，降低因
單位自行佈建無線基地台衍生資安問題，同時期
望滿足本校邁向頂尖在學習、研究與國際化等各
方面的行動運算需求。未來我們將以目前健全的
通訊平台為基礎，因應可能產生的變化與新的需
求，不斷調整與改進。本建置計畫預期效益包
括：
一、利用Tunnel及集中控管技術，以集中管
理方式，提供安全且方便的無線通訊服務。
二、提升無線網路通訊品質，滿足國際一流
的整體教學、研究環境。
三、支援手機App研發與教學所需通訊平
台，並提供不中斷的校園無線漫遊服務，邁向國
際化並展現多元校園文化。
四、降低非法基地台架設比率，確保校園網
路安全。

圖二：校園無線網路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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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Y F 登國際期刊
花期不夠長是許多花卉栽培產業目前面臨
的重要瓶頸之一。國立中興大學生物科技學研
究所教授楊長賢研究團隊，經四年多研究，找
到能延緩花朵老化的基因FYF（Forever Young
Flower），原本只能綻放15天的洋桔梗，透過
基因轉殖，花期可延長1.5倍，連開40天，成果
在 日 前 刊 登 於 國 際 植 物 學 頂 尖 期 刊 The Plant
Journal，並申請專利。
楊長賢教授指出，常有花農向他抱怨，
文心蘭花枝長，且花期不一致、不夠長，有時

上端花朵已盛開或即將凋謝，但下端還有花苞
未開，引發他研究的動機。
楊長賢說，乙烯被認為是花朵老化的主要
因子，研究團隊在長期觀察文心蘭的基因調控
後，發現花朵中的基因FYF能有效抑制乙烯的
作用路徑，進而延緩老化凋落，此研究成果顯
示FYF基因的表現和花朵的老化凋落有密切的
關聯性，除可減低採收後處理成本增加農民收
益外，並將對提高台灣外銷花卉產值有所助
益。
（文圖．秘書室媒體公關組）

王升陽
曾彥學

興大研究「公園遮蔽率」登國際期刊封面

山胡椒是泰雅族重要的調味料，本校森林學系特聘教授兼農資學院副
院長王升陽與副教授曾彥學研究團隊更發現，山胡椒果實的揮發性成分具
有安眠、止痛及鎮痛等調節動物中樞神經的活性。
山胡椒為台灣原生植物，屬樟科小喬木，全株包含果實及樹葉皆具有
芳香氣味，味道類似胡椒與薑的綜合，在泰雅族語中稱為「馬告」，為原
住民傳統調味食品，果實常用來入菜，滷豬肉、牛肉、炒小魚干，或蒸
魚、煮湯等等，為原住民風味餐重要的調味料。
王升陽說，研究團隊在國科會與林務局的計畫支持下，歷經2年研究，
利用氣相層析質譜儀分析山胡椒果實的揮發成分，發現其主要為香葉醛（
Geranial）、橙花醛（Neral）和檸檬烯（d-Lemonene），接續利用小鼠實驗
來評估山胡椒果實精油對動物中樞神經系統的作用與影響。
研究團隊發現，山胡椒果實精油可明顯延長小鼠的睡眠時間，同時減
少強迫游泳試驗所產生的不動時間，即其具抗憂鬱的作用。而在高腳十字
迷宮試驗中，也顯示山胡椒果實揮發性成分具有抗焦慮的功用；研究亦顯
示山胡椒果實精油具鎮痛效果。
王升陽指出，現代人生活壓
力大，產生許多身心疾病，包括
失眠、頭痛、焦慮、憂鬱、腰痠
背痛、慢性疲勞等，若在一般日
常生活中使用一些山胡椒精油，
對於中樞神經有問題或調節不好
的人，有很顯著的幫助。
（文圖．秘書室媒體公關組）

國立中興大學景觀與遊憩學位學程教授林子平、副教授蔡岡廷研
究團隊，以國內公園廣場為研究對象，進行「公園遮蔽性與民眾使用
關連性研究」，發現遮蔽性越好的公園越能吸引民眾前往，並有助降
低都市熱島效應，研究成果已發表於國際學術「都市研究」領域排名
第一的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且獲選為封面文章。
林子平研究團隊花費兩年的時間，以台中、雲林以及嘉義十多處
公園與廣場為研究對象，分析出各個季節公園使用人數的變化，冬季
隨著溫度愈高，人數愈
多；春、夏、秋則隨著溫
度升高，人數減少。而且
不論哪個季節，遮蔽性愈
好的區域，人數愈多。
林子平教授表示，此
結果與英國、瑞典等溫帶
國家「愈高溫越多民眾至
公園及廣場曬太陽」研究
結果大不同。林子平指
出，目前台灣部分公園及廣場仍採溫、寒帶國家的設計思維，設置大
面積的廣場或草坪，導致炎夏時溫度過高而乏人使用，該研究結果可
作為台灣公園與廣場設計的參考。
林子平建議，面對都市高溫化衝擊，台灣的公園及廣場可種植大
型具良好遮蔭效果之喬木，如榕樹、茄冬、樟樹、台灣欒樹等，可以
涼適環境吸引民眾前來使用。
（文圖．秘書室媒體公關組）

就職
週年
8月1日是新學年的開始，也是中興大學李
德財校長任職滿一週年的日子，在新舊任主管
的交接典禮以及行政業務研討會上，李校長引
用了城邦集團何飛鵬總裁所寫的文章「What
else can I do？」，期勉所有同仁除了做好份內
的工作外，更要保有「我還能多做一些什麼」
的工作態度。
一年前，來自中研院資訊所的李校長在各
界的祝賀聲中，接下了中興大學領航者的棒
子，他所組成的行政團隊，有人形容他們「形
象清新、年輕有衝勁」。大家對新團隊充滿了

李德財校長（左）與學生分享他求學時期使用的
記事本，裡面寫滿了密密麻麻的英文單字
（圖／馮豐隆教授攝）

好奇與期待。
李校長曾在美國西北大學任教20年，20多
年的海外經歷，讓李校長在美國及歐洲累積了
許多資源與人脈。1998年在李遠哲院長號召下
返國，接任中研院資訊所所長10年。在國內十
多年期間，協助執行多項大型計畫，例如生物
資訊、資安跨國科技計畫等。在中華民國資訊
學會理事長任內，擔任教育部高中課程發展委
員，推動高中資訊科課程綱要的制訂，以及協
助高中資訊科教科書的審定，讓他在政府部會
及學術界建立了良好的信譽。與中興大學的淵
源起緣於2004年擔任校務諮詢委員，現在，這
些資源與人脈一一回饋到興大的校務發展上。
回顧這一年，李校長積極將興大推向領航
中台灣的角色，在整合中部資源部分也展現了
強烈的企圖心，推動國立大里高中、台中高農
成為興大附屬高中，促成永豐銀行大樓捐贈，
並成立農業資材與食品安全中心，與台中榮總
共組榮興轉譯醫學研究中心，與國光生技簽署
在中科創新育成研究中心之產學合作等案，逐
步實現他就職時所提的「讓興大成為帶動中台
灣學術、文化及產業發展的關鍵力量」。
對外展現抱負與企圖、對內落實尊重與公
開。這一年來，學校安排了多次的學生座談

會，學生的訴求能獲得傾聽與尊重，自然有更
多的學生願意出來發聲。李校長樂見這樣的發
展，他說：「學生出來爭取權益很好，有問題
就要講！否則系主任不會知道，院長、校長更
不會知道。」李校長和行政團隊用尊重和公開
的態度處理大小事務，他們用具體的行動改變
既有的組織工作文化，要讓學生勇於發聲、學
習理性溝通，培育領導人才。
沿襲已久的組織工作文化如何改變？李校
長常說：「Let's make a difference.」透過大家
的力量，一點一滴地改變想法、改變態度，
「把學校當成自己家，把師生當成自己的親
人，很多現存的問題就不會存在。」
校長室外掛了一幅圖畫，寫著：「Teamwork
can be summed up in five short words:"We believe
in each other."」 彼 此 信 任 ， 是 團 隊 合 作 的 基
礎。一年來，李校長和行政團隊以「尊重傾
聽、透明公開、理性討論」的新思維處理校內
大小事務，期盼透過透明公開的方式，減少單
位及師生間資訊不對等所產生的誤解。
信任感的建立非一蹴可幾，李校長正逐步
凝聚改變的力量，為各單位注入新思維，期盼
透過群體持續的改變，帶給大家煥然一新的中
興大學。
（文．秘書室媒體公關組
限於篇幅摘錄，全文詳見
http://secret.nchu.edu.tw/wp/?p=1228）

101 學年度 新 任
姓 名
林俊良
蔡榮得
洪慧芝
張照勤
林怡潔
陳樂元
吳政憲
官大智
王耀聰
王美麗
許英麟
陳樹群
申 雍
王升陽
宋 妤
曾偉君
詹富智
陳仁炫
萬一怒
申 雍
申 雍
陳志峰
孫允武
李明威
謝孟勳
吳宗明
蔡清池
張敏寬
祁錦雲
廖俊旺
葉仕國
高玉泉
廖大穎
李敏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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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單

本職單位／職稱
電機工程學系教授
副校長
土木工程學系教授
總務處 副總務長
生命科學系教授
研究發展處 副研發長
微衛所教授
研究發展處 學術發展組組長
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通識中心 教學業務組組長
創新產業推廣學院 行政庶務組組長 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歷史學系副教授
創新產業推廣學院 文創學程主任
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教授
圖書館 館長
體育室副教授
體育室 主任
體育室講師
體育室 競賽活動組組長
統計學研究所副教授
校友中心 服務組組長
水土保持學系教授
農資學院 院長
土壤環境科學系教授
農資學院 副院長
森林學系教授
農資學院 副院長
園藝學系教授
農資學院 園藝系主任
應用經濟學系教授
農資學院 應經系主任
植物病理學系教授
農資學院 植病系主任
土壤環境科學系教授
農資學院 土壤系主任
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教授
農資學院 生管學程主任
土壤環境科學系教授
農資學院 國農碩士學程主任
土壤環境科學系教授
農資學院 國農企學程主任
動物科學系教授
農資學院 畜產試驗場場長
奈米科學研究所教授
理學院 物理學系主任
奈米科學研究所教授
理學院 奈米所所長
土木工程學系副教授
工學院 土木系副系主任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教授
工學院 材料系主任
電機工程學系教授
工學院 電機系主任
通訊工程研究所副教授
工學院 通訊所所長
光電工程研究所教授
工學院 光電所所長
獸醫病理生物學研究所教授
獸醫學院 獸病所所長
財務金融學系教授
管理學院 副院長
法律學系教授
法政學院 院長
法律學系教授
法政學院 法律學系主任
植物病理學系副教授
生科中心 教學推動組組長
兼職單位／職稱

資料來源：2012/08/28 2:51:18 Pm人事室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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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優良導師

特優導師
林正宏老師（生科院生科系）
陳昭亮老師（工學院機械系）
余明興老師（理學院資工系）

圖書館

劉錦賢老師（文學院中文系）
林瑞松老師（農資學院園藝系）
陳天鴻老師（農資學院生機系）
黃勇三老師（獸醫學院獸醫系）
何永鈞老師（工學院材料系）
許志義老師（管理學院資管系）
廖舜右老師（法政學院國政所）

訊息專欄

圖書館為了迎接新生，在9/8（六）～9/14（五）的新生迎新週為您準備的迎
新活動，包括【就是要迎新】、【新生校園巡禮】、【教你利用圖書館】、【瘋
電影】等，歡迎您來圖書館體驗。
◎【就是要迎新】
迎新週歡迎您來走過圖書館的迎新大門，還有可愛的新生寶寶立牌迎接您給
新生的借書新法寶－全新借書機亮相，101年度迎新網頁http://www1.lib.nchu.
edu.tw/activity/ref98class/freman98/new.htm
◎【新生校園巡禮】
9/10（一）來認識校園與圖書館環境
◎【教你利用圖書館】
9/12（三）圖書館利用教育課程第1.2場（上午10：30～11：30下午2：30～3:30）
9/13（四）圖書館利用教育課程第3.4場（上午10：30～11:30下午2：30～3：30）
地點：圖書館4樓第一推廣教室，記得先來報名
◎【瘋電影】
9/12（三）新生電影院，時間：晚上6：30
9/14（五）週五電影院，時間：每週五晚上6：30
各項活動，請密切注意圖書館FB https://www.facebook. com/nchulib/

興大「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系列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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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資中心．研發處頂尖辦公室

頂尖大學校園無線網路整合與建置
壹、前言
安全便利且暢行無阻的網路通訊，是頂尖大學進
步重要指標。本校無線網路建置始於民國92年，
經過不斷改進，已能提供整合性帳號認證、跨校
漫遊、集中式安全控管等先進無線通訊功能。然
截至100年12月止，全校無線基地台，仍僅有
53個，訊號僅及於各主要戶外師生活動區域及行
政大樓會議空間，涵蓋率難以支援教學與研究之
行動運算需求。此外我們還面臨包括使用通訊安
全性與方便性提升、非法基地台控管、使用者管
理等問題，都亟需再提升。
貳、建置內容
為充分支援頂尖大學研究、學習與國際化等
各方面對於無線通訊的需求，本校在頂尖大學經
費支持及校務基金挹注下，本年進度進行大規模
校園無線網路改善計畫，內容包括涵蓋率、認證
服務、安全性與可用性、及友善校園通訊等各方
面的提升。
一、涵蓋率提升：為提供教師及學生更方便
使用網路資源，本建置計畫共計新增183個無線
基地台 (AP），並完成圖書館無線網路整合，
含原有AP目前全校共計配置290個AP（包含圖書
館)，訊號可涵蓋各公用使用空間、體育館、各
建築一樓大廳、部分單位使用專屬空間及師生休
憩用餐之場所（摩斯漢堡、學生活動中心），涵

圖一：興大無線基地台上網標誌

蓋率提升超過400%。訊號可及範圍將利用上網
標誌（如圖一），引導使用者方便使用校園無線
網路。
二、認證服務改善與友善校園通訊：使用方
式除了以往的帳號認證外，為提升無線網路使用
方便性，新增裝置 (MAC位址）註冊認證與來
賓訪客帳號申請兩項服務。使用MAC認證使用
者只須註冊一次，使用無線網路無須每次時都必
須輸入帳號密碼；校外來賓訪客則可透過於系統
申請臨時帳號使用無線網路，存取校內網路，方
便取得校園內部相關資訊。
三、安全性與可用性：新建無線網路架構，
採集中管理方式，利用安全通道加密保護通訊資
料，並以雙控制器提供備援機制，確保無線網路
通訊安全與品質。另搭配防火牆與無線網路管理
系統建置，也可以大幅提升通訊環境可控性，達
到保障合法遏止非法，充分支援校園研究、學習
與國際化等各方面對於無線通訊的需求。（校園

無線網路架構請參見圖二）
參、效益與未來展望
擴大本校無線網路建置，提供本校一個更方
便、安全且具有彈性的行動通訊平台外，降低因
單位自行佈建無線基地台衍生資安問題，同時期
望滿足本校邁向頂尖在學習、研究與國際化等各
方面的行動運算需求。未來我們將以目前健全的
通訊平台為基礎，因應可能產生的變化與新的需
求，不斷調整與改進。本建置計畫預期效益包
括：
一、利用Tunnel及集中控管技術，以集中管
理方式，提供安全且方便的無線通訊服務。
二、提升無線網路通訊品質，滿足國際一流
的整體教學、研究環境。
三、支援手機App研發與教學所需通訊平
台，並提供不中斷的校園無線漫遊服務，邁向國
際化並展現多元校園文化。
四、降低非法基地台架設比率，確保校園網
路安全。

圖二：校園無線網路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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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校友服務
校友證免費申請，即享有各項校友優惠！
可使用通訊申請或委託代辦，免親自到校友中心
辦理，詳見網址http://alumni.nchu.edu.tw/ alumnip
ass.asp。累計近7年已有8,747位校友辦證。
貳、校友活動
一、101年5月26日辦理校友會第七屆第二次
理監事會暨會員大會，參加人數共計97人，會中
順利更改理事長及理監事任期由2年延長至3年，
從第八屆開始實施。為強化本會組織結構，促進
系所友會間交互情誼，能使各會積極參與總會活
動及母校向心力，修正通過組織章程團體會員入
會資格。
二、101年5月31日台北市中興大學校友會
辦理理監事會議，討論會務及推薦傑出校友人
選，校友總會林萬年理事長列席指導。
三、本中心配合學務處舉辦畢業典禮活
動，除補助4萬元供畢業典禮博士班茶會活動使

源縈中興心，緣延台北情

第38屆興北之夜 圓滿成功
新馬一帶是本校重要的僑生來源，也培育了
相當多的海外校友，馬來西亞校友會每年都會籌
辦「興北之夜」活動（為中興大學及台北大學在
馬來西亞地區校友的聚會活動），邀集在馬來西
亞各地的校友參加，除了聯絡情感之外，亦成為
產學合作及多元交流的互助平台。
第38屆興北之夜，主題為「源縈中興心，緣
延台北情」，舉辦地點為柔佛州新山的伊甸園大
酒店，共有四百多名校友共襄盛舉。台灣地區也
由中興大學校友會籌劃，邀請台北大學師長共同
參與，8月3日至6日由李德財校長及林萬年理事長
率領師長參訪團共24人，赴馬來西亞參加此次盛
會。
參訪期間，馬來西亞校友會特別安排興、北
兩校師長至寬柔中學進行海外招生及學術交流。
寬柔中學是全馬最大型的獨立中學，學生數量約
有九千多名，藉由此次交流的機會，希望有更多
的華僑認識中興大學，增加至台灣求學的意願，
也讓學校能招收優質的海外僑生。
去年上任的李德財校長，是第一次參加興北
之夜，他除向新馬校友們報告目前學校的校務發
展概況之外，也擬定數個募款計劃，期冀獲得校
友的支持，計畫包括（一）雕琢興大的寶玉－懷
璧計畫，望您牽成，（二）世界之興，興之新視
界－本校「多功能活動中心」籌募計畫，（三）
興大僑生需要您－僑生獎助學金永續支持計畫，
期望能得到海外校友資源的贊助及支持。
此外，校友中心首創提供服務需求表，讓校
友就產學合作、研發技術引薦、求職徵才及其他
服務提出需求，由校友中心進行追蹤服務，期待
能發揮最佳服務效益，並促進本校與校友資源的
產學合作機會。
（文圖．校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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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另於101年6月8日及9日分別於圖書館及惠蓀
堂典禮會場外擺設櫃檯，讓學生臨櫃申辦校友證
及認同卡，並領取中心發放之刊物或紀念卡片，
讓畢業生感受學校及校友中心的重視與關愛。
四、校友總會林萬年理事長暨全體理監事
為祝賀100學年畢業生即將成為校友，特別設計
畢業典禮祝賀卡，並分別於101年6月8日及6月
9日博士班及大專碩士畢業典禮致贈給畢業生。
五、101年8月3日至8月6日林萬年理事長、
李德財校長及校內師長一行二十餘人至馬來西
亞，參加一年一度由馬來西亞校友會籌辦之「興
北之夜」及其他參訪活動。
參、校務基金與募款。
一、101年1月1日至8月15日止「國立中興
大學校務基金」捐款總額為12,312,062元，其中
供行政單位之用為1,376,040元（11.18％），學
術單位之用為3,651,916元（29.66％），供助學
功 德 金 及 獎 學 金 之 用 為 7,269,379元 （ 59.04
％），其他之用為14,727元（0.12％）。
二、本中心於101年8月推出「國立中興大
學2012重要校務發展募款」活動，針對本校「懷
璧計畫－國立中興大學優秀年輕學者獎助計畫」

及本校「多功能活動中心籌募計畫」進行募款，
歡迎各界踴躍響應，詳細募款說明及捐款單下載
請 至 本 校 校 友 中 心 網 頁 （ 網 址 http://alumni.
nchu.edu.tw）【最新消息】或興大首頁（網址
www.nchu.edu.tw） ／ 行 政 單 位 ／ 校 友 中 心 ／
【募款資訊】網頁查詢。
肆、引薦校友資源協助校務發展
101年3月上海校友會柯興樹學長、李茂盛
學長及游昭明學長捐贈中型巴士－「興大校友
號」給學校，校友中心已完成中型巴士車款之選
擇、訪價、實體查看與議價事宜並將於9月進行
後續車輛採購過戶。
伍、傑出校友
第16屆傑出校友推薦申請收件於101年8月
3日截止，共計32人被推薦，將於9月初或9月中
舉辦傑出校友評選會議評選本屆傑出校友。

編輯小啟
本刊每月5日出刊（寒暑假除外），本校網
站及臉書之【興新聞】專區將隨時收錄本校新
聞。下次出刊日期101年10月5日，截稿日為
101年9月15日。
投稿信箱：fjshyu@nchu.edu.tw

興大暑期開辦華語英語營隊 校園成小型國際村
本校國際事務處8月間一連舉辦「華語文化研習營」與「臺綜大國際領航員培訓營」兩場
暑期營隊，校園內出現台灣學生講英文、外國學生講華語的有趣畫面，活動共有興大姐妹校
36位外國學生及100位臺綜大大一新鮮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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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豐銀捐大樓 與興大聯手為民眾食品安全把關
國立中興大學與永豐銀行7月25日舉行捐贈
暨產學合作簽約儀式，未來將打造國內第一所功
能齊全且技術領先的農產品與食品檢測中心，為
民眾的食品健康安全把關。
簽約儀式由永豐銀董事長邱正雄與興大校長
李德財代表雙方簽訂協議，永豐銀預計投入超過
新台幣2.55億元興建占地約三百坪的大樓實體捐
贈給興大，預計三年內完工。該大樓主要作為食
品安全與包含抗生素藥物、病原微生物等農業資
材的檢測研發試驗，以及認證推廣的服務。
興大校長李德財表示，這是學校首次接受企
業界實體捐贈，興大具有農業生物科技全國頂尖
的優勢，除擁有傑出的研究實力，也實際應用到
各項農業推廣服務，目前校內設各種中心，提供
土壤、水及肥料檢測分析、農產品農藥殘留檢

測、有機農糧產品驗證及產銷履歷驗證等攸關農
產品與食品安全的服務。
永豐金控董事長何壽川表示，所有科技包括
IT、IC等，雖與生活有關但並未重要到影響民眾
生死的地步，但有一種產業與生命相關，就是食
品、農業，這也是能養活所有台灣人的產業。他
願投入資源，為台灣農業與食品安全盡一份心
力，期盼透過捐贈大樓，協助興大在農產品與食
品安全檢測上發揮更大影響力。
去年以個人名義捐贈興大農資學院成立「臺
灣原生食藥用植物保種教育中心」的永豐金控董
事長何壽川，是促成此次合作的關鍵人物，何董
事長十多年前因尋求微生物造紙技術找上農資學
院院長黃振文，多年的產學合作關係讓兩人聯手
創造出二十多項的專利技術，合作領域從造紙技

術到有機農業栽培。
永豐銀與中興大學同時也簽訂產學合作協
議，另外，永豐銀也提供50萬元作為經濟弱勢原
住民學生的獎學金，並提供電話行銷就業機給進
修部學生。
（文圖．秘書室媒體公關組）

興大華語文化研習營今年邁入第9年，學員分別來自捷克、德國、義大利、波蘭、南韓、
日本及泰國等國姐妹校，10天的課程包含華語教學、書法、中國結、武術等中華文化的認識。
華語研習營結業式日前舉行，副國際長韋金龍說，興大與姐妹校之間訂有交換學程及學位
學程計畫，以及獎學金、學費減免等獎勵措施，歡迎學員們再度回到台灣求學。
來自泰國清邁大學的華僑罕錦洁（Junjira）指出，她從6歲開始學華語，用的教材全來自台
灣，每年暑假都有台灣人到華人村上課，到台灣訪問是她從小的願望，這兩周的課程讓她收穫
豐富，除了學習中文與中華文化外，也欣賞到台灣美景，日後有機會她一定會再回來。
今年首度舉辦的臺綜大國際領航員培訓營，開放中興、成大、中山及中正四校的大一新鮮
人報名，吸引220位學生報名。營隊全程以英語授
課與對談，並安排國際情勢分析、東南亞新住
民、國際禮儀、國際志工、文化交流等課程。
興大新鮮人嚴柔表示，還沒入學，參加學校
辦的英語營隊也算是提前體驗大學生活，由於營
隊要求全程說英文，對於英語會話能力的提升有
很大幫助。
（文圖．秘書室媒體公關組）

蟲蟲博士卡力歐 滿 載 台 灣 人 情 味 回 斐 濟
來自斐濟的本校
外籍生卡力歐，以昆
蟲的生命週期為研究
重點，8月取得本校昆
蟲博士學位，將返國
擔任該國政府部門防
疫人員，離台前，卡
力歐表示，台灣人友
善親切的態度與興大
紮實的學術訓練，讓
他收穫滿載。
卡力歐說，斐濟大部分留學生都前往
美國、澳洲、紐西蘭、日本或德國等國，
到台灣攻讀學位的人非常少，算是另類的
選擇。來台前，他曾聽說台灣是個很好的
國家，特別在農業研究領域的技術很先
進；選擇台灣是因為他想走「跟別人不一
樣的路，做不一樣的研究」，希望返國後
對國家有不同的貢獻。
在師大學華語時，其他外籍生這樣告

訴他，「與北部名聲高的學校相較，中興大學
更能紮實地學到東西」，這是他選擇興大的首
要原因。
卡力歐說，他仍記得到實驗室報到的那
天，指導教授黃紹毅張開雙手熱情迎接他的模
樣，相較於其他大學他明顯感受到中興大學的
溫暖，再加上實驗室設備齊全，研究領域相符
興趣、同學友善親切等因素，讓他在興大一待
就是6年。
昆蟲系教授黃紹毅表示，卡力歐是斐濟公
費留學生，在興大僅花6年攻讀碩、博士學位，
遠低於一般所需時間，是位非常認真的學生。
他說，卡力歐在台前3年領斐濟的獎學金，而後
4年則由興大提供學雜費全免及每月8千至1萬元
的獎學金。
臨別前夕卡力歐對在台的師友們滿是不捨
與感謝，他表示，十分感謝興大師長的指點與
教導，日後有機會一定要帶家人到台灣旅遊，
讓他們了解這個充滿人情味的好地方。
（文圖．秘書室媒體公關組）

興 大 之 光
植病系
校 友

余淑美 榮膺中研院院士
第二十九屆中研院士名單
7月5日出爐，其中生命科學組
的余淑美，為中興大學植病系
第25屆（民國64年畢）、研究
所68年畢業校友，以水稻基因

研究聞名海內外，堪稱「水稻
教母」。
余淑美任職中研院分子生物研究所特聘研究
員，10年來4度被提名院士候選人，這次第5次才當
選，她以平常心看待這件事。她指出，現在台灣農
業問題一籮筐，嚴重落後中國、韓國，讓她感到很
心急，「台灣院士從事農業研究的很少，這次當選
是我們國家的福氣，讓我可出面協調做更多事；沒
當選也是國家的命運，我也希望把研究留在台
灣。」
余淑美在水稻產量、抗逆境基因的研究成果都
已技術轉移出去，非常受到國外歡迎，卻沒有一樣
成果技轉到以米食為主的台灣，主要原因就卡在基
改食品被污名化。她說，要提高糧食作物產能、抗
病蟲、抗逆境、提高肥料吸收率，採用育種方式已
到極限，基因改造是不得不然的趨勢，可是國內一
直沒有好好去討論基改作物。
「基因改造食物的本質就是蛋白質和核酸，隨
著腸胃消化排出，不會累積遺傳」，余淑美說，基
改作用在不影響人體健康和環境生態下，是解決糧
食荒的一條路。
對於校友的傑出成就，中興大學植病系師生感
到相當振奮。這是繼2008年興大獸醫系校友蔡立慧
以最高票當選最年輕的女院士後，再度有校友當選
院士，是學校相當大的驕傲。同為中研院院士的興
大校長李德財第一時間寫信給余淑美表達恭賀之
意，並致贈花籃。他指出，在興大優良的教學與研
究環境下，期盼未來能持續培育出優秀頂尖的科學
家。
（文／秘書室媒體公關組．圖／中研院）

興大
中榮

共同成立榮興轉譯醫學研究中心

為有效結合基礎醫學與臨床醫學，培育
高級轉譯醫學科技研發人才，本校與台中榮
民總醫院8月1日共同成立「榮興轉譯醫學研
究中心」，研究中心設於興大，將以「榮興
計畫」基礎，開設轉譯醫學領域課程與轉譯
醫學博士學位學程，並聚焦於癌症醫學、免
疫醫學及醫學工程三項領域，該中心為實驗
室研究和醫學臨床搭起橋梁，也為興大醫學
院之設立跨出一大步。
校長李德財表示，興大與中榮自2002年
共同執行榮興計畫，以生醫材料、癌症基礎
及臨床研究、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疾病基
因診斷治療及研究等為研究重點，鼓勵老師
與醫師合作研究，每年雙方共同發表論文約
80篇，推動成效良好，中興大學的臨床醫學
領域更於2008年起名列國際ESI機構排名全
世界1%。

李校長說，榮興轉譯醫學研究中心成立
後，除持續執行榮興計畫外，校方已報教育
部擬開設「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若核
准將在103年學年度招生。李校長進一步指
出，中部地區尚無公立醫學院，成立醫學院
為本校中長程發展計畫之一，而中榮為中部
地區唯一的公立醫學中心，雙方在研發及人
才培育上的互補性高，可望為中台灣成立第
一所國立醫學院。
（文圖．秘書室媒體公關組）

應經系黃琮琪教授榮獲第36屆十大農業專家
國際同濟會主辦「第36屆全國十大傑
出農業專家」日前由總統 馬英九先生頒獎
表揚，本校應用經濟學系黃琮琪教授獲頒
殊榮。
黃琮琪教授長期投入農業教學研究與
推廣，為國內建立羊乳標章認證制度暨團
體標章，提供政府部門農業政策建言，同
時，致力於
推動傳統果
菜批發市場
轉型，20多
年來對台灣
農業的付
出，讓他獲
得今年度

「十大傑出農業專家」的肯定。
進 入 興 大 服 務 已 23年 ， 黃 琮 琪 教 授 自
2010年起接任農資學院「農業推廣中心」主
任，對內整合及推廣學院內研究成果，對外提
供高附加價值的現代化農業資訊。
黃琮琪教授指出，目前先以農資學院團隊
規劃設立興大「有機試驗暨示範教育農場」，
已在霧峰向台糖租借了1公頃農地，計畫成立
一個興大農產品的推動平台，除了生產示範
外，也可與其他有機耕種的農民合作，從生
產、認證到末端銷售建立完整的產銷平台，再
透過有機農夫市集、MIT驗證農產品市集、網
路等銷售通路販售興大品牌產製的有機農產
品，推廣健康安全的飲食，同時打造學校特
色。
（文圖．秘書室媒體公關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