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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許中興大學扮演推動『中台灣學術、

文化、產業』等面向的關鍵角色」是李德財校

長上任時的治校願景，兩年多來，他積極整合

校內外教育資源，持續在校內推動多項創新措

施，如:舉辦「懷璧獎」選拔獎勵優秀年輕學

者、發起「興人師獎」票選由學生上網選出教

學認真教師、成功推動國立大里高中與國立台

中高農改隸為興大附屬中學、促成永豐銀行大

樓捐贈，成立農業資材與食品安全中心、與台

中榮總合作成立「榮興轉譯醫學研究中心」等

等，皆獲得校內師生、校友們與在地人士的肯

定與好評。除了本校「農業生物科投」之頂尖

研究特色外，亦積極推動發展「動物醫學」之

研究特色，成立「動物醫學研究中心J '以及

「智慧自動化與精密機械研究中心J '與中臺

灣產業做在地連結，強化產學合作;透過「人

文社會研究中心」與中研院合作，結合中臺灣

博物館、美術館、圖書館等學術研究單位，發

展中臺灣數位文化中心，與台中市政府建立「興

大台中」的伙伴關係。

中興大學近年來的轉變與成長，具體展現

在下列數個重大校務發展面向上:

一、執行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J '提升

圖際競爭力

為追求教學研究卓越品質，提升國際競爭

力，本校繼第一期頂尖大學計畫(五年)獲得

21 億 5 仟萬元的補助後，提出「農業生物科技

研究中心」計畫，獲得教育部第二期頂尖大學

計畫每年 3 億元之補助。

今年 3 月 11 日到教育部做 100 年至 101 年

邁向頂尖大學計畫考評報告，本次考評設有增

減經費機制，教育部於 5 月公布審查結果， 102 

年度維持補助本校 3 億元之經費 o 教育部規劃

明年到校實地訪評，設有退場機制，本校將持

續努力提升研究特色以爭取補助。 3 月 28 日監

察委員亦訪視本校邁向頂尖大學執行情況，在

意見交流過程中，監察委員對本校農業生物科

技的發展多所稱許。

二、推動慣璧計量，措育優秀年輕學者

為培育本校具高度研究潛力之優秀年輕學

者，鼓勵提升與累積研究能力以達重要突破與

貢獻，特別設立「懷璧獎J '透過籌募之經費、

由校內自辦選拔的方式，獎勵學校更多年輕學

者投入創新研究。去年由校長及其四位初中同

學各捐款 100 萬元當設種子基金開始，今年更

獲本校校友與多位「興大之友」的熱情響應，

包含中天生技路孔明董事長、佳和生技徐新宏

董事長、大江生醫公司、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

高希均董事長、丸莊食品莊英堯董事長、美國

中西部興北校友會、興大北加州校友會等多位

校友也紛紛響應，募款經費累計近千萬元。

101 年首度舉辦「悽璧獎」選拔，計有 20

位老師提出申請，經過嚴謹審查後選拔出三位

得獎者，分別為化學工程系陳志銘教授、微生

物暨公共衛生研究所邱賢松副教授、會計系紀

信義副教授，各獲頒 60 萬元獎助金，分兩年獎

助。未來將持續當募，讓更多傑出年輕學者獲

得應有的鼓勵與肯定。

三、「多功能活動中心」籌募興建計畫

校友總會林理事長萬年先生，基於對母校

深厚歸屬感及感恩回饋，極力推動籌募興建足

以代表興大精神且兼具功能性之特色建築物，

藉此凝聚各界對中興大學的向心力，也讓多功



102 年 2 月 19 日舉辦「懷璧龔 』 頒獎，由李德財校長(左
二)頒獎，得獎者由左至右依序為陳志銘教授、邱買松副

教擾、紀信義副教授。

能中心成為中部地區的特色景點 o

本案歷經數次說明會、辦理線上民意調查，

於 101 年 6 月第 63 次校務會議上獲得校務會議

代表的支持，並成立專案規劃委員會以推動後

續事宜。 101 年 12 月第 64 次校務會議通過興

建地點為現有籃、網球場，功能以學生活動中

心、室內運動場所為主 o

學校同時於忠明南略地下道上方興建替代

球場，經費約 1200 萬元也是由林理事長籌募，

已於 102 年 8 月進行施工，預計 102 年 11 月校

慶時落成啟用。

四、推動固立大里高中、固立畫中高最改隸興

大附屬高中

配合十二年國教政策，推動教育向下紮根，

國立大里高中、國立臺中高農已獲教育部核定

將於明 (103) 年 2 月 1 日正式改隸為興大附中、

興大附農，成為國內第一所同時合併附屬高中

與高職的大學。期透過教育資源整合分享，協

助高中職發展特色，吸引優秀學生進入附中、

附農及興大就讀。

五、但成永鹽畫展實體捐贈大樓

永豐銀行實體捐贈本校大樓案，雙方已於

101 年 7 月 25 日舉辦捐贈大樓暨產學合作簽約

儀式，大樓初步規劃興建地下二層與地上九層，

將打造國內第一個功能齊全且技術領先的安全

健康食品與農業資材檢測中心。

本校將整合現有土壤調查試驗中心、農產

品農藥殘留檢測中心、農產品驗證中心等單位，

成立「檢測暨驗證中心J '提供土壤、水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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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與

食品安全的檢測、驗證服務，期藉由興大農業

A 興大曹茶產學聯盟於 102 年 3 月 27 日舉辦成立大會，聯
盟成員大合影

生物科技全國頂尖的優勢，未來在農產品、農

業資材暨食晶安全檢測上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並善盡學校的社會責任 o

六、成立「興大曹茶產學聯盟J '培育製茶專才

「興大睿茶產學聯盟」由本校號召組成，

成員含括國內 28 間重要的產茶農會、茶改場、

茶商公會與茶業者等單位，在校內將開設 21 鬥

茶產業課程，邀請業界教師到校授課，系統化

地培育製茶師、泡茶師與品茶師，建立起理論

與實務兼具的茶產業人才培訓機制。興大鄰近

台灣最大的茶葉產區南投，希望透過產學聯盟

的形式，結合業界中具栽培管理、製茶技術與

產品行銷的師資與實習場所，使興大成為國內

第一所具備茶產業完整教學實習軟硬體設施及

師資的大學。現正規劃與中部數位文化中心共

同合作，塑造「台灣茶」文化，並將其推廣至

國際市場，協助圍內業者將茶產業打造為一可

媲美法國紅酒文化之特色產業。

七、改善校園無線網路基礎建設及推動個資保

單詛誼

為改善學校無線網路服務品質，自 101 年

起投注經費改善網路基礎設施，提升訊號涵蓋

率為原有4倍以上，並建賣國際網路專屬線路，

舒緩校圍網路出國璽塞現象;及建費 i輿雲平

台提供各項雲端服務、建置全校單一簽入系統

等，讓校園資訊網絡益加完善。

另為因應個資法的實施，本校 101 年 3 月

開始導入「個人資訊管理系統J (PIMS) ，在

101 年 12 月 27 日行政單位取得英團標準協會

BSI0012 認證，成為全國第一所通過個資保護

認證的大學。今年 8 月行政與教學單位全數通

過 BSI0012 認證。開全國學術單位之先，也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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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第一方認證規模最大的單位 o 本校與教育 (僅次於台大與成大)

部合作建置「教育體系個資導入交流平台」 遠見雜誌 í2013 企業最愛研究所」調查，

與圍內各校分享成功經驗，除研擬各學校所需 本校在公立大學的排名中，從去年的第九名躍

的共同性規範與程序、開放各公立大學校院下 升至今年的第四名，領先政大、清大，僅次於

載個資文件外，亦提供熱線諮詢與電子信箱服 成大、台大與交大，本校碩士畢業生表現獲企

務 o 業主青睞。

八、改善校園硬體建設，提供優質學習環境 十、強化教學及營造校園人文藝術環境，培育

為提供師生優質教學研究及學習環境，
新世代興大人

近年推動之興建工程中，國際農業研究大樓、 學生為教育的主體，大學欲臻於頂尖，實

人文大樓E於今年完工，應用科學大樓預計於 需教學與研究雙管並進，為提升本校整體教學

103 年完工，將可增加 5 萬多平方公尺使用面 成效，近兩年學校陸續推展多項新措施，包含:

積，興建經費合計近 14 億元，其中教育部補助 實施大一國文改革，重編以生命教育為中心之

5.2億，餘近 9 億完全由校務基金自籌。 教材，強化學生閱讀書寫能力，此獲教育部高

學生宿舍新建工程，自 97 年委託規劃設計 度肯定:參與教育部推動大學教師多元升等制

監造後，面臨公開招標流標導致工程延君的困 度試辦計畫，研擬可以教學等多元方式升等，

境，特成立專案小組積極處理相關問題，目前 認可老師在教學上之貢獻:召開全校教學提升

已重新敢動男女生宿舍新建案，總計需把注校 研商會議，研商出系所整合、課程結構調整等

務基金約十二億元，新增約 2JOOO 床位，希望 多項共識;設立興人師獎，由學生票選教學認

可以早日完工，以提供學生良好住宿環境。 寞之教師，具體反映學生之需求與偏好，獲得

學生餐廳部分，因本校現有學生活動中心 校內師生同仁與校友們的肯定與認同。

於民團 69 年興建，當時學生 4千多人，現在學 本校定期舉辦大型音樂會、科學展(昆

生成長到 1 萬 7 千多人，學生活動及用餐空間 蟲展、蘭花展)、書畫展及各式藝文展覽，邀

均嚴重不足。為改善整體用餐環境，提出學生 請師生及社區民眾共襄盛舉，好評如潮。兩位

第二餐廳的規劃，已於 101 年 12 月第 64 次校 圍內藝文界大師更將在令年校慶期間猩本校表

務會議通過，地點選定摩斯漢堡旁原外勤班駐 揚，著名詩人鄭愁予先生當選本校第十七屆傑

地。本案將依廠商興建經營模式辦理，以減輕 出校友，國畫大師歐豪年先生獲頒名譽文學博

校務基金負擔。 士學位，大師風采風靡學子，未來本校將持續

九、學俯表現位居圍內頂尖，畢業生表現撞企
營造校園人文藝術環境，陶冶師生身心，培育

專業與人文並重之新世代興大人。
黨主青睞

本校入榜世界三大最具影響力之全球性大 íLetls make a di長rence.J 是李校長常用來

學排名， 2013 年 íQS 世界大學排名」本校E 期勉教職員生的一句話，當每個人都能多一點

洲排名第 95 、 2013 年「泰唔士高等教育世界大 創新、多一點付出，整體的校園工作與學習文

學排名」本校亞洲排名第 92 、 2012 年「世界大 化就會跟著一起改變。在少子化、高等教育市

學學術排名」本校「工程/技術與電腦科學」 場競爭激烈等內外在環境變遷的挑戰之下，中

與「電腦科學J 2 個學科入榜。重要科學指標 興大學需要更多的革新與成長，如同李校長上

(Essen也1 Sdence Indiαto耳 ESI) 前 1%領域數， 任峙的願景「期許興大成為推動中台灣地方發

也從獲得頂尖計畫前一年 (2005 年)的 4個增 展的關鍵力量J '我們相信李校長與其行政團

加為今年的 11 個，目前領域數已是全國第三 隊也將成為帶動興大向前邁進的關鍵力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