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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要/事/蹟

﹒彭校長在母校，國立中興大學任教二十年，先後擔任農業經濟研究

所所長、農學院院長、校長，美國加州大學 (UC，Davis) 訪問教

授，參與多項國際研討會與研究計畫。首先後獲得教育部優良教師

獎、國科會優等研究獎、農委會優良農業人員獎。

﹒擔任行政院農委會主任委員。任內完成加入WTO中美雙邊農業談

判;成立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與漁業署;完成畜牧法之立法，為中央

畜產會奠定法源;有效控制口蹄疫疫情;完成動物保護法立法，確

定寵物登記制度。

﹒擔任國立中興大學校長，積極爭取中興大學圖書館災後重建預算

7億元之編列，奠定今日美輪美負圖書館之興建，成為中興大學之

新地標。先後擔任環球技術學院校長及亞洲大學副校長。

自從在 55年進入中興大學水土保持
系唸書，再加上在母校服務，前後在中

興大學的時間長達 26年頭之久，人生有

多少個 26年?今年獲得母校傑出校友
獎，回顧往事，頓時感觸猶多。

民國 55年新竹中學畢業後，考進中
興大學的第一志願就是水土保持系。民

國 59年水土保持系畢業後考入母校農業
經濟研究所， 63年畢業，曾服務經濟部

物價督導會報擔任科長一職，之後前往

農復會農經組，擔任技士三年，在農復
會保薦下赴美國伊利諾大學攻讀農經博

士，回國後回行政院農發會服務五年，

因中興大學母所有缺而受聘回母校任

教，先後擔任過所長、農學院院長、校
長等職。並曾借調擔任行政院農委會主

任委員兩年七個月。在 91 年依政務官退
職條例辦理退休，擔任過環球技術學院
校長及亞洲大學副校長，目前擔任中州

技術學院校長迄今。
立定目標全力追求，必定有成

既然水保系是我考進中興大學的第
一志願，為何水保系畢業以後馬上轉念
農經研究所呢?當初唸中興大學時，我

就立下志願: I 我一定要拿到博士」
但因家境不允許，家父負擔不起我出國
深造的費用，加上水保系當時並未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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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因此，為了要念研究所，我在
大三時毅然決然前往農經系旁聽課程，

準備考研究所。皇天不負苦心人，順利

考上農經研究所就讀。
研究所畢業，到經濟部物價督導會

報服務，後又再至農復會擔任技士。我

當時轉任農復會服務的主要原因，除了

農復會是學農的學生最嚮往的就業機關

外，就是在於農復會是美援機構，對人
才培育相當重視，每年都有保送傑出年

輕人出團深造的制度。因此在農復會任

職屆滿三年後，就報名參加保薦計畫

(TA project) 之考試，並以第一名成績赴
美國伊利諾大學進修，攻讀博士學位，

於民國 70年取得博士學位回國服務。

機會，永遠給已準備好的人

民國 85 年 5 月，在我擔任興大農學
院院長只有 9個月，為何會臨危受命接

任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回想起

來，就是「機緣」加「努力」吧。
85 年 3 月台灣爆發前所未見的豬隻

「口蹄疫 J '使台灣農業損失將近

3，000億元的產值，同時撲殺豬隻近

400 萬頭。當時主委邱茂英先生為負起政

治責任而辭職。 85 年 5 月 13 日是個週

末，上午九點半左右，當我正準備從院

長辦公室到行政大樓參加校務會議途



中，突然接到行政院連院長辦公室的電

話，要我用最快的方式趕到台北院長辦

公室，院長要約見我。我即搭最近的飛

機趕到院長辦公室，院長已在辦公室等
著我。談話中，他希望我接任農委會主

委一職。
當時真是晴天霹靂，我本身到學術

界已經很久的時間，而農業又正值動亂
時期，口蹄疫蔓延幾近無法控制，而立

法院對「農地開放自由買賣」的議題爭

議不休，因此我連續四次婉謝連院長的

好意。但院長非常誠意的解決我所提的

疑慮與困難，我若是再拒絕就不識抬舉

了，因此就硬著頭皮答應接下來，三天

後就隻身北上就職。現在回想起來，當

時膽量還真大。
1.口蹄疫事件:

台灣一直是非口蹄疫疫區， 85年三

月台灣因走私大陸仔豬，將病毒傳入境

內，瞬間台灣即成為口蹄疫疫區。 85 年

五月在疫情擴散之際，個人接下農委會

主任委員職務。為統一防疫檢疫事權，
強化動物防疫體系，上任第一件事馬上

成立「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J ;完成「畜
牧法」的立法，並成立「中央畜產

會 J '完成「養豬產業白皮書 J '勾勒
出未來產業發展。在農業相關部門齊心

努力下， r 0 台灣」病毒口蹄疫在半年
即獲控制，豬隻全面施打疫苗，獲得良

好成效。歷經將近十年，目前台灣養豬

事業已進入「未打疫苗無疫情」階段，
一年後即可恢復口蹄疫非疫區國家。

2.農發條例修正案

個人一向主張在落實農地農用的前

提下，開放農地自由買賣，以引進技

術、資本及人才，讓台灣農業能科技
化、現代化、企業化地發展。兩年多的

主委任期，農發條例是我最為重視、出
力最甚的政策。因為農地政策的改變，

其所影響的範圍大廣、牽涉的利益大

深，一旦做出錯誤的決策，輕則造成稅

賦不公、圖利他人，重則種下歷史的禍

根，讓後代萬世子孫蒙受其害。

農委會在八十五年六月研擬「放寬

農地農有、落實農地農用」的農發條例

再修正案時，就主張開放農地自由買賣

時，農地管理必須採分區管制，新購農

地不可興建農舍，否則就如同打開「潘

朵拉的魔盒 J '後患無窮。農地將成為
不用繳稅、最低建蔽率的建築用地，農

地也將慢慢流失，真正的農民將是最大
的受害者。

堅持真理，愛心對世，隨份報國

剛上任時，國民黨的理念與我相

同，但由於國民黨 2000年之總統大選選
情不樂觀，為了選票，高層只是表面地

支持，這項理想無法維持，黨中央只好

選擇妥協，我的主張因此被迫如同孤鳥

單飛。我認為政務官重視的是其理念與

價值觀，若政策無法符合其理念，在位

亦相當痛苦。所以我為了對歷史負責，

表現政務官的風範，乃毅然決然辭卸主
任委員的職務，回到學術界擔任教職。

個人辭職的舉動，引發媒體及大眾
的關注與共鳴，雖無法力挽狂瀾，但也
因此造成行政部門在訂立新的農發條例

修正案，對興建農舍以較嚴謹的態度，

做出有條件的限制，立法院再審議此法

....88年1月陪同院長訪問多明尼加參加總統國宴時

與行政院閣員合影



案時，也能多所節制。但卻無法阻擋農

地零星地流失，成為新興的、不用繳稅
的變相建地，造成農業生產力的傷害、

公共資源的浪費及農產品的污染。當今

農業衍生的問題，都是源於農地問題，

令人遺憾。
林語堂先生撰的「蘇東坡傳」是我

很喜歡的一本書，東坡先生才華出眾、
豪氣、灑脫、豁達，有學者的傲骨及佛

家的坦然，對人世充滿了愛與關懷，對

事嚴肅卻以頑皮之心笑看人生，對事生
氣卻無法恨別人，自認怨恨是無能的表

現，他從來不知道無能是什麼，一生顛

沛流離，卻從來沒有私怨。

在東坡先生的眼裡，世上沒有壞人
也很少恨別人，但一有不滿卻必一吐而

後快。東坡先生一生堅持真理，從來不

因自己的利益或輿論的潮流而改變方

向，直言敢諜，勇於批判。他活在糾紛

送起的時代，難免變成政治風暴的海

燕。東坡先生仁慈慷慨、不知道如何照

顧自己的利益，對同袍的福祉倒非常關

心，老是省不下一文錢，卻自覺和帝王

一樣富有。對人世，他有佛家不沾著的

灑脫。膽炙人口的前後「赤壁賦 J '充
分道出其揮灑的人生觀。

...88年8月陪同蕭院長訪問馬其頓時

與行政院閣員合影

東坡先生是一個以愛心對世、以才

氣悠遊於人間、勇於任事卻安於困頓之
人，他的精神常給我很多的鞭策，尤其

在從政的歲月裡，我常告訴自己，要以

宏觀的心，堅持原則與主張，權利推動

政策，為歷史負責，這是我在政策上多

所堅持的原因。政務官是階段性的職

位，在位一天，我全力以赴，實現理
念、落實理想。任務結束時，回到自己

原來的樹位，只希望，回首來時路，俯

仰不愧於天地問。
故事好壞不在長短內容才是關鍵

84 年 8 月上任擔任農學院院長時，

我一直認為「一所好的農學院，一定要

有非常現代化的實驗農場」。院長任
內，建構北溝農場圍牆，當時的場長是

葉茂生教授，設立實習商店等。但我借

調至農委會擔任主任委員時，繼續由農

委會補助農場下列各項設施之興建，完

成我理想中的大學實驗農場。
1.85 年補助 1200 萬元新建學生實習宿

舍，可提供九十人住宿。

2.86 年補助 1000 萬元建立轉殖基因作

物隔離觀察溫室工程。

3. 86年補助實習商店冷凍、冷藏設
備，董國昌任店長職務。

4.87年補助 4200 萬元興建可供 400 人
使用之國際會議廳。

5.88年協助成立獸醫學院， 89年確定
補助興建獸醫學院「動物疾病診斷

中心 J ' 91 年 3 月落成啟用。
民國 90年 10 月，我上任擔任中興大

學校長，任內我的團隊確立了許多現在
母校大家津津樂道的關鍵建築物與重要

發展方向。

1.重建中興大學圖書館:

90年擔任校長時，爭取 7億元
921 重建基金，重建圖書館及食科大樓。

感謝總務處同仁漏夜編列預算，將中興

大學之重建經費列入重建預算科目，歷

經三任校長，終於完成圖書館的興建，



成為中興大學的新地標，更讓全校師生
有一座嶄新的研究園地。

2.開辦跨年晚會:

為打破本校保守的校風，我要求當

時的學務長劉正義，鄭經偉任課外活動

組組長，在短短的一個月內籌辦「跨年
晚會 J '我們以「炸掉圖書館」為文宣

題材，第一年就吸引數萬人參加跨年倒
數計時，造成校園周遭大塞車，轟動一

時，現在已經成為本校最重要年終活動

之一。其參加人數不亞於東海大學的聖
誕晚會，或逢甲大學的跨年晚會。

3.設立學校logo : 
為提高本校之社會形象與向心力，

我請校企組組長萬鍾汶教授邀請劉正義

教授得兒子幫忙設計本校的新 logo 。我

也邀請「毛筆博士」陳欽忠教授，以行

書撰寫「國立中興大學 J '成為本校校
名之統一標示，加上 logo '已成為現今
代表中興大學的象徵。

教育大計，關係國之存亡

大學是培養國家優秀人才的搖籃，
也是發展文化，促進社會進步的原動

力。大學必須堅持學術研究的自由與獨

立，同時，大學更是激發學生獨立思考
與自發精神，養成學生關心社會與服務

社會的氣質、帶動社會主流價值、開發

新知識領域、孕育新思想與文化、驅動

社會進步與發展的學府。

....96年6月彭校長與中興大學簽訂學術交流合約

個人先後擔任中興大學、環球技術
學院及中州技術學院校長職務。高教體

系與技職體系性質不同，前者注重學術

理論之探討與研究，後者則以技術與技

藝傳授為主;學生來源亦不同，各司所

職，悉為國家培育各種人才，促進經濟

發展，維護文化價值，廣續歷史傳承，

造福人類。

目前國內有 195 所大學院校，大學院
校的門檻不斷降低、把關日益寬鬆、素

質江河日下的局面下，教育部對大學之
「退場機制」必須妥善建立;換言之，

若學校辦得不好就應該淘汰，以提升學

生教學品質，而非讓學校一味追求學生

數量的增加。
就技職體系而言，政府應針對目前

及未來產業發展所需要的中層及基層技

術人才，做周密而準確的調查與預估;

衡酌從高職到技術學院與科大的既有師
資、設備、教學重點、特長領域，有計

畫地進行評鑑，選擇其中條件卓越者，

給予豐厚誘因，有效引導，理論與實務

並重，導入技職教育正軌。以先進的設
備、優良的師資、務實的建教合作制

度，配合優厚的獎助學金、光明的前

程，讓富有此方面潛力及興趣的學生，

有發揮的園地，為國家競爭力提升而奮

門。

~96年10月彭校長與頂新集團魏應充副董事長簽訂產學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