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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詩華先生六+三年畢業於土攝系，六+七年畢業於農經

所﹒曾任本校農經系(所)主任、細讀長及慶賀學院院長及申州

鼓術學院講座教授兼教務長、行政副校長﹒目前為申州技術學院

講座教授、教育部學術書讀歪員會畫員、台灣糖業公司董事、台

灣農村鐘展規劃學會理事長﹒畢業後，經國科會薦送赴日本國立

九州大學深造﹒撞得博士學位，專供賣業經營、廣村規劃、土地

經濟及實民組織等學術領慨。對台灣廣地政策﹒利用典管理、 R

村整體規劉、農民組鶴發展、休開農業規圖與蟄展等學術領攝之

理論與實務研究，貢獻良多。鄭校友學術著作豐富曾盧國科會優

等研究獎、相關學會學術著作餐及農委會優秀農業人員獎、團立

說陵高中傑出校友、本校土頭系傑出系友等多項獎勵﹒

簫校長、柯理事長、黨副校長、簣院長、各位師

長及同仁、各位學長及學弟妹:

我是民國六+三年畢業於母校土壤系{混為

土環系}及民國六十七年畢業於母校農業經濟研

究所謂士班(現為應用經濟系}。圖書館對裁來說

是一個很熱憊的地方，不過這一次站在這裡，心

情卻大有不同，剛才接下傑出校友的變座，頓時

議事是覺得惶恐不己，過去有6年的時間我都是選

擇別人當傑出校友，讚備他們的傑出表現，現在

自己受獎，覺得有些慚愧不敢當，尤其是我自己

覺得才讓有限，德行亦無特別敏人之處，今天能

夠鑽獎實在是個人服務母校及社會時，許多人給

我指導、包助之功。不過，我還是首先要感謝自

我民國五十九年進入母校土壤系以至現在，整整

三+八年來，故導我、愛護我、協助毅的師長、

同仁及校友們。尤其我是在民國七+三年自母校

准薦獲得國科會的獎助，二年留鵬留斬、二年留

職停薪，前往日本國立九州大學道修晨業經營博

士學位，回母校復職後除致力~農業經營、農村

總劃的教學、研究及推廣服務工作之外，曾經在

母校祕書畫、被發會辦公室{現為研讀處)服務，

後又擔任本校第26任總務長及農業經濟學系(所}主

任，二年十個月期間經歷三位校長，當時正是九

二一大震災災後一年，有大約三分之一災後安置

及絕大部份災後重建的工作，在全校師笠、同仁

的努力下，艱辛地完成了三大重建工程(包括圖

書館、食生大樓、語言申心)及多項重大工程，

總經費超過+二億元，同時建立並緝劃寶路多項

制度，其中包括社管院大縷興建教育部補助經費

的核定。其後灑得母校聽資學院自由生及同仁的多

數肯定及支持擔任第21任院長，在三年的院長

任內，在教育部首度總體教育評鑑中撞得佳績，

另外也積極推動教學、研究的提昇，使得母校農

學研究進入世界掰名110名以內，~爭取了不少

經費(例如動植物防疫償援大權、黨務林場原生

植物解說館工程的經費) t 在此要特別感謝農委

會及林務局的經費鋪助。農賣學院每年產學合作

經費高達六億元，對台灣及國際農業的發展貢獻

良多。慶賀學院整體而言，能夠在"傳統中追求

創新、穗定申追求進步H t 個人覺得相當感澀與

欣慰。

今天，還是蝕了感恩之外，我想最重要的是，

哉有幾點感想想要和在座的各位同學共同勉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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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立志作大事，人生以服務為目的。古人有

云，志乎上，得乎中。孔子亦云:吾.小

子，不狂也狷:狂者有所為，狷者有所不

為。裁覺得為人都要有有所為有所不為，

為所當為的簡噪，而且不以善小而不為，

不以惡小而為之。

第二、讀好書、做好事、做好人。讀書破萬卷，

下筆如有神﹒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做學

問要學貫中西，通曉古今，做事要按部就

班，做人首要誠意、正心，而後才能修

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第三、要闖闖I~駒，培華園隙觀。涓滴成河，海

納百川。期望各位同學將來都能成為一個

術德兼修、科學與人文皆備的國家棟懷、

社會申里。

最後，我還是要感謝推聽我發110此次傑出校

友選拔的土環系莊作權教授﹒半年前推薦裁時，

我一直推辭，裁極力推薦在座的責盤銘學長，他

是我們土環系的傑出系友，不過後來系友會及系

務會議一致決議誰聽質學長及我兩人，如今雙雙警

鐘得肯定，也代表土還是系的光榮。也謝謝母校本

屆傑出校友選拔餐員會各位委員的肯定。我是申

興人，永遠的中興人，我以身為中興人為榮。最

後﹒再次感謝師長的教誨、同仁的支持與協助，

並祝褔母校校運昌隆，同學們學業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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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霉..聽.u.獵人員，像

出身農家的鄭詩華教授，畢業於母校土壤系

及農經研究所，以建設島村、增進農民造祉為人

生志業，研究範疇遍及農業經營、農地政策、農

村規劃、社區營造、農民教育，在各領城均有亮

眼成績，國內休開農業蓬動發展，鄭詩華教授不

僅是學劃倡導的先驅推手，更實際吾吾與第一線設

計奠基工作，多年來的卓著貫獻，樂獲95年儷

秀農業人員簣，實至名歸，亦曾縈碧藍國科會及相

關學會多項學術獎勵。

都詩華教授大學時就讀土壤系，碩士專攻賀

海經濟、博士則專攻農業經營與農村規劃﹒學術

研究橫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研究領城涵蓋面

極廈。負笈日本國立九州大學取得農學博士後返

台服務，歷任母校農賣學院農經系(所〉主任、農

賣學院院長、中州技術學院講座教授黨教務長、

行政副校長及母校主環系系友會理事長等贈詣，

30年的教學生涯，桃李滿天下，作育農業研究

英才無數。現任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申央〈農

委會、財政部、內政部)及地方〈台中縣、商投縣

)多頂委員會之委員及台灣農村發展規劃學會理

事長、台糖公司董事等職務。並曾護國立武陵高



中第一屆傑出校友獎及母校土撞車系第一屆傑出校

友獎。

賣業轉型﹒因應變周

學術殿堂之外，政府擬定各項農業政策時，

鄭詩華教授深厚的專業功力，多年來一直是農政

單位至為倚重的學界智囊。 70年代﹒台灣經濟

起飛，工業快速發展雖然帶動整體經濟蓬勃，卻

對農業、農村造成巨大衛哩，應對學局，農業政

策有諸多開創性變革，在盟章叢生產體制、農地政

策、農村整體規劃、農民組織重展等各方面，鄭

詩華教授均著力甚深、貢獻良多﹒回顧當年政策

變革的時代背景，台灣農業本質，小農體制，且

係以家族經營為主體，面對工業化浪潮，該體制

需應對三方面的問題。在農業結構上，台灣為土

地利用型且以水稻為主，不同階段消費需求不

同，必須進行謂聾，因此接定水稻田約3-4成需

轉作或休耕:經營型態方面﹒小農生產面積，不

利競爭，必須利用組磁力量擴大經營面積，同時

發展組織經營，雙管齊下 ， 因此推動農業產銷班

及合作農場組織;經營主體上，因鹿村勞動力老

化，如何引進年輕人力以提升經營能力，當時即

是關切重點。

.體親.J ﹒三生並靈

台灣農地小垣塊零散﹒不利犧械化耕作，從

早期推動農地重劃，而後推展農村整體現劃、農

村風說再造工程，鄭請華教授均為重要設計師。

踐自宅，睡研究富嶺、博士生風勘理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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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土珊，震預見友....典里監。舍，眼

農村是有機體，隨著時代變化，機能也隨之改

變。農村規劃方向從早期強調生產，演變到如今

生產、生活、生憊的「三生」並畫，呼應了時代

變化的軌帥，而休開農業的興起、結合農村文化

特色的生路文化村的出現，就農業結構變化而

言，乃自然起斃。

農村生活體系是人類文明的重要資產﹒也是

許多都市人的鄉慰夢士，然而﹒都市的攝張，侵

蝕農村體系勢所難免﹒在都市化發展過程中，總

希望能維讀農村生產、生活及生態環境，因此必

須進行地區總體規劃，否則受都市化影醬，農村

凰觀、傳統生產功能均將遭受破壞，有續密的規

盟，推動才有方向與重點。圍內部份地區成效不

錯，如雲林縣的華山村，新竹縣的照門社區，而

921 地震之後推動的鄉村重建規劃，在南授的桃

米坑、連水、苗栗的雙潭﹒都撞得極佳成果﹒

借鏡日本﹒創造特殊性

圍內農村綜合規劃走向與日本雷同，此因台

灣的農業環境、地理特色與日本相近，而日本經

濟聾展比台灣快，農村早一步遭受衝擊，日本經

驗值得借鏡，但是日本雖然也地窄人憫，但相對

而言，土地面積比台灣寬廣許多，人口密度較

低，多少還保有地區特殊性，而台灣人口集申西

部平原帶，農村環境更種雜、都市化進展更快，

不過幾年光景，不少老島形同瓦解，農村風說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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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更形困難，政府做了很多努力﹒如今民眾已較

有觀念，農村住民也較有保護鹿村體系的意誨，

農村公共設施現代化有其必要，惟建設的同時，

傳統風觀、氣息仍應儘量保存﹒

對~政府新近推動的農村改建計量，從國土

利用的觀點來看，城鄉必須均衡發展﹒而且互相

交流，目前台灣農村地區占6成以上比例，都市

範團持續擴張，形成農村地區的混住化，農民與

非富民混住一起，而純農村與混住地區公共設臨

需求不一蟻，規劃理念也不同。推動集村住宅計

宜的目的，係希望農村土地利用不要過於零散，

或是違反使用，經由集中親劃﹒公共設施的配

置、生活環境的維護將比較完整﹒並可盡量誡輕

對周遭農地生產環境的衝擊，同時藉此機會提升

農村住宅品質。不過，應留意建商以建設農村為

名，卻做一般性的建築設計，如此走向，對農村

環境並無助益。

農黨外交﹒不遺餘力

致力圍內農業、農村贊展外，鄭詩華教授關

心觸角也延伸國外，推動國際問學術與實務交流

不遺餘力，交流對象除了日本、歐美先進國家，

並協助申南美、非洲、東南亞等友邦國家培育農

業人才，舉辦各項研習訓練，推展農業外交，在

兩岸農業交流上他出力甚多﹒成立於民國77年

的台灣農村發展規劃學會，成員皆為農經領據專

家學者﹒現有200多位會員，該學會除從事農經

問題研究，揖供政府參考，劫演智庫角色，並實

暸參與地區農村聾展規劃，如縣市、鄉績級綱要

計量、村里細部計量等。大陸農業﹒種真潛力

鄭詩華教擾積檀香參與學會事務，目前並擔任理事

長﹒歷年來以學會為平台，在兩岸農業交流上多

所用心，曾帶團在西安市j哉囑周邁進行長達3年

的農村規劃研究，對大陸農業畫展現況有深入了

解。大陸農業發展，內陸與沿海差距極大，內陸

因封閉、耕作面積小、設施不足﹒農業發農仍然

M 

與母校，但跟同仁同鐘，讀緣.會影

落後，沿海得之台灣廣業人才揖注，進步神速﹒

平原地帶農業經營面積動輒數百公贖﹒規模浩

大，以大陸幅員之廣、各式氣候區無所不有，農

業單展潛力不容小觀。

台灣農業技術一流，也較為精緻，體質極

佳，可朝雙向發展，其一朝集體經營努力，結合

產銷團隊，擴大經營規模，創設品牌、生產規格

化，以國際市揭為舞台;圍內則著軍有機生產、

休聞農業﹒摧晨在地消費﹒

關懷農黨﹒傳)Jt世代

投身農經研究、教學數+年，鄭詩華教授上

山下海，研究足跡遍及全台各個角落，由北到

商，再偏活的原住民保留區也無一連淆。出身農

家，鄭詩華教授對古早農村文物有著難以言閥的

孺慕之惰，藉由鄉野研究之便，蒐集許多珍貴的

古文物﹒他的研究室猶若古典的農村博物館，陳

列晶頂有耕牛拖型的木頭、封口的竹鐘、稻穀曠

摺器、鄉間小土地公、神農氏雕像，樣機引人發

思占之幽惰。

鄭詩華教授的收藏自申，有一套清朝乾隆年

間編黨、總數33本的「群芳譜」線裝書，內容

為歷代農業投衛、詩歌編集，如同農業的「四庫

全書 J ·獨足珍貴﹒還有一套10本、由日明治

時代農業專家積井敬一所薯的農業專輯，亦得之

下易。農業技衛進展日新月異，但是再先進的技



術也是奠基於前人的努力，鄭詩華教授費心這集

保存古文書的舉錯，儼然有世代傳承的意義，對

農業閱價之惰，不需言詮。

(以上轉摘自豐年年月刊 57卷第17期)

從事興地政榮與融業經營之教學、研究及

推展農村規副工作，買獻卓著

鄭詩華教授培育農業人才、協助農業政策擺

訂、農場經營管理效率之提升、農民組織之健全

等貢獻良多。致力與國外學者團體交流，提升台

灣富農業學術在國際之能見度。長期著力於農村規

劃﹒汲取國外經驗轉換為個人理念。提出具§畫展

性之策略規劃﹒足為典範。

學有專椅，專黨領據有獨到創見

鄭詩華教授出身農家﹒專攻聽業經營學，主

要學備專長為農地政策、農雖經營、農民組織及

農村規劃等，學有專精﹒不但能在學術理論具有

深厚功力，曾撞得國科會等學術團體之多項獎

勵，對台灣農業經營與親劃實務之應用，亦具有

獨到創見，例如農地政策之研擬、休開農業之種

晨、地區農業之推動、農村社區整體之規副、民

宿經營管理制度之建立、農民組織之發展、聽業

經營企業化之提升及農業國際化之促進等，均貢

獻良多。

學衛研究，黨具理論興，務

從事教學、研究及推廣服務工作已有二+八

年，指導研究生投入農業學術研究工作，培育高

深農業研究人材無擻，對台灣農業設展所罵人材

之聲成，功不可沒。在農業教育行政方面，歷任

要職(如農經系(所)主任、農學院院長及學會理

事長、總書長等〉﹒均能以其卓越領導才能及服

務精神，使單位(團體)發揮最大功能。相關學術

研究著作黨具理論與實務，積極推廣研究成果。

出版著作及刊物，撰述多冊經營診斷管理、分析

傑出校友Alumnus

與決策之書作，提供政府、農民組鐵等農業經營

者實務上之應用。興農業相關之專家與學者相互

濤通以傳達其理念，為台灣農業之聾展作出貢

獻，旦長年不斷，始終如一，其能力、精神殊值

肯定。

從事農漁村社區整體規劃，提升環境品質

積極從事台灣民宿村莊與民宿的規劃設計經營工

作，為台灣民宿親劉、設計和經營之先驅:看參與

台灣休閒農業發展與現劃工作，為台灣休開農業

發展奠定良好基礎;推動農漁村社區整體規劃，

提升農村居民生活、生產、生態環繞品質，實現

富麗農漁村之目標。

推動學術交流，促進農業轉型升級從事加

強與便進台灣與國外〈例如日本、美國、荷法、

英德...)之交流，舉辦研討會或過諸國外學者、

專家來台指導與發訪，藉由外國農業發農經驗提

供台灣農業發展之費參考。推動學術交流，多次與

大陸農業相關大學暨研究單位交流，並舉辦研討

會及推動示範區計畫，梅益兩岸農業交流與合

作。協助友邦國家倍育農業人材及發展農業，學

辦中南美洲、非洲國際農業研習訓練，協助東南

亞國家(如泰、路...)發展農業，緯益農業外

交。

(以上轉摘自95年韓秀農業人員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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