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 國立中興大學 2015第19屆傑出校友

陳世雄
農藝系 69 級 / 土壤所 76 級

經歷

特殊事蹟
01.2005 年任中興大學總務長時，創造第一所生態多樣化有機大學。

02.2008 年創立台灣有機產業促進協會，針對農業生產者、驗證稽核員、消費者、進

口及零售業者等，舉辦各式講習研習活動，共計 85 場，參加學員人數超過 4,000

人。

03. 連續 6年接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委託及補助，共計執行 16 項專案計畫，

協助推動臺灣有機產業發展，迄 2013 年 10 月底有機驗證面積達 5,864 公頃，較

2008 年底之 2,356 公頃，增加 1.48 倍。

04.2010 ～ 2014 年任明道大學校長，以培育「綠領人才」為重點目標。校內皆是太

陽能、風力發電、氫能示範點，提出「綠能、有機、健康」作為學校發展方向。

01.2010/09-2014/08 明道大學校長 

02.2013/05-2014/03 日本新潟產業大學

客座教授 

03.2009/08-2015/07 明道大學講座教授

04.2007/02-2009/07 明道大學精緻農業

學系教授

05.2007/01-2014/01 台灣有機產業促進

協會創會暨第一、二屆理事長

06.2004/08-2007/01 中興大學農藝系

教授兼總務長

07.2002/08-2004/11 中興大學農藝系

教授兼系主任

08.2000/08-2000/09 日本大學植物資源

學系訪問教授

09.1993/08-2002/07 中興大學農藝系教授兼

農業試驗場場長

10.1994/08-1995/01 美國 Auburn 大學農藝及

土壤學系訪問教授

11.1987/08-1993/07 中興大學農藝學系副教授 

12.1980/08-1987/07 中興大學農藝學系助教 

13.1975/02-1977/10 嘉義大學校長室技正

14.1972/09-1975/02 台灣省政府農林廳農產科

技佐

現職
01. 南華大學自然生物科技學系講座教授

/科技學院院長

02. 中華民國農業教育學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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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感言
　　善盡知識份子的社會良知

　　我 1966 年嘉義農專農藝科畢業，高考及

格，服兩年預官役後，分發農林廳服務，1974

年到嘉義農專校長室服務。1976 年保送到母校

農藝學系進修，歷經糧食作物研究所碩士班，

土壤學博士班。感謝當年母校師長們的指導，

讓我的專業素養能夠在後來的教學研究工作

上，應付綽如，行有餘力，在學術及行政上也

能貢獻所學。

　　我特別要感謝朱德民教授，他當時是系主

任，指導學生選課，一點也不馬虎。大四親自

帶專題討論，要求極為嚴格，也許我的報告受

到老師賞識，畢業後讓我留任助教。讓我跟母

校有不解之緣。朱老師是我最尊敬的教授，治

學甚嚴，且嚴以律己，高風亮節，實在是師表

典範。一個好老師，不只是專業學問服人，更

重要的是品德足以教範，這一點朱老師當之無

愧。

　　我曾任母校農學院秘書 6 年，農業試驗場

長 5 年，農藝學系主任及總務長各 2 年半，其

中半年重疊。明道大學講座教授 9 年，其中 4

年擔任校長。目前為南華大學講座教授兼科技

學院院長，同時兼任中華民國農業教育學會理

事長。我是一個工作狂，從事行政教學研究數

十年，沒有休過一天假，更不用說一年的教授

休假。參與國科會、教育部、農委會、中醫藥

委員會研究計畫，指導國內外碩士生博士生數

十人。發表論文超過百篇，每年國內外各地演

講數十場。我在母校總共服務 28 年，經歷許

多工作，備嘗酸甜苦辣，每件事都全心全力投

入，最後總是圓滿完成。最難以忘懷的是幫學

校討回價值二十億元的財產，農業試驗場 7.4

公頃土地。面對官僚體系奮勇抗爭，經過相當

冗長，橫逆打擊接踵而來。其間辛苦鬱悶，則

非當事人難以體會。但如今「回首向來瀟瑟

處，」居然感覺，「也無風雨也無晴。」

　　1997 年接任母校農業試驗場場長，積極

推動有機農業，自外界爭取超過一億元經費，

興建學生宿舍、國際會議廳及 GMO 實驗樓。使

母校農場成為國內示範有機農場。場長五年任

內，建立有機農業的教學研究推廣團隊，辦理

有機農民及驗證人員訓練講習班，培養國內有

陳 世 雄 校 友 照 片 登 於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Organic Agriculture Movement( 
IFOAM) 雜誌封面 (2009)

陳世雄校友組自救會，撤銷霧峰土地區
段徵收案，幫學校討回價值二十億元的
7.4 公頃農場土地 (1999)

陳 世 雄 校 友 受 外 交 部 之 託， 邀 請 IFOAM 會 長
Katherine 訪台，拜會蕭萬長副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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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生產者及驗證人員。

　　2002 年擔任農藝學系主任，建立中草藥的

教學研究團隊，執行教育部中草藥生物科技教

育改進計畫，爭取補助數千萬元，設立四個中

草藥核心實驗室，舉辦數十個暑期講習班及學

分班，並成立中草藥學程。培訓甚多中草藥專

業人才。並帶領跨院系中草藥研究團隊，執行

國家型研究計畫「板藍根種源、有效成分、藥

理學與基因體學的研究」，獲得多項專利，發

表論文無數。主持衛生署「本土中草藥選種育

種及 GAP 栽培研究」、農委會「有機農田雜草

整合性管理之研究」、「輔導有機農業經營」、

「國際有機農業論壇」、教育部「中草藥生物

科技人才培育」等計畫。並共同主持教育部「自

然生態學習網」計畫，建立自然生態專家團隊。

帶領全國各地大中小學推動有機校園。

　　2004 年擔任總務長，建立有機生態校園工

作團隊，創造全國第一所生態多樣化的有機大

學校園，推動有機校園理念。並整頓採購營建

風紀，提昇營建效率，榮獲教育部記大功獎勵。

整理文書檔案，榮獲行政院優等金檔獎殊榮。

　　2007 年 2 月自母校退休，轉任教明道大

學。辭卸行政工作，更有餘裕投入有機農業之

研究教學與推廣，推動台灣有機產業國際化。

2007 年 12 月，IFOAM 受到中國壓力，在瑞典

召開之世界理事會通過將我國會籍名稱由「台

灣」改為「台北中國」。我透過全球有機農業

界的影響力，利用談判與施壓，終於在 2008

年 3 月 IFOAM 世界理事會，將我會籍名稱由

「台北中國」改回「台灣」，成功守住台灣國

際尊嚴。這是在 NGO 外交史上一大勝利。並於

2008 年 12 月邀請 IFOAM 新任會長 Katherine 

DiMatteo 到我國訪問，蒞臨台灣有機產業促進

協會會員大會，發表專題演講。

　　2008 年於明道大學創立台灣有機產業促進

協會，擔任第一、二任理事長，全面推動台灣

有機農業發展。也兼任中華永續農業協會、農

業氣象協會、台灣茶協會、及台灣社群關懷協

會理事。在我和有機界朋友努力之下，農委會

通過每年 11 月 11 日為全國有機農業日。每年

舉辦全國有機農業日活動，鼓舞消費者參與有

機農業運動，成效卓著。

　　2010 年擔任明道大學校長，定位明道大學

以培育『綠領人才』為目標。提出「綠能、有

機、健康」作為學校發展方向。大幅提昇明道

大學註冊率，提昇教學研究水準、能見度和學

術聲望，成立國學博士班。畢業生就業率全國

私立大學第三名 ( 不計前四名醫學院 )，用心

營造潔淨能源的有機校園，同時推行校園餐廳

有機健康飲食。組成「百所高中職校有機生態

校園聯盟」，透過聯盟建構有機校園。2014 年

擔任中華農教學會理事長，帶領全國 24 所農

業高校推動農業教育改進。

　　目前我們的國家，許多毫無節制的貪婪財

團，和沒有羞恥心的政客，正在污染我們的環

境，破壞我們的生態，蠶食我們的經濟，拆解

我們的社會，毀滅我們的未來。美國民權運動

領袖金恩曾說：「這社會最糟糕的，不是壞人

太囂張，而是好人太沉默。」我們社會大多數

是好人，可惜大多數好人選擇沉默。其實「沉

默不是中立」。我們看到許多自以為聰明的官

員和財團負責人，不好好為人民服務，不善盡

企業責任；反而官商勾結，違法亂紀。官箴不

彰，治安敗壞，政府貪污腐化，有如滿清末

年。有這樣的官員商人，國家不可能進步，這

些人只會讓國家沉淪，讓人民痛苦。所以，英

國 Samuel Smile (1859) 在「Self Help」一

書說 :「人民的性格決定國家命運。」推動社

會文明進步的主要力量，不是人民的聰明才智；

而是人民的性格：「自尊、自重、勤勞、堅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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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本當年在英國只賣出 20 萬冊的書，中村

正直的日文翻譯本居然賣出超過 150 萬冊，徹

底改變日本人思想和性格，促成明治維新成

功。120 年前甲午戰爭，日本打敗中國。

　　Self Help 書上說：人民不應該依賴政府

和法律，因為『法律不可能讓酒醉的人變清醒；

法律不可能讓奢侈的人變儉樸；法律也不可能

讓懶惰的人變勤勞。』所以偉大國家的人民習

於自尊自助。『任何在心靈上已經成為奴隸的

國家，是不可能因為統治者或制度的更換，而

得到解放。』台灣長期受到殖民國家及外來政

權統治，人民受到高壓統治教育，更受到白色

恐怖陰影竉罩，心靈受到高度禁錮奴隸。台灣

人心靈如果無法開放解脫，就不容易成為一個

偉大的國家。

　　所以，教育最重要的部分，是在培養學生

的性格。如果全國學校能夠持續努力，讓全

國國民都能養成獨立自尊的性格，相信未來將

足以改變國家命運。『高尚的人民得到高尚的

統治，無知的人民則得到無知貪腐的統治。』

我鼓勵大家一起來改變這個國家，改變這個世

界。『只有那些瘋狂到以為可以改變世界的人，

才能改變這個世界。』我們當老師的人，不該

妄自菲薄，只要我們教過的學生中，有人因此

正面改變他們的人生，改變這個社會，就是一

個成功的老師。

　　從事教職一輩子，我一直堅信：「當老師

是一種特權，因為擁有這種特權，所以有權

力教育別人的孩子。」因為當老師擁有這種特

權，所以老師必須比別的行業具有更高的道德

標準，更大的責任感，更多的愛心和耐心。才

能培養出通情達禮、負責任，有獨立思考能力，

且懂得尊重包容、善待他人的「國際公民」。

　　承蒙母校頒發傑出校友，深感榮幸，也覺

得不敢當。自問一生工作，實在沒有特別傑出

之處，頂多只是盡心盡力，「善盡知識份子的

社會良知」罷了。一流大學需要的不只是一流

師資和研究人員，也需要一流行政人員配合。

值此母校創校即屆百年，薛富盛校長積極帶領

母校向上提昇時刻，期許全體師長同仁，都能

戒慎勤奮、堅持理想，貢獻心力，協助母校成

就一流大學的目標。

陳世雄校友遊阿拉斯加 (2014) 陳世雄校友偕夫人遊北歐 (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