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屬於我的興大歲月
專訪中興大學前校長貢穀紳

I . 中興大學前身－台灣省立農學院時期

1944年我自福建省立農學院植物病理蟲害

學系畢業後，曾留母校母系擔任助教兼課外活動

組主任三年。1947年承恩師羅清澤主任推薦，

周院長進三聘我為講師來校服務。我以能在台灣

省立農學院擔任教職與能成為現在的中興人為

榮。

當時農學院，設有先修班。其必修課程之一

的生物學，就是我開始教書的第一門課程。第二

年奉恩師的指示，改上農學院各系必修的植物學，

那年暑假，常赴台北的林業試驗所及農業試驗所

（現已在台中），蒐集台灣有關的植物學教材，編

寫講義，投注不少心力，以為日後還有修改補充

的機會。第三年，指定我改上另一門農學院各系

必修課程的動物學。為了開動物學的教材與實習

材料，常到台中醫院索取人體寄生蟲如蛔蟲等，

在居家附近水溝、學校、市場、海邊……。編講

義與實習指導……真的，忙碌是幸福的，我從實

際的工作中獲得書中所未記載的，何況我教過的

學生也是我的，這份濃濃的師生情誼，只有我有。

植物病蟲害學系有三年級學生時，必修有經

濟昆蟲學、殺蟲藥劑、害蟲防治、昆蟲生態學，

外系選修的有農業昆蟲學、農業藥劑、昆蟲與植

病、養蜂等等。我都有上過，但都為期不久。

在此期間，研究工作側重在稻作及果樹蟲害

方面，尤以稻作蝜害及香蕉假莖象鼻蟲生態與防

治研究，最感興趣，亦最具成果。

承全院師長愛護，於 1956年一月院內升等

我為教授，並於同年三月二十九日，赴美國維斯

康帝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進修，因於教育

部升等審查會開會前，已離台赴美，限於規定，

暫予擱置。及至 1858年春，我完成昆蟲學碩士

及植物病理學碩士回台灣後，始審查通過為教授，

獲頒第一九八號教授證書，深以為榮。

回校後，除擔任教學工作外，仍以稻作蝜害

及香蕉假莖象鼻蟲的生態與防治研究為主。

1958年秋，我很幸運，有緣參與陽明山革

命實踐研究院第一期台灣省建設問題研究會，當

時的省議會議長謝東閔是我參加的那一小組的組

長。當時的 73位議員，全是參加第一期台灣省

建設問題研究會的，被分散在各小組討論有關問

題。為期雖僅一月，但彼此間，情誼之深，勝如

兄弟姊妹，對國事省政了解程度等得益良多，對

我個人事業發展，影響尤鉅。

當年，亦常奉王志鵠院長指示，參與農業教

育學系舉辦的各項活動。經寒暑假舉辦的農校校

長、教務主任、農場實習主任等各班討論會後，

對當時台灣農業職業教育概況，已有相當了腳。

始於 1959年八月，正式接受王志鵠院長頒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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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教育學系主任之職，對我來說是一項挑戰，

也可算是我個人事業的開始。

農業教育學系是 1955年秋為台灣唯一培育

農業職業教育師資設立的學系。在校修讀四年，

在農校教學實習一年，共計五年畢業。學生為全

公費，接受美援計畫，並有美籍顧問駐系參與作

業。首任系主任是閻若敏珉教務長兼的，為期不

久。第二任主任為閻輔德教授，經其經新闢劃，

制訂各有關規章、建系辦公廳，學生宿舍、教室、

實習場所……奠定良好基礎。我參考世界各國訂

定可行於台灣的一套農業制度，亦被當局採納，

並為農校編印適合時空的彈性教材、實習手冊、

幻燈片、推廣農機具，促進台灣農業科學化，除

編印有關各類小手冊以介紹農業新知與科技外，

並定期發行內容頗為新穎充實的「農業職業教育

輔導月刊」。聘請農校優良老師巡迴示範教學，

寒暑假舉辦各種研討會等，因此結識不少農業教

育界先進，也更了解台灣農業教育的癥結所在，

各類建議，亦多被有關部門採納推行。畢業學生

亦多能在工作崗位盡心盡力盡責，頗得各界好評，

堪以告慰。如今農業教育學系雖不存在，但在本

校發展史上，則佔有不可磨滅的一頁。

1954年秋植物病蟲害學系，奉准分設植物

病理及昆蟲兩組教學。1960年奉准提升為植物

病理學系，及昆蟲學系兩獨立學系。

首任植物病理學系主任，仍為羅清澤教授，

秉性耿直、認真負責、熱心教育，關懷學生。氏

受其教導，無不懷念感恩終身。

首任昆蟲學系主任張書忱教授，為昆蟲學界

前輩。採集昆蟲，跡遍全省，尤以天牛類科之標

本，最富盛名。惟接主任職後不久，即被遴派赴

美國進修。

I I . 台灣省立中興大學時期

1961年七月一日，合併原有省立農學院及

原省立法商學院，並增設理工學院，定名為「台

灣省立中興大學」。以原省立農學院院址為校本

部。農學院興理工學院設在校本部，法商學院仍

在台北原址。

首任校長為林致平博士。首任中興大學農學

院院長為李慶麐博士，承其推薦，被林致平校長

頒聘我為昆蟲學系主任一職，同時我也辭退了農

業教育學系主任的聘函（因為當時發了兩個系主任的

聘函，都未接聘。）後因張主任赴美進修後，林校

長一再托恩師羅清澤說項，始接昆蟲學系主任職。

我在農業教育學系系主任任內，也有協建昆

蟲學系及植物病理學系兩系系館計畫，接昆蟲學

系主任後，在任內總算完成了兩系的系館，也是

值得欣慰的事。在系務方面，加強教學研究、推

展合作計畫，增購圖書、添置儀器、聘請海外學

人，製作有關教具、編撰鄉土實用教材。除一般

教學外，特別加強重要蟲害防治研究，實地協助

農民解決農作物的蟲害問題，由於全系師生員工

同仁合作努力，克服諸多困難，亦得長官同事及

各界好評與鼓勵，我對直接間接協助我工作的同

仁朋友，心中永存感念與感激。

張書忱主任出國進修期間，昆蟲學由我自己

擔任教學，直至張教授書忱留學回校，則仍由張

教授擔任教學。承張教授書忱之鼓勵，我把昆蟲

學講義再加改編，向農學院出版，委員會申請准

予為農學院叢書第二號出版了昆蟲學上、中兩冊，

下冊是在我屆齡退休卸下校長職務後編寫的，迄

今仍被學習昆蟲學的學生作為主要參考書籍，深

以為慰。

1964年秋，我有幸獲得富爾布萊德獎金之

獎助，應美國國務院之邀。以客座教授名義，在

美國佛州大學（University	of	Flozida）昆蟲學系執政。

1965年春內子雷洪音亦申請得佛州大學地

理研究所入學許可，赴美進修，研究農業地理，

修必應修課程，以其勤奮認真、和藹、品學兼優，

表現標準中國女性之美德，為全系所師生所稱道。

1965年秋我復應美國農業部以獎學金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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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家 不育性藥劑試驗，獲得再度進修之機會，

並於 1967年完成博士學位。

在美期間，內子與我，同窗共硯，而三子一

女在台，亦在高初中階段，一家六口，全為學生，

幸賴仙岳父雷為霖教授，愛護鼓勵，不辭辛勞，

全力支持照拂，我的全家能有今天，與他老人家

當時投注之心力，關係至大。如今「子欲養而親

不待」，撫今思昔，感慨萬千。

我在獲頒博士學位後，隨即整裝返台，在原

崗位昆蟲學系，再執教鞭。研究工作仍以稻作蝜

害及香蕉假莖象鼻蟲之生態與防治為主，但研究

層次則顯著提高，合作範圍亦由校內擴大至校外，

並由國內擴大至國際間。同時，亦接受聯合國糧

農組織之邀請，參加國際植物保護有關會議及專

題研究。研究成果，頗受國際植物保護人士所重

視，後來我能被邀擔任台灣植物保護中心主任，

深信與此期間的教學研究成果有關，在此期間，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聘我為研究正教授，於今

仍感榮幸不已。

1970年劉校長道元送聘我為農學院院長的

聘函道我家裡，事前毫不知情，而我正在批閱當

年全國大學聯合招生的生物試卷，人在台大的體

育館裡，由內子雷洪音教授電話告知的。閱卷完

畢到家看”院長聘書”，竟沒有應聘書的部分。

隨即拜會劉校長，到校長室，還沒坐定，劉校長

就說，兩位院長（係指李慶麐院長與宋勉南院長兩位）

都推薦你，我請教劉校長，我應如何做起，劉校

長說：「你先去問兩位院長吧！」我謝了校長，

接下聘書，拜會兩位院長，請亦有關事宜。……

積累以往主持農業教育學系及昆蟲學系的經

驗，深知院務推進，必須賴全院師生員工的合作，

始覺有成。在我首次主持的農務會議時，就成立

了院務改進委員會，由水土保持學系首任主任，

也是水土保持學系創始者，曾兼訓導長多年的長

者周恆教授為該會主任委員……。時值本校由省

立大學改制為國立中興大學之際，也成了校務改

進的原因，好在院務進行十分順利，至感欣慰。

I I I . 台灣國立中興大學時期

1971年七月一日奉命改制為國立大學。校

長仍為劉校長道元教授。學校雖改為國立，但人

事經費及教師升等辦法等，依舊沿用省立時期的。

1972年八月，羅校長雲平接長本校，歷時

三任九年。在此之前。羅校長曾任省立成功大學

校長有功，升調為教育部部長期間。對當時的教

育應興應革事宜，亦多有貢獻，在其校長任內，

無論硬俸軟俸，都有顯著進步。積極規劃校區，

以不影響農學院各系之農場實習及田間試驗之正

常進行為原則。為達到此目的，決定購置溪心壩

土地（現為本校牧場）做為農場及試驗用地，始進

行遷移校門、開闢道路、興建行政大樓、中正紀

念圖書館（後因地震受損嚴重，在彭作奎校長任內動工

興建，致顏聰校長任內竣工的現在的圖書館，就是在中正

紀念圖書館位置建造的），闢建中興湖、體育館第一

期及第二期工程、男生宿舍、女生宿舍、教職員

宿舍、學人宿舍……收購「中酒新村」房地及霧

峰北溝農場土地……。台中校區有如此良好規模，

湯校長惠蓀、劉校長道元及羅校長雲平三位校長，

居功厥偉，對本校影響至深且鉅，令人敬仰。

1972年，教育部修訂各院系必修課程。有

關農學院各系者，由本校負責，我有幸欣逢其時，

因以結識更多的農業專家學者，對我後來工作推

展，助益良多。

修訂結果，課程變動之大，為近年所少見。

雖距離理想尚遠，但多方反應甚佳，堪為一次成

功的課程修訂，亦獲得羅校長的嘉許。

為解決糧食作物研究所教學研究的空間（現已

改為農藝學研究所），是當時農藝學系主任胡兆華

博士向首糧食局申請補助的，為解決森林學研究

所研究教學的空間，是當時森林學系主任張中和

教授向林務局申請補助的，我們永遠懷念你倆的

工作精神，足為我與後學著之表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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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謝謝當時負責林管處的工作同仁及森林

學系的教授先生們，守住幾塊林場，還打了幾次

與林場發展攸關的勝利訴訟，也達到了少砍伐多

種植的目的。還蓋了幾幢像樣的辦公廳與實習房

舍，供教學研究試驗與學生實習之用。

到惠蓀林場道路也是交通部及觀光局的協

助，才有現在的風貌。特別值得一提的事，是到

惠蓀林場內溫帶果樹、溫帶蘇菜的試驗區的道路，

是山地農牧局特別提前興建的，因為這條路不單

是帶來了行的方便，還帶來了電力的供應，使得

惠蓀林場及溫帶果樹蔬菜園區，一時大放光明，

我一直以來〝永懷師恩〞的心靈對待我的老師，

我想我的學生對待我也是這樣的。為此你老師要

向主其事者說「謝謝你，學校以你為榮」。

為充實圖書雜誌，曾向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

會申請補助。承蒙允准購置農學院中藥有關期刊

缺期，計欵新台幣二百萬元。在當時是一筆大的

補助款項，也是第一次補助期刊缺期的款項。由

於有關資訊不足，不但期刊缺期的單價不詳，連

購置期刊缺期的處所也難聯繫。當時圖書館主任

周孝濂教授為此事著實花了不少精神，發出數以

百計的函件，總算能在期限內完滿達成任務。國

科會主其事者為中央研究院院士王世中博士，一

再嘉許，並囑保存所有來往函件，以便日後採購

期刊缺期之用。時至今日，資訊發達，此等原被

視為極具參放價值的函件，該可擱置高閣了。

1972年夏，台灣首政府在本校舉辦台灣首

暑期地方行政研討會。我應首政府主席之聘，擔

任該會總幹事職。參加學員由全國各大學遴派大

學生（限四年級），研究生及助教精英代表，共計

一百名，為期一個月。因事屬初創，首政府極為

重視。各有關單位，派有專人負責，詳加策劃，

模擬各種情況，評估得失。真是計畫周詳，籌備

齊全，各參與單位，亦合作無間。課程方面，有

關民、財、建、教、農……各主要地方行政問題，

均有適當安排。取財適合時空，內容生動充實，

講師均為著名學者專家，堪稱一時之選。研討時，

有關廳處長首府一級主管及有關人員，均親自出

席參與。討論熱烈、氣氛融洽、作息調配、緊湊

有效、服務熱誠親切、學員亦感興奮，在惜別晚

會時，無不熱淚盈眶，臨別依依，場面特別感人。

除互助珍重外，也道出了他（她）們的心聲。他

（她）們對政府為人民做了些什麼？為什麼要這

樣做？得到更深一層的了解，也由衷的感激，敬

佩政府與工作人員。以往受流言而導致的誤會，

也因此消除，也增加了對政府的信心與愛鄉愛國

的情操，對國家前途充滿無限希望。我除結識了

更多的工作夥伴外，再處事與人方面，亦得益良

多。雖已曲終人散，事隔數十年，我仍以能參與

那次極為成功的研討會為榮。

在我主持農學院期間，各系所主任，各附屬

單位主管，以及全院教授先生及工作同仁，均能

各盡其責，付出一己之力，認真教學，努力研究，

增加教學效果，提高學術水準，參與有關工作，

加強建教合作，推廣試驗結果，不遺餘力。因此

院譽日隆，同仁振奮。1970年，增設土壤學研

究所，畜牧學系恢復為畜牧獸醫學系，並分設畜

牧及獸醫兩組。1972年，增設森林學研究所，

昆蟲學研究所，農業教育學系分設農業教育及農

業機械兩組。1973年增設園藝學研究所，食品

化學工程學系改稱為食品科學系。1974年二月，

我辭卸院長職務。同年則增設水土保持學研究所

及農產運銷學系，原畜牧獸醫的兩組則分別升格

為畜牧學系及獸醫學系兩系。我對為農學院效力

的同仁及支持愛護的有朋們，永遠感念在心，感

激不已。

自我國退出聯合國後，聯合國也停止了在我

國的所有活動。期設置在我國的植物保護中心，

也受到影響。最高當局堅定「莊敬自強」的原則，

負責農業決策及改進農業科技的前輩們，一再磋

商，終於在羅校長的同意下，也答應了我的要求－

工作地點仍在台中－的情況，我辭卸兼職，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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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調至農業復興委員會，兼任技正，並兼植

物保護中心主任，植物保護中心（就是現在的農業

試驗所進門左側的第一棟樓房）亦設在台中霧峰。植

物保護中心組織液大家改革，以五年一期的專案

計畫方式，由農復會（後來改組為農發會）（現為農

委會），經濟部及首政府三機構組成管理委員會並

負擔所有經費。自 1974年夏，任職後，諸事順

利， 工作亦極具挑戰性，並於 1975年四月一日

自中興大學退休，專任農復會技正兼中心主任，

以符正式體制。後因中美斷交，農復會改組維農

發會時，我辭中心主任兼職時，承羅校長雲平關

懷發聘，在第五次呈辭農發會技正，終獲李崇道

主委批准後，於 1981年二月一日，得以再執教

鞭，我對羅校長雲平「發聘邀請」與李主委崇道

「批准辭職」，內心感念與感激之情，實非我筆

墨所能形容。我在植保中心期間，蔣故總統經國

先生，曾三度蒞臨中心，垂詢各節，訓勉有加，

得以親聆教益，畢生難忘，深感榮幸。

我回校半年，1981年八月，李校長崇道接

掌本校。承李校長聘我為本校校區長期發展規劃

委員會委員，特別邀請列席行政會議，我得以參

與本校發展實際規劃工作，對本效益多了一層了

解。對我三年以後的工作來說，就是實際的操練

模式，得益良多。以情以思，永銘我心，感激不

已。

我對我能再回校服務的機會，十分珍惜，尤

其能在李校長的領導下繼續教學研究工作，更是

難得。自忖該是最後的工作站頭，心情複雜，感

觸良多。只有全力以赴，做好本位工作，冀能以

實際成果回報愛護及關懷者。曾多次參加國內及

國際學術性會議發表論文或工作報告，亦極受與

會人士之重視。

空中大學創設之初，承校長李崇道博士推薦，

應聘兼任台中學習指導中心主任，籌備有關事宜，

工作雖稍感忙碌，但工作樂趣、信心及工作精神

則與時俱增。與工作同仁朝夕相處，藉群策群力，

克服困難，至今部分工作夥伴，尚有聯繫，時有

歡聚，情同手足，尤感欣慰。

IV. 接任校長時期

由於李校長崇道博士的推薦，教育部部長李

煥先生的愛護提拔，於 1984年八月十三日，承

接校長之職，主持校務四年。我從 1947年八月

一日到校時為講師名義，也在 1956年，學校升

我為教授，但教育部頒發教授證時則是 1958年

的事。我從單純的教學工作崗位，轉移到有關教

育行政的事也是在 1958年，我被任命負責農業

教育學系系務（四年），隨後，昆蟲學系主任（四

年），農學院院長（四年），……。在李崇道校長

主持校務期間又被聘為本校校區長期發展規劃委

員會委員，列席學校行政會議等，對本校應興應

革事宜，也頗了解。更幸運的是本校經歷任校長

及全體師生同仁的努力下，已奠定了良好的規模

與基礎，我不過在原有的基礎上，與全體同仁共

同努力，奉獻心智，有關詳盡，曾在中興大學創

校七十年特別「興大七十年」中，撰文「校慶憶

往」報導。這裡只把幾件比較重要並與本校發展

有顯著影響的事項，稍加說明而已。

1. 人事與經費：本校改制，由省立成為國立的。但

自劉校長道元、羅校長雲平、李校長崇道，前後

有十三年之久，人事與經費仍按省立時期的編

制，對學校提升教學研究，極為攸關，難能培育

優良教學研究人員，也影響聘請優良教學研究人

員。更形成既不合理亦不公平的教師升等問題，

經多次申述，終於准予在總名額不變的原則下，

各階層教師名額可以彈性運用，以一改革，不但

是對本校教師升等及教學研究人員的激勵等，具

有深遠影響，同時亦適用於全國各省立改制為國

立的大學（台北的師範大學、台南的成功大學……）

解除了同樣的困難。准予改進的是毛高文部長，

曾任清華大學多年，建樹良多……。我們永遠懷

念感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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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購校內土地及校外土地：收購校內水利局的土

地，也是劉校長所關心的。原因之一是湯校長惠

蓀生前以「中興館」興建的大禮堂部分，土地是

屬於水利局的。1966年十一月二十日，湯校長

於視察途中辭世於能高林場（現為惠蓀林場），為

紀念湯校長對學校之貢獻，將校方於 1967年興

建中的大禮堂名命為惠蓀堂，改能高林場為惠蓀

林場。並建湯公亭，立碑以表追念，收購校外土

地是在我任內建造四百米 PU跑道田徑場時，發

現羅校長任內建造的司令台布在中央位置時，緊

急與近鄰土地地主洽購部分土地（後來沿溪邊土

地全部收購為校地）才有現在的狀況。加以種植花

木，美化了整個區域，國內外來訪友人及四校校

友，都給予極高評定與鼓勵，深信對學校發展，

自有正面的影響。  

3. 台北校區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建造教學大樓，與爭

取遷建用地。在我任內，台北校區建造的教學大

樓，包括校長辦公室、院長辦公室……等，樓高

十層，每層占有十二個教室大小的空間，為當時

中興大學最大最現代化的建築工程，最具規模的

教學與研究用的大樓。不但解決了法商學院教學

研究空間不足的困境，改善了師長教學研究與學

生讀書研究、社團活動……的空間，更重要的是

大大提高了全體師生同仁，對學校的信心與愛

心，亦大大增加了他（她）們個人發展，前途更

好的希望。為搬遷台北校區法商學院，爭取校地，

邱主席創煥電話問我要 75公頃還是 150公頃？

還加上一個學校是 75公頃，一個學校是 150公

頃，我還反問邱主席，我何時何地向你要一個學

校的土地，不論多少，我們多感謝你。現在的台

北大學學校校地，就是我們要搬遷法商學院用

的。邱主席，我們永遠懷念你，銘記在心，畢生

難忘。

4. 林場地籍與界址（惠蓀、東勢、新化及文山四林場）：

首先要謝謝羅校長問我「惠蓀林場在何處」，同

時，羅校長接著說「遙指杏花村，在那裡」。時

還做個手勢－食指比一比。（確實時間雖不記得，

能確定的是羅校長主掌校務不久），因為當時林場

常有盜砍情事，尤以惠蓀林場為慎。因林場當時

沒有地籍界址，對盜砍訴訟問題十分不利。在以

後我任院長期間裡，每年提出測量四林場地籍界

址的費用，每年再行政會議審查預算前，羅校長

總會親自送回有關申請測量費用條件時說：「今

年經費很緊，請你先收回」，因此在我接掌校務

後，請郭院長孟祥提出林場測量費用的案件，郭

院長為測量費用事，親赴省政府測量大隊查詢後

對我說：「大隊長是校長教過的學生」。我問郭

院長費用若干，郭院長回答的不是費用多少，而

是說的「完成的時間」－「兩個星期內送來」。

師生之情，深過東海，真是喜出望外，郭院長完

成了我在院長任內沒有完成的是。大隊長，我以

你為榮，謹代表中興大學全體師生同仁謝謝你，

祝你步步高升，萬事如意。我以能教你為榮，我

教過的書的學校也以你為榮。

5. 改建惠蓀堂：現在的惠蓀堂，就是在我任內該始

改建的。原有的已過保險期限，建在部分水利局

的土地上，其結構與當年倒塌豐原高中禮堂同為

力霸鋼筋混泥土……等，不堪利用而拆除，改建

時，向教育部申請改建經費是為紀念蔣公百年冥

壽的〝百齡堂〞，我破土興建後，屆齡退休，繼

任校長陳清義博士及全體師生同仁，咸認仍用原

名，更為適當，並蒙李總統登輝題字，更具追念

之意。榮獲 1995年普立茲克獎聞名建築師安藤

忠雄於 2007年蒞校演講，甚贊本校惠蓀堂之設

計細密，建築氣派雄偉。擁有四千五百個座位。

實屬難得，當時總務長為顏正平教授任內引以為

傲建築之一。雖經 921地震，仍完整無損。陳

清義校長於惠蓀堂前牆刻石立碑中有「……前校

長貢公穀紳籌設經費，躬自規劃……」等字句，

「躬自規劃」實非我也。惠蓀堂亦已形塑為本校

校園意象景點，個人亦深以為榮。

6. 忠明南路中興大學段地下化：在 1986年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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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連接教官，總教官及顏總務長電話，告知

本校一香港僑生，獨子，在忠明南路校區段，遭

一輛小貨車撞倒身亡。此為明顯公共安全交通問

題，學校應負全責。雖經多次申請改建車行地下

道的議案，但未能如願。直至成功大學夏漢平校

長在教育部會議中，提出成功大學的成功校區興

復興校區間建車行地下道會議通過後，向夏校長

請教申請有關事宜，承夏校長詳為說明，回校後

即請顏總務長按夏校長說明，積極進行有關事

宜，再度提案，改建車行地下道案在教育部有關

會議中通過申請，准予改建車行地下道，工程

費用五億元，1991年九月竣工。如今校園得勉

於被高速車流分隔，同時增加了將近八百米長，

六十米寬的活動空間，兩邊圍牆拆除後，原被分

隔的兩片校園，如今成為一體，全校園風貌，顯

得更為光大壯觀。師生員工同仁在生活起居與教

學研究工作的區隔間，來來往往，方便安全……，

心情輕鬆愉快，有時省力，益增工作效率……。

一舉數得，引以為慰。

7. 提高行政服務效率，加速完成資系統，擴大電

腦中心，在台中校區原來僅有三台公共電話增

加到三十八台，設置中興大學電話專號（原來是

2840）22840，可不經總機，直達多系所及各附

屬單位，裝設傳真機，台中、台北兩校間文書事

務處理大為改善。規定星期六下午（當時星期六

上午有上班上課）只開電腦教學運用課，鼓勵全校

師生同仁選讀……，提高行政服務……的效率，

也是引以為榮的事。……有緣再說吧！

我自 1947年夏講師名義來校服務，至校長

屆齡退休期間，身經目睹學校的發展，變遷與進

步。我個人與家庭，亦隨著學校的發展，在穩定

中成長，對中興大學產生了長達深厚的情感。我

衷心感念與感激所有愛護我的有朋、師長、各級

長官以及生我育我的父母，只有用我在本位工作、

盡心盡力盡責的成果來做報答。天下沒有不孝的

兒女，就看做父母的如何教導；也沒有不成材的

學生，就看做老師的怎樣做。人貴自立，事在人

為，每個人的命運操縱在自己的手裡。幸福美滿

布是求得到的，也不是買的到的，是用自己的智

慧能力創造出來的，美好的明天是今天的努力結

果，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決無不勞而獲的。現在的中興大學的成就與榮耀

是歷任校長與全體師生員工同仁及畢業校友同心

協力，奉獻心智的結晶，是屬於全體師生員工同

仁及畢業校友所共有共享的，在我任內能完成以

往未結案件是得力於我的學生與校友協助才能完

成的，應做而未做到的事，我以能為中興人為榮，

也以畢業校友都能在工作崗上盡心盡力，發揮

「誠、樸、精、勤」的中興精神為榮，更以身經

目睹中興大學的廢遷、發展、進步更進步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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