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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1九十四年八月四日下午二點三十吩
Jlll訪者:財務會融系.校友中心。 主任紀志敏副教授

.﹒司，系，置與大傑出校友主 .RI土德副教授
..糞訊，研究所賣澳大校友主繡蘇:IJ'. 助理教授

堯揮和葉錫東三位教授各自頓導的三個團
隊獲得，這計畫很難拿的，一拿到的經費

都是以龍計，所以這就是大家要努力去爭
取的，其他如工學院則有林副校長領導的

防災計畫在全國被評為第一名。電機系及

財金系研究所的錄取率也是全國最低的前
第一、二名。現在外界常常是用 SCI和
SSCI來評，如果以這個來看，我們目前可

能是十幾右，但是如果以個別系、所來看
的話，我相信栽應按可以挑出十幾個系所
是全國最好的。我們不但是要全國最好，
現在我們是中都唯一獲得教育部五年五百

億經費的大學，也就是進入頂尖大學行
列，所以我們在中都是龍頭絕對沒有問

北台大，中中興 ， 南成大 : 阻力與助力
以我們目前的地位是中部地區的龍頭

大學來講，固然很好，但我們原本的地位
就是應該跟台大、成大可以比的，當然不

可諱言地，這些年我們的排名往下掉，所

題，但是我們不以這個為自滿，我們應該

能夠在全國裡面至少要有一些頓域是最好
的，同時要邁向國隊一流大學，這才是我

們期許的目標。

船長的困難 : 經費與人才

以我這樣的一個口號是期許我們能夠拉升

現在政府經費比較少，我到各院去座

在全國的排名，當然也不能夠一年就把它

談﹒大家模的就是缺人、缺經費與缺空

拉升到那樣的地位，不過現在應識是往上

間。全國有將近一百六、七十家大學，競

升的趨勢，現在大家皆認同、會共同努

爭很厲害，教育部已發文表示一般經費上

力。

不可能會再成長，因此要求我們學校自己
整體來講，有一些學院當然是沒有辦

內部要做一些組織調整 ， 我們可能下一年

法跟台大益成大去比，不過有一些系所是

度便要做仔細的評鑑，將各個系所的發展

很不錯的，制如我比較熟悉的生物科學跟

以 SWOT分析，有一些系所如果發展不

生物科技來講，這個部分我相信我們是比

好，~許要考慮整儕，集中實游讓好的系

畫大還要好，我在各個地方跟人家訣，大

所去發展。現在政府給我們的經費只有我

家也都認同這一點，特別在農業、工業、

們經費的四成左右而已，六成是從哪裡

食品的生物科技這個方面，我相信我們有

來?一個是從學膏，因為我們大概可以收

一些親域已經是可以說是全國最好，此

六 、七麓，教育部給我們是 十六億 ，我們

外，社管院現在也發展的很不錯，被評為

總鈕，差不多有三十八億，另外的那一些

與清華大學同樣，在新設學院中是發展最

就是包括每一個教師的研究、建教合作與

快、最好的兩個學院之一。我們自己要對

EMBA 班以及各種訓練班，還有一些捐

自己有信心，要 重拾我們的信心，塑造外

款﹒而我們的捐款在全國 來講大概還有前

界對我們的形象 。

五名在某些學校的制度上 ，我們還是有些

我就任之後 ，政府各個都會都有去拜

要檢討，譬如說個院、系 、所主管的選出

訪，學校的生翰 科技是比較容易推銷的，

方式，現在各系所很少思 考到去外面尋求

因為我們很具體 有三個卓越計畫，而台大

好的人才來當所長或是院 長。不過這個狀

的農學院跟生命 科學院，都沒有卓越計

況今年已經產生一個很好 的例子，現在生

畫，但是我們這學校就有周三和教授、徐

命科學院自己擬了一個新的辦法:以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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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的態度，而且接受外界較知名學者專家

李遠哲院長親臨校務諮詢委員會 ，

進來，例如得過傑出獎這一類的，有全國

對中興大學團隊用心向上提升印象深刻

性計劃的整合經驗. . . 等等，所以現在他們
選出來的是中央研究院分生所的趙副所長
(得過三次傑出費) ，來當他們的新院長。
這個名聲出去以後，開始會吸引一些優秀

的人想要來，聽說社館院現在也有一位候
選一 人，是中央研究院經濟所的副所長，他

我來做校長時覺得中興大學布點可

惜，其實我們的實力蠻雄厚的，而且在中
部真的本來就是個龍頭，那輯們就應說要
有一個龍頭的樣子，所以在形象塑造再加

上一些努力，把我們好的東西去向外面宣
揚，但這個部份可能還傲的不夠，要再加

也來參加選舉，這個是好事情啊!表示中

強。聯合報記者曾打電話來表示我就任一

興大學有包容舟，廠意“ OPEN 凹，'，

年來中興失學的形象已有改善，大家都巳

我們自己有好的人當然自己選出來，但是

感受到。像李遠哲院長來主持這個校務已諮

如果外界有一些很好的人願意來當院長，

詢委員會，報紙的反應很正面，呂學院長領

我覺得應該大家也有雅量，就像各位還我

軍，有二十幾4個晚士，有四個都會首長

當校長這樣的雅量，這樣中興大學的形象

來，還布產業界的重量級人士，這對我們

才會越來越好。

的形象很好。李院長跟記者講，他很感

其實雖說錢的問題困難，但如果有很

動，因為我們中興大學這個團隊用心想要

好的人才可以整合團隊去申請大的計畫，

向土提升，所以他們也很願意來幫忙，也

包括經濟郁的科專計畫'.委會的國家型

看待出中興大學真的是有很多有實力的地

計畫等，但我覺得我們的困難其實還是校

方，跟他們原先的印象不一樣。下一階段

內人才的欠缺。我目前能做的事，就是內

可能要更落實地聘更多的委員，到每一個

部的員額控制，我們布一個中控機制，將

院系去來看 。 此外，學校現有多個附屬單

教師退休之後遺留之員額通過先收在學

位，我請產業界專家來主要是建議怎麼雄

校，大家再來討諭怎磨棍去分配，現在我

讓經營效率提拜，過去這些資源事實上對

們已經把員額的分配現在制度化了，我們

學校的校務基金布時候不但沒貢獻反而是

根據各系所在院袒胸表現，規劃每一個系

虧本，像林管處過去是以森林系的學生實

所基本員額數目，如果你是院裡最好的，

習為主，不過現在它也有森林遊樂的功

那我們就額外給你員額，如果聘像傑出獎

能，也是可以兼具收入，所以要有一些專

的教師進來，或是本校內部栽培出得傑出

業經理人來經營。

獎或是特的，或是甚至院士敏的，連個也

對中科也是一撮，我們定位它為希望

是額外的員額 。 我是科學家，我希望把被

能對枝務基金有所貢獻，最大目的是讓我

蟬的問題簡單化，就是公正公開，然後合

們研發成果能夠跟產業界結合，我最大的

理化。我認為我是 captain啊，我掌握方

展望就是我們學校能夠像史丹儕、 MIT一

向，我的方向就是領導學校「向土提

樣靠它的專科、經營與資產，可以對學校

升 J

有很大的貢獻。將來學校會朝向法人化，

'鼓勵好的，在制度上讓它能夠提

現在當然有很多束縛，倒如舊有的法令規

樣J

'或 「 別人做研究的教學都不怎

'像攝秩忠 、葉錫東教授，他們的教

學也是相當傑出 的。我們也開始要做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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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服務堆廣 ，這兩個拉起來就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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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員額是這撮，未來經費也要這樣。我

、

章等等，教育部補助學校給的經費不多，
但是限制的地方很多，許多事都要報部桔

校長的最滿意 : 提昇形象﹒
前有哈佛廣場 、 後有劍橋河

准，所以有很多事就很難馬土推行﹒應被

環境的改善是我最滿意的過方，在硬

讓校長更有權力做事，可以權貴相符。當

體方面，希望將來早漢附近的地方能夠! 順

然，現在是教授治枝，很多事都要經過枝

制取得，剛開始時是有一些程序等等需要

務會議，我很廠意聽大家的意見，但布的

處理，我們值量將這些事情跟大家解釋、

時帳，我的想法不見得能完全貫徹﹒你說

勸說，但現在還蠻順利的，跟水剝暑好好

我的困難在哪裡﹒就是這撮子﹒依我說很

合作，節省一億五于萬，學校校園彼方的

簡單，將制度比照台、靖、交、成遣回所

景觀可能會改變，將來中興就前宿哈佛廣

學校，我們的目標是要跟它們一樣好，甚

場，後有劍橋河 (Cambridge

至此它們更好，現階段我們沒有它們那磨

去那邊划船。

river)

，就可以

好，那我們就去參考它們好的制度。我一

還有，社管院大樓已順利發包，應該

向做事都是這擻，建立一些大家認可的

可以在兩年內完成，中科工程的規創建一 構

ru峙，大家都遵循這個規矩 。

現在也順利推動當中，我們也積極的去延

校長看學生

攬一些廠商或是工研院等單位來進駐，在

以聯考成績來講，可能目前我們沒有

辦法吸收到像台、靖、交、成等學校那磨
好的學生，社管院或許比較好，像工學院

可能多是台、清、交、成排序造極下來，
我們的排名甚至還落到了中正的後苗，但

這些上面，都要花很多精神在這些土面，

要去說服人家我們有這個實力，創新育成
中心也傲的很不錯，中興新村那個案子比

較困難，我們會繼續努力，中科那個大概
會順剩 ﹒男外 ，也在規重新建學生宿舍能

是如果以整體來講，我們應該還是前百分

夠 BOT 的方式去解決，目前暑假學校就幫舊

之二十的吧!生命科學院應訪會比較好，

有學生宿舍安裝冷氣，把他們的權子整修

農學除了台大，自然就是中興，獸醫學院

一下，改善他們的環境。

是全國唯一的，我想他們收的學生應該都
是很不錯，所以這個是布個別差異。

這一次大學評鑑，學生對我們學校的

此外，最得意的就是我們學衛、形象
上有進步，而且能夠讓李院長來搶任我們
枝務諮詢主任委員，感覺上，第二次枝務

認同度不是很好，這個憑良心講，應該是

會攝的氣氛跟第一次校務會議就不一樣，

老師有很大的責任，因為學生為什麼不認

我很欣慰這一點，我覺得至少在我這樣的

同，一定是覺得老師教學或其他方面不能

鼓勵之下，大家有認同，然後有一個向上

讓他信服 ;學校當然也要負責，個如說我
們的宿舍床位不夠 . •.等等，這是我們都要

去努力的﹒不是說學生完全否定我們，但

是就是普通，覺得很好、很認同的，大概

提升的氣氛，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同樣的感
覺，我知道，我這擻做對於有一些不起同
做研究的人會造成壓力，一定是有的啦!我
觀察到校務會站上的發言，有一些例如

只有百分之二、三十，大部分都是瞥通﹒

說:八年不升等就建過不續聘的辦法，本來

當然也布不認同的。這個認同度比老師的

也有一些人發言反對，但是就有一些人敢

差很多，老師八處以上都認同學校，以服

出來講話，許多大學都可以傲，為什麼我

務中興大學為榮，職員差一點。現在學生

們不能傲，我們不要自甘墮落。奮進一個

有時候在網路發表自己的意見，有些比較

向上提升的氣氛，以後就像滾雪球一樣，

負面，但其實我們要鼓勵好的、正面的創

讓好的越滾越大，讓比較不是那麼好的聲

意，我也跟學務 長講，如果學生有很好的

音能夠比較沉寂一點， 那學校就自然會進

創意，我們可以 篩選出來給他獎勵，全國

步。你看連文學說都可 以動起來，文學院

聽說只有我們學 校是隨便讓人進出網路，

余院長也講，文學院也 開始努力爭取國科

對學校的意見有 些較不理性，但也有好的

會經費，他說他們可以 拿最佳進步獎，他

意見，但這就是 教育的一環，就是我們要

們好像今年國科會的研 究計 劃增加很多，

訓練中興的學生 ，要能夠為自己的吉諸行

我就是在政策上去鼓勵 ，表彰這些人努力

為負責任。

的成果 ， 將來甚至學校裡面表現好的教接
可以給于講座教授或是增加其薪賀。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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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塑造一個好形象很困難，只要幾件

不理想的事就會被破壞了。我感覺我們的

形象是有玫箏，但還做得不夠，在公開方
面可能還要再加強，可能我們還要到台北

去，舉辦一些我們的成果發表會，說明一

下中興也很多人得傑出獎，像我僧 人 也得
過美國油胎化學ν學會「生物科技終生成就
獎 J

'顏國欽教授獲選2005 年美留化學會

農業及食品化學組傑出研究獎，謝英恆教
授獲 Canadian

Studies

Fac叫 ty

Research

Scholarship 2005殊榮，是國際的獎項，很
難得。我們今年有兩件追求卓越計畫，加
上周三和教授的就有三件，都是全國第一

的;像農業生物科技國家型計畫，我們也

是全國第一的，我們今年第一次進入國科
會績優一等技轉中心，全國只有五個，我
們是其中之一，都是全台灣最好的 。

我們也很積極在進行國際化，國際學
生今年增加為三倍，原來才二十來個同
學，現在增加了五十幾個，我們也獎勵各

及 . /J、 風 (右一〉合影

到我們這邊。我現在很喜歡運動，我們有
一個黃土球場，就F 在我宿舍的對面，下班

有空就去打打球，蠻好的。我還蠻喜歡會
中的，雖然報紙上常常說這裡布什麼黑

道、樟擊事件，我好像沒感受到，大概不

良場所我們不要去就好了 。 學校裡大家對
我很友善 ， 有什麼會都要邀我去參加，只

是我沒有那麼多時間 。 我是很願意跟同仁

多鱉眾聊聊，其實大家安排一下，如果有

種國際活動，學生如果能發表一篇 SCI 或

一些活動也不一定要吃大餐，我們大家吃

SSCI文章，可以拿兩萬塊獎金。有一些文

個便當也好，我時間有限，所以大概最好

學院的老師也有獎勵，但是要把這個錢用

是多一點人的場合，一次把我的想法或是

在研究教學上面，沒布辦法像有的學校有

大家的建議，當面溝通 。 有時候我也抽空

SCI，SSCI就給多少錢入口袋，因為我們全

跟學生索一聚，合唱團今年畢業的表演預

校有六百多篇( . . .莊老師振奮地說他回去

演邀請我去，他們也沒想說我會去、而且

要好好的讀書，如油! )

坐到表演結束，所以他們也很高興，我們

。 像我去美國，

我就順便也去訪問校友，舊金山校友會也

合唱團的水準相當好 。 我也都盡量參加

招待我聽我講學校的發展與願景，校友均

EMBA 的活動，我覺得蠻好的，感覺大家

深感振奮表示今後會以中興大學為榮，如

有認同我的理念，然後大家一起努力，我

果我們表現不好，連校友都會不認同 。

是覺得蠻不錯的。

殷殷期盼校友的支持

生活

希望校友能多回饋學校，因為我們想
做事當然是都要經費，我們要爭取校友的
認同峙 。 有時候不一定說要期待一個大擎
的捐款，像林萬年先生當然是比較難縛，
捐出五仟萬蓋了一棟全國最好的語言中

心。但是如果說大家能夠捐出一萬，或是

我自己的研究還是持續在進行，我今

年已經有六篇 SCIpapers 了呢，雖然我常常
開會，但我還是抽空，偶而利用晚上做研

究，我中研院還有實驗室，因為這遁的實
驗室還沒有弄起來，所以我只有關會或是

周末回去，再找學生談談實驗的事。我那

甚至多一點，捐出十 萬 、 二 十 萬 ， 這個比

邊還有博士後，他們也可以帶有頁，我講一

較可能。像交大 也是在行政大樓掛了一塊

些研究構想後他們就會 執 行，布時候電話

大牌子 H 索沙工 程"

，校友一個人甚至於

聯絡也就可以了，我那 邊 還布二、三十個

捐一千塊也可以 啊，一萬人就一千萬了

人在實驗室，所以我的 研 究還是在做啊，

嘛。因為這些自 籌的錢，使用上是較有彈

周末或晚上都在改、或是 寫 paper 0 很多人

性。

跟我說他「沒有空 J
這幾年我在 中典的生活還蠻好的，合

中這裡氣候很好，刮大風，淹大 71<.都輪不

嵐

校長(右 二)與探訪:t純念富麗( ;Æ三) 、 jlt，士.. ~ të:一)

' 其 實時間是自已找

出來的，特別是你自己 有 一個國隊的話，

所以看人怎麼去運用自己的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