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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起在台中的中興大學
興潮，以及有名的是孫林場.

， ì民多人可穌會想到是以展學起家、校園的中

• • •• .等。

興大之糞

女文、圖/鄭詩華提供

(1951 年生，母校土壤系 63年畢、農經所(碩 )67年畢、曾任母校總務長、農經系
(所)主任、農資學院院長、第 12屆傑出校友、立德大學校長;高鳳數位內容學院
校長)

興大之美，美在哪裡?山川地理有雄

涵蓋，其餘如植栽的更新、補植、修剪、

壯、秀麗之美，園林有「雖由人作，宛自

除病、施肥、灌溉、造景，乃至整體校園

天開(明﹒計成圓冶語)的自然與人工之

之整潔、滅蚊、排水改善、步道規劃及建

美，建築物則有所謂古典與現代獻之美。

設、草皮維護、解說、燈光、四季草花栽

因此，何謂美?有人說:數大便是美(徐志

培、綠圍籬維護、景點與休開設施的設置

摩語) ，有人說華麗是美，亦有人說自然便

及動線規劃等均努力完成。建築物是校園

是美，興大之美在於整體校園所展現出來

的主角，植栽是配角，而植栽需要光、

的純樸、自然與文化氣息，尤其是在廣闊

水、素材(石頭或文物)來襯托。建築物所

寧靜的校園中，有蟲鳴、鳥語、花香、綠

表現的是靜態之美，而植栽、生物表現的

蔭、草皮陪伴著致致不倦師生的那種完

是動態、生命之美，二者若能兼得，校園

寶、自在的戚覺之美。環顧國內各大學校

自然充滿生生不息之氣。

園，有以經典建築出名的;如東海、台

以景寓情、以景怡情、以景抒情、情

大，有以現代建築取勝的;如中正、東

景交融，這是賞景可貴之情慎，而且若能

華，有以傳統古典建築取勝的;如文化、

「以物外之靜趣，諧寸田之中和 J (清﹒嘉

淡江。而中興大學，由於歷史悠久，校內

慶君諧趣圍記語) ，則更是遊圍之最高心

重要建築物於不同時期逐次改建，個別建

境。校園公園化、校園社區化，雖然是一

築物均有其獨到風格，尤其是中興大學以

句常聽到的口號，但每當清晨或黃昏校園

農立校，校內森林、園藝、土壤、水保、

散步時，常見師生、居民(包括早起族、慢

植病、昆蟲等專家雲集，因此校園不但井

跑者及新婚燕侶)在校園徜徉賞景或攝影留

然有序、花木扶蔬、生氣盎然，而且植栽

念即可見其一斑。

種類繁多(尤其是稀有及珍貴種類不少)

美的追求是無止境的，唐代文學家主

,

不只是陪伴全校師生教學、研究、生活的

勃在他著名的"朦主闡序"中有「四美

空間，亦是附近 居 民遊憩、休間的最佳場

具，二難並」之嘆，四 美是「良辰、美

所。

景、賞心、樂事 J
興大校園歷 經多年的辛苦經營、維

賓J

'二 難是「賢主、佳

'在四美具全的興 大 校園中，我們既

護，已具規模， 近 年來在精緻性及文化性

是主人，亦是賓客，希 望 我們不單是在悠

方面等亦多著力 ， 相關的建設與維護除了

遊中廊受它的美 ， 更要從 中汲取知識與文

注意整體景觀的調和性及自然性，對於能

化的精華，追求更卓越、更美好的未來。

夠增加文化性及教育性的設施，亦儘可能

中興大學歷史悠久，是全台灣最早創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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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孫林場美不勝收，景觀之美、動植

的專科以上學校( 1919 年創立) ，校園廣大，

物及建築之美等皆甚有可觀，其中又以青

孫林場、新化林場、東勢林場、文山林場、

蛙石遠近馳名，惟可惜於九十三年七二水

園藝試驗場、畜試場等，範圍遍佈台灣北、

災時遭土石流淹沒，其後雖短暫浮現，後

中、南各地。校園美景，不勝枚舉，但其中

又遭淹埋，作者曾為此特撰「青蛙石遺址

惠孫林場、新化林場值得一提。惠孫林場是

記J

'全文如下:

中興大學所屬最大的實驗林場，位於南投縣

國立中興大學農資學院所屬連接林

仁愛鄉，面積 7 ，4 77公頃，海拔高度從 450公

場，除做為，師主教學、研究與實習之場

尺到 2 ，419 公尺，兼有寒、溫、亞熱帶氣候，

所，亦為園角少數以森林主趁著名之旅遊

且山巒起伏，林木蒼蒼，溪流}軍濤，動植物

勝地。場內林木參天，流水海濤，步行所

種類繁多，因此自然景觀與蟲鳴、鳥叫相互

止，隨處皆有可觀，加以費挂右之渾然天

輝映，有如桃花源仙境，尤其是自成立森林

成，遠近房已名。骨娃右重約四+合噸，原

遊樂區以來，在不破壞自然及維護生態的最

矗立於林場先港:其上海，因狀似費蛙加 3學

高原則下，本場致力於教育、文化等休開設

名，右質與附近原右迫異， 1最末如何時自

施的建設，使得惠孫林場已成為生態保育的

他處沖洗互此，室主現議， BP 周建~道，哄

大自然教室及寓教於樂、國民休間及旅遊的

人遊賢、。其法體經九三一大地震及納弱、

最佳場所。惠孫林場四季景色皆有不同，作

挑芝與敏管制風采肆慮， 1乃吭立末錯，未

者曾隨興撰有散文一則，全文如下:

料今年 t=- ，，~采為土右洗清景，末 ~I口沖洗

至封建隸來，什麼都末，必備。

淹埋於 1可處。曾力圖學回， ~普受限於地形

只異你做開化 R旬，啃著愉快的也惰。

因素，無法妥。賴，大自然力量之神寺興浩

如果皂喬夫，

大，來 3學末畏JlR 。

本院肩負農業與自然資源教學、研

接頭。

究、推廣服務之重責，對於巨石之來去生

場梅、樽棍，鑄上了 'S 顫。

)現成受尤其深刻，因此保留原址，以誌不

如果霍霍夫，

忘，更盼他日原石重現，再續因緣，特為

獨色的、主敢再三蟲、峰、鏢，擺動山林。

之記。

野牡冉、木筒、大頭茉，花萬寧主串簇。

如果皂社長，
局限樹 τ 、枷啡飪 m. 串串串賣合人

黨。

~(!)禍落葉紛紛 金人憐。
如果皂學矢，
相樹、山臻 、 飪黨、山梅、社穗，在鰻
導 φ 蝶上一 片 飪。
飪樹層層。
~據我們共用來維護、芋曳，建隸之美~

興大之糞

面積有九千多公頃，其中包括台中校區、惠

山禮、社館、~(!)稿、咖啡，飪花 b 花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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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化林場全場面積約三百餘公頃，近 | 年配合國家植物園區之成立，積極營造景
因成立國家植物園，故又名新化國家植物

| 觀、興建步道及相關公共設施，不但成為

圍，地方人士多以中興林場稱之。新化林

興大師生教學、研究及實習之重要基地，

場為典型之亞熱帶林場，波羅蜜是特產之

亦旦成為遠近居民登山、賞景及知性旅遊

一，尤其是內有天然池一座，面積約三公

的勝地。而此池位居林場入口處，儼然成

頃，水深處達十餘米，原為林場二丘間之

為林場之地景標幟，原本無名，為增益凸

溪潤與梯田，山泉源源不絕，因山地農牧

顯其風菜，故以興大農資學院院歌(民國三

局築堤設間儲水以供灌溉及民生之用，自

十六年周邦道教授作詞)歌詞「維我華夏

然成池。此池蜘蜓曲折深遠，池水滿盈，

兮，立國以農。大好台灣兮， n尼巨浸中。

且四週青竹綠樹環繞，池光樹影交相輝

緬玉山峰極兮，龍湖淋油...

映，其景色四時不同，農昏殊異，靜坐池

油」二字為名，並刻石懸掛，以資標識。

邊，時而傳來林鳥蟬聲與池魚嬉水聾，相

~中油二字據康熙字典意為水深廣大貌，音

應成趣，清風徐來，神清氣爽，令人流
連。

「才 XL 日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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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淋

。興大許慈書教授曾

為作者斯池之攝影，題曰:樹海岫嵐皆映

新化林場雖被劃為為虎頭埠水源保護

鑑，天光雲影共徘徊(語意出自南宋朱文正

區之保安林地，但多年來努力經營改善及

公讀書有聽詩作) ，其意涵至為深遠，頗值

環境美化，桃花心木已蔚然成林，尤以近

體會。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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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品向宮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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