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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農林學校時期 

民國十五年 
（一九二六年，大正十五年，昭和元年）  

 三月卅一日：本校正式核定設校。  

 四月一日：學校成立。校名為「台北州立宜蘭農林學

校」；府令第卅一號核定專任編制：校長一人、教員四

人、書記一人，並由猿渡甚喜暫代校長。開辦之初，借

用「宜蘭公學校」（現宜蘭市中山國小前身）三間教室

上課。  

 四月廿一日：首任校長柳川鑑藏到任。由台南州立嘉義

農林學校調至本校。  

 四月卅日：頒佈本校章程學則、教學科目及授課時數。

修業年限為五年，前四年授普通課程，第五年分農藝、

森林科修習專業課程。  

 五月一日：招收新生百人，分為甲、乙兩班，各為五十

人。  

 五月十二日：舉行開校儀式。（一般學校開學典禮為四

月一日舉行，本校因剛創校，故延後；又，昭和十五年

學校編印之一覽表上記載為七月十二日，可能為筆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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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十六年（昭和二年） 

 四月一日：台北州政府修定本校教職員名額編制為：校

長一人、教員八人、書記一人。（府令第 18 號）  

 四月廿三日：日本政府「陸軍省」及「文部省」（教育

部）會銜公報第廿號「公示徵兵令第十三號第一項第二

號函」示，本校可認定為中等以上學校之程度（意即畢

業後在軍中，可參加幹部甄選資格）。  

 九月六日：開始建築校舍。第一屆學生中午返校挖環校

大水溝（即護校河）。  

民國十七年（昭和三年） 

 五月十九日：新校舍竣工，並舉行移交儀式，正式遷入

上課。 

民國十八年（昭和四年） 

民國十九年（昭和五年） 

民國二十年（昭和六年） 

 三月廿日：第一屆學生畢業，計七十五人。其中日籍學

生廿五人，本省籍學生五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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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廿一年（昭和七年） 

 三月卅日：首任校長柳川鑑藏離校，校務由教務主任猿

渡甚喜代理。  

 七月十五日：第二任校長西崎茂到校視事。西崎茂原為

日本石川縣立松任農校教師（諭）。民國廿二年（昭和

八年）  

民國廿三年（昭和九年） 

民國廿四年（昭和十年） 

民國廿五年（昭和十一年） 

 十月廿五日：舉行創校十週年慶。  

民國廿六年（昭和十二年） 

 三月廿九日：台北州修正公布本校學則。（州令第 6 號） 

 台北州立蘭陽高等女學校（省立蘭陽女中前身）在本校

成立籌備處。廿七年四月正式開始辦公；四月廿日借宜

蘭小學上課。 

民國廿七年（昭和十三年） 

 四月一日：西崎茂校長離職（調任新竹州桃園農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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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由台北帝國大學（國立台灣大學前身）教授深谷

留三接任校長。  

民國廿八年（昭和十四年） 

 五月廿二日：現役軍人配屬學校教育十五週年，在日本

舉行盛大閱兵儀式，日本天皇親校，本校派學生代表參

加。  

民國廿九年（昭和十五年） 

 本校計有十五班，學生七五○人，教職員額再修正。  

民國卅年（昭和十六年） 

 四月十九日：深谷留三校長離職，澤田義校長接任。全

校教職員人數修正為廿八人。  

民國卅一年（昭和十七年） 

民國卅二年（昭和十八年） 

民國卅三年（昭和十九年） 

 因恐懼盟機轟炸，本校教職員暫時遷往本校林場避難，

並拆毀部份走廊木板，移往林場作為隔間之用。  

 本校第二位台籍教師謝新約受聘擔任畜牧科教師。（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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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為創校初期之音樂老師蘇耀邦）  

 因戰爭對日本日趨不利，所有日籍教職員亦因需當兵，

時在校二、三年級以上之學生均納入「學徒兵」，擔任

防衛工作。  

民國卅四年（昭和廿年） 

 十月廿五日：台灣光復。  

 十二月：澤田義校長離校。  

 

貳、農業學校時期 

民國卅五年 

 元月：省行政長官公署教育處派員接管本校，並正名為

「台灣省立宜蘭農業職業學校」。八月起實行「三三」

學制（即初職三年、高職三年）。高級部分農藝、森林、

農產製造等三科，初級部不分科。  

 元月至九月：汪桂芳任接收後首任校長。  

 九月：陳霖蒼接任校長。學校計有十五班，五○四人。  

民國卅六年 

 二月：陳霖蒼校長離職。二月十七日，馮慰農校長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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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校計十九班，五八四人。  

民國卅七年 

 七月廿八日：增設園藝科及五年一貫制農藝、農產製

造、畜牧科各一班。  

民國卅八年 

民國卅九年 

 元月，馮慰農校長離任。二月廿二日，王志鵠博士接任

校長。  

 五月五日：參加蘭陽地區第一屆中等學校聯合運動會，

本校榮獲總冠軍。  

 六月：高級部農藝科十六人，森林科九人，農產製造科

十人；另初級部兩班六十二人，合計畢業九十五人。  

 七月十五日：高級部各科畢業生參加就業考試，全部考

取，其成績為全省各校之冠。  

 七月十七日：園藝科停招，原有一年級學生十八人併入

農藝科，二年級六人因課程關係，維持至畢業。改設畜

牧獸醫科。全校高、初級部廿四班九六五人。  

 十月廿一日：先總統 蔣公蒞校校閱駐軍，並巡視本

校。  

 十一月八日：畜牧獸醫科主任楊宗孚請辭，鍾煥鄰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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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擴大本校農場組織，並定名為「台灣省立宜蘭農業職業

學校農林總場」。包含農場、林場、畜場、農產加工場

等四部，實習採土地分配制，按班級人數分別配給水、

旱地若干，由學生從翻地至收穫作一系列有計劃的學

習。  

民國四十年 

 一月廿八日：春節勞軍，全校師生公演平劇招待各界。  

 五月十二日：蔣總統塑像（楊英風雕塑，已移至本校大

礁溪林場）於本校廿五週年校慶奠基，各界來賓五千餘

人參加盛典。該項活動係本校、校友會及家長會共同發

起，用以感謝去年總統親臨本校巡視。預計十月三十一

日落成。  

 五月廿九日：第二區中等學校校長座談會，假本校舉

行。  

 五月卅一日：青年反共抗俄聯合會宜蘭分會上午九時假

本校大禮堂舉行第二屆代表大會。  

 六月：應屆畢業生計有：農藝科廿三人，森林科廿人，

農產製造科十四人，園藝科六人。  

 八月一日：高級部畢業生就業資格考試，六十二人參

加，考取五十八人，佔百分之九十五，為全省職校之冠。 

 十月廿二日：本日地震甚烈，下午各校提前放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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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廿五日：省教育廳派督學抽考蘭陽地區中學生學

業成績，本校、蘭陽女中高中等各校二年級學生在蘭陽

女中大禮堂舉行聯合考試。  

 促進本校升格事第一次正式提出。（第一屆省參議會第

三次大會重要提案十一：「將省立嘉義、宜蘭兩農校昇

格為農專或擴充為農學院」。詳「台灣省議會卅五年」，

台灣省議會秘書處編，七十年五月一日。）  

 校本部面積一五二七、○公畝，建築面積一二七、五公

畝，計有：農藝、農產製造、森林、園藝、畜牧獸醫各

科十一班，初級部及五年制十班，合計廿一班，教職員

一○一人，學生六三七人。圖書設備計有：中文書籍二

八九八本，日文書籍一一八五本，西文書籍七九本。  

民國四十一年 

 五月十日：本校廿六週年校慶，舉行運動大會。  

 六月廿二日：晚九時許四級地震。  

 八月廿日：教育廳撥款興建鋼筋水泥教室一間，建築費

六一○一二元。    

 十月一日：省府主席吳國楨蒞校巡視。  

 十一月廿二日：農復會教育專家白仁德博士蒞校考察。

（推展四健會組織）  

 十二月十九日：監察院巡迴監察小組蒞校考察。  

 四十學年度第一學期高中田徑賽三項破縣運，八項破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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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聯運，高中游泳兩項破縣運；初中田徑賽四項破縣

運，六項破五校聯運，初中游泳兩項破縣運紀錄。  

民國四十二年 

 一月廿二日：中國青年反共救國團本校支隊於下午二時

舉行成立典禮，全體團員四二一人入團宣誓。  

 六月五日：宜蘭縣各界慶祝救國團直屬宜蘭縣支隊成

立，五校聯合運動大會，假本校運動場舉行兩天。  

 十二月十九日：教育廳李督學章伯，第三科林先生，農

學院汪教授蒞校視察二日。  

民國四十三年 

 三月十一日：森林科主任孟憲璠率高職部森林科各班學

生赴林場栽植琉球松貳萬株，面積六甲，林場育成相思

樹木五十萬株，以十六萬株供宜蘭縣政府作推廣之用。  

 四月九日：教育廳派員偕中美經合會分會美籍教育專家  
Kesman 蒞校參觀。  

 五月廿七日：教育廳撥修建費五萬元，四萬元建教室一

間，餘款作修繕用。  

 八月一日：王志鵠校長調省立農學院院長。(現台中中興

大學前身 )。  

 八月廿六日：王念烈校長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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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四日：農復會美籍專家白仁德與教育廳有關人員一

行數人於下午抵校，舉辦四健會指導員講習會，為期兩

天。  

 十二月六日：建艦復仇運動，全校師生絕食一天，將絕

食所得，移作愛國基金；並展開請纓殺敵等愛國活動。  

 十二月十八日：省農林廳長徐肇鍾博士蒞校演講。  

 全校計廿四班（高級部四科十二班，初級部七班，五年

一貫制五班），教職員一○三人，學生九六三人。  

民國四十四年 

 元月十一日：美援中國知識人士協會捐助本校新建校舍

落成。該會何佩德博士親臨驗收捐贈。  

 五月十一日：美籍顧問  Rope 及台大吳教授蒞校演講。 

 五月十六日：省府主席嚴家淦下午一時四十分蒞校巡

視。  

 五月廿日：教育廳長劉先雲上午九時蒞校巡視。  

 六月十二日：前線三軍代表到校報告前方情形，並答謝

後方支援盛意。  

 十月十七日：台灣大學日籍教授高知武蒞校演講。  

 十一月廿五日：國防部、教育部、救國團、教育廳等單

位聯合軍訓教育考察，本日下午二時蒞校校閱高級部學

生軍訓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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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四十五年 

 五月十一日：慶祝建校卅週年，舉行雞尾酒會及運動大

會。  

 七月三日：奉教育廳教（三）字第 02277 號令，停招初

級部，調整招收五年制一年級三班，高職部一年級四

班，五年制不分科。改為示範農校，並接受美援。  

 七月十八日：王念烈校長調桃園農校；原桃園農校校長

彭家瑞接掌本校。  

 九月廿二日：宜蘭縣第六屆全縣運動大會假本校舉行。 

民國四十六年 

 元月廿一日：教室新建工程及牛舍、雞舍修建工程開

標。  

 七月：農藝科停招；改招綜合農業科。  

民國四十七年 

 八月：農產製造科停招。綜合農藝科，下設農村家政組

及農業機械組。  

民國四十八年 

 八月：增設農業機械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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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四十八學年度第一學期核定招收五年制新生三

班，高一新生五班，共計八班。除應屆畢業班予以補充

外，增加三班，增加教師八名及核撥增班修建設備費新

台幣廿一萬元。  

 奉命辦理附設技藝訓練中心。  

民國四十九年 

民國五十年 

民國五十一年 

 增設農村家事科。  

民國五十二年 

 三月：省府主席黃杰蒞校巡視。  

 五月一日：閻振興廳長蒞校巡視。  

民國五十三年 

 五月廿三日：台灣省五十三年示範農校學生技藝競賽在

苗栗農校舉行。本校獲得團體獎，農業機具高農組第二

名，種子植株及昆蟲識別分獲高農組及五年制第三名。

個人獎：木工高農組第一名（江忠勇），鉛皮工高農組

第二名（林朝順）、昆蟲識別五年制第二名（林朝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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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事經驗發表第三名（莊東明），種子植株及昆蟲識別

高農組第五名（林接茂）。  

 七月：恢復農產製造科，本學年參加招生。  

民國五十四年 

 八月：恢復園藝科，本學年參加招生。  

 八月：五年制分為農藝、森林、園藝、農村家事等四科。 

民國五十五年 

 元月八日：彭家瑞校長離職。花蓮農校成天驥校長接任

本校校長。（教育廳五十四年十二月卅一日教人字第

05679 號）  

 七月十二日：核定五十五學年度第一學期招收五年制五

班，高級部七班（農、森、機、畜、農造、家、園七科），

增加四班（五年制二班，高職部二班）。增加教師十人，

增班修建設備費廿八萬元。（七月十二日教育廳教三字

第 02596 號）  

 十二月十三日：台灣省農業職校學生技藝競賽，在本校

舉行兩天。  

 十二月十四日：台灣省農校校長會議在本校舉行，教育

廳長潘鎮球親臨主持。  

 十二月廿日：本校泰山路新建宿舍二棟完成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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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農工職校時期 

民國五十六年 

 四月十二日：本校擺厘路新建宿舍二棟竣工驗收。  

 六月十三日：五年制家事科三年甲班李惠卿於羅東月眉

圳急流中勇救溺水女童，聯合報報導善行。  

 六月廿七日：校長在省府接受本校推行體育績優獎。（教

育廳教人字第 06234 號）  

 七月十三日：五年制園藝科停招。增設機工科、電工科

兩科。（教廳五十六年七月十三日 02884 號）  

 七月廿二日：成天驥校長離職；朱有壬校長接任。  

 八月十九日：自五十六學年度第一學期起更名為「台灣

省立宜蘭農工職業學校」（教育廳五十六年八月十六日

03403 號）  

 九月廿一日：教育廳所屬北區（台北、基隆、宜蘭、桃

園、花蓮）機關學校籌編五十八年度預算會議，假本校

舉行。  

 九月廿一日：第十七屆宜蘭縣運會自九月十九日至九月

廿一日在三星舉行，本校參加各項成績計獲冠軍十二項

（十項全能、撐竿跳、標槍、二百公尺、四百公尺、八

○低欄、跳遠、一百蛙式、二百仰式、一百仰式、跳高、

柔道。）、亞軍六項、殿軍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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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廿日：解拉颱風來襲，自十八日至廿日連續停課三

天。原訂考試改期。  

 十二月一日：潘廳長鎮球蒞校巡視。  

 十二月廿六日：農復會及山地農牧局在發展山坡地肉役

牛計劃下，接續補助二萬元：購到短角黃牛純種公牛一

頭，雜種母牛四頭。  

民國五十七年 

 元月十二日：參加五十六學年度全省農業職業學校學生

技藝競賽，獲得高農團體總成績第三名，木工第一名。  

 元月十四日：本校附設技藝訓練班中文打字第三期、會

計簿記第十一期、珠算簿記第六期開學。  

 二月四日：本校自籌經費興建之特別教室大樓（現已拆

除）正式驗收。  

 三月十六日：宜蘭縣救國團假本校舉行自強杯籃賽，本

校榮獲高男組、初女組冠軍、高女組亞軍，初男組殿軍。 

 三月廿九日：宜蘭縣中學運動會，本校共獲得團體高男

組、高女組五項冠軍、高女徑賽冠軍、田賽殿軍，高男

田賽亞軍、徑賽亞軍、初男徑賽冠軍，初女田賽、徑賽

雙料冠軍。  

 四月卅日：第十七屆中上運動會在台南市舉行，本校獲

高男二千公尺負重冠軍、高女鐵餅冠軍、高女鉛球、一

百公尺及二百公尺蛙式游泳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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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十四日：教務主任李先治調台北市螢橋國中校長，

吳世承接掌教務。  

 六月五日：保送甄試，李富東、曾炎泉錄取中興大學，

劉爐香、黃忠和錄取屏東農專、江再卿保送台中體專。  

 六月十四日：機工、電工科新建大樓完工啟用。  

 七月十八日：本學年起停招五年一貫制新生。  

 十月廿二日：本校貸建之教職員宿舍四戶竣工。  

 十月卅日：中國文化復興委員會本校分會正式成立；十

一月十二日啟用印信。  

民國五十八年 

 四月廿五日：五十七學年度全省高農學生技藝競賽在員

林舉行，本校獲得鉛皮工（吳正義）及種子植株識別（李

壬貴）兩個第二及昆蟲識別、木工、鉛皮工三個第三名，

兩個第五名。  

 四月卅日：第十八屆全省中上校運會廿五日至廿九日在

屏東舉行。本校計得：初中組鉛球、鐵餅雙料冠軍（吳

阿招），高男游泳一百及二百米自由式第三（潘青田）

一百及二百米仰式第四（游清波）；高女游泳一百米蛙

式第五（林惠純）。  

 七月五日：宜蘭地區各省中五十八學年度第一學期學生

學用品聯標，輪由本校主辦。上午招集宜中、蘭女、宜

商、頭中、羅中、蘇水等六校來校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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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五日：本學年保送中興大學一名、屏東農專七名。  

 七月六日：二百餘學生放棄暑假，赴礁溪鄉協助農民收

割，其精神深獲地方人士好評。（七日中央日報）  

 七月廿三日：本學年核定招收綜合農業、農村家事、森

林等三科各兩班，農機、農造、畜牧、園藝、機工、電

工各一班。增加教師二名、技師二名，導工二名。（教

三字第 03249 號）  

 八月五日：更改校名為「台灣省立宜蘭高級農工職業學

校」，並換印信。（省政府秘檢字第 64266 號）  

 十月三日：中度颱風芙勞因繼上週芙絲西強烈颱風之後

來襲，宜蘭地區災情慘重。本校九月廿六日、廿七日及

本月三、四兩日均停課。  

 十二月十日：省府主席陳大慶蒞校巡視。  

 由中美基金補助興建之電工科第三實習工廠及購置之

設備全部辦理完竣，計實支建築費二六七八○○元，設

置費五四○五一六元。 

民國五十九年 

 元月十二日：五十八學年度全省高農學生技藝競賽十二

日至十四日在台中高農舉行。本校獲得個人名次昆蟲識

別第二名，種子植株第三名，微生物檢查第二名（陳煌

輝）木工組第四及種子植株第五名。  

 三月廿七日：宜蘭縣中學運動會，本校獲得團體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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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游泳冠軍、高女游泳亞軍，高男、高女田賽雙料冠軍，

高男徑賽亞軍、高女徑賽冠軍，高女五項冠軍，高男五

項季軍。  

 四月廿五日：第十九屆中學運動會於廿五至廿八日在嘉

義舉行。本校獲得跳高第一名（李鑫城）、鐵餅第一，

鉛球第三（吳阿招），仰式第四（游清波），自由式一百

米及兩百米第四（潘青田）。團體組錦標高男第十二名，

高女第八名。  

 五月一日：台灣省北區各省立中學校長及教務主任會議

假本校座談，北區駐區督學陳重、曹忠信列席指導。  

 五月七日：成立測量科。（教三字第 46936 號）  

 七月一日：本校代輔導會蘇澳榮民醫院訓練之「電器修

護班」為期兩月，開始上課。  

 七月十一日：代輔導會訓練之林業工程人員訓練班四十

人，為期一年，開訓。  

 九月二日：省議會「研究農校存廢改進問題專案小組」

由召集人王省議員國秀及李省議員文正，專門委員謝樹

德組隊來校了解。陪同來校者有：省議員陳火土、郭雨

新，三科科長程蘊良，督學王紹楨。應邀出席者有：宜

蘭縣議會議長邱永聰、議員陳松崑、教育局長江濱，宜

蘭縣各省中校長及宜蘭市各縣立國中校長等多人。  

座談結論：  

1　 、為適應地方上之需要，宜農已具備優良條件，有改

為專科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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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他農校亦應保存，惟科別宜精減，課程編排宜適

切，師資素質應提高，設備應充實。  

3　 、五年一貫制仍有恢復之價值，應請教育行政當局予

以研究。（三日中央等各報）  

 十月廿日：監察院地方巡迴小組蒞校巡視。  

 十一月十二日：本校推行文化復興工作績優，經文復會

台灣省分會評列甲等。朱校長前往省府接受頒獎。  

 十一月十六日：輔導會趙聚鈺主委到校巡視代訓人員。  

 十二月十八日：五十九學年度台灣省農職學生技藝競賽

大會，在岡山農校舉行。本校獲得團體優勝：農業識（鑑）

別第三名（五年制）、第二名（高農），鉗工製作第三名，

農產製造第二名。個人：土壤鑑別第二（程台生）、麵

粉加工第一（陳鑽鴻），鉗工製作第三（吳明峰），種子

識別第三（劉德璋）、土壤鑑別第六（劉德璋）。 

民國六十年 

 三月廿日：本校技訓中心鉗工科第一期學員廿四人結訓

（五十九年十月十二日至六十年三月廿日）。  

 三月廿四日：宜蘭縣中等學校運動會廿二日起舉行三

天。本校獲得總成績：高男組田賽亞軍、徑賽亞軍，高

女組田賽冠軍，五項冠軍。個人高男：跳高第三（李鑫

城）、三級跳及跳遠雙料冠軍（李鑫城）、撐竿跳高第三

（藍克山），五項亞軍（楊燦輝）；高女：鐵餅、標槍雙

料冠軍（吳阿招）、跳高第三（程麗敏）、標槍亞軍（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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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紅）、五項冠軍（吳阿招）、第三名（林頂紅）。  

 四月一日：世界銀行教育貸款專案小組教育顧問巴東斯

博士．克利法南先生，由小組執行秘書郁松年陪同來校

瞭解貸款計劃執行情形。  

 五月十四日：教育廳潘廳長鎮球蒞校巡視。  

 七月七日：增設電子修護科及傢俱木工科。（教三字第

02996 號）  

 七月十日：宜蘭縣各職校六十學年度新生入學統一命題

工作，奉命由本校負責。  

 八月一日：自本日起，「綜合農業科」更名為「農藝科」。 

 八月十七日：因第一次招生錄取名額不足，本校於十

四、十五日辦理第二次招生，兩次錄取新生實際註冊人

數每班平均僅廿七點五人。  

 九月廿三日：強烈颱風「貝絲」來襲，停課兩天。  

 十月廿六日：我退出聯合國。全校師生憤慨聯合國之行

為，嚴重違背聯合國憲章。  

 十二月十六日：本學年全省農職學生技藝競賽在旗山高

農舉行，本校獲農造科團體殿軍。  

民國六十一年 

 元月廿七日：部份學生利用寒假時間，協助政府宣導商

品公開標價及不二價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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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廿日：本校奉廳長指定為「指導活動」實驗學校，

並指定陳德民老師起草農工職校「指導活動」實施辦

法，實驗一年。  

 八月一日：教務主任李中華辭，郭漢亭接；農機科主任

王茂村辭，林朝順接；訓育組長林朝順辭，杜仁財接。  

 十一月廿二日：教育廳許智偉廳長蒞校巡視。  

 十一月廿七日：本校為響應蔣院長加速農村建設號召，

於本日設立「農機免費修護服務中心」。  

 十二月七日：本校學生二百餘人由吳孟學老師率領，自

四日至九日，分別在壯圍鄉之壯圍、過嶺、大福及礁溪

鄉之白鵝、三民、玉田、六結、三龍、時潮、德陽、白

雲、玉石等地，免費為征屬、烈屬及貧困農戶助割。  

 十二月十四日：本學年農職學生技藝競賽於十三至十五

日在虎尾農工舉行，本校獲得團體獎農藝組第一名，農

機修護第二名。  

民國六十二年 

 元月一日：教職員同仁團體乘火車赴大里踏青，並參觀

碑林、古蹟。  

 元月五日：農機科學生組成農機修護服務隊，四日起由

林朝順主任率領，赴壯圍、五結等地，免費協助農友修

理故障的農機具。  

 三月六日：本校附設技訓中心之簿記珠算科、中文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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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無線電裝修科、機車修護科及鉗工等五班招生。  

 四月一日：朱有壬校長退休，原省立新莊高中校長李建

民接篆視事。（六十二年三月廿六日教人字第 07238 號） 

 四月一日：總務主任郭士傑退休。  

 七月四日：省議會教育考察團一行九人蒞校考察，對本

校改制案表示積極支持。（五日中央）  

 七月廿六日：世銀貸款採購之工科實習設備第一批運

到。  

 八月四日：教育廳許智偉廳長蒞校巡視。  

 八月七日：本學年聯招，森森科、電工科招雙班。  

民國六十三年 

 元月廿日：為響應蔣院長號召，本校成立冬令自強活動

農村服務隊，自本月十九至二月十七日止，展開為期一

個月的農村服務。工作內容包含：1、農村家電及農機

具之維修；2、農地代耕及農藥噴灑；3、農村環境衛生

之清理；4、家畜之疾病醫治；5、演唱愛國歌曲，表演

土風舞；6、政令宣導。（中央）  

 二月十五日：奉命辦理貧民車床工訓練班一班（教三字

第 14776 號）。  

 六月十二日：農藝科、園藝科自六十三學年起停招，合

併改設農業經營科。農產製造科更名為食品加工科。測

量科更名為土木測量科。（教三字第 0305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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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九日：本校技訓中心在六十四會計年度內辦理車床

工兩班及鉗工班一班，為宜蘭監獄受刑人而設。（教三

字第 03578 號）  

 八月十二日：李建民校長調省立新竹高工校長，原旗美

高中校長戴華接掌。（六十三年八月七日教人字第 09213

號）。總務主任羅振青離職，鄒儒德接任。  

民國六十四年 

 元月一日：宜蘭縣政府於本日將宜蘭市珍珠段廢地七點

七公頃以建教合作方式，委由本校復耕。  

 元月卅日：世界銀行貸建工科實習工廠四棟（十間）業

已完成。該項興建工程及機械設備總價三千餘萬元，其

規模之大與設備之充足，為本省東北部各校之冠。  

 二月五日：本校為支援地方建設，由測量科與縣政府辦

理建教合作，施測「宜蘭縣南澳南強都市計劃道路中心

樁及邊樁工程」。總工程費一六一五○○元，於三個月

內利用實習方式順利完成。復於七月三日，再度委託施

測「宜蘭市都市計劃中心樁補建工程」，工程費一八五

○○○元，亦於限期內，以實習方式順利完成。（該二

工程結餘款為該科添置威特 T2 及光波測距儀等精密儀

器各一檯）  

 二月廿六日：教育廳施金池副廳長蒞校巡視。  

 三月廿七日：全省農職學生技藝競賽在臺南農校舉行。

本校食品加工科獲個人微生物檢驗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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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十一日：全省工科學生技藝競賽在省立彰化高工舉

行，本校獲鉗工組第三名，車工組第六名。  

 五月十七日：「宜蘭農工」第一期出版。  

 六月十日：成立「農業機耕隊」，以加強農村服務。並

獲得臺糧補助三十萬元及貸款七十萬元。（教三字第

38897 號）。  

 六月十九日：奉准自六十四學年度起，設立化工科（教

三字第 03177 號）。  

 八月一日：丘耀光接教務主任，孫善慶接訓導，曾克強

接畜牧、林宏一接食品加工，鄭維潛兼代化工科主任。  

 九月八日：教育廳及社會處請本校技訓中心於六十五會

計年度內辦理「以職校為中心的職業訓練」，計畫開木

工、機工各一班，考選貧民子弟，訓練六個月，其食、

宿均由政府負擔。  

 九月廿六日：本校六十四學年度接受農復會為加強農業

建設計畫計三個：1、加強農民農業機械之教育與訓練

計畫││76（ＡＲＤＰ）│4.2│Ａ│170 （Ｃ）。2、六十

五年農村青年輔導訓練計畫｜｜76（ＡＲＤＰ）│5.6│

Ｒ│81。3、輔導農職畢業生改進家庭農場計畫││76（Ａ

ＲＤＰ）│5.6│Ｒ│98。  

 十一月十五日：全校教職員工及眷屬百餘人組團前往慈

湖謁陵。  

 十二月十七日：教育廳梁尚勇廳長蒞校巡視。並表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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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升格改制為農專，教育部已同意優先考慮，促其實

現。（十八日中央）  

 十二月卅一日：本校經營組奉命停止設置（省府六十四

年十二月廿二日，府教人字第 108842 號）  

 木工科接受教育廳委託辦理宜蘭、花蓮兩地區國中工藝

檯之承製。  

 森林科等單位接受教育廳委託代製國小教學標本及教

具。  

民國六十五年 

 二月七日：奉命辦理農村青年農業訓練班一班。  

 二月廿二日：本校於五十二年九月一日，由縣府撥款興

建之防颱教室三間於本日開始拆除，以便擴建運動場四

百米跑道；另有木造及空心磚造宿舍亦同時拆除。  

 五月八日：本校創校五十週年。舉行運動會及教學展

覽，各科開放至十二日。教育廳派三科科長代表廳長蒞

校指導。  

 六月一日：新建司令台竣工，工程費三四一、三○○元

運動場擴建工程亦同時完成。  

 六月八日：農業經營科改為農場經營科，雙班。  

 十一月廿八日：第七屆全國技能競賽榮獲傢俱木工組第

二名（黃清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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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六十六年 

 四月八日：六十五學年度台灣區高級中等學校農科學生

技藝競賽，本日起在佳冬農校舉行兩天。本校榮獲家事

科團體組第一名及個人組第一名（林惠美）、工科機工

科優勝。  

 四月：本校受省社會處委託，代訓宜蘭、基隆地區清寒

青年，施以為期半年之土木測量技術訓練，召訓對象為

高中畢業之清寒學生。於同年十月訓練完畢，並由本校

輔導就業。  

 九月廿五日：本校陳惠美老師榮膺優良教師，於今日接

受宜蘭區國際獅子會表揚。  

 台灣省政府教育廳公佈全省農工科評鑑結果。農科：農

村家事科、森林科均為第一名，食品加工科第二名，農

機科、農經科均獲全省第三名。工科之共同行政、三民

主義教學、土木測量科、家具木工科均獲優等（全省未

排名），電工科、機工科、電子科獲良等。  

 本校田徑隊參加宜蘭縣中等中學聯運，共獲得團體組：

高男組田徑季軍、游泳四、八百米混合接力亞軍；高女

組徑賽亞軍、四百、八百公尺接力亞軍。個人：曹新熙

游泳一百、兩百公尺仰式雙料冠軍，並破大會紀錄；陳

玉華獲高女五項運動及一百低欄雙料冠軍（破大會）。

另，中正杯足球賽獲亞軍。  

 四健會食品加工組共同作業競賽，本校獲全省冠軍（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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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后），方法示範冠軍（吳麗敏）。  

 機工科鄭柏右參加全國青年學生書畫比賽，獲水彩組第

三名。  

民國六十七年 

 元月九日：本校舊實習處木造建築（原為養蠶室）失火

燒燬。（中央）  

 四月十三日：六十六學年度台灣區高級中等學校農科學

生技藝競賽在花蓮農工舉行，本校榮獲食品加工組團體

第一名及個人第一名（鍾麗英）。工科技藝競賽四月廿

六日在高雄高工舉行，本校獲鉗工組第八名（周建仁） 。 

 七月二日：六十七學年度宜蘭地區省立高職聯招工作，

由本校主辦。  

 七月十四日：教育廳同意本校以縣府委託復耕建業農場

盈餘款一八三六九二元，在大操場興建精神堡壘。  

 八月一日：巢寅相接教務主任。總務主任許桂堂退休，

陳祥通接任。  

 九月廿四日：省立宜蘭高級農工職校校友會在本校大禮

堂舉行。推舉林燈先生為會長，蘇振杰、楊乾巽、李永

基、李鳳鳴為副會長，蕭陽山為總幹事。  

 十月五日：教育部職教司吳副司長率團來校進行工作輔

導評鑑。  

 十月十六日：教育廳長謝又華蒞校巡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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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廿日：  蔣總統經國先生蒞校巡視。  

 十一月十日：草根大使馬文小姐、艾森先生來校參觀並

指導實習。（十七日中央）  

 十二月十八日：美卡特總統宣佈與中共建交（十四日），

本日學校發起師生團結自強宣誓效忠及捐款等愛國活

動。  

 四健會食品加工組共同作業競賽，本校榮獲全省冠軍

（王順達），方法示範冠軍（陳淑敏）。  

 宜蘭縣高中學生射擊比賽，闕進雄獲個人組第一名。本

校獲女生團體第二名，男生第三名。  

 全省學生美展宜蘭縣初展，黃進義獲高一組第一名，鄭

柏右獲高二組第二名，楊春地獲高三組第二名。  

民國六十八年 

 二月十三日：戴華校長調教育廳專門委員，原省立內埔

農工嚴太煃校長調掌本校，接篆視事。（六十八年二月

七日教人字第 00644 號）  

 四月廿一日：六十七學年度台灣區高級中學工科學生技

藝競賽，本校獲得家具木工組第二名（吳昭深），機工

科曹昌皇、電子科林萬順優勝獎。農科技藝競賽於四月

十三日在台中高農舉行，本校獲得農場經營科第三名

（張定霖），食品加工科（林中仁）、農機科（賴明宗）

優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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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廿八日：中正堂（現改為學生活動中心）第一期工

程開標，由江明營造廠以六五三萬元得標，五月十五日

開工。  

 六月廿二日：本校木工科與東洲木器有限公司建教合

作，自六十八學年度第一學期起，建教合作兩班，本日

簽約。（廿三日中央）  

 六月廿三日：宜蘭縣政府、宜蘭縣議會、宜蘭縣黨部、

宜蘭縣救國團委會、縣籍國大代表、立法委員等組成省

立宜蘭農工升格促進會，並己展開活動，積極爭取中。

（中央）  

 八月一日：訓導主任孫善慶辭，黃桂生接；總務主任陳

祥通辭，王鍾嶽接；人事主任常志雲接；土木測量科主

任侍其鳴接。  

 八月廿九日：省議員教育小組暨教育廳長施金池來校巡

視。六十八年八月，整修求真樓前大道，軍械庫遷移。  

 九月十七日：第十屆全國技能競賽台北市競賽，方長清

獲傢俱木工組第一名、吳昭深獲台中區第一名。  

 十月廿八日：各社團及各班代表二百餘人赴圳頭雙連埤

舉行紀念先總統 蔣公誕辰追思登山大會。  

 十一月十二日：宜蘭縣第一屆女子運動大會假本校操場

舉行，本校訓導處配合舉辦展覽。  

 參加中華民國第十九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本校電子科獲

應用科學組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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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三民主義論文競賽，本校獲優勝。  

 四健會年會方法示範，薛富美、陳淑敏獲全省冠軍。食

品加工組共同作業競賽，陳美香獲全省冠軍。  

 本校仁愛工作隊榮獲宜蘭縣團委會優秀社團表揚「優秀

獎」。  

 家事科陳桂心榮獲救國團主辦宜蘭縣新詩寫作比賽高

中組第一名。  

 六十八年縣團委會主辦中正盃足球賽，本校榮獲亞軍。  

民國六十九年 

 四月十二日：新生報記者張仕英在「大蘭陽的過去、現

在、未來」中，撰「盼將農工職校升格改制專科」。  

 四月廿五日：本校教室兼行政大樓由新高建設有限公司

以一千一百一十五萬元得標，預計六月十一日開工。  

 四月廿八日：六十八學年度公私立高中應屆畢業生技能

檢定，電工科、機工科分別於四月廿八日及五月上旬舉

辦。電工科室內配線乙級技術合格者五十六人，機工科

車工乙級四人，丙級廿四人，鉗工乙級五人，丙級卅二

人。機工科歷年參加技能檢定合格率：65 年為 93.5％；

66 年為 94.5％；67 年為 97.0％；68 年為 95.0％。  

 五月一日：宜蘭縣第一屆勞工運動會假本校舉行。  

 五月一日：六十八學年度台灣區高級中學農科學生技藝

競賽在本校舉行三天。本校獲得團體獎：農機科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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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食品加工科第一名、畜牧獸醫科第五名；個人獎：

農業機械組第一名（林新長）、食品加工組第一名（黃

朝安）（五月四日中央、中國時報）。  

 五月一日：食品工業研究所商請本校輔導宜蘭縣內廠商

改良蜜餞、板鴨等食品的加工製作，以提高品質。（中

央）  

 七月三日：六十八學年度推行全民精神建設「改善社會

風氣措施」績優，榮獲教育廳核撥獎金兩萬元。（六十

九年七月三日六九教五字第 04228 號）  

 七月廿八日：榮獲第十一屆全國技能競賽台北市競賽傢

俱木工組第一名（吳昭琛）。  

 八月廿七日：「諾瑞期」颱風來襲，本校損害重大。（十

二月十二日府財四字第 107630 號函，核定補助兩百一

十三萬元）。  

 九月二日：監察委員黃尊秋、李恒連來校巡視，嚴校長

建議本校升格事，兩位委員表示返院後向中央反映 , 作

為決策之參考。（三日新生、聯合報）  

 九月八日：本校六十九學年度「工職教育改進計劃重點

廠房增建工程」決標，由新高建設公司以五百一十九萬

元得標。定於本月廿日開工，一百四十個工作天完成。  

 十月十五日：中正堂第二期工程德泰工程公司以三八九

二四七八元得標，本月廿八日開工，計一百四十工作天。 

 十一月廿五日：中國時報以「爭取省立農工職校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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蘭陽父老子弟日夜盼望」為題，反映地方父老心聲。  

 十二月二日：六十九學年度東區學校四健會總幹事聯席

會議在本校求真樓舉行。  

 參加中華民國第二十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本校榮獲應用

科學組第一名（電子科吳廷萬同學）及優勝（化工科）。 

 四健會食品加工組共同作業競賽，本校榮獲全省冠軍

（陳麗如）。  

 宜蘭縣救國團舉辦青少年水彩寫生比賽，三品藍錫輝獲

高中組佳作獎；中等學校書法比賽，二電子薛文槙獲高

中組大、小楷佳作獎。教育廳主辦全省體育漫畫比賽，

三畜莊景星獲佳作獎。  

民國七十年 

 元月一日：中央日報報導本校全校師生熱烈響應歲末愛

心捐助活動。  

 元月六日：主計主任邢仲華調瑞芳高工，王育忠接任。  

 三月二日：本校師生展開捐獻坦克愛國運動，希望藉此

帶動社會響應，共計捐得新台幣四八七二五元。三日聯

合報、新生報、青年戰士報均有詳情報導。  

 四月十八日：「六十九學年度台灣區高中暨補校工科學

生技藝競賽」在彰化高工舉行三天（十五～十八）。本

校獲得工業電子類第二名（張宏毅）、家具木工類卅二

名（李見興）、室內配線工第九名（林文龍）、鉗工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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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名（林昆堡）。廿一日中國時報有專題報導。  

 四月廿日：中國時報報導本校舉辦「加強公民訓練團體

活動」戶外活動雕沙比賽，有助身心健康，值得鼓勵推

行。  

 四月廿一日：新生報專欄報導本校條件具備，地方人士

建議教育部，准予升格為大專院校。  

 七月一日：教育廳主辦高級職校工業安全衛生教育學科

測驗，本校榮獲全省團體第二名、個人第一、第三名。

（本日新生報及四日中華日報有專訪報導）  

 八月一日：實習主任張鋼鎚赴日進修，林秋光接實習主

任，許木杞接森林科主任。  

 九月十三日：參加宜蘭縣運動會，獲高中組拔河冠軍，

生活教育及運動精神獎第一名。七十年十月，獲中正盃

足球賽高男組冠軍。  

 九月廿八日：第十二屆全國技能競賽台北市競賽，陳建

銘獲家具木工組第三名。  

 十月卅一日：本校榮獲教育部七十年推行「教孝月」活

動成績卓著獎狀。（台七十訓字第 41698 號）  

 十二月十九日：獲北區校際排球賽高男組冠軍。  

 六十九學年度宜蘭縣音樂比賽，本校合唱團榮獲高職組

第一名。另獲救國團反共抗暴壁報比賽高中組第一名

（吳明欽）。全縣書法比賽大楷高中組第一名（薛文

楨）。中學運動會排球高中組冠軍、足球亞軍。游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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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百、二百自由式冠軍（李宏明）、一千五冠軍（朱

文祥）、標槍冠軍（林金達）、鏈球冠軍（賴漢忠），徑

賽一千五及五千米冠軍（邱奕波），大會總成績：五項

冠軍、田徑總亞軍及精神錦標。  

 榮獲四健會食品加工組共同作業競賽全省第一名（吳惠

琪）。  

 教育廳主辦高職農、工科專業科目抽考，本校畜牧獸醫

科獲全省第三名，電工科獲第十名。  

 本學年除體育組各類校隊外，學生社團數已達十三個。  

民國七十一年 

 元月廿六日：教育廳黃昆輝廳長於農曆年初二到校巡

視。  

 二月廿二日：立法委員黃煌雄蒞校洽學校升格事。六月

七日再度來洽。  

 三月十八日：七十學年度台灣區高職農科學生技藝競賽

在佳冬農校舉行，本校榮獲農村家事組團體成績第一

名，個人第一名（黃莉琳）及第三名  （陳素瑜）（二十

四日中華日報有專題報導）。四月十四至十六日工科技

藝競賽在花蓮高工舉行，本校獲得鉗工組第四名（張峰

山）、工業電子第四名（林煜祥）及車床工優勝（林進

財）、室內配線工優勝（張燦欽）。黃莉琳、陳素瑜及張

峰山等三人，同時亦取得免試保送專科就讀資格。  

 四月五日：校友會會長林燈恭獻先總統  蔣公銅像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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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聳立於本校前庭，本日揭幕。  

 四月十五日：新生報載縣府地政科重劃股長林建三基於

業務需要，建議本校升格，以利培養農村青年。  

 四月卅日：聯合報報導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蔣彥士、

組工會主任梁孝煌、省黨部主任宋時選抵宜訪問，陳定

南縣長建議請中央協助將宜蘭農工升格為大專院校。  

 四月：省教育廳抽考專業科目，本校電子科謝士煌等十

三人榮獲滿分，分別獲頒獎狀及獎金。  

 五月六日：省府主席李登輝蒞校巡視。  

 五月十一日：中國時報報導本校許炳進老師組織服務隊

進行山胞心理輔導工作，本校師生首先響應，樂捐經

費，犧牲假期，入山服務。  

 五月廿一日：本校與東洲、僑林兩木業公司簽約辦理建

教合作事宜。  

 八月一日：柯溫釧接電工科主任，許阿榮接農經科主

任。  

 九月十日：全校學生數二○○五人。  

 九月廿八日：中國時報報導本校敬師活動。其標題為「謝

師恩合唱教師頌／載歌載舞場面感人／宜蘭農工昨舉

行敬師活動」。  

 九月卅日：中央日報報導本校榮獲「台灣省高級職業學

校教學媒體製作競賽」幻燈片組第二名。機工科「立式

銑床基本操作法」獎金兩萬元（陳志光、蔡萬寶、魏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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瀧），佳作獎：畜牧獸醫科「八週齡肉雞器官之觀察」、

家具木工科「家具的風格與形式」、透明片組農村家事

科「服裝設計與縫紉實形」。  

 立委黃煌雄等八十四位立委，昨向行政院提出質詢，建

議速將本校改制為農工專科學校。（立法院關係文書為

七十一年三月廿日發，三月廿三日及四月八日中央日

報、六月九日中國時報、中華日報、十日青年戰士報均

有報導）。  

 參加縣團委會主辦之青年節書法比賽，榮獲高中組大楷

第一名（賴昭彬）、第三名（林正基）；小楷第二名（林

正基）。縣教育局主辦之全省學生美展，西畫高一組第

一名（邱憲群），高二組第一、二名（塗素紅、游原衍），

高三組第一名（江志齡）。教育廳全省學生美展優選：

游原衍。全省書法比賽高二組第一名（賴昭彬），高三

組第一名薛文槙。  

 縣運動會榮獲高中組拔河冠軍、生活教育及運動精神冠

軍。另獲中正杯足球賽冠軍、排球賽高組亞軍，高男組

亞軍，高女組季軍。北區校際排球賽，高男組冠軍，高

女組殿軍。七十一年元旦全國越野賽總冠軍。  

民國七十二年 

 元月廿日：仁愛工作隊展開一年一度歲末慰問貧苦活

動。廿一日中央日報報導「省立宜蘭農工仁愛工作隊展

開愛心活動／將現金實物贈貧困民眾」。中國時報報導

「歲暮天寒溫情多／宜蘭農校展愛心／學生解囊辦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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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活動」  

 四月十七日：訓導處舉辦加強高三公民訓練團體活動，

在頭城海邊雕沙。十七日中國時報專欄標題「讓我們搭

座城堡／宜蘭農工舉辦雕沙比賽／海灘大顯身手樂趣

橫生」。十八日民生報標題「一邊上課一邊塑沙／宜蘭

農工公民課好別緻」。  

 四月廿四日：七十一學年度台灣區高中工科學生技藝競

賽，家具木工科組許文亮榮獲第二名。  

 四月廿九日：晨四時十分校內第一排舊木造宿舍失火，

退休教師歐陽亮老師不幸去世。  

 八月一日：嚴太煃校長調省立曾文高中校長，省立瑞芳

高工于延文校長接篆視事（七二教人字第 06566 號）。

人事異動：教務主任林秋光，實習主任李鎮江，總務主

任許木杞，森林科主任孫善慶，食品加工科主任魏清

雄，電子科主任謝忠明，測量科主任陳祥通，化工科主

任江漢貴。  

 九月三日：本校附設托兒所正式成立。為家事科同學提

供實習機會。  

 九月廿八日：訓導主任黃桂生獲師鐸獎。  

 十月卅一日：榮獲教育部七十二年推行「教孝月」活動

成績卓著獎狀乙幀（台七二教人字第 41783 號）。  

 十二月九日：立法院黃委員煌雄，為促使教育部尊重該

院決議與職權，應加速將台灣省立宜蘭農工職校改制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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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為專科學校，第四次向行政院提出質詢（立法院議案

關係文書）。  

 七十一學年度宜蘭縣中學運動會，本校榮獲高中組足球

賽冠軍。高中組三級跳冠軍（葉開富）、跳遠冠軍（呂

政輝）、跳高冠軍（林忠總）。七十二年度宜蘭縣排委杯

排球賽高男組冠軍，高女組亞軍。中正杯足球賽高男組

亞軍。  

 二化梁惠玲榮獲孔孟學會論文競賽優等獎。  

 本校榮獲縣救國團主辦全縣高級中等學校年度校際軍

歌大賽男生組冠軍，女生組季軍。全縣壁報比賽冠軍。

書法比賽高中組小楷第一名林正基，第二名何宗憲；大

楷第一名林振榮，第三名何宗憲。  

民國七十三年 

 元月十九日：教育部舉辦七十二年資訊電腦軟體設計比

賽，本校獲前七名，獎金一萬元。（郭正欽、吳達成、

紀中基、林慶舜）  

 元月廿七日：王爵榮監委蒞校瞭解本校升格情形。  

 三月十二日：各班代表在本校北邊圍牆種植香楓百餘

株。  

 三月：榮獲宜蘭縣中運會團體獎：高男組田賽亞軍、徑

賽亞軍，田徑總錦標亞軍，五項殿軍，排球、羽球冠軍，

足球，桌球亞軍；高女組五項冠軍，田賽殿軍、田徑總

錦標殿軍、桌球季軍、排球殿軍。個人：高女五項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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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呂靜如）、高男三級跳遠冠軍（葉開富）、四百公尺中

欄冠軍（吳舟華）。  

 三月：本校教師參加「七十二學年度台灣省公私立職校

教學媒體製作競賽」，榮獲：幻燈組精媒獎兩座：「車床

兩心間的工作」（陳志光、魏錫瀧）、「絲離」（黃錫欽老

師）。投影組精媒獎乙座：「庭園的表現法」（黃錫欽老

師）。另佳作獎：「內卡尺之製作」（蘇溫禧、高榮礎）、

「猪病理解剖之順序」（林達雄）、「普通經緯儀之介紹

暨水平角觀測法」（侍其嗚、林焜鏘）、「電阻器、電容

器原體介紹」（黃俊廷、陳惠民）。  

 五月十日：農科追縱評鑑。  

 五月廿四日：「中華新聞」報載「宜蘭農校研究製造／

完全美味脫水金棗／重點在防腐與貯存金棗／對宜蘭

縣的特產加工不啻是一大喜訊」。  

 五月廿九日：本校籌備開辦高級農工職業進修補習學

校，計開電工、電子、化工、機工、食品加工等五科（七

三、八、七三教五字第 43481 號）  

 五月卅一日：于校長奉教育廳派往日本參觀考察農業教

育。（五月卅一日至六月九日）  

 九月九日：省府主席邱創煥巡視本校，親植松柏一株，

並同意補助興建林場橋樑經費一百五十萬元。  

 九月十日：中華日報江淳德報導「省立宜蘭農工職校已

具升格專校條件，地方人士希望早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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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六日：中央日報報導監委曾積、張毅華巡察宜蘭，

地方反映本校升格事。（二位監委三日來校巡視）  

 十月：榮獲教育部七十三年推行「教孝月」活動成績卓

著獎狀乙楨。（七三公訓字第 39091 號）  

 十月廿六日：青年日報報導本校加強憂患意識教育情

形。  

 十一月四日：第十五屆全國技能競賽，傢俱木工組許文

亮榮獲第一名。  

 十一月十七日：校長率領各班代表前往宜蘭縣警察局向

執行一清專案全體員警致贈致敬卡及毛巾五百條。（十

八日青年日報有兩篇報導）  

 十一月廿四日：中國國民黨宜蘭縣黨部慶祝建黨九十週

年園遊會假本校舉行。  

 十一月廿七日：于校長率領師生五百六十人赴慈湖謁

陵。  

 十二月十五日：校友會會長林燈親臨頒發工讀獎學金二

十萬元，並於校園植樹留念。  

 七十二學年度全省美展陳鴻鵬、陳淑真雙獲西畫組入選

獎。  

民國七十四年 

 元月五日：台灣省黨部主委關中蒞校訪問，對本校協助

辦理建黨九十週年活動致謝，並植杉柏一株留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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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月十四日：校區電器改善工程完工，工程費一、六四

四、○○○元。  

 三月十四日：為配合護校河加蓋及馬路拓寬、大門圍牆

改建，工程今日發包，工程款五六○、○○○元，預計

於七十四年六月一日完工。  

 三月十四日：七十三學年宜蘭縣中運會，本校獲得團

體：排、足球冠軍，羽球亞軍，田賽亞軍，徑賽亞軍，

田徑總亞軍，五項總冠軍。個人三級跳遠及五項全能雙

料金牌（葉開富）。又十一月廿、廿一日兩天舉行之本

縣中、小學田徑賽，本校榮獲高男組總冠軍。  

 三月廿六日：本學年台灣省立農職學生技藝競賽在西螺

農工舉行，本校獲得農機組團體第一名及個人第三名

（陳勇勳）。  

 三月廿六日：全校教職員工自強活動，其行程為宜蘭－

故宮－陽明山－海洋世界－宜蘭。  

 四月十七日：改建北邊危險教室工程分期發包。工程費

一一、五九○、五○六元。地下一層兩間；地面三樓，

教室十八間，每間可容納六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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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四日：本校大礁溪實驗林場  蔣公銅像暨忠信樓落

成。  

 六月十四日：訓導處率領學生代表赴宜蘭市警察局贈送

水果致敬。  

 八月一日：圖書館正式成立，屬處級單位。黃桂生調圖

書館主任，黃錫欽調訓導主任，傅維斌調主任輔導教

師，蘇溫禧接農經科主任，許阿榮調園藝科主任。  

 九月廿日：化工大樓竣工啟用。農機工廠啟用。食品加

工科新建大樓啟用。  

 十月卅日至十一月一日：七十四學年度台灣省立學校四

健會聯合露營在本校舉行，十一月一日拔營。  

 十一月三日：于校長應韓國高校校長聯盟主席崔龍贊先

生（永登浦工業高等學校校長）邀請，到韓國永登浦高

工、江西高中及永都中學演講。  

 十一月十日：「蘭陽之聲」報載「宜蘭農工歷史久／師

資設備稱一流／于延文發揚光大」。  

 十一月十一日：「中華新聞」報載「宜蘭農工升格／有

待全力爭取／莘莘學子學習高級農工科技／宜蘭農工

不斷培育人才／發展精緻農業扮演重要角色／教學成

果優異全省農教聞名／教廳實施評鑑科科名列前茅／

創校五十九年／規模堪比專校」。  

 十二月廿日：本縣國防體育競賽在羅東高工舉行，本校

獲團體總冠軍；軍歌大賽由木工科代表參加，榮獲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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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冠軍。  

 十二月廿一日：陳鴻鷓榮獲全國第十六屆技能競賽傢俱

木工組第三名。  

 十二月廿三日：第四次榮獲教育部七十四年推行教孝月

績優獎。  

 北部八縣市排球賽，本校榮獲高男乙組冠軍（在苗栗）、

甲組殿軍（在基隆舉行）。  

 教育部舉辦全國電腦軟體設計競賽，本校電子科榮獲高

職組第七名。  

 台灣區中學運動會首次在宜蘭舉行，為期三天。本校擔

任大會序舞「歡笑、在蘭陽」，由一、二年級優秀學生

代表一千人擔任演出，並提供校舍作為選手村及足、桌

球場地。  

 獲七十四學年度東區學校四健會作業研究創作發表複

賽冠軍（簡美珍）、作業研究創作發表第三名（呂瑞寬）。 

 台灣省政府推行工作簡化第二階段，實施機關績效評定  
本校名列甲等，承辦單位主管：人事主任朱硯清，獲教

育廳記大功乙次，本校獲獎金伍萬元。  

 本校國文科陳麗貞老師榮獲本年度第八屆中興文藝獎

章。司馬中原讚譽她「一顆帶芒的亮星」。  

民國七十五年 

 三月廿一日：員工自強活動今起舉行兩天。其路線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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蘭 --基隆 --台中國立自然科學博物館 --霧社 --埔里 --清境

農場（夜宿清境賓館）。第二天清境農場 --台中 --亞哥花

園 --宜蘭，參加人員及眷屬約二百人。  

 三月廿四至廿六日止，台灣區七十四學年度農科技藝競

賽假省立虎尾農工舉行，本校榮獲園藝、家事、森林等

三組團體賽亞軍；個人成績：園藝科楊晴閔榮獲冠軍，

家事科方玉惠、森林科練正杰均獲亞軍。工科類張德俊

獲木工家具組第三名。  

 三月廿七日至十二月二日，第二學期工職教育改進計

劃，全省食品加工科教學實習設備統一採購，由本校承

辦，五所學校協辦。招標物品有九十四種，總價值超過

新台幣一億一千萬元。已開標九次，決標項目九十三項。 

 三月廿九日：機工科三年級黃延輝同學參加七十四年度

孔孟學會主辦之孔孟學說論文比賽，獲甲等獎。  

 四月十三至十七日：獲七十四學年度全國中等學校桌球

賽第四名；三月廿至廿二，獲縣中運會高男組田徑賽總

冠軍，桌球賽第四名。  

 七月：新建農教中心工程開工，工程費含水電工程為五

百八十餘萬元，建築面積一千三百餘平方公尺，預計明

年三月完工。  

 九月廿八日：訓育組長林淑妙老師榮獲省教育廳評定為

本學年師鐸獎受獎人。  

 十月卅日：于校長延文先生榮獲當選第八屆傑出榮民，

接受退輔會鄭為元上將頒獎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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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卅一日：宜蘭縣高級中等學校紀念先總統  蔣公百

年誕辰軍訓檢閱，假地方法院舉行。本校榮獲團體總成

績第一名；測量科獲全縣中隊級比賽第一名。  

 十月卅一日：本校黃桂生主任參加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

會主辦「紀念先總統  蔣公百年誕辰文化資產維護」論

文競賽，獲社會組第二名（第一名從缺），獲頒獎牌乙

面，獎金八萬元。  

 十一月三日：行政院俞院長國華蒞校視察，並在校區手

植台灣杉一株留念。  

 十二月廿六日：教育部長李煥率技職司長楊朝祥、教育

廳長林清江蒞校，本校于校長簡報校務概況，李部長認

為本校已具備改設五專條件。  

 十二月十五日：二年級學生舉行慈湖謁陵，計二百五十

位學生參加。  

 本校行義童子軍參加中國童子軍第六次全國大露營，獲

得營區營地建設第一名獎。  

 本校爭取省教育廳補助林場坡嵌修護工程款一百三十

八萬元，已撥發到校，該項工程正執行中。  

 教育廳核准補校於七十五學年度招收農村家事科延長

職教班一班；原有之家具木工科仍續招新生一班。  

 七十四學年台灣高級職業學校推行能力本位教育實驗

教學觀摩會暨教學媒體展示競賽，本校魏清雄主任製作

之「香腸製造法」幻燈片及森林科孫善慶主任製作之「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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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消防技術」投影片，評定為各該類科第一名。第四屆

台灣省高級中學職業類科媒體製作競賽，農機科林朝順

主任及李先淮技佐製作之「農業機械修護有關儀器及工

具」獲幻燈組佳作。  

 延長國教班增設園藝科，七十五年起採全日制，修業三

年。  

 新建教室大樓於本學期啟用，共廿一間教室，其中一間

闢為專任教師休息室，其餘廿間為普通教室。  

 七十五年起試行工職新課程，本校獲得核定補助款項：

物理實驗室一間，面積一四四平方公尺，金額為六九

一、二○○元；設備費八○○、○○○元。音樂教室一

間，面積一○○平方公尺，金額四八○、○○○元；設

備費二一○、○○○元。  

 新建圖書資料中心為一棟四樓建築物，第一期工程一至

二樓，已於七十五年七月開工，工程費五百六十餘萬元

（含水電工程），定下學期完工；第二期工程正積極籌

劃中。一樓有閱覽室、電化教室，二樓為期刊室、書庫

及參考室。  

 七十五學年度二專聯招，本校應屆畢業生及畢業校友

中，工科考取七十九名，農科十名。  

 體育成績：1、九月十六日至十八日：縣中學足球錦標

賽，獲高中組冠軍。2、十月十二日：縣水利杯網球賽

獲社男組冠軍。3、十一月七、八日：縣中正杯桌球賽

獲社男組冠軍。4、十一月廿、廿一日：參加縣中學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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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賽，獲田徑賽雙料冠軍；各項金牌得主為跳遠尤泓

鈞，撐竿跳帥本豫，八百公尺徑賽高士堂（以上三人均

破大會），四百公尺徑賽陳朝宗，一千五百公尺林輝煌，

一百一高欄游文賢，四百接力賴三清、李文聰、陳敬益、

林國陽。  

民國七十六年 

 元月廿二日：本校正式呈報教育廳，請求改設為專科學

校（宜農政字第 0099 號）。  

 二月六日：省府呈報教育部建議准予改設（76 府教三字

第 143183 號）。  

 二月廿日：校務會議中，于校長報告有關改設之 1、發

展情形。2、未來規劃。3、送審問題及本校因應措施。  

 三月：本校新建農教中心大樓峻工，工程費  5,866,085
元，九月正式啟用。  

 三月二日：教育廳轉部函，本校兩週內呈報改設計劃（省

教三字第 01634 號）。  

 三月三日至十二日：連續召開科主任以上之行政會報

（ 03/03）、校區規劃會議（ 03/04）、第一次籌備會議

（03/07）、全校教職員座談會（03/09）、食品及化工設

科協調會（03/10 及 11）、改設設科之科主任及技士工作

說明會（03/12）。  

 三月廿三日至廿五日：本年度高職農科技藝競賽在台南

農校舉行，本校森林科獲團體成績亞軍；個人成績：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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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委第三名，林俊仁第五名。  

 四月一日：呈報本校改設專科學校計劃書（76 宜農政字

第 0256 號）。主要內容：1、校名：國立宜蘭農工專科

學校（五年制）。2、擬設科別：農科：園藝（園藝與農

經合併）、食品加工、農業機械、森林、畜牧；工科：

電機、機械、土木、電子、化工。本校原有農村家事與

家具木工因與專科性質不合，將移至補校。3、建校工

程：總工程分三期進行，連同各科改善設備，共需十億

元。  

 四月二日：本校農教中心後面圍牆工程峻工，工程費  
482,100 元。  

 四月七日至十日：本學年度台灣區高職工科技藝競賽假

台北市南港高工舉行，個人成績：木工科游永富獲第三

名；電子科視聽組陳旺根獲第七名；工業電子組許朝宗

獲第九名。  

 四月廿一日：邀請師大邱燮友及政大簡宗梧兩位教授來

校講解人文科學類論文寫作要領。  

 四月廿七日：邀請黃航生博士蒞校作有關工科論文寫作

專題演講。  

 五月十六日：電工科與省基隆區國民就業輔導中心、宜

蘭監獄合辦之「室內配線工訓練班」，今日結業。  

 五月十八日及廿五日：邀請楊榮華博士指導工科論文寫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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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月二日：教育部正式組團來校評鑑，並召開各種座談

會，充份溝通意見，本校收集同仁意見十三條作成書面

反映。  

 六月十日：教育部為本校改設事宜召開討論會，由陳梅

生次長主持，並發佈准予籌設新聞（詳次日各報）。校

長於十二日行政會報中報告會議內容，並請各科主任以

上主管將會議內容轉達各同仁。  

 六月廿二日：教育廳林副廳長昭賢及三科施科長蒞校，

瞭解改設有關技術問題。  

 七月一日：于校長主持校務會議，報告改設進行情形。  

 七月卅一日：教育部公報：本部宣佈台灣省立宜蘭高級

農工職業學校改制為五年制農工專科學校，原則上同意

將積極展開籌備工作，如一切進行順利，預定七十七學

年度起招生，並將改為國立。  

 七月：本校農道排水改善工程峻工，工程費新台幣  
996,525 元。  

 九月：本校給水管改善工程峻工，工程費新台幣  406,618
元。  

 十月卅日：本校再度榮獲教育部評鑑為七十六年度教孝

月績優學校。  

 十月：七十七年度第一期國軍使用水稻聯合收穫機助割

班開訓。  

 各科參加教育廳舉辦之教學媒體競賽獲獎情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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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機工科陳敬福、林揚勇老師之「特殊鑄造法」獲第

二名；2、木工科張錫鈞老師之「抽屜介紹與實務」獲

第二名；3、化工科江漢貴老師之「第二層陽離子分析」

獲第三名。  

 本年度農民農機訓練工作已奉教育廳核備在案，計辦理

曳引機使用班三班，農用引擎班三班，插秧機使用修護

班三班，召集各鄉鎮農民講習訓練。  

 園藝科學生在許阿榮主任指導下，培育花木樹苗，供應

縣內各國中、國小美化、綠化環境，今年已供應 9223

株。  

 補校三電子李天嘉參加宜蘭縣演講比賽，榮獲高中組第

一名。  

 

肆、專科學校時期 

民國七十七年 

 七月一日：升格為五年制專科學校，改名為「國立宜蘭

農工專科學校」，首任校長曹以松教授，由教育部政務

次長林清江親臨主持佈達儀式。設有園藝、森林、畜牧、

食品加工、農業機械、電子工程、電機工程、機械工程、

化學工程、土木工程等十科，自七十八學年起招生。  

 七月：本校高職部十五班最後一年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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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于延文校長調任省立羅東高級商業職校校長。  

 本學年學生參加全國孔孟論文競賽，榮獲高中組優等一

名：三工乙孫誠英獲頒獎狀乙幀，獎金一千五百元  （阮

鳳卿老師指導）。甲等二名：三電甲游聰明、三家陳慧

芬，各獲頒獎狀乙幀，獎金一千元  （分別由陳麗貞及

徐素華老師指導）。佳作一名：三園林惠玲獲頒獎狀乙

幀（徐素華老師指導）。  

 本學年參加台灣北區科學展覽，三電子學生製作「智慧

型無人搬運車」榮獲應用科學組優勝、全國科展應用科

學組優勝（第一名）。機工三吳文進、吳建興、邱聰龍

製作：「快速活動板手」榮獲台灣北區科學展優勝、全

國科學展佳作（吳銘達、魏錫瀧老師指導）。化學組佳

作：「酯皂化反應速度探討」化工三蔡青容、林趙毅、

楊文龍（林漢鎮、江漢貴老師指導）。  

 本校人事室主任朱硯清先生參加全省人事人員研究發

展論文競賽，以「如何勵行十項革新要求，倡導簡樸風

氣」榮獲省政府頒發獎金及獎狀。  

 本校教師吳銘達、曾淑鑾、俞景哲、沈逸君、林正宏、

黃寶強、張錫鈞等七位分別考取各研究所碩士班進修。  

 本校學生合唱團參加本年度宜蘭縣高中組混聲合唱比

賽榮獲冠軍。代表本縣參加明年三月十日在台北舉行之

北區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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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七十八年 

 八月：改制五年制專校後首屆招生，每科錄取一班，十

科共計四一七人。宜蘭地區學生考取十一人。  

 九月：高職部農機科學生鄭安邦，榮獲台灣區農科技藝

競賽農機組冠軍。  

 九月：新建校舍趕建不及，利用圖書館三、四樓充當學

生臨時宿舍。  

民國七十九年 

 四月廿八日：宜蘭縣籍國大代表葉英傑建議將國立宜蘭

農工專科學校改制為國立大學農、工學院，教育部函覆

表示留供整體規劃之參考。  （中央日報  ）  

 五月六日：慶祝創校六十四週年，本日在校內大操場舉

辦校慶園遊會，九日舉辦校慶音樂會，十一、十二日舉

行校慶運動會。  

 七月廿三日至八月十日：中美技術及英文教學研究會食

品科學組首次在本校舉行，為期十三天。  

 八月：七十九學年度新生計錄取四九二人，最高錄取分

數為六○九分，宜蘭縣籍學生佔五十一人。  

 十月四日：第一學生宿舍正式峻工使用，總工程費六千

餘萬元，於七十八年四月間動工興建，佔地 7,354.59 平

方公尺，男、女生宿舍各一棟，均為五樓建築，可容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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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八百人。  

 十月九日：本校經德大樓開工，預定八十年年底完工啟

用。該建築面積共四七二坪，屬七樓建築，一至五樓為

本校所有，六、七樓供空中大學使用，地下室除防空避

難室外，尚規劃有四八坪之健身房及供二百人使用之大

型會議廳（約七十坪）。該棟大樓除可容納附設補校全

部教室及行政用辦公場所外，並可供專科部份科四、五

年級作為教室。  

 闢建第二校區，規劃在員山鄉枕山村軟埤地區，範圍包

括枕山段鄉有地及樂山段私有地，佔地共一百廿公頃。

唯受當地鄉民代表反對，阻力重重。  

 本校學生吳松柏發起聲討中共政權在天安門血腥鎮壓

學生暴行，宜蘭地區近四千名青年學生六月五日中午在

本校操場集會，簽名譴責中共罪行。園藝科學生黃文雄

及農經科嚴建泰發起「拭血畫旗」行動，學生們刺破食

指，以鮮血染紅旗幟，表達了天安門事件中「中共用子

彈，學生用鮮血」的最高譴責。  

 南邊後校門附近圍牆，因牆腳開挖施工，導致圍牆倒

塌，埋設電纜管線工人一死二傷。  

 接受有關機關委託辦理多項研究計劃，如：金柑植株及

果實改良研究、農業環境受養蝦池開闢之影響調查、簡

易自來水水源及飲用水衛生調查、發電場儲油槽附近地

下水水質監測研究與鎘污調查及土壤中鎘之移動預測

等，甚受地方人士及學界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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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八十年 

 元月十五日：第二學生宿舍開工，預計八十一年八月底

完工。該宿舍建築面積六○七坪，屬五樓建築，每層樓

有寢室四十間，共可容納一千二百人。  

 二月廿日至廿二日：本校教職員桌球隊參加七十九年度

大專盃教職員桌球賽，榮獲女子組第四名  （十四所院

校組隊  ）。  

 三月一日：七十九學年度台灣區高級中等學校農業類科

學生技藝競賽，個人部分獲勝成績：補校森林科潘佳

君、林美勤分獲第一、三名；團體組第一名。（中央  ）  

 三月：土木工程科林焜鏘技士榮獲教育部「七十九學年

度公立大專院校技術人員傑出技術獎助」獎金十六萬八

千元及獎牌乙面。  

 四月廿七日至廿九日：七十九學年度員工自強活動三

天。其路線為：宜蘭→台中美術館→省議會→日月潭

（宿）；日月潭→玉山國家公園→阿里山（宿）；阿里山

→嘉義→亞洲蔬菜中心→宜蘭。  

 五月十一日：慶祝建校六十五週年，假縣立運動公園體

育場舉行慶祝大會暨運動會。另在校區各科館有專題特

展。同時召開八十年校友大會。  

 六月十五日：高職部最後一屆畢業典禮，假本校中正堂

舉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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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七日：李遠哲院士蒞校演講。  

 呂宗佳教授、黃桂生副教授榮獲教育部「七十九學年度

技術學院暨專科學校教學績優教師」。  

 推行行政電腦化，電算中心舉辦系列講座。  

民國八十一年 

 二月八日：自元宵節起至五月底止，共舉辦十一場成人

教育專題演講。首場由曹校長以松在志清堂演講「我國

書法流派與欣賞」，第二場至第十一場則在本校圖書館

舉行。  

 三月廿三日：江漢全和黃國榮二位副教授入選教育部

「八十學年度技術學院暨專科學校教學績優教師」。  

 三月：機械工程科蔡萬寶技士榮獲教育部「八十學年度

公立大專院校技術人員傑出技術獎助」。  

 四月十七日：為協助地震工程研究，本校與國科會於今

日簽約合作設立地震工程實驗工作站。該站位於補校經

德大樓正前方。  

 五月十二日：慶祝本校六十六週年校慶。檢驗中心及新

大門啟用典禮，由縣長游錫堃、議長羅國雄、市長林建

榮、校長曹以松共同主持剪綵。新建校門較原校門位置

後移六公尺，屬三樓建築；電動門高二公尺、寬十點四

公尺，為雙軌不鏽鋼式；校名高位於六至七公尺處，亦

為不鏽鋼字；左側有直徑二公尺之校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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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本校日間部二年制增設農業經濟科、環境工程

科；夜間部增設電子工程科，本學年正式招生。  

 八月一日：八十一學年度行政主管異動：總務主任王兆

桓、實習室兼推廣中心主任張錫鈞（暫代）、秘書黃成

良、園藝科主任張鋼鎚、森林科主任林世宗、農機科主

任吳柏青、電機科主任彭世興、化工科主任李大綱、環

工科主任兼檢驗中心主任江漢全、農經科主任陳凱俐；

課務組長須文宏、出版組長邱詩揚、生輔組長杜傳紅、

衛生組長林榮輝、體育組長梁正有、文書組長王純慧、

就業組長陳峰蘭。補校：訓育組長阮鳳卿、衛生組長林

清志、專任輔導教師王桂枝。  

 八月十日：本校校友會林燈會長病逝，九月廿九日舉行

告別式，歷年領取「財團法人林燈文教公益基金會」獎

學金學生與多位學校教師參加追悼會。  

 十月一日：會計主任陳中美退休，戴舉璋接任。  

 十月九日：美國社區學院校長一行十人，由瓦齊塞學院

米樂達博士率領蒞校訪問。  

 十月九日：曹校長擔任全國技職院校國際合作小組召集

人。  

 十月廿六日：教育部長郭為藩蒞校座談有關技職教育與

改革問題。  

 十一月九日：教育部主辦專科學校農科評鑑在本校舉

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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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八十二年 

 三月：土木工程科郭榮欽講師入選教育部「八十一學年

度技術學院暨專科學校教學績優教師」。  

 三月：土木工程科方俊盛技士榮獲教育部「八十一學年

度公立大專院校技術人員傑出技術獎助」。  

 五月：教育部技職司及師大舉辦之「八十一學年度技職

院校暨專科學校自製教學媒體競賽」，本校電子科蕭國

珍主任以「基本電學－暫態現象」榮獲透明片組優等

獎；推廣中心張錫鈞主任以「抽屜的介紹與實務」榮獲

佳作獎。  

 五月十六日：本校校友會推舉楊玉焜為新任會長，林榮

坤、陳建明為副會長，其餘副會長人選未異動。  

 七月：日二專增設電子工程科、電機工程科各一班；夜

二專增設食品加工科。  

 八月一日：八十二學年度行政主管異動：訓導主任李元

陞，秘書吳銘達，註冊組長羅祺祥，課指組長林淑妙，

出納組長陳陸海，文書組長許淑敏，事務組長陳銘正。  

 八月：八十二學年度本校自然增班：五專部十科各一

班，日二專農經科一班，環工科二班，夜二專電子科一

班，計十四班。另，本學期新增二專部電子科一班  （即

雙班  ），電機科一班，夜二專食品科一班，總計增加十

七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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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六日：舉行經德大樓落成典禮，由校長曹以松與空

大校長陳義揚、市長林建榮共同剪綵。大樓共有教室卅

九間，其中一至五樓由本校使用，六、七樓為空大使用。 

 十月十七日：加拿大社區協會會長湯姆．諾頓率團來

訪。  

 十二月七日：本校工科及行政類接受教育部評鑑。  

 八十一學年度農業類科專科學校評鑑結果：本校森林

科、食品加工科第一等；畜牧科、農業機械工程科第二

等，園藝科第四等。  

 榮獲大專運動會五千米及一萬米雙銅牌（黃瑞昌），一

百米銅牌（游幼蘋）。  

民國八十三年 

 元月十九日：教育部長郭為藩、技職司長林聰明、中教

司長林來發等來校視察延教班教學成果。  

 三月十二日：紐西蘭技職院校校長羅伊先生等五人蒞臨

本校進行交流。  

 三月廿一日：專科部舉辦加強公民訓練團體活動，先於

中正堂舉辦「公民的責任與修養」及「民主法治教育」

兩場專題演講，隨即乘車前往壯圍永鎮海邊展開沙雕比

賽。  

 三月廿九日：農機科主任吳柏青獲選為八十三年全國優

秀青年，並接受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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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教務主任翁瑞光及土木工程科黃賢統主任當選教

育部「八十二學年度技術學院暨專科學校教學績優教

師」。  

 三月：食品工業科曾再坤技士榮獲教育部「八十二學年

度公立大專院校技術人員傑出技術獎助」。  

 五月卅一日：教育部工業類科專科學校評鑑結果：教務

及訓輔組均評列第一等，各工科及行政組評列第二等。  

（教育部 233 期公報  ）  

 六月十一日：舉行五專首屆及附設高職補校第八屆學生

聯合畢業典禮，教育部次長楊朝祥應邀觀禮，並專題演

講。  

 六月卅日：圖書館館藏，計有圖書六五，二四二冊（含

外文六○四二冊），中文期刊三二二種，外文期刊二二

六種。  

 七月十九日至廿八日：「中華民國技職院校國際合作小

組」  （曹校長為召集人  ）主辦八十二年度中美技術研

習會「環境保護班」，在圖書館階梯教室開課。  

 七月：日二專增設土木工程科一班，並參加聯招。  

 八月一日：八十三學年度單位主管異動：教務主任江漢

全、總務主任馮臨惠、秘書羅祺祥、實習室主任吳柏青，

夜間部主任林瑞裕、課務組長徐碧生、註冊組長李棟

村、出版組長張慧、課指組長吳德豐、生輔組長林中鶴、

衛生組長鄧正忠、體育組長林榮輝、事務組長余嚴尊；

化工科主任劉俊良，環工科主任張章堂，電子科主任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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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興，電機科主任李志文，畜產科主任陳銘正，食品科

主任翁瑞光，農機科主任程安邦。  

 八月一日：農業機械科更名為農業機械工程科；食品加

工科更名為食品工業科；畜牧科更名為畜產科。  

 八月一日：圖書館正式展開光碟論文檢索服務；新闢教

師指定參考用書專櫃。  

 八月廿二日：中央氣象局在本校設置氣象中繼站。（中

國時報）  

 九月廿二日：八十四學年度起各專科學校將要施行新課

程。本校特於本學期成立「課程審查小組」，並於今日

召開第一次會議，小組成員由江漢全、吳柏青主任及徐

碧生、李棟村組長，王兆桓、陳進傳、須文宏、歐明謙、

呂宗佳等老師共同組成。  

 十一月十七日：本校榮獲教育部評列為「八十三年度建

教合作績優學校」。  

 十一月：曹以松校長榮獲「中國農業工程學會」頒贈「八

十二年度學術獎」。  

 八十二學年度技術學院暨專科自製教學媒體競賽，電子

工程科游竹助教以「交變電流與電壓」透明片榮獲佳作。 

民國八十四年 

 二月廿二日：縣府委託本校進行「南澳溪流植被及水中

植物資源調查」。（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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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廿一日：訓導主任李元陞與食品科講師須文宏，當

選年度優秀青年。李元陞主任並獲選為全國優秀青年。

又，機械四王文志獲選宜蘭縣優秀青年代表；農經二林

京蓉獲選為全國大專優秀青年代表。  

 四月十一日：衛生署委託本校進行「市售臭豆腐安全性

之評估」研究。（自由時報）  

 四月十六日：司法院長林洋港應邀來校專題演講。  

 五月十二日：新建時習大樓落成。該大樓為地面五層、

地下室一層之建築物，供各科實習課程使用，校長曹以

松特擷取「學而時習之」之寓意，以「時習」二字命名

之。  

 六月十日：舉行八十三學年度畢業典禮，由校長曹以松

親自主持。本學年畢業生包括五專部四三七人、二專日

間部二一四人、二專夜間部三七人，總計六八八名。  

 八月廿三日至廿五日：全國大專院校第十四屆教職員工

桌球錦標賽，假本校中正堂展開，本校榮獲男子乙組第

四名，女子組亞軍。  

 七月十七日：教穡大樓驗收，九月廿五日正式啟用。  

 八月一日：八十四學年增設夜二專環境工程、電機工程

及電子工程在職班各一班。  

 十月：出版農科（園藝、森林、食品、農機、畜牧、農

經  ）各科「館藏期刊、視聽資料暨圖書目錄」六鉅冊、

各冊所載資料皆在一萬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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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本校圖書目錄」三鉅冊。  

 十二月六日：本校農科接受評鑑。  

 第廿六屆大專運動會，本校成績：五電子三賴承德 /馬拉

松：金牌，一萬公尺：第四名。五化工五黃瑞昌 /馬拉松：

銀牌。五機械四王文志 /三千公尺障礙：銀牌。五園藝三

陳柏如 /一千五百公尺：銀牌，八百公尺：銅牌。五電機

三薛武弦 /八百公尺：第四名，一千五百公尺：第五名。

五電子三游幼蘋 /二百公尺：第五名，一百公尺：第六名。

五園藝二邱婉婷 /一萬公尺：第五名。  

民國八十五年 

 二月一日：本校進修部首次辦理選讀生申請入學，共有

二十四位學員審查合格。  

 二月廿六日：與宜蘭縣政府合辦社區大學，開辦九個課

程，包括旅遊英語、實用英語、基礎日語、視窗軟體、

農場管理、工業化學分析、食品與控制、行銷管理與程

式設計等。語文學習課程四十人為一班，其餘課程為卅

名學員。  

 三月：出版「本校中外文期刊論文索引」二鉅冊。  

 三月六日：首屆社區大學開學典禮假本校圖書館階梯教

室舉行，由曹校長與縣長游錫堃共同主持。  

 三月二十三日：第十五次校務會議通過本校呈請升格技

術學院案，隨即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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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三十日：第九任總統、副總統當選人李登輝、連戰

蒞校。  

 四月八日：考試院邱院長創煥蒞校演講，講題：「邁向

成功之路」。  

 五月六日：救國團主任李鍾桂博士蒞校演講。  

 五月十日：召開七十週年校慶記者招待會。  

 五月十二日：本校七十週年校慶暨校史館正式成立，並

出版「國立宜蘭農工專科學校校史」三輯（第一編：大

事紀；第二編：敘事篇；第三編：照片輯存）暨出版「本

校教師著作目錄暨摘要」（第一輯農科部份）。  

 五月十七日：本校主辦「八十四學年度技術學院暨專科

學校圖書館業務研討會」，計有教育部長官、學者、各

校校長等一五○餘位參加。  

 六月三日：紐西蘭威靈頓技術學院 Ms. Rue Ashford 等一

行蒞校參觀訪問。  

 六月十日：本校機械科「教導式糢糊定位控制系統之研

製」榮獲教育部「八十四學年度微電腦應用系統設計製

作競賽」專科組優等獎。  

 七月：與資策會合辦「企業應用 Intranet 研討會」使宜

蘭地區企業界了解 Intranet 的應用。  

 八月：本校與宜蘭縣政府合辦社區大學，第一學期共招

收十五班，學員達五四五人。  

 八月一日：機械科新設 CAE 實驗室，支援電腦輔助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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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並提供業界服務。  

 八月十六日：教育部 85.8.16 台（85）技（二）字第 85516100
號函核定八十六學年度增科班。增設日二專園藝科、食

品工業科各一班；日二專電子工程科增一班。  

 九月六日：本校與「宜蘭縣工業發展投資促進會」及「宜

蘭縣跨業交流協會」合辦「宜蘭縣產學交流研討會」，

期使教學研究與地方產業需求結合，以發展具地方特色

之建教合作。  

 九月廿三日：青工會吳主委挽瀾蒞校演講。  

 十月：圖書館資料正式掛上提供 WebPAC 公用線上目錄

查詢系統。除供各界參考引用外，並引進學術光碟及線

上資料庫，使本校圖書館正式進入電子資訊服務時代。  

 十一月：本校 WWW 服務上網，在網路上提供全校與各

科系簡介。  

 十一月二十二日：本校辦理建教合作業務績效卓著，經

「中國工程師學會」評定為八十五年度績優建教合作辦

理單位。  

 十二月：出版「歷年有關本校新聞剪輯」二冊，第一輯：

民國三十五年至八十年；第二輯：民國八十一年至八十

五年。  

 十二月五日：本校環工科接受教育部專案評鑑，榮獲一

等。  

 十二月十八日：農業推廣委員會舉辦「農業新知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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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台灣省雜糧發展基金會孫董事長明賢蒞校演講，講

題：「台灣農業前瞻」。  

民國八十六年 

 一月九日：出版「本校圖書館館藏日文善本書目」。  

 一月十四日：本校申請八十七學年改制技術學院並附設

專科部，教育部升格改制審查小組蒞校訪視森林、畜

產、食品、農經、環工、農機等六科及電算中心、檢驗

中心、圖書館相關單位。訪視委員：劉兆漢、梁成國、

楊漢泉、劉玉蘭、康自立、劉顯達、劉清田、張文雄、

歐善惠、陳月枝、曾國鴻、朱振昌、林騰蛟。  

 一月十八日：全校歲末聯歡餐會於教穡大樓地下室舉

行，教職員工暨退休人員等約五百餘人參加。  

 三月十日：連副總統戰暨行政院徐副院長立德一行蒞

校，並宣佈本校升格為技術學院。  

 五月十二日：本校七十一週年校慶，紐西蘭 UNITEC 
Mr.Brian Astill 來訪。  

 五月十二日：出版本校前任校長「曹以松教授論文集」

共二輯。  

 五月十五日：本校參加第二十八屆大專運動會，榮獲田

徑賽男子組總錦標第二名。  

 六月二十日：出版「本校教師著作目錄暨摘要」第二輯：

工科及共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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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月二十一日：舉行曹校長以松榮退歡送會，會後於教

穡大樓地下室餐敘，計有二百餘人參加。  

 七月一日：本校校長交接典禮由教育部技職司吳司長清

基監交，因新任校長尚未發佈，由教務主任江漢全代理。 

 七月：出版工科  （電機、電子、土木、化工、環工、

機械  ）及共同科，「館藏期刊、視聽資料暨圖書目錄」

六鉅冊。各冊所載資料皆在一萬筆以上。  

 七月二十五日：新任校長劉瑞生博士佈達典禮，由教育

部楊次長朝祥主持，人事處吳三靈處長、技職司吳清基

司長陪同蒞校。  

 八月六日：本校會計室新任主任吳漢清與卸任主任戴舉

璋交接，並由教育部楊會計長親自會同監交。  

 九月：電子科參加全國電腦軟體設計競賽，榮獲大專甲

組優等（第二名）。  

 九月二十四日：劉校長應邀至宜蘭高中演講，講題：「我

的未來不是夢」。  

 十月：圖書館出版「教育部公文彙編」八輯：自民國七

十七年七月一日至八十六年七月三十日。  

 十月：出版本校「主管會議紀錄彙編」二輯；收錄自七

十九學年至八十六學年歷次會議紀錄。  

 十月：出版本校「行政會議紀錄彙編」二輯；收錄自七

十七學年至八十五學年歷次會議紀錄。  

 十月十九日：本校參加「校外會」交通安全指揮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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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獲五專組團體總冠軍。  

 十一月十三日：教育部朱振昌督學、張俊傑督學、江美

珠督學蒞校指導。  

 十一月二十六日：八十六學年工科：電子、電機、機械、

化工、土木等五科及行政組（含組織、人事、總務、會

計等  ）接受評鑑。評鑑結果均獲一等。  

 十二月十九日：本校教職員工二天一夜自強活動分梯次

舉行，前往新竹小叮噹科學園區及小人國旅遊。  

民國八十七年 

 一月二日：教育部台（86）技（二）字第 86147575 號

函核定本校自八十七年七月一日起改制為「國立宜蘭技

術學院」；增設技術學院日二技農業機械工程系、森林

系、食品科學系、畜產系、應用經濟系、環境工程系等

六系。  

 三月十二日：高中職校圖書館研習團至本校參觀。  

 三月十四日：本校學生社團「自然生態保育社」榮獲八

十六學年度大專院校績優學生社團。  

 三月十七日：北京農業大學校長蒞校訪問。  

 三月二十七日：七十二週年校慶運動會假宜蘭縣立體育

館舉行二天。  

 五月十二日：教育部李次長建興蒞校參加本校七十二週

年校慶慶祝大會。  



創校至專科學校時期 

108 

 五月十二日：本校園藝科羅世孝榮獲第十六屆全國學生

文學獎大專小說組第一名。  

 六月十六日：本校承辦教育部暨所屬各機關學校八十七

年度主計業務座談會。  

 七月一日：本校改制為「國立宜蘭技術學院」，邀請行

政院劉副院長兆玄、賴副省長英照、教育部李次長建

興、曹前校長以松、林立委建榮、劉縣長守成、校友會

楊會長玉焜、郭副會長大壽等參與校名牌揭牌儀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