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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年 10 月 16 日高大校務發展委員會會議紀錄 

南方壺 

上週四（10月16日），高雄大學開了一次校務發展委員

會。會中雖有五個提案，但較為大家關注的，自然是合併案。

在主席致詞中，高大校長“鄭重聲明不會再有連任或競選校

長之考量，…。＂這位校長，過去背信的紀錄，大家都很清

楚，所以他的聲明，不論鄭重或不鄭重，要去相信，將來倒

大霉，沒人會同情你。至於主導此案的學術副校長蘇豐文，

那份可笑的先射箭再畫靶，也就是與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及

與中山大學合併的SWOT分析，應就是他做的。這位教授是

四年多前，由清華大學借調來高大，借調至今已進入第五年。 

在10月7日高大的主管會報中，對於與高科大之合併

案，這位副校長說“針對部分師生的疑慮或誤解，校方絕對

本著公開合法程序來進行，將透過公聽會及校務會議來傾聽

各種聲音，凝聚全校共識，請本校師生審慎思考高大的最大

利益及未來任何發展的可能性。＂這位副校長，雖已經借調

四年多了，對高大仍無信心，還不願在高大待下來。前四年

是研發長，目前是“學術＂副校長。雖長期掌管高大研究及

學術，但至今他的國科會計畫仍在清大執行，這種隨時可一

走了之的人，來要我們“審慎思考高大的最大利益＂，還真

諷刺。10月16日此重要會議，他充當高大校長馬前卒，縱橫

全場，封殺各委員善意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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什麼傾聽，都是假的，只是要將程序走完。這些人完全

不合民主的作法，我們並不奇怪。將來還有什麼公聽會及校

務會議，且拭目以待他們怎麼玩。 

10月16日的會議中，雖有數位委員提議先進行問卷調

查，聽起來很合理。民主時代，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

聽。在10月12日的聯合報，高大校長不是說“學校未辦公

投，那來九成學生反對？＂但此傾聽民意的建意，卻不被主

導此案之副校長所接受。看來這些人真怕“傾聽各種聲

音＂，是不敢辦公投的。這位副校長，對於合併案，居然說

如此“才有能力爭取億元以上的大型補助。＂才有能力？爭

取？億元？蠻可悲的，還出身自清大呢！真是小鼻小眼。東

華與花教大之合併，教育部可是補助25億呢！看來一心一意

只想合併，割地賠款都願意。你還相信這位借調而來的副校

長，會考慮“高大的最大利益＂嗎？ 

有委員問，合併後是技職還是高教？高大校長回答是

“高教＂。看吧！我們從來沒有說技職不好，我們還肯定過

高科大的表現。但現在可是由高大校長口中說出，高科大要

脫離技職體系。但不管高科大或中山好不好，都不表示眾高

大師生的意見能不被重視，硬要我們跟那一所大學合併。 

程序是很重要的。為何只有那極少數的幾位高層，才自

認懂高大最大利益？以過去8年台灣的向下沉淪為鑑，對於

愈是高層，我們愈是要睜大眼，看他們在搞什麼？ 

附上當日的會議紀錄中，與合併案有關的致詞，及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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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資料供大家參考。有委員說“不要讓師生自行以訛傳

訛＂。說的好，那就更不要搞神秘，資訊愈透明愈好。何況

合併案關係到我們每位師生，我們當然有權知道進度。 

大家也可看出發言委員中，真正贊成“合併案既然決定

就應趕快推動＂（奇怪！不是正在開會討論，怎就說已決定

了？），只有姚志明，李育嘉及陳文輝等三位教授，其他人

都還多少有些保留。這三人中有兩位為何毫無保留的支持，

我們大概知道原因。不過也沒關係，每個人都可因不同的理

由，贊成或不贊成某案。雖然看起來委員們並無“共識＂，

但顯然很無奈。那幾位高層，治校本事是沒有，主導議事的

能力是有的。他們從未將善良的高大師生放眼裡。管你多少

人反對，決議根本早定，就是要先與高科大合併。而由提案

四之說明，整併小組委員名單早在開會前，就已知會高科大

了。真是一場假的會議。 

 

國立高雄大學校務發展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紀錄 

時間：97年10月16日（星期四）下午14時 

地點：本校圖書資訊大樓六樓大型會議室 

主持人：黃英忠主任委員 

出席人員：蘇豐文委員、李博志委員、李育嘉委員、陳文輝

委員、姚志明委員、吳建興委員、黃建榮委員、黃

世孟委員、白秀華委員(李福恩主任代理)、鄭月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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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請假)、紀振清委員、簡玉聰委員(請假)、王鳳

生委員(請假)、蘇桓彥委員、林順富委員、鄭秀英

委員(請假)、葉文冠委員、林文揚委員、郭國聖委

員(請假)。 

列席人員：盧昆宏教務長、陳一民主任、姚朝森主任、曾榮

豐組長、胡淑君組員、黃盈達組員。 

記錄：黃盈達 

壹、 主席致詞： 

三、 為檢討本校務發展成效與建構未來發展主軸

與政策，必須有突破性的作為，與他校合併是一項

可考慮之選擇，也是本校提升競爭能力與生存之

道。今年本校校慶與高雄第一科大簽訂策略聯盟，

該校對兩校進一步合作或合併案表達極高的興

趣，9月初，校方召開策略會議進行討論，針對中

山大學與第一科大合併議題做評估，會中達成決議

對第一科大合併案做進一步協商。近日屢有學生在

BBS上發表本校擬與第一科大合併案的言論，部分

師生的疑慮或誤解，校方將透過說明會及公聽會來

傾聽各種聲音，凝聚全校共識，本著公開合法程序

來進行，並交由校務會議的多數意見來決定，請本

校師生審慎思考高大的最大利益及未來發展的可

能性。另外，有些質疑合併案是本人另有所圖，本

人鄭重聲明不會再有連任或競選校長之考量，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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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高大與任何一所學校的合併是為求高大能突破

瓶頸、及追求高大之歷史定位。對於合併議題所有

不同的意見都可以開誠布公來討論，校方必將本透

明、公開之原則，循一切合法、正式途徑來研究與

他校合併的可行性。 

 

提案三                        提案單位：學術副校長室 

案 由：有關確立本校未來發展方向與他校合併之策略與行

動方案，提請討論。 

說 明： 

一、依據本校 97 年 9 月 1 日校務策略會議決議辦

理。 

二、初步共識：同意本校與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合併。兩校應召開校內公聽會，凝聚兩校師生共

識，並由兩校成立協商小組及工作小組，期程為兩

年調適準備，目標預計三年內完成合併。 

三、相關資料分析詳如附件三。 

委員意見： 

黃世孟院長：玆為推展本校與適合之他校合併發展方案，宜

充分尊重本校全體專任教師意願，應以問卷調查是

否同意進行合併的可能選項，選項應包括(一)國立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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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第一科技大學；(二)國立中山大學；(三)維持現狀

不合併。以選項同意最高者為對象籌組整併專案小

組。 

蘇豐文副校長：本校未來若欲爭取更多高教資源，與他校合

併發展是較可行之方案，但是兩校間的整併須經複

雜的討論與磨合。為向教育部爭取資源必須事先規

劃整併構想書，勾勒未來學校發展的前景，才有能

力爭取億元以上之大型補助。正值此時，國立高雄

第一科技大學主動尋求與本校合併，且允諾未來合

併由本校為主體，故校務策略會議才進行此一方案

之推動。本校若要進一步召開公聽會，並須先設定

整併之學校校名，洽談合併之後院與院學生及教師

合作方面的細節，學術、行政的架構為何？確實規

劃兩校未來的發展並於公聽會上完整闡述整併後預

期之成果，進而凝聚學校師生共識。若於召開公聽

會期間，師生仍提出相關疑慮或反對，我們再進行

調整，或洽談與中山大學合併及其他可能發展方

案。兩校整併過程完全依照行政流程，提案至校務

策略會議、校務發展會議、公聽會以及校務會議討

論通過後，本案才會通過施行。請校內師生不要恐

慌，並請各位院長與院裡師生宣導溝通。 

姚志明院長：學校發展方向既然已經初步決定，就應該依據

會議之共識持續執行，不要因為部分師生的反對就

停滯不前，尤其是面對現今高等教育體系資源日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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拮据，與他校合併可增加本校未來發展機會。且學

校整併需要經過相關行政流程，若是其他師生有相

關意見也可以依行政程序(公聽會、校務會議)否決與

一科大合併案，或是連署提案與中山大學或台灣大

學進行合併，亦無不可。重點是學校發展不可因部

份人反對而停滯不前。 

黃建榮院長：有很多老師向我反應，希望學校將來召開公聽

會或說明會時，不要只有談一個與高科大合併的議

題，應開放給全校師生參與並能有多元的選項(如與

中山、成大、清大、高師大或高科大等校合作或合

併)，由下而上，尊重多元意見。最重要的是要讓學

生們知道高雄大學未來的定位和走向，才能讓學生

安心在高大求學，並加強學生對學校的認同和參

與。不論合併結果成功與否，在校園參與的過程中，

大家能一起經歷與高大未來命運的革命情感，產生

更多的凝聚和歸屬。 

林文揚館長：我個人很樂意看到本校與他校進行合併，而推

動兩校合併案最關鍵因素是行政作業團隊的配合。

上個月的校務策略會議之目的也是為凝聚校內一級

主管與一科大合併之共識，因校內師生對於合併案

有疑慮，學校應該立即召開說明會，向校內師生解

釋為何本校希望與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洽談合併之原

因，進而凝聚校內師生共識並化阻力為助力。其次、

因本校與中山大學合作與互動亦稱頻繁，所以校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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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也有傾向與中山大學進行合併之想法，建議是

否可以將本校與中山大學合併案納入提案，同時整

理分析兩案之優缺點，並在公聽會上一併陳述說

明，由校內師生進行比較及選擇。 

蘇豐文副校長：學校應該召開整併小組說明會，解釋本校希

望與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合併的原因，並且提供整併

後學校發展的相關細節，凝聚校內師生共識。整併

案不適宜與兩校同時進行協商，如果本校一面與一

科大談整併；另一面又去找中山洽談併校的可能

性，有損本校誠信，反而容易造成其他兩校對本校

的不信任，建議現階段先以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研商

整併為主，若不成再尋求與中山大學之整併案。 

林文揚館長：有關兩校整併案，本人強調在進行學校合併談

判之前，是否先以問卷方式調查校內師生最希望與

哪間學校進行合併。 

蘇豐文副校長：合併案若以問卷調查方式，將無法確定學校

合併之後的各項條件與發展，只是針對中山、一科

大等學校選項進行勾選，僅具泛泛而論並不具任何

建設性指標。且以此方式調查將不限定一科大與中

山，更可納入台大、成大等學校選項，造成學校發

展方向不容易確立。 

葉文冠主任：本校許多學生認為本校與中山大學合併之後，

自我身價將往上提升，卻不曉得本校與中山大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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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大洽談合併的過程，導致各種誤解與謠言。建

議校方應該趕快召開公聽會向校內師生進行解釋。 

林順富主任：未來本校與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合併，新學校是

屬於技職司還是高教司？未來學生招生來源為何？ 

黃英忠校長：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與本校合併，一科大已

同意由本校為主體進行合併，兩校合併之後是一般

綜合型大學並歸屬高教司，學生來源為一般高中生。 

林文揚館長：本校現階段必須對外澄清這些決策形成的過

程，若是單純以問卷形式進行調查而不考量學校權

益，學生只會很單純選擇中山大學，如何釐清學生

對學校決策的誤解，是校內行政單位應該要做的事。 

李博志副校長：有關合併案相關細節，校內師生可以在公聽

會提出與中山大學合併案，若是公聽會上也同意此

案，學校可再推動與中山大學的協商。 

黃世孟院長：本人剛剛提出三個選項是否可以做成議案並於

公聽會一併提出，並請校內行政團隊針對三案作成

分析報告案。 

蘇豐文副校長：合併案最重要的是與他校協商合併的過程，

特別是合併之後是否能保存學校的傳統及精神，而

不是單純對結果或目標的一種決定。若是堅持三案

併提容易造成議案混亂及行政效率低落，且造成校

內師生僅就表面的結果或目標進行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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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育嘉委員：合併案既然決定就應趕快推動，但學校也須提

供校內師生反應的管道，不要讓師生自行以訛傳訛

並於媒體上報料，有損本校聲譽。議案內容文字主

要是與他校合併，他校並非單指一科大，所以學校

需要依行政程序，先舉行校內師生的說明會，說明

本校希望先與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進行合併協

商，若是破局再尋求與中山大學或其他學校合併協

商案。 

陳文輝院長：校內師生對於本校與一科大合併案已有相當誤

解，認為學校想強迫師生接受本案，但本合併案非

由幾位主管私下決定就可成立，必須經過校務會議

等法定程序投票通過後才能執行。主要是兩校合併

案涉及許多細節問題，合併案之初不可能開放所有

師生進行討論，必然是計畫完成至相當程度才提出

由校內師生進行瞭解並討論。本人贊成李育嘉委員

建議，合併案需設定優先順序及方向，本校先有初

步共識先與一科大協商，若是不成再尋求其他學校

合併。 

林順富主任：建議刪除附件三第 20 頁與中山大學合併劣勢

第 3 點。 

曾榮豐組長：建議將附件三第 22 頁中人文社會學院項下之

應用經濟學系及經營管理研究所修正至管理學院項

下各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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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一、 本校先與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談論合併事

宜，若是無法推動，再進行與中山大學合併案，若

有困難才推動與其他學校合併之可能性。 

二、 召開說明會或公聽會釐清校內師生對本次合

併案的誤解，並提供校內師生反應管道，凝聚校內

同仁共識。若公聽會上師生反對與高雄第一科技大

學合併並同意與中山大學合併時，學校再進行修

正。 

三、 刪除附件三第 20 頁與中山大學合併劣勢第 3 
點。 

四、 附件三第 22 頁中人文社會學院項下之應用經

濟學系及經營管理研究所修正至管理學院項下各

系所。 

提案四       提案單位：學術副校長室 

案 由：有關設置本校與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整併小組，

名單詳如說明，提請討論。 

說 明： 

一、依據本校 97 年 9 月 1 日校務策略會議決議辦

理，成立整併專案小組與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協

商並定期檢討進度，專案委員暫由校長與蘇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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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擬。 

二、整併小組委員為蘇副校長豐文、李副校長博

志、盧教務長昆宏、徐學務長忠枝、劉總務長安平、

陳人事主任錦麗、曾組長（代主秘）榮豐、陳人文

社科院院長文輝、姚法學院院長志明、吳管理學院

院長建興、黃理學院院長建榮、黃工學院院長世

孟、及校務發展委員會李委員育嘉、紀委員振清及

郭委員國聖，共 15 位委員，由蘇副校長擔任小組

召集人及暫兼研發長委員乙職，俟新任研發長任職

後遞補之，提請討論。(名單彙整詳如附件四) 

三、本委員會委員名單已知會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

學林研發長銳敏。 

決 議：由紀振清委員暫兼學務長委員乙職，俟新任學務長

任職後遞補之。另新增小組委員一名為圖書資訊館

林文揚館長，其餘照案通過。 (97.1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