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授治校的內涵與做法

個複合性理念;即建立在「學術自由」「校園自主」及「

大學民主」等理念上面，透過校務會議，參酌教務、總務
、學生事務、院務、系務及各專門委員會會議意見，議決
校務發展重大事項，責成大學各學術行政單位執行，並于
管制考核。

二、學術自由

兩方

教育，內容上側 重人

|兵聰賢

學術自由可 以從內容和方式

面討論。中國傳統的教育不同於西方

教導。西、方教育自培

鬥學術自由之重要
八

文倫理的傳遞，方式上傾向權威式的

主
，張
即
口 臣們叩門市的)以來

一、前…雪白

根 QSEEFno己與笛卡兒(月20
科學知識的追求與真理的探討。

拜讀「興大校友」刊物後，非常欽佩校長、各位老師
及編輯委員把注心力，出版精湛的校友刊物，報導校友會

主動地反間，才能使真象較清楚;並 且引用客觀資料 支持
事情真象，則所得的結論將臻客觀。 從知識論觀點而 言，
學術自由，係鳥追求知識之精確與 真 象，學者須按真 理規
則的引導進行學術研究，不受政治、 宗教及社會之于 擾，
學術自由才能掃除迷信、與批判思 想禁鍋。從演繹論 觀點

還要

變 化而演變，知識 不是

動的學習以外，

動態和技務推展情形，讓校友分享母校發展成果，並增進
校友對母校的了解與關懷。
最近若干年來，學術界提出校園自主、大學民主及教
授治技等理念。各大學正面臨體制及體質轉變關鍵時刻，
每位老師莫不全力參與規劃謀求校務發展。針對這些問題
，作者以回錯母校的心情提出個人長期在教育界服務的淺

來看，真理或真實隨自然環境現象

程裡'以民主方 式來
追求。

民國入十二年十二月七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大學法修正
素，在施行細則未艾布實施前，大學一方面遵循立法精神

j

徵'須由專業人員如教授來擔綱。所以，十九世紀德國大
學主張的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是不一樣，學術自由只賦
給大學教授，而言論自由則給與每一位去氏。

程是不相同的。科學的研究，具有系統、客觀、秩序的特

從事科學知識研究，與民主教育所主張的學術自由，
和一般意見表達的言論自由，雖有相同用意，但其運作過

關鍵在於對它涵義的看法不同所致。我們似可把它看成一

法。大家較關心而尚待釐﹒淆的課題，有學街中立、學生參
與、校務會議代表比例、軍訓教官與課程、系所膨脹、課
程自主、研究提升、教師普通參與需求等。
教授治校這個名詞，各有贊成和反對的意見，差異的

，另一方面，J婪參照各校情形，自行發展「教授治校」辦

欲追求知識、探討真理，除了被

見，就教於母校師長和校友。

原先就完整，所以，順在自由情境過

丹: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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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的超然清新面貌，而主張學術中立。學術自由探討的

這是一個頗有爭議的議題，
的
H學術自由和學術中立
一般人雖贊同學術自由 ，卻擔心學術被捲入政爭，為保持

∞ 學術自由和學生 參 與 國內大學生和世界其他國家
大學生一樣，向來熱衷於校外的進行和示威活動，籍以表

的政黨活動，或兼任黨職，則應由枝務會議訂定節制辦法

若只是自然科學的話，大多數人都會贊成在無限制下，讓
大學教師自由地進行學術研究。但是，人文及社會科學的
研究，不能不對華種思想體制加以分析、評論甚至於表示
偏好。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結果，雖然以客觀事實對社會
現率批判，還是會被視烏帶有主觀價值判斷。主張學術中
立的人，建議學者可以研究正反兩面意見，但不能抱持偏
但一方的立場。但是反對學術中立的人，認為中立將使學
者不得不捨棄對去共事務的關心和判斷，而使學術自由的

原意喪失，對探索真理有不好影響。
個人覺得學術自由和行動自由略有不同，前者色括實
驗室、田野調查，學術討論會、課堂教學及實習，應維持

至於在那一種情況下，大學師生可以參加社會行動，

0

。

學術自由原來涵意，不受政治、宗教等于擾。後者乃指遊
行、抗議、請願等行動，學術界宜保持中立，不宜直接參
與

似乎可由枝務會議來決定。

學術自由與政黨活動，是另外一個廣受注目的議題
學者本著學術自由，可以研究資本主義、馬克斯思想，社

會主義思想等，研究之餘也可以加入政黨。台灣，因人民
長期受威權政治統制與係守式教育主導，部分學界人士全
面反對黨義研究、黨員身份、黨員活動，刻意地對具有黨
黨 義的自由應予尊重

員身份者批判與隔離。對於此事的處理原則，仍然可以從
學術和行動的分野加以區別。即研究

定

被大家接受，但萬一學生藉參與，堅持全面學術自由，而
與教授形成封立時，要如何規範則有待思考。土述德國的
教學與學習分離原則，可以參考抹用
。 一般學生比較堅持
的乃是社團活動，生活有關事務及獎懲規章上的爭 議 ，可

學生參與的理念，形式上將如大學法修正索那樣容易

部的學術自由。

會議 。」修正素的規定，接受了學 生 參與之理念。只 是，
技術土，出席校務會議學生代表數 應 佔枝務會議代表 總人
數百分比之多少，是頗費周章的事 。
德國人將學習自由和教學自由加 以區別;認為學 生享
有學習自由，教授享有教學自由 。學 生可以透過自由 選課
來表達學習自由，但學生專業知識未 成熟，故不能付 與全

及 訂定獎懲有關規 章之

、參與遴選校長候選人、降低大學 學 費、出席校務會 議等
越 戰訴求，終使美 國軍
。 一九六 0 年代美國大學生推動反
隊自越南撤退的事實，似乎反映社 會 人士默認大學生 參與
政治活動的合理性 。
學生參與的訴求，從政治觀點推 移到顧客觀點而 言，
頗符合市場消費者取向的企業制度， 認為應讓學生參 與洪
條規
定有關學業、生活及獎懲事項
。大學 法修正索第十七
「大學鳥增進教育效果應由經 選 舉產生之學生代 表出

示大學社間對國家社會事務之關心，近年則將焦點移至校
園事務上面，如取消軍訓室與軍訓 課 程，把政黨逐出 校園

.•

席枝務會議並出席與其學業、生活

..

••

而不加限制，因為它也是在追求真理。黨員身份，也應予
尊重，因為這是屬於信仰層面的思想自由。至於'校園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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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大學自主的觀點，以維護學困秩序島原則，規範學生過
分的要求。除透過理性討論，最後可以交付校務會議決定
。易言之，學生參與的主張，不能破壞教學自由，和校園
自主的理念，因為學生自由是建立在學術自由土面。

三、大學自主
大學自主的理念，在去立大學裡通常涵蓋課程自主與
師智聘任自主，私立大學則除了課程和師資外，格外重視
財務自主。因學術是一項專門深入的工作，教授比政府和
社會更清楚如何制定課程與教學方索，依據這個原則而言
「各

，應否設置或如何設置軍訓課程等問題由教授來操作，應
是天經地義的事，大學法修正索第四條第二一款規定

大學之發展方向及重點，由各校依國家需要及學校特色自
行規割。」但是課程任由系所自行規割，目前因分系太細
，各系的必修課程膨脹，使共同課程和通識教育無法列入
，不利培育完整人格的學生會似可考慮大學一二年級分院
而不分系的課程規劃方式。

師資自主的理念，大學法修正案第二十條也有規定
「大學設枝、院、系(所)教師聘審委員會，評審有關教
師之聘任、聘期、升等、停聘、解聘等事宜。」修正索未
通過前，十一所國立大學及泉吳大學已實施枝、院、系(

所)三級聘審制度，取代教育部的聘審辦法，過程相當順
利，是實現校園自主、落實教授治校的具體辦法。
因中央預算緊縮、加上新設國立大學預算需求，各國

立大學面臨預算不能增加的情境，於是有人想到大學可自

籌財源以回應去務預算之緊縮。有人將財務自主誤解為財
務自足，這是錯誤的觀念，如果要去立大學財務自足，豈
不是變成私立大學?再說，歐洲式大學教育是免學費的，

依個人淺見，大學免學費可能遲早會實現。所以，現階段

所談財務自主，應該是採取古務預算 與 作業基金(如 農 林
漁牧作業基金)並行，將設施利用收 費 、宿舍收入、 建 教
合作經費、推廣教育收入納入作業基 金 ，由學校自行 管 理

。教育部仍每年編列女務預算，俾應資 本門支出(郭 為 藩

教 職員宿舍興建 基 金

，的恥泣9，中央日報)
財務自主，宜朝提升校園研究、 教學、服務品質 及 師
生生活品質，除擴大「農林作業基金 」外，可設置「 校 聞

發展基金」、「講座教授基金」、「

」、「大學出版社基金」、「學生宿 舍 生活困基金」 。即
除政府預算及學費外，廣受各界捐資 、及使用者付費 (如
宿舍、建教合作、推廣教育收入)等 收 入，由大學自 己 支
配應用。

四大學民主

主 ，學生參與等 理念

以下擬就各項 議 題

'

。校長

大學法修正案未通過前，主

大學民主，是學術自由，校園自
的運作方式，是教授治校的運作規範
略作說明。

心
V學術行政主管之產生

要固立大學早已實施系所主任及院長產生選舉辦法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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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產生有委任推選和普遍參與推選之兩種方式並行。雖然
校園彌漫普遍參與欲望，但是否以普選方式產生校長，則
看法不甚一致。大學法第六條規定，「大學校長之產生，
應由各校組成遴選委員會遴選二至三一人;」。
∞教師聘任方式:前述教師聘任自主，和以民主、方式

決定聘任師資雖然關係密切，但兩者略有不同，自主是大
學取代教育部辦理師資聘任，而民主是教授群以民主方式
取代由系主任、院長、校長簽辦的聘任方式。
已系所設置
大學民主潮流下，感到困擾的可能是自
主意識的高漲，使民主無從著力。因應科技專業分工趨

gF 嗯，

ny已
o無適當中

在系所自主呼聲中，系所因無需面對資源分配的責任，才

譯名稱，也都稱為院。在系所自主意識提升的今日校園，
不要說行政會議(三長和院長組成)不敢置喙，連教務會
議(院長及系主任組成)和技務會議都無發揮協調功能。
這個現象，除了對人才培育和資源運用有扭曲外，也形成
校際對系所意見之整合無從發揮的不正常現象。
當前校園裡'部份主張教授治校的人，只注意到要求
校方為系所做些事，較少注意到如何協助校方取得資源，

如法律、藥劑、去共衛生、護理等。因島的

，以示有別於系和院
人才之科系大都成立的 nvs-

一千人，希望獨立成為院;參照美國大學學制，造就專業

感於需要增加員額，因受人事及預算制度之束縛，也只好 一
藉分系以增加員額和預算;有些系，則因大學部人數超過 ，

勢，若干系已分成若干組，而進一步分成兩個系;有此，一系

••

造成有權無貴的矛盾現象。針對系所膨脹的現象，似可參

照如下原則進行審查

裡'設置所有的系。

的多系一所的原則設置研究所，

資源

單 位。但是，部 分 教

議經常監督校長執行技務。
行政事務相當瑣碎，執行過程漫長，一件古文從收發

授認鳥貫徹教授治枝，就該組成常務委員會，代表校務會

與執行，它是會議單位，而不是執行

並分析系所資源運用相關資料，以便 訂 定發展指標及 資 源
分配準則，供鳥委員會商討之依據。
回校務會議和校畏的關係:大學 法修正案第十三 條 規
策 會議，議決校 務 重
定「大學設校務會議，為校務最高決
大事項，」'第十四條又有規定技務 會 議的審議事項 。依
照這個規定的精神，校務會議只做重 大 校務的議決而 不 參

ω 切實發揮枝務長期發展規劃委 員會之功能，供 鳥 院
系所發展之審查依據。枝務長期發展 規 劃委員會之成 員 除
校內教授代表外，要延攬社會人士及 校 友代表參加， 為 充
實規劃資訊，大學裡應設「校務發展 規 劃委員會」' 搜 集

和預算。

外，又可發揮研究整合功能。
ω新增院系所，除具體社會需求 資 料外，應先提 出具
備土地房舍資源之規劃'不要先成立 院系所，才尋找 枝 地

除可有技利用

增加大學部學生。大家必須要有共識，即不必在一個大學

ω除完成綜合大學所需而增設院系外，原則上不宜再

•.

、處理、﹒合國稿、批決至少要花上五天時間，校務會議代表
不可能隨時生在校長身邊，督促校長批洪艾文。再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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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務委員會外，有杖、院、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校務發展
規劃委員會、技產處理委員會、經費稽枝委員會、校舍 籌
建委員會、訓育委員會、學生獎懲委員會等分別決定枝務
、人事、總務、學生事務、教務等重要議案。故，似不可
能也不必有常務委員會來督促行政單位 。
倒是有些緊急偶發事件，校長在處置時刻，需要有人
幫他拿定主意，以免因猶豫不決而錯失良機，或倉促洪、足
而有不夠用延等事發生
。故
，校長除了和三一長及各院院長
商量之外，若能再有立場超然之校務會議代表若于人參加

處理緊急事件，可能更能增進處理技呆
。

。在學制還未規定一、二年級不分系之前，「院課程委員

會」可以規劃一、二年級的院共同基本課程，促使「系課
程委員會」規定一、二年級之系必修課程，每學期以不超
過三學分和六學分島原則。

以建議方式，提 出提

重大作用。因為 篇幅

研究成果追琮、 激勵

了一般常提到的 研究

大學的學術研究 ，卻

心
W提昇學術研究
「大學以研究學術、培育人才、提
昇文化、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發展為 宗旨。」(大學 法修
正案第一條)，雖然研究學術為大學 首要功能，並且 常被

用以衡量大學排行，但是要如何提升
缺乏具體辦法準則可資參考運用。除
人才、經費及設備之外，研究重點、
、刊物及評估辦法，對提升研究都有
關係，不詳細敘述相關問題，底下就

可有一般研究人

才 和大師級研究人才

校友第二期，可 h)

。誠如貢穀紳校 長所

ω研究講座:人才是提升學術研 究的要件，研究 人員

。

課程自主為校園自主之要件
伺課程自主和學制自主
，多年來大學一直建議由校內自行決定必修課程學分數，

多 的原因，除了

升研究的做法

說，大師級老師的影響力很大(興大

現行之修學分太

除了本身具備的研究能力外，大 師級的研究人才 還具
有規劃和推動研究的領導功能。行政院囡科會的客座 教授

，

定必修課外，各系為實施分扑專業教育，系定必修課學分
太多也是原因之一。專業課程 -A
J多的負面效呆是學生缺乏

究者，但未配子領導的資源

程委 員會」，以民主

方式限制各系課程因自主而走向技術化之問題。
為貫徹全人教育的大學教育宗旨，可以開始研議「大

研究講座」制度，接受產業界捐助，以特定研究領域來還

。

所以，建議在大學裡設置「

學一、二年級不分系」的學制，以延遲大學部分化的構想

劃課程，另一方面，建議成立「院課

德智群培育，使大學教育導向技術教 育 ，違反全人教育之
大學教育宗旨。因此，一方面讓「系課 程委員會」自行規

部

較能符合系所發展特色及學生學習興趣
。順應這種呼應，
教育部最近已決定自入十三學年度起廢止部定「大學各學
系必修科目表」'授權，由各校自行訂定 。大學應成立 「 系
課程委員會」規劃課程內涵及必修學分數，以落實教授治

••

制度和延攬人才辦法，對於吸收國外 學者回國服務， 和聘
請著名外籍研究人員來台服務，雖然 具有培養研究人 才功
研究
能，但尚未能發揮研究領導的功能
。國科會另外一種
獎助制度(含一般、優良、傑出)，雖然尚能發掘傑出研

校的民主涵義。但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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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講座教授，除了優厚待遇外，另須配備一筆研究經費，
社會造研究群帶領其他研究人員，完成特定研究目標。
除了少數例外，目前系所
ω群體研究計畫與研究群
裡各位教授的研究題目和資源設備的利用，不但缺乏整合
而且鮮有協調現象。每年院分配研究經費時，各系分配的
經費裡'再由教師平均分配，使經費不容易集中在系研究
題目上使用。我們雖然有眾多高水準的研究人員，因經費
不能集中在重點研究上面，使研究結果不能發揮重大的影
響。

ω院研究委員會:實現大學民主和教授治校的呼聲中
，一般關心的焦點是，學術行政人員的產生方式，校務會
議和校教師評審會的運作等，較少想到如何以民主方式來

觀其成的做法。

設置。目前一系一所合一現實體制下，欲實施一所多系的
研究所體制不易實現，似可成立研究群式研究中心的方式
進行。教育部對不需增加人員編製的研究中心，是採取樂

體制上，跨越目前系所分科事實，以「一所多系」的方式

推行群體研究計畫。目前國科會鼓勵推行的群體研究計畫
，偏向前者，以人為結合中心。校際或院際研究所，即在

說發揮研究整合功能，一方面可利用大師級或得過國
科會的傑出研究獎人員來組合研究群，另一方面，可成立
校際研究所(今中心)或各學院院際研究所(合中心)，

••

商議課程及研究。最近教育部已函請各校研定系課程委員
會，由各系教授治理課程規劃。除此之外，我們應開始研
議成立「院研究委員會」'，由全院教授構思研究方向、重

，

思考架構裡'未 來校

教務、學生事務 、服

一份子，所以， 教授
，以及如何將社會需

領導社會開創新 風氣
以協助解決社會 問題

是，表示社會各 界重

主、學術自由、 學生
，已由立法單位 完成
術界要求之處， 但已

點、群體研究計畫、研究群、經費運用、研究成果追蹤暨
應用、研究品質評估等事項。至於研究講座之設置，須在
院務會議校務會議裡審定。
、

五結論

校園遵循民主方式，實施校園自
參與等理念，以落實教授治校的主張
立法程序，雖然尚有若干不盡吻合學
反映立法民主運作的結果。更重要的
視學術、尊重大學意見、期望大學能
、提升科技知識、維護真理與正義，
，並增進人民福祉。

如斯言之，大學是社會大環境的
治校不能不顧及社會問題、人民需要
要透過民主方式，反應在大學研究、
務、財務規劃等功能上面。在這樣的

時累積了豐富的 卓越

友會積極參與發展技務的空間很大。
在國立大學，中興大學建校甚早 ，民國四十年代 已和

台大及成大並列為三所完整大學，同

成果，和豐沛的校友及社會網絡。本人深信「興大校友」

刊物將能充分發揮連繫的功能，匯集校友的力量，共同參

與校務的發展。
(本文作者烏台灣大學農學院院長吳聰賢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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