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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黃前校長東熊先生不但是〈大學法》修訂

通過後第一位依遴選程序聘任的國立大學校

長 ， 同時也是第一位由法商學院背景出任中興

大學的校長(民83年9月-86年8月)。筆者新

近舉派訪問黃前校長，在典雅細緻、窗明几淨

的事務所，進行錄音訪問，旁有黃師母笑顏滿

面殷殷奉茶，訪談歷時約一個半小時。

黃校長簡介:

一、黃校長是法商學院民國50年法律學系畢

業生，負笈日本留學，獲東京大學法學博士學

位，民國72年返院擔任教職，曾任院長，並

於多所大學法律系所兼諜，桃李滿天下，其受

愛戴，可以從65，70歲兩度出版〈黃東熊先生

誕辰慶祝論文集〉窺知 。 律師事務所櫥窗中的

十部學術著作，顯示黃校長在廣大法學領域皆

有心得，尤以「刑事訴訟法」領域獨領風騷為

最 。

二 、黃校長當年的領導聞隊多數自校本部各院

教授聘任，只總務長來自台北法商，與校本部

的院長、系所主任、教師互動良好， 一心一意

做出成績，爭取第二校區，諦結維護權益的新

約，推廣國際學術合作，改革通試課程，美化

校園景觀，關懷學生安全?制研發處，興大

校譽日增。校長的人際關係 ， 雖一般來說不

錯，惟校內意見錯綜'人脈凝男友慨嘆不易 。

三、黃校長屆齡退休，開始享有私人生活，含

餘弄孫，並規劃他所熟悉的律師業 ， 經營的理

念是「做人誠實仆故事認真」八字座右銘，他

對承辦的案件 ，一向均盡其所能，全力以赴，

全心為保護當事人之權益而努力。週一至過五

從早上九點到下午五點半執業，由校長賢侃

及一位助理當班， 另有四位律師與校長合作，

政大畢業的三位， 興大畢業的一位 ， 全是其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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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知悉並尊重校長的意見，合作十分愉快。

在律師業方面成績順遂，例如廣受各界蠣目的

李前糖、統登輝先生控訴親民黨宋楚瑜先生的

「輿票案J '台北地檢署「不起訴」處分定

轍，黃東熊律師事務所贏了官司，聲名大噪 。

可畢竟是學者故，黃校長有機會仍然不忘推廣

法學，他「台北大學比較法資料中心J (民國

92年6月6日起分七四完成 。 中心主任為吳景

芳教授)舉辦的《英美法導航〉七誨，深獲好

評 。

四、目前七十二歲的黃校長，健康良好，毅力

堅定，閱過《中興之美》、《興大校友〉第

13與第14期，以及〈賞證法學論文集) ，有

重返興大之趣，談風甚健，提述往事，只著眼

興大利益，使筆者深覺感動 。 訪題牽語詞良廣，

為便閱讀，訪談者做了以下六點歸納:建築物

的題款 、 校園的美化 、致力校務發展、向外爭

取擴校、校內土地回歸、對同仁的緬懷 。 於正

文中，為“語氣存真" ，採取了以黃校長第一

人稱( r黃 J )的敘述方式，盼我興大校友們肯

予駐足傾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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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呀?我認得兩位把他們與國家元首的關係常

，甚至為此與其

中一位翻臉;又有些人喜歡找顯耍的政治人物題

字，我倒以為讀書人須具備風骨. r威武不能

屈，富貴不能溼，貧聽不能移」 嘛。為什麼要

找政治人物來越字?自己的校長落款就不行。 2

二 、校圓的美化。黃:初到中興，

現今那麼美觀。實習農場樹木倒下一片，我問

陳:前校長清義有沒有用，他說沒用，我使整理

為停車場。舊行政大樓是座

樓，我與劉總務長走上二樓，地旅震動，想

訴，人們說這是古鐵該保留。後來日本神戶發

，賣書峙，嚇到了，怕危樓壓死人，

便在寒假拆了它，後來學生鬧起來罵我，說我

是故意趁寒假學生不在時動手拆樓，其實我絕

沒此意，我是怕學生遭到危險，才利用寒假拆

樓。台灣省副省長賴英照先生(曾與我為興大

法律研究所同事〉有次和我說:「從國光駱一

側看，興大校園破破爛爛的J 。我便將沿路腳

踏車棚拆了，

料搬遷，變美觀了。還有大門、惠毒草鐘前面，

由於原初設計不當，蔥喜事堂竟四面被草坪包

圈，後來開了二條路徑，還是不好看，所以我

就在兩條路中間鋪上水泥，加以美化。機械館

再過去有一座高2擎的水塔，塔頂原是一球形

物，我加以設計、改變為如今的皇冠圓形，這

看就美觀多了。行人步道也是我弄的，以前人

車爭道，學生危險，尤其是磁到雨天，看不到

傘外的車輛，容易出車繭，於是我設計步道。

起初使用磁磚，會滑，便改亂上滑的大理石 ; 

材，人行步道與車道才正式分閥，交通安全

了。

三、致力校務發展: 40年前與大與成大的社

會評價是一樣的 ， 兩個原因使興大落後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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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內容:

一 、建築物的題款。資:人一生的志願就在名

利，我操守證嚴，注重名節，絕對清療，不涉

貪污，前中興大學法商學院秘書雷萬來教授常

跟人說: 「只有我與黃東熊不貪污。 」 先來談

斗間新建大縷的題款事件 。 十一年前我當校長

時， 一個星期上班五天竿，我每逢週未上午都

在台北法商學院上班 (興大歷任校長從不在台

北法商學院值班) ，有一個週未上午，劉家駿

總務斯城決定兩座校本觀漸建大概守題款，

一座為「作棚斗學館J (即 「農學館J ) (三

年後了，農學院方面是不贊成的， 三年後除去

題字)。至於 「理學大樓J '理學院陳昇明院

長一開始便不說話，至今使用我的題字。我對

這事有些感慨:第一 ，法商學院的建物中，有

中興大學歷任校長(羅先生雲平、李先生欒

道、買先生毅紳等〉 一大堆題字，法商的教授

從來不講話，為什麼換成法商學院院長出任校

長，他的題字便不被尊重與接納?第二，人不

求利的目的就在於求名，我對於爾棟新建築的

題字雖事前不蚓霄 ，不過劉總發長確是秉承我

的意思辦事，我為中興大學全心奉獻，拚命努

力，我要在學校留下設的痕跡，也沒差到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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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是社會環境變遷，農學不如工程吃香了，另

一原因是成大增設醫學院，使成大校譽超過了

興大﹒我主持興大法律研究所時，有學生去台

大聽課，我想竭力趕上台大。努力結果，雖比

不上台大法律所 ， /8一階扭曲甜+迪拉.::r-.:-::=恥

全國第二 (後來又落下) 。 教育部不准興大設

醫學院，我便按 r台中榮總J 與它締約，榮總

的醫師可來興大兼諜，都以積極態度與我們配

之』 ‘f 口 , r 中

」 院長是他美國留學時期的同學，

我於是展開爾按合併計畫，可惜最後該校董事

會反對，功虧一簣，聽說遠院長也被換。我參

加農學院院務會議，我說:如今社會好逸惡

勞，農學院吸引力降低，是否改名 「生物資源

學院J ?雖使用商量的語氣，卻被傳聞校長要

消滅農學院，深感意外。現在 rJj急業經濟系」

拿掉「農業」而改成「應用經濟系J '落實我

當年的想法。新任農學院長彭作奎先生遷入新

大樓，我去看他，發現院長室外有三座靠體力

工作的銅像(持眷算、動頭什麼的) ，我率直

說:「高中生參觀後就不來了。 J 彭院長從善

安瞞，將銅像換了個位置，但他跟我說: 「我

們國立大學不怕招不到學生。 J 我說: r我不

是怕招司司j學生，是怕招不到優秀的高中生

呢J 。

當時教育部規劃「該商學院J 獨立為「台

北大學J '不過這必須中興大學校長同意才

行，教育部郭維灣部長約見我，說: r如果你

支持法商學院獨立成“台北大學" ，我將為輿

大另設法商學院﹒ 」我向部長建議: r法商學

院有十個系，是不是可以先讓中興大學分三年

(三三四〉擴建法商學院，以便台北法商學院

畢業生有歸屬感? J 他說，你別急，有兩個同

名學院不大好。後來吳京先生接任了教育部部

10 鼠

長，楊朝鮮先生為政務次長。我又原話重提。

那時我不知道教育部換了新部長政策就變，我

在夜間部(現今進修推廣部)

回劃成「法商學院預定地J '打著郭前部長允

許的旗號，向教育部楊朝祥政務次長要求撥給

預算，在校本部來葦法商學院，說: r我們台

灣人瞧不起“敗家子" (台語lìau-wia-gya ) , 

前校長交給我農理工文生命法商六學院，我不

能在任期內讓六個變成五個，遺請撥給預算先

建新“法商" ，我才簽字讓“法商"獨立。 J

因為我堅持不放「法商學院J '與楊次長鬧得

很不愉快。

四、向外爭取學校用地。黃:我無時不在找第

二校區。當我還是法商學院院長時，各系來找

我都反映「空間不夠J '使我頭大，也一直解

決不了。我參加興大校務會議，知道校本部有

53公頃土地，覺得很大很大。我當了興大校長

以後，心想這裡不會空間不足，法商空悶不足

就讓以後的院長傷腦筋吧，不料各系的系務會

「證臨指導J '也都說空間不夠要我協

助，使我啼笑皆非，決心到處加也設立興大第

二校區。剛好彰化縣阮剛猛縣長允諾給興大 , 

200公頃土地，說: 「你可遷到影化來J '使

我振奮(下詳)。我當興大校長第一件事是:

記起陳前校長告訴我的 「軍功寮」。當時農學

院李成章院長陪我去看軍功寮，這是一塊山坡

地，弄平整地要耗去好多功夫，不中意。在商

投縣立委賴謀芳先生引介下，李院長與我一起

又去看了南投縣一塊五 、 六+公頃的高原地，

有四線聯外道路，但又有地勢較高須用馬達抽

水上去等問題，李院長不同意(之街也不跟我

為選校地而奔走了)。

又曾與關係不錯的副省長賴英照先生洽談

「省政府與與大換地J ' 我說中興大學的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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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歷史背景，中興新村據此應給我們做校

地，其原因是:「反攻大陸一旦成功，中央遷

都南京，省府遷台北，中興新村設中興大學，

故請與省府宋省長商量中興新村與興大現址互

換好不? J 他說這不能只跟省長講，需經過省

議會、中央兩關同意才行，事情怕不易。

大家都知道校本部有一塊 「法商學院預定

地J '上面說過了我跟郭維藩部長、楊朝鮮政

務次長分別要求撥給預算，都未獲同意﹒楊次

長對我積極設法在彰化縣設第二校區也不贊

成，他搶心我跟彰化縣政府所訂的契約，以後

不能層約而惹出問題 。 我反問: r至今還沒定

契約，你怎頭知那契約中興大學以後不能履

行 ? J 次長說: 「興大校地那麼大，你為何要

闖關第二校區?國庫不寬裕，恐怕將成無校舍

的空地曦。 J 我回應說: r台大、政大、成功

大學、清大校址都有一百多公頃，興大校地只

有53公頃，跟人家比不上，怎麼可說輿大校地

很大、不需要再找第二校址? J 不過他始終不

同意我另找第二校地 。 3

我對教育部很不滿，它一直被台大牽著鼻

子走，對與大持差別待遇，以三事為證:台大

校長任期四年，比教育部的規定多一年。教育

部默許。更妙的是，台大仿照日本東京大學設

「校長特別助理J '權限大，人稱地下校長，

突破 「秘書一職需由職員出任」的法規約束 。

教育部不但不制止台大，還要各校照著辦(除

台大外，教育部對政大也不敢磁) 。 台灣大學

、苗栗都有校區，教育部為什麼阻礙興

大另找校地，我一心一意要興大不落後成大，

「中興大學J 為何一定要矮人一截!

我四勵她之際 ，阮剛猛縣長來找我，允

許撥地200公頃， 阮縣長告訴我他將徵收彰化

縣內台糖公司用地爾干公頃，除了建大型商

場、科學園區等用途 ， 實地可獲幾百億元收

入 。 我跟阮縣長直陳教育部不肯撥款給興大蓋

校舍，又說: r台灣人嫁女兒漠不有陪嫁，既

然撥給與大土地，走小短道冒冒煙箱運聽歌 。」

他也允諾三年內給25億 (前兩年各+億，第

三年五億) ，但附帶一個條件:禮堂與體育館

要讓彰化縣民也可使用 ﹒ 我估算一下 ， 一公頃

土地低估值5000萬元， 200公頃至少值100億

元!

五、絞肉土地的回歸 。 資:這可看出我為興大

利湖口何拼鬥。羅前校長出借一公頃多校地給

「金庸工業中心J '我見契約定期限、至反攻

大陸才遷 ， 覺得十分好笑 。 工學院院長鄭詩賢

先生向我訴苦，該 「中心」 許多合作計畫都給

成大而非興大，我把總經理請來，不客氣地要

一半以上的研究計畫給興大，但他不同意，所

以我就說: 「你若不跟興大合作，就請搬走 。

成大有一百多公頃，興大連一半大都沒有，你

若繼續要跟成大合作，為什麼不搬去成大? J 

後來，經濟部長出面來跟我協調，約定 「金.. 

工業中心」須六個月後搬離 。「中心」 董事長

當時可是總統身邊的人 。 為興大利益，我不怕

得罪顯耍，甚至不知天高地厚、到處亂鬧。 4

綜合教學大樓第10至12樓屬於 「空大台

中學習中心J '這是因為他們與興大合資興建

係， 不過契約無限期就不對了，在我堅持

之下，與「空大」 的契約縮短，改為20年，

所以再過十一、二年整棟將都歸興大所有了 。

空大陳義揚校長過去是清華教務長，他對我很

客氣， r學習中心主任J 出缺，會打電話徵詢

我心中有什麼適當的人選，

學院院長、離開「中心」後 ，我推薦興大畜產

系張勝善主任接掌「中心」 主任。

考試院孔德成院長(孔子76代孫)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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嬴了宮司-

2.筆者實地訪查. r農學館」 沒有趣字人

3.摟94 0817 報紙: :清華在宜闌卻也消息，知教育部不

支持各敏踐第二艘區的政黨沒變 ﹒

4都詩賢院長. r二中，已嶼本校東南角投地問題處理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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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校長任內到中文系講「三種j ，校長撥出一

個寬敞的庭院給他，直到我接校長，孔先生這

多少年早已沒諜，也不歸還宿舍，當我發現他

自己不住、租給某協會辦活動，便請前高等法

院法官吳光明律師(法商畢業)提告訴，強迫

他搬出去，之後自動搬走了。這也可證明我眼

底只看到興大利益，不怕得罪人。

六，對同仁的緬懷。黃:我闕，已須與大同仁的

互動。陳清義前校長建立一個良好先例:校長

每兩個星期與各院教授面睹一次，濟混想法交

換意見，因為校長必須對各院實際情況隨時瞭

解，與院長、教授一塊兒致力校務的改良。學

校的事必須院以下配合，校若內門，這是校務

發展的大災，我以為台灣人缺點之一是:不齊

心向外，光會做內門，內門內行，外鬥外行。

我深覺遺憾的是，有部分教授在溝通會議上態

度與用詞不很客氣，談不攏就立刻出場，真的

缺乏風度，開nnRn悼肘祖國圍牆圳冒世hll啊。

雖然為了不輸成大，我一心一意想要擴 ; 

梭，不過話說回來，小也有小的做法，我初任

法商學院院長時，告訴同仁「山不在高，有仙

則靈J 。世界著名大學有的也有小小的，像第

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柏林大學就是。為證明日耳

曼民族優越，除了獎勵選手在奧運拿金牌外，

對大學也特別下功夫。也就是在二戰以前，德

國對其他大學讓它自生自滅，獨以國家力靈培

植柏林大學，成為一枝獨秀。我拜訪時， r市

行政中心」即是「校本部j ，跟法商學院差不

多大，後來變成是大學「行政中心J '各學院

散佈在各地，隔著街道則有很大很大的綜合圖

書館。做甘大學不大，我唸過的哥倫比亞大學

也不大。更何況我們 「法商J 是一個學院而非

獨立的大學，它比徐州路台大法學院過大。

法律系很特別 ，與其他社會1斗學不大一

樣，財經法律系高玉泉主任在《公證法請文

集》表示，盼興大未來能成立「法學院j ，這

是正確方向。

?好己:

筆者生性木前，從未與黃校長談過話，自

知不易搭起黃校長與校友們溝通的橋樑'如層

薄冰。如今透過錄音使月前的訪談原音重現筆

端，也自覺諸多未安之處，暗自揣摩，黃校長

曾退領航興大三年，在榮退八年之後的以上講

話，關涉許多當年的事件與人物，它既提供某

種經驗事實、呈現校閣生活某個側面，又表徵

黃校長的一往情深全力奉獻、牽動其內心的若

干感觸。事態時局有變化，中興代有才人出，

記憶原就未必、相同，何況時間又必穆掰一些事

情的樣貌，

腳蹤對學校作一次巡禮，欣賞他的真誠付出'

，分享緬懷的愉快甜美、悵惘煩

愁。在收筆之際，眼前彷彿出現一個國丁的身

影，他穿峻屋舍與小徑，他栽種與修剪花木，

朝暉夕陰，忙進忙出，十年後回想屁股前，有

顧景未完成的慨嘆，有盡力後的安慰，有滿意

與惆悵交雜的微笑。

1 .校長說:前省府法規委員會邱聰智主變知道我是刑事

法專家，所以 “輿票案" 發生當時，他打電話給我:

“要不要接 e輿票案?"是這樣接下來的 ﹒ 後來就擒

，率領切多位律師 ，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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