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校辦理合併第一階段
日期：105.12.14

來函重要內容

No.

本校校務會議及回函
102.10.31
102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
會議

1.

102.5.24
臺教技（一）字第
1020075445 號函
附件 1-1

主旨：有關二校合併事宜一案，請依說明
事項辦理，請 查照。
說明：
一、 依 102 年 5 月 15 日本部與二校校長
會商結論辦理。
二、 為因應少子女化衝擊，請 貴校積
極推動合併之政策，二校所具專業
領域各有不同成效與特色，合併後
可發揮互補效益，提高辦學績效，
以強化高等技職教育之競爭力。
三、 請透過 SWOT 分析，就二校合併之
可行性進行研議及後續規劃，本部
亦將酌予必要之協助。

102.11.21
102 學年度第 1 次臨時
校務會議

102.11.25
海科大研字第
1020014834 號
附件 1-4

2.

103.4.18
臺教技(一)字第
1030055368 號
附件 1-5

主旨：為有效推展國立大學校院合併政
策，請評估三校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
學、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國立高雄海
洋科技大學)合併之可能性，請 查照。
說明：
一、 依據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國立
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103 年 1 月 29
日 第 一 科 大 秘 字 第 1030860046
號、海科大研字第 1030001154 號
函副本及高雄市國立高雄應用科技 103.6.12
大學校友會 103 年 3 月 5 日(103)
國高應大校友會第 1818 號函辦理。 102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
會議
二、 高雄市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校友
會致函本部(如附件 1)，希促成國立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與國立高雄第一
科技大學、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2
校洽談合併案；再查國立高雄第一
科技大學、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2
校署名亦函(如附件 2)請國立高雄應
用科技大學審視評估 3 校合併之可
能性。
三、 準此，請 3 校就共同推動合併案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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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會議決議/辦文內容
【提案六】
有關本校與第一科大合併意願調查事宜，提請審議。
提案說明如附件 1-2
決議(重點摘錄)：
與會代表就「是否同意授權本次合併意願調查結果為定案版」表決投票；經清點
在場人數，共有84人，投票結果：同意60票，已過出席人員半數。據此，本次
合併意願調查結果將送臨時校務會議報告確認，不另作議決。
【提案一】
本校與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合併意願調查結果，提請確認。
提案說明如附件 1-3
決議(重點摘錄)：
確認本校贊成與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合併。另依據教育部來函，二校合併後之
校名為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主旨：有關本校與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合併意願調查結果業經 102 學年度臨時
校務會議確認，將續行推動二校之合併事宜，請鑒核。
說明：
一、 依 102 年 5 月 24 日教育部臺教技(一)第 1020075445 號函辦理。
二、 依據本校 101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決議：
「合併規劃小組針對兩校合併進
行 SWOT 分析，後續辦理公聽會，並進行意願調查後，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
本校已於 102 年 11 月 4、8、11 日辦理合併公聽會，說明「本校與第一科
大合併 SWOT 分析」，並於同年 11 月 18-19 日辦理合併意願調查，11 月
20 日完成開票。
三、 依前揭合併意願調查開票結果統計，「贊成」二校合併比例為 61.15%，經
102 年 11 月 21 日召開之臨時校務會議，確認「本校與國立高雄第一科技
大學合併」案。
四、 未來本校與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將續行溝通，推動二校之合併事宜。
【提案三】
有關教育部來函，為有效推展國立大學校院合併政策，請評估三校（本校、第一
科大、高應大）合併之可能性，提請 討論。
提案說明如附件 6
決議：
因目前二校正進行合併的期程，三校合併的相關議題持續評估中。
【提案四】
擬提請校務會議確認「本校與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事宜後續處理原則，請 討
論。
提案說明如附件 1-6
主席宣布針對「是否同意繼續推動本校與第一科大合併案」議題進行投票。
陸、會後主席宣讀投票結果：
一、 本次投票於兩校區分別辦理，楠梓校區由邱萬敦院長、陳昭銘主委擔任監
票；旗津校區由吳佳璋院長擔任監票。
二、 應發選票112張，實發98張，參與投票率87.5%。
三、 投票結果：同意繼續推動本校與第一科大合併案有42票；不同意繼續推動
本校與第一科大合併案有55票；廢票1票。不同意票超過總投票人數二分之
一(約56.12%)。
四、 本校將把此決議報教育部。
五、 下禮拜四(6 月 19 日)中午續開校務會議，提案四就不再繼續討論；今日開
票結果也將於下週續開會議中向所有代表再正式作一報告。

No.

來函重要內容

本校校務會議及回函

慎評估後，於 103 年 6 月底前函復
本部。
103.6.19
102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
會議(續開)
附件 1-7

103.6.26
102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
會議(續開)
附件 1-8

本校會議決議/辦文內容
貳、會議結論：
一、 因有多數代表對於本校與第一科大的合併仍有不同意見，所以本校與第一
科大的合併案延後辦理。在此期間，本校圓桌會議仍要繼續進行，將學校
的海洋特色藍圖與策略儘速定案，以利本校後續無論是在二校、三校或其
他併校可能性的對談利基。
二、 有關提案五本校校友總會來函建議案，以暫時擱置處理。
三、 有關教育部函請評估三校(本校、第一科大、高應大)合併之可能性部分，請
所有校務會議代表於下週一、二(6 月 23-24 日)就此案進行投票，投票議題
為：是否同意依照教育部來函，共同推動三校(本校、第一科大、高應大)
合併案。本次投票於楠梓、旗津兩校區均有設立投票處，旗津在綜合業務
處、楠梓在秘書室投票，彙整後再一起開票，開票結果在下週四續開校務
會議中報告後再報教育部。
【提案三延續討論】
有關教育部來函，為有效推展國立大學校院合併政策，請評估三校（本校、第一
科大、高應大）合併之可能性，提請 討論。
秘書室投票結果報告：
一、 本次投票於103年6月23至24日(楠梓至下午3時、旗津至中午12時)止，假本
校楠梓、旗津兩校區辦理，由全體校務會議代表親自簽名領取選票並當場
圈選。
二、 開票時間係俟旗津校區投票時間截止，票匭送回楠梓校區後，統一於6月24
日下午4時於秘書室開票，並請許文楷院長及潘志弘總務長擔任監票。
三、 本次投票共計應發出選票112張，實際發出96張，參與投票率為85.71%。
四、 投票結果：同意共同推動三校合併案有58票；不同意共同推動三校合併案
有38票；廢票0票。
所以，提案三的結論為「為配合有效推展國立大學校院合併政策，本校同意共同
推動三校合併，後續必須完成三校合併計(規)畫書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才算定
案。」，並以此報教育部。
【提案四延續討論】
擬提請校務會議確認「本校與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事宜後續處理原則，請 討
論。
結論(摘錄)：
原則在3-4個月之內，以本校研發處目前提供的合併計(規)畫書為基礎，將海洋特
色加入。

103.6.30
海科大研字第
1030008723 號

主旨：為配合鈞部有效推展國立大學校院合併政策，本校同意共同推動與國立高
雄應用科技大學、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合併案，請鑒核。
說明：依據鈞部103年4月18日臺教技(一)字第1030055368號函及本校102學年
度第4次校務會議決議辦理。

附件 1-9

103.10.23
103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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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二】
依據 103 年 6 月 26 日校務會議決議，有關本校合併計畫書業已放入海洋特色，
敬請討論。
提案說明如附件 1-10
決議：
一、 本案延續上一會期的交付任務，需於今年暑假完成二校(高海科大與第一科
大)合併計(規)畫書之撰寫。
二、 遵照教育部政策，若教育部推動二校(高海科大與第一科大)整併，則依照此
計(規)畫書進行，若教育部推動三校整併，則請今天會議提案一通過之三校
合併規劃小組，依照本(兩校)規劃中擘畫之海洋特色，進行三校合併之規劃
以及合併計(規)劃書之撰寫。

二、本校辦理合併第二階段
No.

來函重要內容

本校校務會議及回函

本校會議決議/辦文內容

主旨：檢送 104 年度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等三校合併推動小組第一次會
議紀錄，請依會議決議辦理，請查照。
一、 本校合併計畫書宜限縮規模，以務實保守原則作中期規劃。
二、 三校合併規劃雖可有所期待，但考量政府財政現階段推動整併不得
以經費補助為先決條件，故不宜給師生錯誤期待，以避免紛爭。
104.5.18
三、 合併計畫書中建議本部協助事項，仍須經本部及行政院同意。
臺教技(一)字第 四、 有關本部原補助三校之競爭型經費，合併後仍需視績效表現爭取，
1040065594A
惟在分配補助額度時，可將原補助規模納入參考。
號
五、 合併計畫書修正如下說明（略）。
六、 請三校依據分工修正合併計畫書，並補充第伍、陸、柒章內容，由
附件 1-11
國立高雄第一科大擔任彙整窗口。
七、 修正後合併計畫書將請本部人事、會計等相關單位提供意見。
八、 修正後之合併計畫書請三校於第5次聯席會完成定稿，無須再報部，
直接於本學期結束前提校務會議投票，請業務單位提供統一提案內
容。
九、 如三校校務會議投票結果僅二校通過，則改由二校合併，合併後校
名為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104.5.26 本校辦理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合併計畫書校
內說明(公聽)會
104.5.27 本校召開103學年度第10次合併規劃小組
會議
104.5.28 第一科大召開三校第5次合併規劃聯席會
議

1.

主旨：貴校104年5月28日召開之「三校第五次合併規劃聯席會議」紀錄洽
悉，所送「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合併計畫書」（定稿版）及更正內容，存部
備查，復請查照。
104.6.10
說明：
臺教技(一)字第 一、 復貴校104年6月3日第一科大秘字第1040860294號函、104年6月4
1040077255 號
日第一科大秘字第1040860301號函及104年6月5日第一科大秘字第
1040860305號函。
附件 1-12
二、 後續請依大學法第7條及專科以上學校及其分校分部專科部技術型
高級中等學校部設立變更停辦辦法第26條規定辦理。
三、 依據本部104年5月12日104年度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等三校合併
推動小組第一次會議決議，擬具提案內容附件。

104.6.18
103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
會議

104.6.25
海科大研字第
1040008858 號函
附件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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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
為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及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三校合併為「國立高雄科技大
學」之合併計畫書(如附件)，提請表決。
提案說明如附件1-13
決議：
如表決結果。
(一)發出票數：110票。
(二)表決結果：通過：59票、不通過51票、其他(空
白、廢票)：0票。
主旨:有關本校就「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合併計畫書」
投票表決結果，詳如說明，請鑒核。
說明：
一、 依 據 鈞 部 104 年 6 月 10 日 臺 教 技
(一)1040077255號函辦理。
二、 本校103學年度第4次校務會議提案投票表決結
果如下：
(一) 發出票數：110票
(二) 表決結果：通過：59票、不通過51票、其他
(空白、廢票)：0票。

No.

2.

來函重要內容

主旨：
有關貴校擬與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合併為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後續辦理事
項，復如說明，請查照。
104.9.22
說明：
臺教技(一)字第 一、 復貴校 104 年 9 月 4 日第一科大秘字第 1040860456 號函。
1040122918 號
二、 依本部 104 年 8 月 17 日召開之「國立大學合併推動審議會第 2 屆第
3 次會議」決議略以，請貴校於 104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中依程序
附件 1-15
確認 104 年 6 月 18 日校務會議紀錄，貴校表示業已確認，本部原則
尊重；有關貴校與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合併計畫書另請提校務會議
報告，再依校務會議代表意見修正計畫後報部。

本校校務會議及回函

本校會議決議/辦文內容

104.10.22
104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
會議

【報告案一】
本校與第一科大合併計畫書「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合併
計畫書(草案)」提本會報告。
報告案說明如附件 1-16
主席裁示：
請研發處逕行修正口頭說明中所提文字、數字誤植
處，另海環系歸屬問題俟釐清後一併定稿，會議紀錄
出來後循程序報教育部。

104.11.16
海科大研字第
1040016243 號
附件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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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復鈞部 104 年 10 月 20 日臺教技(一)字第
104143809 號函及 104 年 11 月 13 日臺教技(二)字
第 1040158649 號函如說明，請鑒核。
說明(摘錄)：
有關鈞部 104 年 9 月 14 日電郵轉送本校與國立高雄
第一科技大學合併計畫書草案，經送 104 年 10 月 22
日校務會議報告後，建議修正如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