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義守大學 105學年度學雜費調整學生公開說明會會議紀錄 

時間：105年 05月 19日(四) 12：10 

地點：校本部國際演講廳（醫學院區於 A0102教室同步視訊） 

主席：蕭介夫 校長 

紀錄：學務處生輔組顏菁瑩、邱秋慧 

出席師長：39人（含醫學院區） 

出席學生：207人（含醫學院區） 

壹、主席致詞 

各位老師、同學們，大家午安，大家好。今天邀請各位同學來參加 105 學年度學雜費調

整說明會，近來大家應該有感受到學校有非常好的發展，本人希望學校未來可以成為有特色

的國際級大學，目前也正朝這目標前進中。本校自從醫學院成立後，對學校的整體地位有大

幅的提升，此外同學們應該都看到張貼於各大樓外的公告，本校是南部教學卓越計畫第一的

大學，同時所有系所都通過評鑑。其中有三個學院包括管理學院、國際學院、觀光餐旅學院

等三個學院今年同時通過 AACSB國際認證，所有工程相關系所也都通過 IEET認證，可見未

來獲得本校學位是非常有價值已經可以通行全世界。 

同時我們學校在國際上也具一定的地位，本校去年(2015)獲得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專刊

大學排名(Time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所發表的世界最佳大學排名已

經進入前 800大，全世界有 4萬多所大學，義守大學就排名在前 2%以內。近期將會再公告本

校在亞洲的校排名，本校將位居前 200 名內；另外 2015 年美國發明家協會(NAI，National 

Academy of Inventors)更將義守大學列入世界百大的創新卓越大學，同時，本校在綠色大學世

界排名亦名列第 55名，以上主要重點式地向各位同學說明學校近年得到的國際認證與榮譽。 

相信同學在如此好的教育環境中學習，未來學成的學位將可以通行全世界，並受到大家

的尊敬，對各位畢業後事業的發展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為能持續邁向國際級一流大學，學校

的教學品質與資源投入之間有非常重要的關係，因此今年學校根據教育部來文，在合法、公

開、公正的審議程序下，召開此次說明會，其目地就是要蒐集同學意見與建議，並藉此機會

充分說明整個調漲的理由，希望獲得各位同學能理解並支持。 

稍後 20分鐘的說明簡報完畢後，將會開放同學提問。若時間不夠，學校已設置網頁專區

讓同學反映相關問題，學校必定充分回答，並將各位的意見與校方溝通答覆內容完整呈報教

育部，由教育部決定是否調整。校長在此保證學雜費調整程序都是依據教育部規定，秉持合

法、公正、公開、合理的原則充分與大家溝通。最後，期許學校可以持續不斷提升與永續發

展，並相信因為學校的進步與國際校譽提升，將會有助於各位同學畢業後的發展，未來一定

會以母校義守大學為榮。 

貳、簡報說明(如簡報內容) 



參、公開提問 

編

號 
問題摘要 

建議 

單位 
回覆說明 

一 

希望說明會校方與學生

可以做出良性溝通，互相

尊重、一起維護會議流

程。 

學生會 

劉○○ 

感謝同學能以正向思維看待此次學雜費調整

案，好的教育品質需要有長期的資源投入，學

校的國際地位與知名度提升、教學資源的精

進，都是同學將來畢業競爭力的保證，學校一

定秉持合法公開原則盡力與同學溝通說明，以

期獲得大家的理解與支持。 

學雜費調整研議程序是

否符合教育部規定?是否

損及學生權益?同一天召

開校務發展會議和學雜

費審查小組會議是否合

理? 審議程序缺乏學生

參與，決定後才由校方單

方面宣布，顯不合理。 

學生會 

劉○○ 

語文學院 

許○○ 

(一)調整學雜費作業程序皆按照教育部要求之

公開審議程序辦理，並於學校網站上公開

說明。 

(二)學校於4月12日接獲教育部來函通知，即詳

細計算及考量各學院所負擔之教學成本，

學生負擔等因素，精算調漲幅度；前置作

業完成後，本校即依程序逐步召開相關會

議。 

(三)學校於5月10日上午召開校務發展委員會

(有校外委員，配合其時間召開)，5月10日

中午召開學雜費審查小組會議後(避免影

響上課)，即將相關數據資料全數揭露於網

站上。5月12日說明會前一星期，學校已經

通知各院系班級代表，並將所有會議資料

公佈於財務及校務資訊公開專區(學雜費

資 訊 公 開 專 區 ) ， 網 址 ：

http://www2.isu.edu.tw/ ，

ipages/336-3-17190.html，提供給同學參閱

並廣泛蒐集學生意見。前述研議程序所需

召開之相關審議會議亦按規定各有行政主

管、校外專家、教師及學生代表參與並溝

通討論；105年5月18日校務會議中，討論

學雜費調整案，應到60人，實到48人，表

決結果35票同意，0票反對。 

(四)5月19日說明會召開前，學校首頁學雜費調

漲專區點擊次數已達1,952次。說明會後學

校亦將持續透過學校網站首頁學雜費調整

專區蒐集反應意見。 

二 

學校收支有盈餘，為何還

要調漲學雜費?學校建築

做為公共財，要少數學院

語文學院 

許○○ 

(一)本校學雜費收入減掉五項支出後仍呈現負

數，學校能持續發展主要是因為校方向來

很努力爭取校外競爭型經費或其他產學收

http://www2.isu.edu.tw/ipages/336-1-171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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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問題摘要 

建議 

單位 
回覆說明 

學生自行攤提不合理。 入，學校才有好的教育資源。學校之前所

蓋的教學大樓屬全校共同資源，當時學校

因經費不足，曾向銀行貸款12億，並逐年

償還至今仍有4億多貸款。 

(二)學校財務報表收支結餘，不代表盈餘，近

年學校如有結餘亦陸續投入提升學校教學

品質，及攤還貸款本息，使得學校獲致諸

多國際高等教育的肯定，這些都是學校使

用結餘經費投入校內教育資源，朝向永續

經營目標去努力。 

三 

語文學院沒有真的享用

國際學院的教學設施資

源，有沒有辦法調降其他

支出來平衡收入支出，比

如說住宿費補助、獎學金

支出。簡報中提到的新設

備呢?了解學校有自己的

考量，希望義守大學可以

越來越好。 

語文學院 

江○○ 

(一)本校語文學院學雜費收費標準(每學期約

四萬伍仟多)在全國排在後段, 例如東海大

學每學期伍萬多元就比本校高得多，且現

學雜費整體收入已不足支應全校各學院教

學資源，學雜費調整重點是希望給同學更

好的教學品質。如語文學院搬入新建之國

際學院後，在學校的支持下，已經多增購

一些設備，如資訊講桌、多媒體設備、口

譯及情境教室等等。 

(二)學校雖已努力執行節流如節水、省電等措

施，惟學雜費收入已不足支應行政、教學、

獎助學金三項支出，故需調整學雜費收入

以撥補收支短絀和投入教學資源與設備。 

(三)本校為落實教育部照顧弱勢學生政策必須

推動相關獎助學金方案，給予同學必要之

照顧與承諾。 

四 

(一)102學年度的收支增

加1.2億元，醫學院後

中醫的學雜費72,665

高於其他學校，師生

比多由醫院西醫臨床

師資拉低，無實質意

義。後中醫學雜費調

升3.5%不合理。 

(二)有關醫學院圖書館資

源及管理等事宜。 

醫學院 

李○○ 

(一)醫學院教學成本較高，且本校相對無附屬

醫院之作業收益挹注。系、院是一體的，

除可歸屬各系之直接教學資源外，尚有院

內共同性的教學設備及實驗室等，後中醫

所投入之設備儀器較貴且共同性教室及實

驗室使用率較高，故需調漲3.5%。也期望

同學經由這些教學設備及實驗室的實作訓

練，未來在就業及薪資更具競爭力。另後

中醫系的師生比為10.58，遠低於教育部規

定(學系40，全校32)，也是希望能維持後

中醫系的教學品質。 

(二)醫學院區圖書分館和自修室，學校於去年



編

號 
問題摘要 

建議 

單位 
回覆說明 

夏天開始，為醫學院區自修室設置獨立冷

氣，位於大門右邊已有張貼告示。從這學

期開始，新設立2台獨立冷氣，並將於近期

完成圖書館分館之彈性隔間及閱覽空間擴

增工程。 

會後補充：課桌椅建議更新部分，醫學院已規

劃辦理中 

五 

傳播設計學院電影及電

視學系設備器材購入規

劃為何?影視系教師聘任

事宜。 

傳設學院 

李○○ 

(一)有關傳播設計學院各系之設備添購，今年

預計增加學雜費支用計畫中將規劃約一千

萬投入教學設備的提升，學校會依照各院

需求加速更新。 

(二)本校為確保師資品質，聘任之初皆以專案

教師方式聘任。如果專案教師有意願，表

現優異並符合學校規定，可依各學院訂定

之專案教師轉任編制內專任教師辦法申請

轉任。至私立學校的專案教師不可以申請

科技部計畫，本校自校長上任以來即反應

並提案建議科技部修訂辦法。 

六 

學費單上有一筆電腦實

習費之用途為行?為何要

繳交該筆費用。語文學院

並未享用國際學院的設

備。老師評量差，卻仍能

繼續改教授其他課程，老

師不適任是否可以汰換? 

語文學院 

李○○ 

(一)電腦實習費正確名稱為電腦網路使用費，

學士班1-2年級每學期830元。用途在校園

電腦教室10間管理與更新，每間更新費用

約為300萬元，每年更新1至2間。校園網路

設備部分再向民間ISP業者(中華電信)另租

1000MB頻寬的光纖網路。又增加網路核心

設備做分流管理，以使整體校園網路運作

等，穩定皆須經費支應。學校每年會評估

新進發展的資訊技術和校園實際需求，調

整或更新校園資訊服務軟硬體設施。 

(二)有關語文學院專業電腦語言教室部分，實

際上部分課程例如研究論文等等，皆會使

用到該類教室。同學提到部分老師教學並

非很理想卻仍可換課繼續教學的問題，應

英系皆依據學校辦法辦理，同一位教師如

連續2次教學評量皆不理想，依辦法規定就

是請老師更換課程再教學。 

會後補充：學校會加以關注督促持續改善，如

確教學不佳可列入評鑑管考。 

七 (一)學 校 財 務 支 出 醫學院 (一)實際上學校財務計算並非如此，並非當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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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問題摘要 

建議 

單位 
回覆說明 

101~103學年度有支

出大於收入，為何104

學年度入學的學生要

分擔之前的問題? 

(二)工讀生的勞健保費用

以學雜費收入來支

應，是否合理? 

(三)建議重視醫學院校區

圖書館資源與管理。 

(四)後中醫系的漲幅是最

高的學系，請學校說

明。建議在分部再開

一場說明會。 

年度購買的設備必需由當學年度的學生負

擔，因為設備並非只有當學年度學生使用。 

(二)工讀金漲幅並非本次學雜費調漲的主要原

因，本次調漲的主要原因是自97年到104

年基本漲幅已達4.89%，本校依教育部公告

105學年度學雜費基本漲幅2.5%，系所評鑑

全數通過則可調漲基本漲幅的1.5倍即

3.5%。 

(三)後中醫同學如想借的書不是圖書館現有館

藏，歡迎同學隨時利用線上推薦系統或到

館直接向館員推薦圖書，讓學校採購。有

關管理與資源問題，請參閱本會議紀錄問

題摘要編號四。 

(四)請同學以正向思維看待此次學雜費調整

案，好的教育品質需要有長期的資源投

入，學校的國際地位與知名度提升、教學

資源的精進，都是同學將來畢業競爭力的

保證。 

(五)學校提供多重管道給同學充分反應表達意

見，在說明會當中醫學院的提問數量也佔

有全校30%，學校將秉持一貫合法、公正、

公平與公開原則，持續回覆同學提問。 

八 

(一)據教育部所公布「專

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

取辦法」當中第七條

第一點資訊公開程序

中，並未看見學校公

告學雜費調整前後的

計算方式，請詳列並

解釋計算方式。 

(二)第二點研議公開程序

中，有要求學生代表

參與研議過程?就我

所知道，前面幾次的

決議過程並未邀請學

生代表，請學校解釋

理由。 

(三)貸款利率方面，由「私

電機學院 

顏○○ 

(一)依教育部提報資料所示，該計算方式係指

學雜費與三項支出之比值，亦如簡報呈現

圖表，各校皆然；另有關各學院教學成本

與學雜費收入比，可參閱學校首頁之學雜

費資訊公開專區。 

(二)學雜費研議程序均融入教師學生參與機

制，請參閱本會議紀錄問題摘要編號一。 

(三)學雜費收入已不足以支應下列(1)行政管理

支出(2)教學研究支出(3)獎助學金支出(4)

機械儀器(5)圖書博物等項目，進而導致預

算收支失衡，故考慮微調學雜費。另學校

仍須以學雜費以外之其他收入之結餘攤還

教學大樓和設備之借款本金和利息，乃希

望學校學雜費收支健全，永續卓越發展。

關於支用計畫，學校未來預計至少有1,000

萬預算運用於各學院，以更新、擴充及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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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問題摘要 

建議 

單位 
回覆說明 

立大專院校興建學建

築貸款利息補助作業

實施要點」，利息由

教育部補助50%，學

校負擔50%，且房貸

已於2000年7.295%，

到 2014年已下降至

1.97%。就電資學院大

樓來說，已是高雄工

學院時期建成，距今

已有20年的歷史，難

道20年以來建築利息

都未償還完畢嗎?另

外，我們教室設備也

從99年到現在皆未更

新過，為什麼要向電

資學院學生調漲學雜

費呢?  

修教學設備。 

九 

請說明各學院使用預算

的清單和各學院調漲關

係?對於使用資源較少學

院的學生公平性何在？ 

管理學院 

各類館場設施和圖資設備等均屬學校公共

財，除了建置成本外，學校每年持續添購圖書

資訊設備、館場設備維護費。 

各學院教學成本及計算方式，俱依教育部規定

核算及公告於學校首頁之學校財務及校務資

訊公開專區(學雜費資訊公開專區)。所調漲的

學雜費仍全部回饋於教學資源和弱勢學生獎

助學金。 

十 

醫學院生科系著重在做
實驗，所繳的學雜費都較
高，實際上沒有使用在實
驗的器材設備上。簡報上
圖片都是醫學外國專班
的實驗室，讓我們覺得他
們使用的器材都比我們
還要好，台灣本土的學生
的器材跟他們相比就比
較不好。做實驗課通常
3~4人一組，沒辦法每個
人實際操作到，可是生科
系調漲2.2%，希望做個說
明。 

醫學院 

黃○○ 

醫學院的各項設施，目前推動的觀念是以院共

同使用的公共設施，沒有特別隸屬某一系的設

備，所以未來若有教學的需求，請逕向醫學院

反應，讓資源可以充分使用。 

學校每年仍會持續投入經費添購圖儀設備及

館場設備維護。 

 

http://www2.isu.edu.tw/ipages/336-1-17162.html
http://www2.isu.edu.tw/ipages/336-1-17162.html


肆、主席結論 

感謝各位同學今天都保持理性溝通的態度來參與此會議，期許大家能夠成為國際優秀大

學的學生，大家共同努力使義守大學成為國際名校，也希望各位同學的未來事業都可以有很

好的發展。 

學校所有經費皆使用於提升教育品質，義守大學是一個高品質教育的殿堂，學費與國外

的優良大學相比是相對合理，例如美國哈佛大學學雜費每年超過 5萬美元，但大家仍爭先恐

後進入就讀。由此可見，教育品質與經費的投入兩者間是有一定的關係。期許學校未來逐步

邁向優良且優質教育大學，讓同學們以義守大學為榮，將來希望各位的發展也使義守大學以

同學為榮，謝謝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