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生意見與學校回應說明彚整 

編

號 
問題摘要 

建議 

單位 
回覆說明 

一 

(一) 財務報表並未公

開，你們問我們知

不知道花費在哪

裡?我們當然不知

道。 

(二) 男一宿冷氣開放

事宜。 

管理學院 

潘○○ 

1. 本校財務報告及學雜費調整之財務資訊俱依教

育部規定公告於學校網站首頁。請參閱公開說

明會會議紀錄問題摘要編號一及簡報資料。 

2. D棟地下自修室冷氣均有從中午12時供應到凌

晨2時，如有沒開或故障請立即通知管理站或營

繕組，將立即前往修復。 

3. 目前宿舍空調開放時間為 12:30~14:30及

19:00~05:00，現使用冷氣儲值卡，此二時段為

較多人使用，若再延長時間，勢必重新計算單

價會提高同學負擔。另中央空調之冷氣系統設

有待機時段，不宜24小時運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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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將來

畢業才會有競爭力。 

二 

(一) 要怎麼說服班這

麼多人上漲了這

些學費?很多人都

不知情很多事，包

括班代本人也沒

能很清楚。如共享

設施方面，本系並

未共享設施。重視

程度不如同院的

廚藝、餐旅，甚至

觀光系等。 

(二) 其他餐飲、課桌椅

設施事宜。 

觀餐學院 

陳○○ 

1. 本校學雜費調整之財務資訊俱依教育部規定公

告於學校網站首頁。學雜費審議程序依教育部

規定且公開透明。請參閱公開說明會會議紀錄

問題摘要編號一及簡報資料。  

2. 觀光餐旅學院各學系依其系所特色、定位，配

合課程規劃建置各專業教室，其專業教室資源

各學系均可依其教學、活動所需，向負責學系

提出申請依其規定使用，例如：101餐廳其場所

提供本院各學系大三課程「營運實務」使用；

旅遊管理資訊教室提供各學系課程授課。 

3. 教務處積極維護教室單槍設備及資訊講桌，其

中單槍設備建置率已達100%，資訊講桌建置率

為69.35%，另外，單槍設備每年的汰換率為

10%，資訊講桌的增購率為5%，且教務處每年

定期利用暑假期間進行各教室之教學設備(單槍

/資訊講桌/麥克風)插座檢測，學期中學生若發

現有損壞可立即和上課教師反映，請教師協助

告知課務組進行維修。另外，課桌椅如有損壞，

請向總務處事務組反映汰換。 

三 

(一) 希望學校能公開

財務報表，讓學生

們能更加了解學

管理學院 

朱○○ 

1. 本校財務報告及學雜費調整之財務資訊俱依教

育部規定公告於學校網站首頁。請參閱公開說

明會會議紀錄問題摘要編號一及簡報資料。 



編

號 
問題摘要 

建議 

單位 
回覆說明 

校資金的運作。 

(二) 關於管理學院電

腦教室，財金系系

電的教室資源設

備問題。 

(三) 最後是大樓教學

設備，綜教及行政

大樓教室課桌椅

問題。 

2. 管理學院財金系電腦教室設備問題已於3月初

排除，所有電腦目前均可正常運行新版word、

excel等軟體。另外，有時會有少數幾部電腦無

法運作，可能由於少數同學自行移動電腦主機

所致。 

3. 系上課桌椅如有損壞，請向總務處事務組反映

汰換。 

四 

(一) 國商模擬實驗室

有 216萬設備投

入，但實際上硬體

設備並沒有多先

進，甚至蠻舊，調

漲學雜費的理由

為何? 

(二) 固定成本應該早

就算入學雜費，貸

款餘額的情況為

何？調漲的理由

為何? 

 

管理學院 

1. 216萬經費乃國商系模擬實驗室軟硬體設備，各

類館場設施和圖資設備等均屬學校公共財，歡

迎同學多加利用校級電腦教室。國商模擬實驗

室迄今已使用多年，每學期均有教師使用，例

如:國家競爭力、東歐經濟發展、國際文化創意

產業、電子商務，本學期共計有4門課程使用。 

2.  

(1) 學雜費收入已不足以支應(A)行政管理支出

(B)教學研究支出(C)獎助學金支出(D)機械

儀器(E)圖書博物之五項支出，進而導致預算

收支失衡，及系所教學資源預算緊迫的問

題，而學校除了盡力開源節流外，仍需要微

調學雜費。 

(2) 103學年止 (104/7/31)銀行貸款餘額約7億

元，截至104學年105/4/30止銀行貸款僅餘4.6

億元，故此期間計償還銀行借款2.4億元。 

五 

請問國際學院 72,500

的學費內含了什麼?如

果實施的話，娛樂系的

外籍老師只有3個！我

們快沒錢付了！ 

國際學院 

吳○○ 

國際學院因禮聘海外學人師資，採全英授課，及專

業情境教學設施等，故依教育部99年10月25日台高

(四)字第0990184073號函核定學雜費收費基準為

72,500元。 

娛樂系一向配合學校國際化政策，積極延攬外籍教

師。目前全系七位老師中有超過半數四名分別來自

希臘、法國、奧地利與澳洲之外籍教師。 

六 

管理學院有財金、國商

的相關電腦教室，卻無

政管的電腦教室卻要

負擔同樣的漲幅。 

管理學院 

鍾○○ 

蔡○○ 

各類館場設施和圖資設備等均屬學校公共財，歡迎

同學多加利用校級電腦教室。 

管院每學年皆進行教學設備逐步汰舊更新計畫，且

開放各系共享教學資源。 

七 
(一) 因某些系所開的

課程其實不會使

醫學院 

鄭○○ 

1. 醫管系依學雜費收費類別歸屬係以商管學院標

準收費，本次調整1.2%並非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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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問題摘要 

建議 

單位 
回覆說明 

用到特殊教室。我

們醫管系其實從

大一到大四使用

最多的教室只有

一般上課教室與

電腦教室，遠距醫

療教室也僅使用

1~2次，四年來這

樣的使用率，學費

還要負擔，真的很

不合理。 

(二) 我個人覺得調漲

是合理的，但希望

在課程上能多開

一些能使用到設

備資源教室的課

程，讓我們學的學

費花得合情合理。 

2. 醫管系使用到特殊教室設備資源的課程有： 

(1) 使用語言教室課程：英語聽講實習(一)、英語

聽講實習(二)。 

(2) 使用電腦教室課程：計算機概論、統計軟體

應用、電腦軟體應用、文獻管理、資訊能力

與素養、資料庫管理、健保資料庫分析。 

(3) 使用遠距醫療專業教室及中風體驗輔具使用

課程：老人學、長期照顧管理、高齡產業議

題。 

3. 醫管系除設置特殊教室外，亦有教材設備供課

程上或課後使用，教材簡述如下： 

(1) ICD-10疾病分類工具書。 

(2) 統計教學軟體：HLM 軟體自學即時通-基礎

入門篇、 12 小時搞懂結構方程模型

SEM-AMOS軟體、SPSS多變量之迴歸分析

理論與應用。 

(3) 研究方法教學軟體：進入質性研究方法的世

界、基礎研究方法-量化質化常用方法大探

索。 

(4) 統計軟體：HLM軟體。 

(5) 健康促進：身心活化運動工具。 

(6) 失能體驗：中風體驗組。  

(7) 輔具：手動輪椅、不鏽鋼四腳拐、助行器..

等長期照顧用輔具。 

4. 醫管系雖然沒有實驗課程需使用實驗設備，但

需支付學生至實習機構之實習費用，近年實習

費有調漲趨勢。 

八 

(一) 大四一週的課程

也才3天，為何還

要漲學費? 

(二) 健管系沒做實驗

幾乎純上課，也沒

用 到 高 資 費 器

材，請問學費支付

明細是否該更透

明化? 

醫學院 

蔡○○ 

1. 健管系依學雜費收費類別歸屬係以商管學院標

準收費，本次調整1.2%並非2.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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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一) 你 們 一 直 說 設

備，但我看不出學

醫學院 

彭○○ 

1. 學士後中醫學系除設有專業實驗室，並購置如

多功能生理信號擷取分析系統476萬、平滑肌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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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後中醫設備哪

裡好?可以請列出

哪一個設備好，環

境與自修清潔問

題。 

(二) 希望可以開放網

路系統讓學生發

言。 

動紀錄儀239萬等。 

另外，醫學院三樓自修室，總務處清潔人員每

天固定時間會進行場地清潔及整理。經總務處

會同圖資處於5月19日說明會後現場勘查，未

發現有髒亂之情事。同學如有發現髒亂之情

形，請向總務處事務組反映。 

2. 有關同學所述，於「平時開放網路系統提供意

見反映」，經查，學校早已建置電子郵件意見

反映箱，並在學校首頁下方建立連結【意見反

映】，每日收件，並分案請權責單位於期限內

查明妥處；另於校本部及醫學院區設置10個實

體意見反映箱，定期回收意見反映表，亦轉請

權責單位辦理。如同學有其他建議事項，歡迎

來信詢問，學校將竭誠為同學服務。 

十 

(一) 後中醫學系學費

調漲3.5%，而醫學

院漲幅2.2%。請問

調漲學費差異在

哪?! 

(二) 數 據 是 否 能 公

開?!原因為何?希

望能清楚說明各

項數據。 

醫學院 

練○○ 

醫學系教學成本較高，舉國皆然，且本校相對無附

屬醫院之作業收益挹注，自 99學年招生以來，後

中醫學系之學雜費收入仍不足支應所需教學資

源，以及專屬設備建置維護，故需調漲 3.5%。 

本次調幅雖屬偏高，惟所調漲的經費比醫學院調幅

增加的金額，保證全部投注在後中醫教學設備之改

善。 

十 

一 

(一) 請問學費之計算

方法為何?由於大

四課程減少卻還

調漲學費，想問多

的費用支出於何?

是否有回饋於學

生? 

(二) 今天的學雜費調

漲說明會是告知

學生學雜費確定

調漲嗎?若是，也

無法讓學生有滿

意之回答。 

(三) 學校設備一直強

調加強，上課網

醫學院 

黃○○ 

1. 健管系依學雜費收費類別歸屬係以商管學院標

準收費，本次調整1.2% 並非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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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學雜費校內審議程序，業經報部備查在案，作

業程序。請參閱公開說明會會議紀錄問題摘要

編號一及簡報資料。 

3. 謝謝同學反映。針對醫學院區兩間校級電腦教

室，圖資處在接獲反應滑鼠或鍵盤故障，即請

工讀生與管理人員前往檢查，並更換備品。 

4. 各單位教學資源宣導訊息都公開於學校網頁，

歡迎上網瀏覽或來電洽詢。本次學雜費調整案

研議程序之各項會議均同意本次調整案，可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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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滑鼠、鍵盤等

等 故 障 率 非 常

高，並未看見改善

之方法。 

(四) 本校資源多，應多

加強宣導，讓有使

用的同學有管道

了解。 

(五) 若學費調漲，請讓

大家看見學校的

進步，謝謝。 

各方代表均體察學校辦學之用心和初衷。 

5. 感謝同學能理解與支持，學校將會秉持一向用

心辦學理念，讓大家以身為義守大學為榮。 

十 

二 

 

(一) 校方一直強調有

完善設備 (EX.解

剖大樓…)，但像

我們醫管系，學生

想使用也無法，且

電腦設備能使用

的課程更少之又

少，幾乎9成以上

課程都在一般教

室。學校自認有完

善設備的教室，我

們醫管系學生生

卻無法申請，為何

學 費 仍 需 漲 幅

2.2%? 

(二) 我們大二學費有

支付的一項”電腦

教室(語言教室)”

使用費，但從大二

開學到現在，我只

進去過一次，之後

皆在普通教室授

課，請問收取此項

費用合理嗎? 

(三) 建議重視學生建

議。 

(四) 即便我們像本部

醫學院 

傅○○ 

1. 醫管系之學雜費收費類別，同本表問題摘要編

號七。 

2. 有關電腦實習費請參閱公開說明會會議紀錄問

題摘要編號六。 

3. 學雜費校內審議程序及資訊公開說明請參閱公

開說明會會議紀錄問題摘要編號一及簡報資

料。 

4. 有關電腦教學及圖書借用說明略如次。 

(1) 醫學院區校級電腦教室為兩間，於無課程時

間開放自由上機使用。若兩間教室同時上

課，確實不方便學生自由上機之使用。圖資

處已於 104年暑假於教學大樓 B棟 3樓

(B0326)增設一間自由上機教室，提供學生自

由使用。 

(2) 謝謝同學反映這個問題，圖資處已重新檢討

借閱書籍協尋流程，未來各館所調借書籍若

協尋超過一週，將主動通知借閱申請人，且

主動提供相關可參閱之書籍資訊，或協助申

請人至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區域圖書資

源共享服務平台向其他學校借閱所指定調

借之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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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問題摘要 

建議 

單位 
回覆說明 

圖 書 館 借 閱 書

籍，但事隔一個

月，只收到”書籍

不見了”的回覆，

請問為何不是盡

速將書籍補回，而

是以此理由敷衍

同學即作罷? 

十 

三 

(一) 針對校長說明會

提到有關後中醫

教學資源分配說

明，因醫學院其他

教室也並非後中

醫系獨占所有資

源 ，中醫生技實

驗室也有提供生

科系使用，故因為

這個理由而決定

學士後中醫學系

學 雜 費 調 漲 最

多，完全無法接

受。 

(二) 下課的斷電明顯

剝奪學生問老師

問題的權力我相

信晚幾分鐘斷不

會多花幾塊電費

更何況學費收那

麼多 

醫學院 

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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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校並不以名列全球最佳大學前八百大自滿，

仍需不斷投資教學軟硬體設施，尤其醫學院的

儀器設備相較其他系所投資更大；而有了充足

的辦學經費，就可以增添更好的設備及師資，

提供學生更優良的學習環境；一旦本校聲譽提

高代表同學將來在職場上也更有競爭力，能找

到理想的工作。 

本校已有 7 年未調整學雜費，但物價指數逐年

上揚，教學成本不斷增加，為了提升教學品質，

並兼顧永續發展及校務健全運作所需，同時落

實強化弱勢學生助學機制等事項之規劃，經審

慎評估擬調整學雜費。平均漲幅為 1.34%，其中

後中醫學系因教學設備、研究儀器及師資人力

等學校投入成本較高。本次調幅雖屬偏高，惟

所調漲的經費比醫學院調幅增加的金額，保證

全部投注在後中醫教學設備之改善。 

未來中醫市場前景看好，學校將加速擴充中醫

的學術與臨床研究設備，提供最佳的教學環

境，讓本校所培育的中醫人才，成為南台灣中

醫界的中流砥柱。 

3. 後中醫系報名費確實為學校增加收益，惟加計

該項收益，後中醫學系之學雜費收入仍不足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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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問題摘要 

建議 

單位 
回覆說明 

應所需教學成本以及專屬設備建置維護。 

4. 為使能源使用合理化以及避免無謂的浪費，使

用教室之電源(包含電燈、電扇、空調)會在上課

前 15 分鐘開啟及下課 15 分鐘後關閉。若同學

需長時間使用的需求，請填寫教室使用申請單。 

十 

四 

(一) 醫學院的兩個系

所為這次調漲學

費最多的系所，建

議加開說明會。  

(二) 請重視分部資源

相對不足。 

(三) 工讀生的勞健保

費用依法規本就

是學校要負擔。 

(四) 學生無法接受學

費調漲簡報中提

到學費調漲是要

購買設備、蓋運動

空間，與貸款關

係。 

醫學院 

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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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彙整回覆同學提問。相關審議作業

程序。請參閱公開說明會會議紀錄問題摘要編

號一及簡報資料。 

2. 醫學院校區上課教室課桌椅如有損壞，請向總

務處事務組反應汰換。醫學院校區正在建造的

風雨球場也是希望能提供同學更優質的運動休

憩與活動空間，而圖書館自習室座位不足及影

視設備改善部分，圖資處將會儘速進行了解與

改善。 

3. 針對學生兼任勞僱型助理或工讀生部分依規定

需支付勞健保費用。請參閱會議紀錄問題摘要

編號七及簡報資料。  

4. 為能長期充實教學設備資源，提供優質教學品

質，學校基於法定義務以及精益求精與永續經

營考量： 

(1) 依法辦理教師敘薪進用，保障教師勞動權

益。 

(2) 依法辦理工讀生的勞保勞退費用，保障學生

勞動權益。 

(3) 維護勞動權益以落實社會公平正義。 

(4) 70%以上學校獎助學金支用於弱勢學生助學

金。 

(5) 如說明會簡報內容所述，學雜費收入已不足

支應行政、教學、獎助學金三項支出。校長

意在說明校方長年大力投注相關系所發展

與評鑑之教學大樓、設備，目前尚需戮力爭

取其他收益以支應銀行還本付息，學校除了

盡力撙節開支外，考慮微調學雜費，乃希望

學校財務收支健全，永續卓越發展。 

十 (一)我們想要了解為何 醫學院 1. 醫學系教學成本較高，舉國皆然，且本校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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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摘要 

建議 

單位 
回覆說明 

五 學士後中醫系的學

雜費調漲幅度最大

(3.5%), 調漲幅度

最少的工學院比起

來 4.18倍的調漲金

額。 

(二)建 議 針 對 簡 報

P.6-P.9 再予說明，

以重視醫學院教學

資源。 

無附屬醫院之作業收益挹注，自99學年招生以

來，後中醫學系之學雜費收入仍不足支應所需

教學資源，以及專屬設備建置維護，故需調漲

3.5%。本次調幅雖屬偏高，惟所調漲的經費比

醫學院調幅增加的金額，保證全部投注在後中

醫教學設備之改善。 

2. 相關財務分析資料依各項法令規定無需公告，

同學可向會計處查證，惟須善盡保密之責。 

3. 支用計畫的部分係105學年預計增加之全校學

習資源將達4,352萬元，不包含每年常態性之經

資門支出。這是學校給學生們的承諾和負擔，

不足部分將爭取其他收益彌補資金需求。至於

106學年起，在少子化環境下，學雜費收入可能

日漸減少而非增加，學校會依收入情況，支用

計畫金額或許會有所調整，但使用規劃上仍兼

衡學系發展教學資源(各學院資源配置循預算編

審制度公平競爭)、館場維護、弱勢助學措施等

來支用。因此105學年增加虧損的二千萬不會變

成下一次調漲學費的理由之一。 

十 

六 

(一) 學 校 財 報 有 盈

餘，調漲學雜費是

否恰當。 

(二) 學校公開的調漲

學費理由之二，都

是以經常性收入

中的一小項“學雜

費收入”去減掉多

項且金額龐大的

的“五項支出”，如

此一來便能塑造

出好似虧錢，因此

調漲學費是正當

的錯覺，不知是何

用意？ 

醫學院 

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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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校才有

好的教育資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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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依教育部規定，學雜費收入用以支應行政管理

支出、教學研究訓輔支出、獎助學金支出三項

支出，另加計機械儀器和圖書博物則為五項支

出，期專用於學生學習資源上。這些公開資訊

和計算方式俱依主管機關提報資料格式辦理，

各校皆然，可上各校網站查對。 

十 

七 

學雜費調漲但學校圖

資處 uptodate 查詢系

統無法繼續使用，圖書

資源與校園空間不

醫學院 

俞○○ 

1. 學校整體學雜費收入已不足以支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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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博物之五項支出，進而導致預算收

支失衡，及系所教學資源預算緊迫的問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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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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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師資與設備未設置

妥當。 

學們一方面希望增加資源挹注，一方面希望資

源免費享用，忽略現實成本負擔，將難以維持

永續經營的理念。 

2. 基於資源共享原則，本校與義大醫院共購共享

部份圖書資源，其中，UPTODATE資料庫由義

大醫院圖書暨資訊中心訂購並與本校共享使

用。經向義大醫院詢問，目前該資料庫正在採

購階段，嗣採購作業完成後，將立即開放連線

使用。另，為使能源使用合理化以及避免無謂

的浪費，使用教室之電源(包含電燈、電扇、空

調)會在上課前15分鐘開啟及下課15分鐘後關

閉。若同學有長時間使用需求，請填寫教室使

用申請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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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在學習上若有權益受損，可逕

向相關教學或行政單位反應，學校將秉持「務

實創新、卓越永續」校訓精神檢討並協助改善。 

4. 校長於說明會中特別強調對未來中醫市場前景

看好，學校將加速擴充中醫的學術與臨床研究

設備，提供最佳的教學環境，讓本校所培育的

中醫人才，成為南台灣中醫界的中流砥柱。 

十 

八 

(一) 就三所後中醫的

學費來說，義守是

最高的  (我們看

不出來，義守在哪

部 分 是 有 多 支

出 ？ 硬 體 ？ 人

資？) 

(二) 十年前蓋屋之成

本及每年攤提，錢

應 該 是 越 還 越

少，為何還要漲學

費？  

醫學院 

甄○○ 

1. 醫學系教學成本較高，舉國皆然，且本校相對

無附屬醫院之作業收益挹注，自99學年招生以

來，後中醫學系之學雜費收入仍不足支應所需

教學資源，以及專屬設備建置維護，故需調漲

3.5%。本次調幅雖屬偏高，惟所調漲的經費比

醫學院調幅增加的金額，保證全部投注在後中

醫教學設備之改善。 

2. 學校以學雜費以外之其他收益攤還教學大樓和

設備之借款本金和利息，而考慮微調學雜費，

乃希望學校學雜費收支健全，永續卓越發展。 

十 

九 

比較其他學校後中醫

學系，我們師資沒有比

較多，學費已經是最貴

的了，請問漲價原因

醫學院 

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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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在學習上若有權益受損，可

逕向相關教學或行政單位反應，學校將秉持「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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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實創新、卓越永續」校訓精神檢討並協助改善。 

2. 本校學雜費收入是學校整體賴以進步與發展最

重要的資源。學校向來秉持一貫之辦學理念，

為培育務實創新、崇禮尚義、有為有守之專業

人才努力不懈；此次調整學雜費實乃因為希冀

能挹注更穩定資源讓學校朝向卓越教學、特色

研究、優質服務、國際接軌四大辦學目標大步

邁進，讓所有義大學子都能以學校未來的發展

為榮。 

3. 輔仁大學、長庚大學亦申請調漲 105 學年學雜

費。 

二

十 

學雜費調漲重點是因

為工讀金調漲?為了補

工讀金差額從學費調

漲？ 

理工學院 

曾○○ 

工讀金調漲僅是經營成本增加項目之其一，說明如

下： 

1. 本校自98-104學年度7年均未調整學雜費，依教

育部公告之 98-105學年基本調幅累計已達

4.89%，而其基本調幅即反應物價指數與學校經

營成本。 

2. 因應政府近年照顧弱勢學生即權益法令規定政

策，每學年學校負擔支出增加約2,488.58萬，請

參閱簡報資料。 

二

十 

一 

(一)理工學院的設備新

採購，外面考試車

床考試考四爪，可

是為什麼學校還

是購買三爪的設

備，外面的考試都

沒有考了還去買

這種設備，這不是

浪費錢嗎？我們

理工學院已經歷

史這麼久了也非

常完善了，為什麼

我們還要多繳那

些學費？ 

(二)在說明會有說到會

一個學院一個學

院做更新那我們

就是在這段期間

理工學院

蔡○○ 

本校每年均提撥院系適當經費以維持各學院之持

續經營與永續發展，本校每年核定各學院經費包括

基本預算與特別預算，基本預算直接由各系自行應

用，各系所經費大部分使用於教學實驗及工廠設備

之購置、汰舊換新與維護，以提昇教學品質及實驗

或實習課程能順利進行。本院特別預算則應用於院

重點發展特色相關之教學與研究經費，例如機動系

之3D列印設備、土木系三軸試驗設備、化工系之

層析研究設備、及材料系之製程節能設備。機動系

104學年度新購設備包括機械工廠車床一台及機工

實驗室疲勞試驗機一台。車床檢定考試通過與否，

是檢視成品的尺寸精密度，與車床上使用三爪夾頭

或四爪夾頭並無相關。目前機動系的控制實驗室、

液氣壓實驗室、自動化實驗室可提供控工實驗、液

氣壓實習及機電整合實習，足以應付相關自動化課

程。各儀器或實驗室負責人負責相關資產器材的管

理，並檢視儀器設備之種類及性質填寫各式檢測維

修紀錄，使能保持其最佳功能性，對於工廠中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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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忙繳其他學院

的費用嗎？ 

故障停止使用之需要維修保養的大型設備及機台

則利用寒暑假進行，以避免影響正常上課。 

二

十

二 

為什麼那麼大的事情

都沒告訴學生，說明會

也只有找班代，調漲學

雜費非常重大，我星期

六才得知，而且幾乎所

有同學都不知道  

醫學院 

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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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學校於5月10日上午校務發展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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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網頁網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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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