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 學年度學雜費審議小組第 1 次會議紀錄
時

間：104 年 5 月 7 日（星期四) 中午 12 時 30 分

地

點：綜合研究大樓 RB-101 會議室

主

席：廖校長慶榮

出席者： 周委員宜雄

黃委員慶東
陳委員建中(教師代表)
林委員逸晟(學生代表)
列席者： 蔡組長欣靜

記錄：劉淑怡
王委員朝正
林委員文滄
劉委員代洋(教師代表)
李委員建德(學生代表)
鄭組長敏宜

張委員燕玲
鄧委員昭瑞(教師代表)
張委員文瀚(學生代表)
黃委員芷翎(學生代表)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提案討論
案由一：本校 104 學年度學雜費收費基準是否調整？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教育部104.05.04臺教高(一)字第1040056874號函函示104學年
度調幅為1.89%，其前一學年度未調整者，基本調幅上限為
2.5%。
二、 依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第8條規定：學校符合專科以上
學校學雜費審議基準表及調整資訊公開程序、研議公開程序之
規定，並具有完善助學計畫及學雜費調整支用計畫，經教育部
核准後，其全校學雜費基準調整幅度上限得放寬為基本調幅之
1.5倍即3.5%。
擬 辦：本案若同意調整，擬於 5 月 14 日星期四及 5 月 20 日星期三各
舉行一場學生公聽會，彙整相關資料後續提行政會議決議。
決 議：照案通過。會議資料學雜費調整說明書的內容，將針對出席委
員意見再做修改。
臨時動議：有關委員提議研究所學雜費調整部分，請承辦單位通盤考量
後研議適當之調整方案。
參、 散會：下午 13 時 4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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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審議小組會議會中意見表達
發言內容摘要
會中回應
教師代表：我想剛剛副校長已經報告的蠻
詳細的，我贊成研究生也應該繼續調漲學
雜費，原因是研究生的資源相對的拿到的
太多了，大學部的學生分配到的資源不
夠，如果研究生的資源能夠撥多一點點，
讓大學部的學生能夠少出一點，我覺得這
是合理的。
學生代表：剛剛副校長講到的是說論文，
但是大學部其實不會產生論文，所以這二
個不能做相關連的比較……
學生代表：然後針對說明書的內容，我有
一個想法，台科大不是一個技職的學校
嗎？但是為什麼會有優秀高中職獎學金
這個一個差異，是不是可以逐年去降低，
因為學校已經在高中打出名聲了，我覺得
這是可以評估的。還有一個部份，我覺得
整份內容資料蠻多蠻不錯的，但是學生蠻
多活動的而且昨天才拿到，這部份會再跟
學生討論研究，如果有進一步詳細資訊會
再跟你們說明。

校長：在座有四位同學代表，有沒有研究
生代表？

教務長： 大學部在專題上也有很多同學
發表論文……

教務長：獎學金部份，原本我們有高中職
獎學金，我們對於前5%的學生有獎學金，
但是這部份去年已經取消了……
校長：我們對高中生前1%是30萬，1%-5%
內是15萬，104學年度開始5%拿掉，那1%
目前保留，可是人數很少，只有1人左右。
同學也了解我們當初為什麼這樣做，因為
我們剛開始收比較大規模的高中生，我們
希望在全國的排名能夠起碼跟中字輩或
者在中字輩前面，所以先有這樣子比較吸
引高中生的獎學金，那現在應該確實也比
較穩定了，我們現在收的高中生應該是超
越所有中字輩，起碼在中字輩非常前面。
去年拿掉之後吸引學生的程度也沒什麼
影響，不過1%部份我們目前還是保留，但
剛也說總共只有1位同學，那各位去看看
其他科技大學，有些是給到上百萬，我們
不做這些事情。
教務長：那我做一個補充，事實上我們也
做過一個研究，針對101,102及103學年度
入學的高中生PR值都是94%，沒有改變，
也就是這個拿掉之後對我們學校的招生
沒什麼影響。那事實上你說的這個部份去
年已經拿掉了。
學生代表：大家好，關於大家說研究生學 校長：學校會做整體考量。
費是否應該調漲，我覺得需要斟酌，因為
我們研究生做的研究對學校也是有貢
獻，其實我們已經花時間在這上面，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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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學費又再調漲的話對我們其實有點不
太公平，雖然我們使用很多資源，但這也
是使用在論文上面。
教師代表：資料非常完整，那我們看一下
第26頁，記得91-92年那時在學校兼行政
的時候，我們每年都要經過這個程序，送
到教育部都是以國家經濟、社會觀感被打
回票。教育部給我們的收入只有三分之
一，其實不太合理。台灣的學雜費長期以
來嚴重的不足。我的小女兒在美國唸私立
大學，一個學分就1,602美金，這個學校
大概在全美國排名前20，那台科大表現這
麼好呀，但是收費只有人家的零頭，所以
其實台灣長期以來學雜費收費真是太
低，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所以這麼少的費
用，又只能調漲3.5%（800多萬），實在
是杯水車薪。
底下分二部份跟大家談一下，第一個有些
資料可以再強化一下，第9頁這裡寫管理
學院包括科技管理所要修改，科管現在已
經跑去智財學院；還有第16-17頁，學生
所繳的學雜費收入佔我們整個學校營運
只有20%，剩下80%必須我們跟教育部要或
者自己自籌，壓力之大，更厲害的是第17
頁學校從整體經費提撥的獎助學金大概
佔學生繳的學雜費收入的44%，換句話說
學生繳的學雜費學校真正能用的只有
56%。還好我們學校的老師爭氣，增加不
少建教合作收入。還有第18-19頁開源節
流的部份要補強，我們在談到要調整必須
提到我們需要多少支出以及多少收入，中
間的GAP要如何達成，一個當然是從教育
部，所以開源節流這部份每一項要去估計
金額或數據來展現學校努力的成果。特別
是在第24頁有表14，學生收入佔教育成本
比率只有四分之一。然後25頁校園公共工
程支出需求增加，我認為也要詳細將金額
估出來。當然在26頁提到增加870萬，我
認為這數字沒有太大的吸引力。
另外一個很重要台科大的特色發展，我想
台科大我們都待了很久，都希望他往上，

校長：謝謝教授的建議，很多部份我們會
再做調整，各位可以看到我們在90-93年
只有二年調整，如果我們在90年有調5%
大概是2千萬（包括大學部和研究生），
一年有2千萬的話這十三年下來就是二億
多，這就是這調整雖然只有800多萬，但
這是個基礎，十年下來就是8000多萬，我
們當初考慮一些因素沒有調整，這樣子十
年下來就少了2億多。所以每一年當教育
部允許調整時我們就儘可能調整，不然教
育部一凍結就是好幾年，有蠻大的影響。
當然教授有提到其中有一個特色的經費
應該用在讓學生出國，其實我們現在一年
幾乎補助學生出國大概1800多萬，這個數
字在全國是最高的，包括台大、師大，至
少他們的五倍以上甚至更多，我們在有限
的經費下提供相當多的經費讓學生出
國。那這個經費其實我們在去年的計畫書
裡面原本有列這一項，是在去年公聽會的
時候有學生認為這是讓少數同學使用，所
以不贊成，所以我們才拿掉，今年在報教
育部我們會再做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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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是體恤學生跟提升國際事務、國際
視野，這一塊可以大幅度的增加，對於獎
助優秀的學生到國外短期學習擴展國際
視野。其實我在財金所一直鼓勵學生要去
搶這個名額，這個對我們學生提升競爭力
很重要。另外一個就是我們跟國外師生的
學術交流活動，其實我們常常在申請經費
有很大的挑戰，我們自己辦活動都是自己
募款，這部份學校經費也是短缺。基本上
我們最後可以去呈現明年度經費的需
求，然後我們可以有多少的財源，出現多
少落差，這個 gap 我們可以用開源節流支
應多少，剩下那些是不足的地方我們可以
用調漲來應，我想這樣的話我們會更有說
服力。但是我也一再強調我們的學雜費真
是太便宜了，我希望學生建立一個觀念，
重點是你在這個學校裡面能不能學到你
的專長，你在職場上面需要用的技能，這
個才是重要。如果學生因為家境的問題，
其實我們有很多很多就學貸款，我不希望
學生為了省一點錢拼命的打工，沒有學到
東西，結果畢業之後只能打工。調漲學雜
費已經喊了十幾年，重點應該是錢要花在
刀口上，對大家學習有幫助，我們要支持
這件事。
學生代表：說明書的第 25 頁，宿舍怎麼
是校園公共需求增加呢？第二個問題是
在第 27 頁精進教學的部份，各個院系有
他們自己的需求，這可以再做詳細或具體
的做法。然後我也贊成教授講的讓學生出
國研習，這也是吸引高中生來就讀很大的
誘因，出國交流可以看到不同的視野。
學生代表：這次調漲是希望增加更多的教
學資源和收入，那我們建議未來增加校發
會學生代表的席次，可以共同去監督這筆
錢怎麼運用和規劃。然後有關於教學的部
份，那有些課程委員會，像系的或院的，
希望可以增加學生代表。
學生代表：我覺得我受到很多社會資源的
幫助，還是會去思考這些錢會用在那邊，

校長：這部份我們再把它精簡一下，其實
增加的錢也不可能做這麼多事，那剛剛說
到的宿舍部份我也建議先拿掉，不然學生
也會覺得有疑慮。

教務長：其實我們在校的課程規劃委員會
有明定學生代表在裡面，在院跟系的我們
建議他們跟校的一樣，但是他們說他們的
辦法是寫「得」邀請學生參加，同學有強
烈要求的話，我們會跟系和院協調。
校長：不過現在是全校各系只有 150 萬可
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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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這個調漲的時候，雖然學校給了我們
很多東西，但像很多設計系的同學會反應
台科的設備像電腦有一點問題，我覺得重
點是精進教學效果這件事情上面是調查
學生的需求是什麼，有沒有機會去調查這
個需求……
學生代表：我只是覺得從學生的角度來看
會這樣去想，剛講到學雜費調漲法理情的
時候，我其實也一直在思考這件事，學雜
費調漲是一件很複雜的事，學生的成本只
佔整個 25%好像已經存在很久了，我也在
思考這 25%是不是有它的道理存在。我們
之前有調查過什麼影響你最多，其實發現
是身邊的同學，當然學校老師給了很多，
但身邊同學互相抵勵很重要，所以學生應
該在台科環境也是很重要的吸引力。
學生代表：如果學生多繳一些學費可以真
正精進教學效果的話，是件很好的事，但
我覺得比較有問題的是充實圖書館資
源，像我常去圖書館借書，常常我想看的
書但確沒有，有管道可以申請新增圖書，
可是很多同學反映申請之後都要等好久
才能拿到新的圖書，希望可以更增加圖書
資源。

教師代表：我的視野比較沒有那麼宏觀，
我們自己處理過學生就一直在外面打
工，他就覺得在外面當警衛一個月 4 萬多
很好賺，我們曾經碰過這樣的學生，當然
也有一些學生因為家庭因素沒有辦法好
好就學。我覺得學生在這 4 年很寶貴，所
以我們常告訴學生有問題就一定要找老
師或系主任，所以我覺得可以多加強宣導
學校有工讀助學金，有些學生就會自己想
辦法去解決不願意跟師長溝通，因此就錯
過很多黃金學習。第二個是有關省電的部
份，我自己住在學校宿舍，我發現很多走

教務長：剛同學提到設計系的電腦，我記
得我上星期有看過一個公文，學校補助了
一百多萬的經費讓設計系去整修實驗
室、更換電腦設備……

教務長：現在外面的書愈來愈貴，現在我
們鼓勵透過科大聯盟一起去訂資料庫，會
比較便宜，我們推動老師選用課本儘量採
用資料庫內存在的書本，這樣同學可以減
少很多經費。我記得最近去買一本新書薄
薄的就要 1800 多元，我們知道這樣的痛
苦，所以我們希望加強購買電子期刊、圖
書，同學不用去買課本，到學校圖書館就
可以借得到這些書籍，同學就可以節省不
少經費。
校長：特別是那個部份再告訴總務長，總
務處可以再加強。
學務長：學務處這邊針對低收入戶學雜費
是全免的，還有住宿也是免收費，所以這
方面有做到，可是同學要來申請，鼓勵同
學過來申請。那關燈的問題，我們下學期
的服務學習課程要組成關燈大隊，到時候
來每個月看那個地方關燈關水會漏掉，我
們希望學生一起來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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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的部份燈都沒有關，我建議多裝一些感
測，這部份應該可以再省一點電費。
教師代表：對於調整理由要更有說服力，
我覺得要跟台科大中長程的發展再結
合。剛談到圖書，現在學生很少買書，他
們都去印，現在的趨勢是網路上都可以找
到。另外一個是三校現在可以選課、圖書
資源可以共享，應該要讓學生知道這塊，
我們現在再去買很多書放在那邊其實有
點浪費。剛剛提到學生反對國際化，這是
技職教育最重要的一塊，學生出國之後回
來分享，你看看他的喜悅和成就感，我覺
得這件事情極度重要，不應該因為少數人
反對就拿掉。所以大家應該支持學雜費調
整，只是 3.5%實在太少，連支付電費都
不夠，只是我們的缺口還是可以算的具體
一點，不過最後決定權還是在教育部。學
校發展需要大量資源，我們經費都是其他
國立大學的三分之二或二分之一。

校長：剛才各位的意見我和教務長都記下
來，我們會做些修改，接下來會有公聽會
和決策小組的會議，最後如果順利通過的
話再報教育部。我們也會再考慮到底今天
決定 3.5%，或者是降低一些研究生也稍
微提高一些，這個我們會在其他會議會再
做進一步的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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