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 學年度學雜費調整公聽會第 2 次會議紀錄
時

間：104 年 5 月 20 日（星期五) 中午 12 時 30 分

地

點：AU 視聽館

主

席：廖校長慶榮

出席者： 周教務長宜雄

記錄：劉淑怡
王學務長朝正(郭俞麟代)

張總務長燕玲

黃主秘慶東
李國際長振綱(歐昱辰代)
列席者： 詳簽到紀錄（學生計 183 人）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業務單位簡報：
（略）
參、 結論
一、 公聽會會中意見表達及回應詳如附件。
二、 依同學意見於 5 月 22 日召開學雜費審議小組第二次會議決議
研究所及二技在職班學雜費調整方案。

肆、散會：下午 14 時 0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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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學雜費調整公聽會會中意見表達及回應
發言內容摘要

會中回應

學生代表：

教務長：

1. 學雜費調整說明書公聽會版本未與各 1. 有關學生成本問題，教育部補助的8
類代表做最後溝通，拍板定案而非在
億多主要是補助教師的薪資和行政
審議小組內完成，尤其是學生代表更
人員的薪資。所有學校基本上是用這
無從得知修正狀況，有違法定作業流
樣來做計算的，一般在大學裡做學生
程，換言之，審議小組行同虛構。在
單位成本與單位收入都是這樣定義。
時間安排上，校方說明與學生表達的 2. 有關審議的部分，那天開會有委員提
時間占比應合適。未考量學生實際上
到研究所也應該一起調漲，後來我們
課情況，即使，公聽會雖有完善資料
會後有另一個規劃會議去做一個討
及 50 分鐘的說明時間，卻占盡難得的
論和決議。
午休(50 分鐘)反造成無效溝通。約近 3. 公聽會時間的安排是選擇最多同學
九成的同學因有課先行離開，兩次的
可以參加的時間。
公聽會僅算是單向溝通，無法提供充
裕的時間讓多數具體樣本表達意見，
這問題一直未被解決，即使有陳述管
道，但公聽會的具體用意不就是面對
面的溝通？
2. 每生單位成本是學雜費收入的四倍。
想瞭解學校說的計算公式及單位收入
的定義。單位收入為什麼只算學雜費
收入，另外，教育部給予學校教學研
究補助收入，不就為學生之學習需求
給予教學補助，為何未納入教學收入
做計算。

學生代表：

教務長：

說明書僅有部分學雜費調整支用計畫是
完善，多數仍是概括式的表述，無法傳達
實際支應的務實性，須要具體項目及預算
比例才得以說服全體學生。例如課業輔導
機制立意良善，是否有考量自尊心及被貼
標籤的狀況發生，尤其同儕群聚衍生的效
應問題，相關問題有先評估嗎？好奇成
效！

有關課業輔導目前正在進行中，我們對
於某些學習比較有障礙的同學會有助教
或助理協助，你當然不知道是誰在接受
輔導，因為我們並不會敲鑼打鼓的宣
傳。除了照顧弱勢同學之外，我們當然
也會重視到不會傷害他們的自尊，我們
也會非常小心在處理，事實上這些部分
我們都正在進行中。

學生代表：

教務長：

有關助學金的機制，說明書裡有提到每個 我們希望如果調漲成功的話，希望可以
月 3000 元的津貼是指未來額外的補助還 照顧弱勢學生，有些學生連吃飯錢都沒
是現在現有的？
有，希望可以補助3000元讓他們可以吃
飽飯。

學生代表：

教務長：

關於第三個輔導機制有提到學務處安排
我們希望輔導學生，希望弱勢學生畢業
優先實習機會給弱勢學生，學校的學務處 後可以趕快就業，對他個人或家庭都是
就輔組不是媒合的角色嗎，為什麼會有經 有正面的幫助，我們希望多透過學校的
6-2

費的需要？

機制，由學務處來主導或校友的企業來
幫助這些學生，讓他們可以趕快找到工
作，以改善他自己的生活並且有機會來
翻轉他的階層，這是我們的目的。

學生代表：

教務長：

關於第二個學生活動的部分我覺得文字
不是很具體，可以做明確的說明嗎，我去
詢問過一些系學會，註冊組這邊會提供一
些班級數的資料，然後學校會撥款給系
上，有些系上會給系學會辦活動的經費，
可是有些系學會都說沒有收到錢，這部分
是不是要詢問系辦有沒有實際落實在補
助學生活動上。

跟同學說明一下，有關支用計畫第一個
照顧弱勢學生部分我們寫得很具體詳
細，那是我們的重點。在活動部分是要
麻煩學務處來做，我們希望給學務處一
些彈性空間，大概往這個方向來做，讓
他們可以有一些彈性運用。
我服務於化工系，在學生的費用上以前
主要是撥給班上讓導師請學生吃飯，這
是最早期的做法；後來導生費用一定要
一半做為學生活動費用，另一半做用導
師費用，這每個系有不同的做法，各系
所可以依照他的方式來不同運用，這是
他們的自主，我們比較困難要求。

學生代表：

教務長：

剛副校長提到後續會議有委員提到要強
化國際視野，可以鼓勵出國研習，之前有
提到不管大學部或研究所交換學生的資
源，也會用在這上面嗎？
我們之前有提到希望吸引高中生來就
讀，可是這部分為什麼只放在研究所不放
在大學部……

我們送學生出國進修，每年大學部將近
有200人出去，不會因為這樣就不辦。
上學期學會的代表反對學雜費調漲的經
費用在這裡，我們早期的規劃書有這一
塊，但因為同學的反對所以才把它拿掉。

學生代表：

教務長：

說明書提及學校開源節流，依 101 年分配 按照校長規劃經費縮減主要在研究經費
數 80%縮減經費，學校編成各個處室的經 上，用在同學上面基本上不會打折，我
費部分，支用計畫五大項目哪幾項是有被 們當然建議校長在這部分上不被影響。
縮減的？照顧弱勢學生、補助學生活動、
充實圖書資源、強化英文教學、強化國際
視野的受惠對象會因經費縮減而被侷現
嗎？

學生代表：

主任秘書：

上次會議有提到希望增加校務基金發展
委員會學生的席次，不知道有沒有進一步
明確的指示？調漲學雜費是希望讓學生
知道用在那裡，以學校的制度來說我們可
不可以讓學生代表進入委員會，這樣有一
個多元的想法。
學生會這裡也提出一個具體的比例，我們
希望在校務基金發展委員會可以有三分
之一學生的席次，因為學校的收入來自教
育部、自籌和學雜費收入三部分，按照比
例的話學生其實是佔 30%。

上次你有提到的不是校務基金，而是餐
廳的營運管理小組……你的意見我會帶
回去，但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管的是校
務基金這一塊，它看不到全校預算的全
貌，只要大筆預算要動用到校務基金的
話就必須透過這個會，但如果是固定
routine的支出是看不到。剛才副校長很
用心報告我們過去三年的財務狀況，最
後算出來的都是短絀，我們連續三年都
是虧損，最後加回來這個東西並不是實
際加回來，也就是學校目前在經費上面
是非常的緊。現在學生說調漲學雜費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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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看到牛肉，最後一定要用在這三項，
要是我們按照現在這個狀況而沒有去大
力改善學校的財務狀況，那麼可能有一
天我們的校務基金會出很大的問題。那
時候你關心的問題可能就會變成為什麼
我們學校排名一直往後退、好的學生為
什麼都不進來，可不可以用全校師生的
力量，持續按照現在狀況往上拉，我們
同時也照顧到弱勢，我想這是我們學雜
費基本的考量。有關學生席次的比例，
我們會後可以再做討論，確定組織章程
和成員比例。

教務長：
對於校務基金我們也必須參照教育部的
母法，這個辦法怎麼規範，我們也必須
根據它的規定。

主任秘書：
這個公聽會一開始你就提到四個字「無
效溝通」，我其實非常在意這四個字，
我知道在審議小組之後學生有自己開一
個會，我的建議是如果學生在開這樣的
會也可以邀請秘書室，有時候我們也可
以參與這個會議，也可以讓我們了解你
們討論的過程，套你的話也可以避免無
效溝通。

學生代表：

教務長：

說明書有提到這整個過程是審議公開和
資訊公開，是否能將公聽會的影音一併上
傳至學雜費調整專區。另外，公聽會的問
答會放上網嗎？兩場公聽會最多 360 人
次，但台科大有 1 萬多個學生，可以讓更
多學生了解。
另外在教務處首頁也沒有學雜費專區。

我們所有這些檔案和資料都已經公開放
在網站上，也在網站上讓同學可以表達
意見，當然我們也會儘速回覆。
另外在教務處首頁就有學雜費專區，相
關資料都會請同仁公佈在專區。

學生代表：

總務長：

剛才提到如何開源節流，開源的部分提到
學校會在假日租借場地，可是就現在的狀
況來講學生或社團想要去借教室辦理大
型活動，像 RB105，可是事務組會因為 T4
有考試而不方便借用，我知道要增加空間
的使用增加學校財源，可是相對也會剝奪
學生使用空間的選擇，我覺得總務長可以
再做一個評估。
可是台科大那麼小，實在沒有場地可以提
供學生使用。

我想如果考試的話我們應該要這樣做，
因為如果考試有干擾的話就會變成社會
新聞，因為學生借場地我們很難控制完
全不會干擾到，如果你可以保證不會有
問題的話，因為萬一如果學生或家長抗
議被吵到的話……如果是其他活動的話
我們可以考慮，但考試的話我們就希望
四周可以安靜。
我們現在也打算整頓新校地，讓社團可
以過去那邊活動，因為常常在辦活動時
圖書館、老師實驗室也會打來抗議聲音
的問題，我們實在有點兩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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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代表：

教務長：

剛才提到弱勢獎學金的部分，很多校內獎
學金多數由校外的援助，是否增列弱勢獎
學金提供學習績優的弱勢學生，可不可以
增列這個部分，好比，寧可給予新生媽媽
養育經費買真正需要的物資，而非直接贈
予不合適的育兒奶粉及穿著，往往理想的
資源是被誤投，不是最好的務實資助。

我們有獎學金和助學金，獎學金通常看
你的學習成效表現。將來在後頂尖計畫
也會考慮因為要照顧弱勢，希望將來從
募款經費中有專款拿出來資助弱勢學
生。

學生代表：

教務長：

有些處室的工讀生被縮減，有同學反應工 經費縮減並沒有縮減到這一塊，只是縮
讀被縮減是因為經費不足。
減研究經費。

主任秘書：
我們每一年會在年初的時候去分配預算
到各個處室，這筆錢由各個處室去自行
運用，工讀金這一塊到底要維持或增加
或減少，是由這個處室自行決定，因為
你剛才有提到工讀縮減，這個縮減並不
是學校把工讀金全面打8折，而是各處室
視他們的業務自行做調整。

總務長：
總務處以前T3有工讀生在管控車子進
出，現在我把它改成自動，未來公館校
區的停車場也會朝向這個方向，像這些
都會被縮減下來。

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