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嘉義大學學士班延修生雜費調整公聽會 (民雄 ) 

會議紀錄 

日期：105 年 5 月 25 日(星期三)下午 1 時 20 分 

地點：民雄校區行政大樓 2 樓簡報室 

主席：吳煥烘副校長                                  記錄：羅煜傑 

壹、主席致詞(略) 

貳、延修生雜費調整計畫簡報(簡報人：教務處楊徵祥組長) 

參、意見交流 

系級/姓名 意見陳述 單位 回覆說明 

教育系 

簡維廷 

學生進入學校時在

招生簡章上已敘明

收費標準，因此，調

整延畢生雜費的新

措施，應自 105 學

年度入學生始得適

用，以不悖法律信

賴保護原則。 

教務處綜

合行政組

本校案內收費標準調整係自 105 學年度

延畢生實施，並不自本(104)學年度學生

起適用，已衡酌信賴保護原則訂定過渡

期間，依本標準實施日之前，在學學生

至少仍有 1 學年之緩衝修業救濟餘地，

且在學學生未進入延長修業年限，未存

信賴基礎及表現，並無溯及既往使其不

利益，爰該標準 105 學年起實施不悖法

律信賴保護原則。 

有關是否再延後適用之學年度，則交付

校務會議討論。教務處無預設立場，並

將依校務會議決議辦理。 

學校應鼓勵學生學

習，對於因為雙主

修、輔系而延畢的

學生應給予優惠，

而非懲罰願意多學

習的學生。 教務處綜

合行政組

教務處當初規劃延畢生增收雜費係基於

延畢生使用公共資源的使用者付費精

神，而雙主修、輔系學生在校修課時仍

使用教室、圖書館、餐廳，乃至於廁所

的水電之事實而酌收相關費用，並非懲

罰雙主修、輔系的學生，合先敘明。 

若干公立大學有雙主修、輔系的排除（不

增收雜費）或延後收費（如延畢第二年）

的規定，因此，本校是否將因雙主修、

輔系學生而延畢之學生排除在增收雜費

對象之外，不收取相對之雜費，教務處

無預設立場，並將依校務會議決議辦理。



學生宿舍預計耗費

2.6 億元，在新民校

區附近蓋學生宿

舍，未來使用學生

自以新民校區為

主，且聽說效益不

大而規劃改建成商

場，這些支出沒用

在學生身上。學校

肆意支出 2.6億元，

卻回過頭說學校財

務艱鉅而要跟延畢

生收 40 萬，相當不

合理。 

總務處 

1.本案需求及效益部分由學務處統籌。 

2.本處協助辦理「新民校區學生宿舍新

建工程先期規劃構想書委託技術服

務」採購，目前建築師已完成初稿，

刻正由學校審查中。 

學務處 

新民學生宿舍新建工程所需經費是由學

生事務處向本校校務基金借款，由學生

宿舍收入逐年攤還。宿舍之新建除提供

新民校區大學部大二以上及研究所學生

住宿外，農學院獸醫系學生亦可進住新

民校區宿舍。而商業空間之規劃，主要

是讓住宿生之日常生活機能更加便利。

學生學習成效不佳

被當，不代表學生

學習有問題，也可

能是教學品質有問

題，而使學生延畢。

學校有無相關提升

教學品質或學生學

習的因應方案，而

不是一昧提高收

費？調高收費用在

電費跟人事支出，

其他教學品質的提

升工作是否有所忽

略。而且學校用電

數下降，為何還花

費在電費? 

教務處綜

合行政組

教務處協助教師教學部分，一直相當積

極爭取校外資源來挹注，如教學卓越計

畫、教學增能計畫、大學學生學習生態

系統創新計畫，即是希望充實教師的可

運用資源，讓教學上能夠更多元化，提

升學生學習成效。此外，學務處在協助

弱勢生學習部分，已獲得教育部起飛計

畫，同樣有挹注相關輔導資源，輔導學

生學習。學校現正緊鑼密鼓著手 3 五工

程規劃，相關議題亦有初步的因應或方

案措施。 

有關調高收費後支出，目前規劃係以延

畢生最常使用的兩項資源：電、教師為

主要支出項目。另外，即使用電數下降，

電費支出仍是相當龐大，爰此規劃減低

這方面的負擔，避免因為電費支出而造

成其他教學資源受到排擠。 

因為畢業門檻而延

畢是否也被列入收

費對象？ 

教務處綜

合行政組

九學分（含九學分）以下延畢生增收雜

費係以修習課程為標的，有選課即有收

費，僅因畢業門檻未通過且未選課者不

收雜費。 

校外實習學生長期

在機構實習，不會

使用學校資源，應

教務處綜

合行政組

教務處當初規劃不排除校外實習學生之

裁量基礎在於，凡具有本校學籍學生均

享有使用本校公共財之權益及可能性，



被排除於雜費收費

對象。 

校外實習學生亦不因任何情況而被拒絕

使用校內公共資源。倘若以校外實習而

不收雜費，但享有學校公共資源的權益

及事實之可能性，其公共支出反倒由其

他學生分攤相關成本，殆有悖公平原則，

合予敘明。 

惟該類學生是否排除於外，教務處依校

務會議決議情形辦理。 

教育系周

韋宏 

部分學生跨校區選

讀，尤其是跨校區

進行雙主修、輔系

或者是修習跨領域

學程的學生，其交

通往返需要時間，

不可能將課程排

滿。囿於不可抗力

因素的延畢生，學

校在這方面應考量

減免。 

教務處綜

合行政組

如同前面的說明，當初教務處規劃係衡

酌延修生有使用教室、廁所、圖書館或

是餐廳的事實可能性而酌收雜費，且該

成本轉嫁於其他學生，恐延伸不公平之

爭議，因此將延畢生全數列入調整對象。

至於該類型而延修的學生是否排除不收

雜費，何者為宜，教務處依校務會議審

議結果辦理。 

嘉義大學已經合併

十多年，校區分散

一直導致學校經營

成本高居不下，也

讓學生不容易跨領

域學習或是修更多

的通識課，請問學

校有無中長程校區

的搬遷或整併計

畫？學生一直看不

到這樣的規劃。不

然校區分散問題未

解決，經營成本永

遠是高的，是不是

就得一年又一年一

直調整各學制的學

雜費？ 

總務處 

本處已依本校 3 五工程 2021-2025 合作

共榮計畫，規劃民雄校區系所單位遷移

至蘭潭及新民校區，集中各項資源，以

減少各校區的重覆性投資建設(本計畫

內容請洽研發處 3 五工程網頁

http://www.ncyu.edu.tw/rdo/查詢)。 

教務處綜

合行政組

學士班、碩(博)士班爾後是否調整，將視

學校財務經營及全國教育政策等環境要

素衡酌辦理。經調整之學制在次學年不

會再次調整，即同一學制不會兩學年度

連續調整。 

學校 103 學年度漲

學士班、104 學年
秘書室 

1.本校於 97 年度經校內各單位集思廣

益，研擬「推動開源節流措施方案」



度漲碩博士班、105

年度宿舍補收水電

費事件、106 學年

度又漲學士班延修

生，不斷向學生收

費，請問有沒有什

麼中長期的不是針

對學生收費的開源

計畫或規劃？ 

各項實施細節，方案於 98 年 3 月 17

日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即具體推動執

行開源節流措施。每年彙整各單位執

行進度及廣納教職員建議增訂開源節

流措施，以下就「開源措施」實施項

目說明如下: 

(1)增加技術移轉之權利金收入 

(2)提高校外及商標授權之權利金收

入 

(3)增加產學合作挹注行政管理費 

(4)提高場地出租率 

(5)增加校務基金投資收入 

(6)開辦各項推廣教育班 

(7)健全宿舍出租規定 

(8)提高學雜費收入(例如:加強招生) 

(9)琴房使用費部分負擔 

(10)推動募款 

(11)增加參觀收費收入 

2.為有效推動開源節流措施，本校各權

責單位均指定專人詳實記錄開源節流

措施各實施項目推動執行情形，定期

填報各項改善作法之執行進度、蒐集

相關佐證資料且隨時檢討缺失及追蹤

改進；推動過程並鼓勵提出創新「開

源」或「節流」措施，以強化執行績

效。 

3.本校自推動開源節流以來，各單位同

仁建立隨時隨地節約能源的觀念，積

極節約用水、用電及電話費，並減少

紙張使用等，澈底實踐節能措施；相

關單位積極推動增加技術移轉權利

金、產學合作、開設推廣教育班、場

地出租及捐贈等方式積極開源，挹注

校務基金。 

4.本校各年度開源節流工作管制表均登

載於秘書室網頁「開源節流」專區供

瀏 覽 參 考 ， 連 結 網 址 如 下 ：

http://www.ncyu.edu.tw/secretary/conte



nt.aspx?site_content_sn=51121 。 

外語系王

俞涵 

因雙主修、輔系、教

育學程而延畢的學

生，學校對於這些

學生應參考其他學

校，譬如中央大學

可以減免。 

教務處綜

合行政組

如同前面的說明，當初教務處規劃係基

於延修生在公共資源使用可能性及考量

全校學生在公共財支出的公平性而酌收

雜費。有關該類型而延修的學生是否排

除不收雜費，教務處將依校務會議審議

結果辦理。 

有關符合教育部減免規定者，則依教育

部減免。 

有關身障生的補助

是否都向教育部申

請?對於身障生的

入學，學校好像沒

有準備好。譬如點

字書聽說到學期末

才下來，這樣身障

生自然會學習上會

落後，學習效果不

佳自然也會延畢，

因此，是否對身障

生能減免。或者說，

學校能先提供相關

資源或支付相關費

用讓身障生能有相

對應的輔助資源，

讓他們學習上不會

因障礙而落後。 

學務處 

本校資源教室經費為教育部補助及學校

自籌經費。此經費提供身障生可以在在

學期間學業及生活適應相關協助，若有

身障生對於課業學習上有困難，可提出

課業輔導申請。資源教室每學期皆會對

身障生進行宣導，資源教室輔導員也會

定期的追蹤身障生的課業狀況提供課業

上的協助。 

另外身障生之學雜費依據教育部規定身

障生學雜費可依身障生障礙程度給予部

分減免或全額減免。 

針對點字書部分，資源教室於上學期末

選課時已向視障生宣導製作點字書事

宜。該生選完課後告知資源教室本學期

選修課程名稱及授課老師。資源教室聯

繫外語系系辦及相關通識課老師詢問上

課用書。於寒假期間蒐集上課用書複印

把教科書副本寄至視障輔具資源中心製

作點字書。這次第一次寄出教科書副本。

開學時，該生向資源教室反映尚未收到

點字書。資源教室聯繫視障輔具中心點

字書製作進度。輔具中心向資源教室反

映未收到教科書，資源教室請輔具中心

再確認並且重寄教科書副本，這是第二

次寄出教科書副本。輔具中心收到後，

資源教室請輔具中心加快製作點字書供

該生可以在課堂上使用。所以點字書在

春假前寄達。 

檢討策略改進：未來資源教室會在寒暑



假期間確認視障生選修課程及用書，並

密集與視障輔具中心聯繫追蹤點字書製

作進度，以利視障生於開學時就可拿到

點字書上課。 

肆、臨時動議(無) 

伍、散會：下午 2 時 3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