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嘉義大學 110 學年度學雜費調整公聽會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110年4月27日(星期二)中午12時10分 

地點：本校蘭潭校區國際會議廳、民雄校區大學館演藝廳、新民校區國際

會議廳 

主席：朱紀實副校長                              紀錄：蘇芳玉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壹、 主席致詞 

今天的公聽會主要是因應本校研議 110 學年度學雜費調漲，希望能透

過與各校區同學們面對面的溝通，聽聽同學們的意見，以達是否調漲之共

識。目前學校宿舍與體育設施老舊。前年（108 年）與去年（109 年）分別

在蘭潭校區與民雄校區的跑道修繕完畢或部分改建，今年新民校區的跑道

將整修完成，以上工程學校皆需有 50%以上的配合款，至少都要花費一千

萬元以上。學生宿舍的部分，今年蘭潭校區的五舍修繕完畢，目前正進行

六舍的修繕申請，其申請過程非常複雜。民雄校區將進行一舍與二舍的修

繕，而新民校區將蓋新宿舍，目前已有廠商投標，由於延宕多時，整個修

建過程可能要耗時三年以上。 

學雜費調整有幾項原則，第一個是學生的教學優先，所以先加強教學

設備改善；第二個考量永續發展，總務處在燈泡或光源能量的節能，在光

電設施方面想辦法增加學校的收入以自籌財源。至於學生面向的增加學雜

費，並不是在消耗預算，而是學校經過這樣的調整改善之後，同學或你們

的學弟妹可以享受到大家的付出，以及學校對你們的服務，這是學校的心

願。 

貳、 業務單位報告︰如簡報檔（附件 1），有任何意見反映，同學可現場

提問，亦歡迎至意見反映信箱 gaa@mail.ncyu.edu.tw 反映。 

參、 建議事項︰本次學生提問建議與回覆請參閱「意見反映與回覆」

（附件 2）。 

肆、 散會（下午 1 時 3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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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國立嘉義大學 110 學年度學雜費調整公聽會 

                     意見反映與各單位回復         110.04.28製表 

發言人 建議事項 

答復

（辦理

單位） 

答復內容 

應數一甲

蔡璟鴻 

依據「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

辦法」調整學雜費應以 2.5%為單

位，如遇特殊情況，可至多到

3.75%，為何選擇 3.75%而非只調

2.5%? 

教務處 

(綜合行

政組) 

1. 依「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

辦法」規定，教育部核算公告

110 學年度調幅上限為 2.5%。

上述辦法亦規定學校若符合

「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審議基

準表」規範，得申請放寬調幅

不得逾基本調幅之 1.5倍。 

2. 檢視近年各公立大學調整學雜

費資料，教育部核定調幅多為

學校原申請調幅減 1%，因此本

校本次日間學制大學部擬申請

調整幅度訂為 3.75%。 

一年預估增加 1,430萬元，如何

算得? 

1. 日間學制學士班學雜費以調幅 

3.75%計算，每生每學期平均增

加負擔 865 元，以日間學制大

學生 7,374 人（不含休學生）

估算，每學年增加約 1,275 萬

元。 

2. 日間學制研究所學雜費基數以

調漲幅度 5%計算，每生每學期

平均增加 556 元，以日間學制

研究生 1,460 人（不含休學生）

估算，每學年增加約 162萬元。 

3. 合計粗估一學年增加約 1,430

萬元。 

本次如調漲後，預計多久後再

漲? 

1. 依教育部規範，如擬調整學雜

費收費基準，需先檢視學校是

否符合「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

收取辦法」有關「財務指標」、

「助學指標」及「辦學綜合指

標」之審議基準，其中「財務

指標」尚須近三年平均自籌數

高於學雜費收入才符合規定。 

2. 本校學雜費收費標準即便調漲



2 
 

發言人 建議事項 

答復

（辦理

單位） 

答復內容 

3.75%後，與全國公立大學平均

相比仍少約 1,500 元，與全國

公立大學前 25%平均少收

3,000元以上。 

3. 本校經過努力，在今年符合上

述三項指標規範，因此研提調

漲學雜費申請，期能逐步調至

全國公立大學平均水準。 

應數三甲

侯龍彬 

據我所知，各院有提需求，那系

所設備更新或維護的面向會著

重哪裡呢? 

1. 調漲學雜費前提「經費取之於

學生、用之於學生」，因此應由

各學院依院系整體的發展特色

計畫通盤考量，購置教學設備

依優先順序排序。經費分配將

優先分配給具發展特色的院或

系所，使這些院系所的學生學

用合一並提高就業率。 

2. 各院支用計畫之經費分配比

率，將以各院系所提出的計畫

為準則來分配。 

食科三甲

王宮浰 

數位轉型的比例(20%->15%)是

可以多一點給教學設備的更新

(30%->35%)? 

因為學生的教學環境是最直接

影響到學生，設備的更新是比較

急需的。再來，其實數位課程對

於老師或同學都是一種挑戰，需

要預先規劃與訓練，應該要慢慢

規劃，而不是一次一大筆經費下

去，而一般的教學設備、老師、

同學的教學、學習的效率下降。 

教務處

(綜合行

政組) 

 

有關建議調整支用計畫項目一：

「提升教學成效」之子計畫經費分

配比率，將提請本校 110學年度學

雜費調整第二次審議小組會議討

論。 

應數一甲

蔡璟鴻 

第一年開設 60門數位學習課程，

等同線上修課?還是純粹網路課

程? 

教務處

(教學發

展組) 

 

數位學習課程包括線上修課與網

路課程，是 60 門數位互動課程，

乃原有課程於其中幾週(較重要之

課程內容)進行同步錄影或遠距教

學，並上傳至教學平台，以便修課

同學在校區之間或在家隨時隨地

學習或複習，以提升學習效率。 

生資碩二 支持透過學費調整改善教學品 教 務 處 1. 依本校課程規劃與開排課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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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人 建議事項 

答復

（辦理

單位） 

答復內容 

蘇昱 質，但有部分不合理制度須考量

修正。 

開課人數限制壓縮學生修課權，

甚至有碩班課程三人修課，過加

退選時間一位同學休學，老師被

告知無法繼續開課或轉為義務

教學。 

(註冊與

課務組) 

要點第 12點規定略以，日間學

制研究所碩士班開課門檻為 3

人。 

2. 為符應學校開課成本，以 1 門

課 3 學時為例，教授鐘點費為

955 元*3 學時*18 週(1 學

期)=51,570元（尚不含水電成

本等費用） 

3. 以 109 學年度入學之研究生，

每學分費為 1,458 元，修習 3

學分之課程需繳納費用為

1,458元*3學分=4,374元；再

乘以 3人（研究生）為 13,122

元。 

4. 由上可知，3 位研究生繳納之

學分費 13,122 元尚無法支應

教授鐘點費 51,570 元，短絀

38,448元。 

5. 又查交大、中央大學，其研究

所碩士班開課門檻為 5 人、暨

南大學為 4 人，清大、成大、

中山、中正、政大、台師大皆

同本校需 3 名研究生方達碩班

開課門檻，以維學校校務基金

永續發展。 

應數一甲

蔡璟鴻 

於「支出」當中，108年為 24.10

億，但於「收支概況分析」當中，

108年之「成本與費用」為 24.09

億，何故缺少 100萬，縱為誤寫，

何以如此盛大之事不注重細節? 

主計室 

 

本室所公告之財務資訊均以億元

為單位，「支出」表與「收支概況

分析」表之支出(成本與費用)合計

數相差 0.01億元，主要係因在「支

出表」是以教學研究及訓輔、建教

合作……等 4級科目表達，且依各

科目金額取小數點後 2位表達，合

計後始產生進位誤差，本室已修正

公告相關報表。 

於「支出分析」當中，研究發展

經費 106年 0.48億，107年 0.68

億，為何 108年掛零? 

本校 107 年度(含)以前有關農委

會及其他政府機關專案補助經費，

支出科目係帳列「研究發展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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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人 建議事項 

答復

（辦理

單位） 

答復內容 

108 年經參考其他學校作法並經

教育部核准，將前開補助經費依其

支出性質調整歸屬於「教學研究及

訓輔成本」科目表達。 

於「收支概況分析」當中，106年：

0.55 億，107 年：0.01 億，108

年：0.02億，而 109年竟虧損 3

億之多? 

1. 「收支概況分析」表之餘絀，

係指當年度「經常門」收支所

產生之賸餘或短絀；公聽會簡

報所示 109 年虧損 3 億元，係

包含經常門及資本門收支。 

2. 所列 3 億缺口，其中 1.9 億元

係由農委會及其他政府機關補

助計畫收入挹注，其餘缺口係

本校以自有資金編列資本門預

算所致。 

應數一甲

蔡璟鴻 

一年增加 1430 萬，也估計花費

8%於學生社團空間及設備，且

1430萬元*0.08﹦114.4萬元整，

但於「學雜費調整審議小組會議

記錄」當中，供給學生社團設備

更新不過 30 萬，就算再加上社

團場地使用及維護的 30 萬，也

才 60 萬，何以與其中承諾的

114.4萬差異甚大? 

學務處 經會議決議核予學生社團空間之

使用及維護費用 114.4萬元整，其

中設備更新費用為 54.4 萬元，空

間改善及社團場地使用及維護費

用 60 萬元。經確認為口誤，已修

正。 

外語四甲

蔡湯慧 

希望調漲的學費能讓宿舍的品

質更好。 

學生宿舍業務費及整修費之經費

來源係住宿生繳交之住宿費及校

務基金借款，以收支平衡及專款專

用為原則。學生宿舍刻正進行中長

期整修工程，以期提升學生宿舍住

宿品質。 

應數一甲

蔡璟鴻 

重訓室、桌球室設備老舊，甚至

生鏽嚴重，於本次調漲後，有打

算先從「安全」為由更新設備嗎? 

體育室 1. 本次學雜費調漲經費，規劃用

於民雄校區綜合球場空調系統

之建置。 

2. 重訓室及桌球桌的相關設備，

均以體育室每年的經常性經費

進行修繕或新購汰換。 

3. 桌球桌於去（109）年 12 月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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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人 建議事項 

答復

（辦理

單位） 

答復內容 

全部汰換更新，應無設備老舊

問題。 

4. 重訓室的設備於每學期開學

前，均請專業廠商進行檢修，

每週均會請工讀生定期檢查設

備使用安全性。 

5. 為確保相關設備安全無虞，4

月 28 日已請專業廠商到校再

進行詳細檢查。 

6. 同學於使用重訓室或桌球室各

項設備，如有發現設備損壞或

安全疑慮，請立即向體育室反

映。 

應數一甲

蔡璟鴻 

根據「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

學生辦法注意事項」不得對學生

處以罰款，但本校車輛管理辦法

卻對學生處以罰款或愛校服務，

這是學校違法收入? 

總務處 1. 經查詢教育部「學校訂定教師

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

項」規範對象為公私立學校專

任教師，與本校車輛管理辦法

規範對象不同且無法源關係，

屬行政管理之校規，同學可參

考國內其他大專院校同類規

章。 

2. 為維護校區交通秩序，提供安

全、安寧之教學環境，特訂定

本校車輛管理辦法，經行政會

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應數一甲

蔡璟鴻 

語言輔導檢測費 500 元能再降

低? 

語言中

心 

108 學年畢業門檻取消，為把關學

生英語能力，語言中心設置大一英

文能力測驗包含於大一英文必修

課程中。語言輔導檢測費費用 500

元包含語言教室軟硬體設備的購

置汰換及維護更新，每場能力測驗

考試的材料用品、交通車車資和服

務費如工讀金亦包含在內。另外，

尚有 easytest 英語線上教學平台

及帳號使用，該平台除作為能力測

驗考試系統，亦讓學生模擬練習英

文證照考試。108 年迄今未滿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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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人 建議事項 

答復

（辦理

單位） 

答復內容 

年，目前無調降語言輔導檢測費的

計畫。 

企管四甲

程進銘 

新民圖書館開館時間，縮短情形

在調漲後，應要有所調整。 

圖書館 1. 新民圖書館已與學生會代表如

實溝通現況以及可能方案。 

2. 如日後經費異動，新民圖書館

會再檢討恢復原開館時間或加

長開館時間之可行性。 

園藝一甲

李柏樺 

我認為學雜費調整是必然，嘉大

的學費算是各大學內相較下便

宜的，但校內的資源例如監視器

設備老舊尚未更新、園藝系館老

舊及蘭潭宿舍更新等等。我認為

若能夠調漲學費，增進學生在校

內的發展是合情合理的，我個人

的身分是身心障礙子女，我同意

調漲學雜費，並期望嘉義大學能

夠變得更好。 

總務處 1. 感謝同學支持，校園監視器若

有老舊不堪使用情形，攸關校

園安全維護，請隨時跟學校總

務處等相關單位反映，將立刻

更新改善。 

2. 有關系館及宿舍更新將視校務

發展規劃逐步修繕。 

 







110 學年度日間學制大學部與珊究所學雜費調整公聽會（蘭潭校區）

會議時間： 110 年 4月 27 日（星期二） 中午 12 時 10 分

會議地點：蘭潭校區國際會議廳（主場）、民雄校區大學館演藝廳丶

新民校區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朱紀實副校長

【理工學院】

系所 學號 出席學生 簽到

應用數學系 傅干容 肩仃
應用數學系 侯龍彬 ｀叩
應用數學系 蔡璟鴻 ＇／ 
應用數學系 張新禾 ；鱭芋

應用數學系 吳孟勳 讎趴
應用數學 許濬濠
妍究所

資訊工程學 陳柏貴 ＇曰系

電機工程學 游瀚凱
妍究所

素



110 學年度日間學制大學部與珊究所學雜費調整公聽會（蘭潭校區）

會議時間： 110 年 4 月 27 日（星期二） 中午 12 時 10 分

會議地點：蘭潭校區國際會議廳（主場）、民雄校區大學館演藝廳丶

新民校區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朱纪實副校長

【生命科學院】

系所 學號 出席學生 簽到

食品科學系 辛佩家
辶訌u

食品科學系 陳佳瑩 ＼由還
食品科學系 王宮淛 i 宅中）

食品科學系 李宜樺 鱈曄
食品科學 陳彥翔
妍究所

水生生物 FEFI EKA 

左科學系 WARDIAN! 

水生生物 王慧鈺 王慧鈺科學系
水生生物 羅仔真 置 仃［科學系

生物資源學 王泣.�令芯
系

生物資源學 蘇昱 賣 L系
生物資源學 尤冠智

妍究所
生化科技學 王明恩 丑隠＼系

素



110 學年度日間學制大學部與珊究所學雜費調整公聽會（蘭潭校區）

會議時間： 110年4月27 日（星期二） 中午12 時10 分

會議地點：蘭潭校區國際會議廳（主場）、民雄校區大學館演藝廳丶

新民校區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朱紀實副校長

【農學院】

系所 學號 出席學生 簽到

農藝學系 許筱珮 訐屐璋
農藝學系 洪逸蓉 戌�I
農藝學系 黃博裕 『 ff 隠
農藝學系 蘇孜函 屆霖己

農藝學 朱映潔
趼究所

動物科學系 林家宇

動物科學系 陳綽呤

動物科學系 張竣凱

動物科學 林順益
妍究所

固藝學系 江昱緯 口『」
圉藝學系 李柏樺 才牡才尸

固藝學 黃鼎軒
妍究所

植物醫學系 廖安誼 曰亡

森林學系 黃允龍 ；乙［記

不

用

粲

素



110 學年度日間學制大學部與珊究所學雜費調整公聽會（蘭潭校區）

會議時間： 110 年4月 27 日（星期二） 中午 12 時 10 分

會議地點：蘭潭校區國際會議廳（主場）、民雄校區大學館演藝廳丶

新民校區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朱紀實副校長

【農學浣】

系所 學號 出席學生 簽到

景襯學系 陳人毅 氕）、籙
景襯學系 李昕恬

景覬學系 陳雨彤 (]才市升冗
景觀學系 陳嘉毓 唐昌氫
@�i 閼孚 叫庠

不

用

粲



















110 學年度日間學制大學部與趼究所學雜費調整公聽會（民雄校區）

會議時間： 110年4月27日（星期二） 中午12時10分

會議地黠：蘭潭校區國際會議廳（主場）、民雄校區大學館演藝廳丶

新民校區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朱紀實副校長

系所 學號 出席學生 簽到

劻翦紅 求餞年1 次苴団

昱筐三 呈 �t 虛罈





110 學年度日間學制大學部與珊究所學雜費調整公聽會（新民校區）

會議時間： 110 年 4 月 27 日（星期二） 中午 12 時 10 分

會議地點：蘭潭校區國際會議廳（主場）、民雄校區大學館演藝廳丶

新民校區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朱紀實副校長

【獸謩學院、管理學院、人文藝術學院】

系所 學號 出席學生 簽到

獸醫學系 陳萍憶

獸醫學 廖哲偉
趼究所

獸醫學 蔣昕恆
妍究所

�
--1... .>--V , ｀ 生物事業管 旄宇豪 ;;,c J 与辶墨系理千，、

生物事業管 符子峻
理學系

企業管理學 程進銘 氘茫昰z系

企業管理學 余心卉
系

企業管理學 廖妙鈎
趼究所

財務金融學

系
游祐華

應用歷史學 吳尚霖
系

丨！麈 3 、 紈寸届



110 學年度日間學制大學部與所究所學雜費調整公聽會（新民校區）

會議時間： 110年4月27日（星期二） 中午12時10分

會議地點：蘭潭校區國際會議廳（主場）、民雄校區大學館演藝廳丶

新民校區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朱纪實副校長

【工作人員】

單位 列席人員 簽到

教務處教務長室 江佩璇專案維員

教務處綜合行政維 龔鉞晴專任助理 彗矼t
氘 M教務處教務長室 陳怡靜專任助理 f' 
＇ 

教務處綜合行政維 張鎮瓘專任助理 3仁鑀痘
總務處營繕維 吳榮山技士

電子計算機中心 _,,. 清曰 ［三］曰

＇『 多二怛 I \,�/) 才)� ;..___,._., ( 

庄辶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