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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110 學年度學雜費調整第二次審議小組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110年4月30日(星期五)中午12時10分 

地點：本校蘭潭校區行政中心4樓瑞穗廳、民雄校區行政大樓2樓簡報室、新民

校區管理學院4樓D01-414會議室(三校區同步視訊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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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貳、 報告事項 

報告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研議調整 110 學年度(日間學制大學部與研究所)學雜費收費基準案，

各項作業期程與執行情形，提請報告。 

說明︰ 

一、 依據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以及本校學雜費調整作業要點規定，

學校研擬調整學雜費收費基準，應符合資訊公開程序與研議公開程序之

規定。 

二、 110 年 4 月 9 日本校首頁設置「學雜費資訊」專區，直接連結本處「110
學年度日間學制大學部及研究所學雜費調整公開及審議專區」，持續更

新資訊與研議公開程序之相關訊息，並設置意見反映信箱

gaa@mail.ncyu.edu.tw，廣徵學生意見。 

三、 本校已分別於 110 年 4 月 27 日(三校區視訊會議)及 28 日召開 2 場學雜

費調整公聽會，以充分傾聽學生意見，並彙整學生意見（詳如附件 1），
納為本次研擬本校學雜費調整規劃書之重要參考，將另製成 Q & A 公
告於前揭網頁提供參考。 

決定： 

一、 有關公聽會學生建議事項，請圖書館及教務處(註冊與課務組)相關業管

單位再行修正補充回覆，以利製成 Q & A 提供參考。 

二、 生資系碩二蘇昱同學建議，略以「開課人數限制壓縮學生修課權課程，

甚至有碩班課程三人修課，過加退時間一位同學休學，老師被告知無法

繼續開課或轉為義務」，請教務處註冊與課務組，依教務長公聽會之說明

及實際作業方式修正答覆內容為「1.依本校課程規劃與開排課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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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選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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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不足課程欲續開，得經系所簽請校長同意後，以開課單位當年度相關

經費支應申請續開，且該課程學時數計入教師基本授課時數，不計入義

務時數。過加退選期間之後，本校無權且從未停開任一門課程，特此澄

清。」 

三、 企管四甲程進銘同學建議「新民圖書館開館時間，縮短情形在調漲後，

應有所調整」，請圖書館依 110 年 4 月 28 日召開之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

蘭潭及新民校區學生自治幹部座談會校長之裁示：「三校區圖書館開館

時間應一致，並增加圖書館志工，以維護學生權益」修正答覆內容。 

參、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有關本校 110 學年度學雜費調整各項支用規劃與經費分配比率，是否依

公聽會學生建議酌調，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本校於 3 月 25 日召開學雜費調整第一次審議小組會議決議本次學雜

費調整預定支用項目及經費分配比率如下： 

二、 與會學生於 4 月 27 日學雜費調整公聽會建議，調整支用計畫項目一：「提

升教學成效」之教學數位轉型(20%→15%)、系所教學教材設備改善(30%
→35%)的分配比率，將調整學雜費收入增加之金額直接用於系所教學設

備的更新。 

三、 另依學校整體規劃通盤考量，建議分配調整如下： 

（一） 提升教學成效：由於「教學數位轉型」是未來發展重點，因此分配

比率維持 20%不調降。 

項次 項目 分配比率（%） 

一 提升教學成效 

 1.教學數位轉型，加強數位化學習 
24 

2.共通教室設備更新維護 

3.系所教學教材設備改善（院統籌） 30 

二 關懷弱勢助學 10 

三 優化學生社團空間及設備 8 

四 體育設施維護 16 

五 增加圖書資源 12 

合計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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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關懷弱勢助學：除原規劃之弱勢助學項目之外，本校高教深耕計畫

將搭配此支用項目，輔導弱勢學生課業，以強化其專業與非專業知

識基礎，以共學、共進、共享、共好方式提升弱勢學生競爭力及就

業機會。 

（三） 院系特色發展教學教材設備改善：為支持各學院發展其特色，以提

升所屬學生未來就業競爭力，該項經費分配比率調整為 36%。 

（四） 優化學生學習空間與提升軟實力：三子項目之經費分配比率合計

為 30%，得視各權責單位之規劃彈性調整。 

四、 檢附學雜費調整後支用計畫及其KPI（詳如附件 2學雜費調整規劃書「陸、

學雜費調整後支用計畫」〔草案〕頁 19-34），請卓參。 

決議︰ 

一、 學雜費調整預定支用項目及經費分配比率如下： 

（一） 提升教學成效：本項分配比率為 24%，可依實際需求彈性調整計畫內

容。 

（二） 優化學生學習空間與提升軟實力之「優化學生社團空間及設備」分配

比率 8%不變。 

二、 各支用項目分配比率修訂如上表，將依實際需求，如支用項目有不足之

經費，將由校務基金全力挹注支持。 

 

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 

項

次 
項目 金額 

分配比率

（%） 

一 提升教學成效 

教學數位轉型，加強數位化學習（網路

頻寬建置） 343萬元/年 24 
共通教室設備更新維護 

二 關懷弱勢助學 143萬元/年 10 

三 院系特色發展教學教材設備改善 515萬元/年 36 

四 
優化學生學

習空間與提升

軟實力 

1.優化學生社團空間及設備 

429萬元/年 30 2.體育設施維護 

3.增加圖書資源 

合計 1,430萬元/年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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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研提本校 110 學年度學雜費調整規劃書（草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本校學雜費調整作業要點規定，公開說明會後，審議小組應將學雜費

調整規劃書提送校務會議審議，以完備本校審查程序。 

二、 檢附本校 110 學年度學雜費調整規劃書（草案）（詳如附件 2），請卓參。 

決議︰ 

一、 請主計室依權責研提學雜費調整規劃書之財務相關資訊詳細內容。 

二、 學雜費調整後之支用項目應為新增加之規劃項目，請各支用單位重新依

規劃目標及經費分配比率，調整計畫內容及 KPI（質化、量化）。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下午 1 時 50 分） 











國立嘉義大學 110 學年度學雜費調整第二次審議小維會議簽到表

會議時間： 110 年 4 月 30 日（星期四） 12 時 00 分

會議地點：蘭潭校區行政中心 4 樓瑞穗廳、民雄校區行政大樓 2 樓簡赧室、新民校區管

理學 F完 4 樓 D01-414 會議室

主持人：朱紀實副校長

出席 學號 簽到

范姜心瑜代理會長（應歷系三甲）

陳欣妤代理議長（幼教系四甲）

胡栢瑞會長（教育學系趼究所學會）

郭王太郎同學（中文系碩二）

高思秦同學（音樂系碩二）

余心卉同學（企管系二甲）

程進銘同學（企管系四甲）

廖妙鈎同學（企管系碩二）

游祐華同學（財金系四甲）
.,I.. 哭門珠（代）

廖哲偉同學（獸醫系臨床碩二）

蔣昕恆同學（獸醫系臨床碩二）



國立嘉義大學 110 學年度學雜費調整第二次審議小紐會議簽到表

會議時間： 110年4月30日（星期四） 12時00分

會議地點：蘭潭校區行政中心4棲瑞穗廳、民雄校區行政大棲2樓簡報室、新民校區管

理學院4樓D01-414會議室

主持人：朱紀實副校長

出席 簽到

范姜心瑜代理會長（應歷系三甲）

學號

訌虛值）
陳欣妤代理議長（幼教系因甲）

胡栢瑞會長（教育學系畊究所學會）

郭王太郎同學（中文系碩二）

高思秦同學（音樂系碩二）

余心卉同學（企管系二甲）

程進銘同學（企管系四甲）

廖妙鈞同學（企管系碩二）

游祐華同學（財金系四甲）

廖哲偉同學（獸醫系臨床碩二）

蔣昕恆同學（獸醫系臨床碩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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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110 學年度學雜費調整第二次審議小維會議簽到表

會議時間： 110年4月30日（星期四） 12時10分

會議地點：蘭潭校區行政中心4樓瑞穗廳、民雄校區行政大樓2樓簡報室、新民校區管

理學院4樓001-414會議室

主持人：朱紀實副校長

出席 學號 簽到

范姜心瑜代理會長（應歷系三甲）

陳欣妤代理議長（幼教系四甲）

胡栢瑞會長（教育學系趼究所學會）

郭王太郎同學（中文系碩二）

高思秦同學（音樂系碩二）

余心卉同學（企管系二甲）

程進銘同學（企管系四甲） 訌沼訂辶
廖妙鈎同學（企管系碩二）

游祐華同學（財金系四甲）」^丶 rrei,

廖哲偉同學（獸醫系臨床碩二）

蔣昕恆同學（獸醫系臨床碩二）



國立嘉義大學 110 學年度學雜費調整第二次審議小維會議簽到表

會議時間： I I 0年4月30日（星期因） 12時10分

會議地點：蘭潭校區行政中心4樓瑞穗廳、民雄校區行政大樓2樓簡報室、新民校區管
理學院4樓D01-414會議室

主持人：朱纪實副校長

出席 學號 簽到

吳柏陞同學（資工 －） 認酉
江昱、續同學（固藝系四甲）

差氙）

羞碸羞林順益同學（動科系碩一） 持，＇區:¢;
許濬濠同學（應數系碩一）

游瀚凱同學（電機系碩一）

陳彥翔同學（食科系碩二） 芮詔抖
尤冠智同學（生資系碩一）

侯龍彬同學（應數系三甲） v扆士作

朱映潔同學（農藝系碩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