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 級 藥學系新生 學雜費調整 問題及意見回復
一、 教學品質改善(教學設備、環境、教室、師資等)
1. 我希望我們藉由這次的學費調漲，能夠請長官們提供給予我們能夠正常使用的
實驗環境，我們使用的 N 棟實驗室有許多的設施例如桌子窗戶都已經老舊不
堪，還請學校方面可以好好檢視我們的實驗環境與 Q 棟的實驗室的標準進行改
善，汰換老舊的器材（像是過於老舊或毀損的顯微鏡、抽氣櫃、抽氣過濾機、
連接瓶子的水管、過期的緊急洗眼器……）
，至少讓我們能在一個安全的環境之
下完成我們的實驗課，還請學校高層能幫忙處理
2. 漲價後是否可以讓我們學生使用更新更實用的器材或軟硬體設施呢？ 又總共
會做出哪些實際上的軟硬體更新？ 是否能更新一下實驗器材或是教室設備
（可否更新一下藥學系的實驗器材呢？目前藥學系所使用的教室是全校最舊
的，有桌椅不足、破損的問題，實驗室也是器材老舊、超出使用年限、毀損問
題不斷，學校是否能公開承諾藥學系漲學費後能改善這些問題？有什麼審核機
制？有什麼改善的指標？請學校給出具體數據
3. 如果學校有要解決 N 棟和 P 棟的資源設備老舊的問題，提出改善方案及預估經
費。請校方能提出成本評估數據，讓付費者能信服，謝謝。
4. 我們的教室真的跟 C 棟新教室落差太大，而且壞掉的設備通知學校卻遲遲未
修，而且實驗室還被非藥學系學生弄壞卻老師承擔
6. 學校有一堆的燈都是壞的，我有去報修，等了 1、2 個月後，只得到「已修繕」
的回覆，但，燈還是 「壞」的! 還有一堆形同虛設的燈，只有設置沒有開啟，
請問，花錢裝設有什麼用?
8. 今天我們已經比其他系多出了四千多的學雜費，但是在資源上我們並沒有享受
到比其他系更好的資源。實驗教室的各項設備（精秤天秤真的已經秤不準了 很
多貴重的儀器其實都很不精確）跟教室都比其他系的都還要差的情況下，系上
的老師更認真辦學想要把學生帶好，看在學生的眼裡真的很心疼這些認真的老
師，但是學校給老師學生的回饋並沒有讓學生覺得有多收錢的必要

【總務處】
學校會針對老舊或毀損的儀器設備及建築，逐年編列預算更新或置換，建議單位
提出請購或修繕，標明確切地點及聯絡人，業務單位會逐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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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果只有設備沒有師資也達不到良好的學習成效，希望學校能承諾給與適當師
資。例如藥劑實驗今年居然因為請不到業師而無法有錠劑實驗的實際操作（為
什麼去年有錠劑實際操作，今年反而教學品質更加退步呢）
（不接受影片教學這
種自己查詢就可以得到的學習方式歐）。
【藥學系】
往年再造技優計畫有業師經費，目前已經沒有該計畫，往後藥學系仍會請授課老
師，以高教深耕計畫經費，微學分課程協同教學方式申請業師教學。
【人事室】
學校可以承諾，也一定要承諾藥學系足夠師資來滿足所有認真好學的學生之學習
需求，學校將於近期就藥學系整體師資結構進行全面性檢視及討論。

7. 學校沒有設置 24 小時唸書的場所，我們的學習環境是如此的不友善 硬體設備
是如此的落後與破舊 請問為什麼「只」漲我們的學費?
【圖資館】
考量圖書館閉館後同學在自學中心的安全問題，目前並沒有設置 24 小時的自學
中心。圖書館自學中心星期一至星期五開放時間為 AM8:00~PM 10:00，星期六日開
放時間為 AM9:00~PM 6:00。期中期末考前二週六日起至期中期末考週星期四止，
每日開放時間為 AM 8:00 ~ PM 11:30。建議同學亦可至宿舍區的錦篆 CDE 棟的閱
覽室，或借用系上自修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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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雜費調漲程序疑問
1. 學雜費調漲程序
【會計室】
請參閱嘉南藥理大學學雜費規劃書
壹、學雜費規劃書
貳、學雜費使用情況
參、學雜費調整理由及計算方法
肆、學雜費支用計畫(包括調整後預計增加之學習資源)
(網址：http://info.cnu.edu.tw/index.php/107fee/107fee-2)

2. 物價上漲、水電費漲、各種共同支出都漲，那可以請學校列出具體「藥學系」的
單獨支出嗎?否則我們已經是全校學費最貴的科系，無法接受只漲藥學系的決
定，也不接受因為我們是藥學系的指標系這個理由

【會計室】
藥學系 106 學年度收入支出分析
項

目

金

額

學雜費總收入
專任人事費

112,172,550
52,379,647

藥學系獎助學金

1,213,617

系務常態業務費

5,071,061

分攤共同成本

(單位：元)

60,344,257

費用小計

119,008,582

不足額

-6,836,032

105 學年度收入支出分析
項

目

金

額

學雜費總收入
專任人事費

106,944,650
50,949,530

藥學系獎助學金

1,229,063

系務常態業務費

7,451,340

分攤共同成本

(單位：元)

45,797,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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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財務的運用方式?(回饋藥學系? 詳細計畫)
1. 學校提到藥學系是辦學成本最高的系，實驗課是成本最高的課，藥學系的有些
實驗課已是單雙週上，或是兩種實驗課規劃成一門，照理來說成本已降低。希
望學校公開目前及未來詳細的全校各系的辦學成本，也公開藥學系的目前的辦
學成本與收入(包含學費、學雜費、計畫經費…等)，讓我們能夠清楚的比較藥學
系的成本與其他系相比高出哪些項目。
2. 漲學費之後藥學系具體能多得到多少經費？請訂出詳細的 KPI，有什麼具體的
建設以及目標成長數據，請列點提出
3. 沒有聽到更多藥學系會得到其他權利，學校該解釋漲學費後經費的具體規劃，
並提出審核機制，成長指標
4. 具體舉出每一項藥學系要漲學費的理由，舉出每一項理由詳細的經費規劃，其
他系在學校建設又付出了多少錢？ 例如：每個項目缺了多少錢、學校補助多少
錢、教育部或科技部補助多少錢、全校一起使用的部分其他系負擔多少錢，藥
學系又負擔多少錢？ 請做出表格讓我們能清楚了解學校的經費使用以及學費
計算方式，否則對於藥學系學生來說就是全部要求藥學系負擔全部不足的錢，
並不公平
5. 由於我認為漲學費是必然的結果，但目前學校是先漲了學費，再跟我們承諾說
會改善教學環境，希望校方能具體提出：短期、中期以及長期的規劃，因此希
望校方提出一實際可執行、有規劃且有助益的計畫（這個問題要比較久規劃，
可以慢慢來，但我希望至少短期目標能在 1-3 年內看到些許的改善）
6. 如果學校提不出使用比率的話，我們是否可以自己依照學校課表去找出使用實
驗室的比例。 同時也可提出若有其他系使用，那代表那個時段我們就不能用，
這也是機會成本，需要考量。又器材耗損與環境維持難道也是藥學系負擔嗎。
再者，實驗室將交由系上老師管理還是由它系老師管理呢，若由它系老師管理，
難保之後使用不是被掐著脖子做事。 若必定調漲，是否能爭取藥學系的優先使
用權、開放特定時段讓系上同學能自由使用實驗室，滿足同學的求知慾。若擔
心安全，則可開放部分安全無虞者，又或許開放高等器材的觀摩等。
7. 只調漲藥學系的話，對我們藥學系有什麼保證和福利?會給予我們什麼回饋點?
8. 多再收兩千等於現在藥學系的學費已經比其他系多出了六千元，但是學校對於
我們的權益並沒有任何的保障，沒有具體的計劃可以讓學生覺得我們可以獲得
良好的資源跟教學環境。
【會計室】
近三年本校整體財務現金結餘率為負數，藥學系學雜費收入亦不足支應所需成
本，107 學年度起規劃為藥學系建置門診藥局、社區藥局等實習場域，以及製劑室、
無菌室、客觀結構式臨床技能測驗(OSCE)，所需設備與設施經費約三千多萬元(依
據耐用年限 10 年作分攤，每年攤提三百多萬元)，且每年所需管理人事費用及耗材
費與維護費預計增加一百八十萬元。故藥學系每年直接成本預計增加計四百八十萬
元。擬自調增的學雜費收入支應。除此也優先挹注提高藥學系學生的助學金，幫助
弱勢學生安心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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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大樓的運用
1. 新的教學大樓中的 OSCE 考場除了規畫給本校學生使用，印象中似乎還要計畫
成全國 OSCE 考場，如果真的成為考場就有費用收入，叫藥學生來負擔全部的
費用好像不太對吧?
2. 可不可以請校方估新大樓的成本，並提出資金缺口為多少並以數據呈現，對於
為何要漲 1989 元提出具體的證明。因為我認為是校方目前並無提出具體事證說
明，導致藥學系師生（也就是付費方）的反彈。
3. 想請問目前實際 4-6 樓研究大樓的規劃如何，今日只有提及由藥理學院安排，
但並未承諾藥學系師生會從中獲取多少的利益，如：承諾有幾間大教室、研究
室甚至是實驗儀器，現有實驗室、實驗設備、P 棟教室目前多以不堪使用，期
盼在校方的短期、中期、長期投資的規劃中能逐步改善藥學系教室、實驗室、
藥材設備，並實際讓學生能夠擁有更多利益，不然只漲藥學系實在說不過去。
4. 既然你今天要漲價，又說漲價原因跟大樓有部分關係，而且只漲藥學系新生，
那學校你提出保證，在未來的新大樓，其所有空間使用權以藥學系全體師生為
優先，不然就全系新生共同漲價，共同負擔學校這些問題。對於就有系館，你
們甚至可以擬訂所謂的「中繼計畫」
，對於設備的更新，我並沒有感受到學校有
認真擬定整個通盤的更新計畫。
5. 倘若勢在必漲在藥學系 那是否可以『具體』承諾給我們一些東西呢？如：漲
的學費，八成皆給藥學系自由運用；OSCE 一定可在三年內籌備完成並開始運
作；Ｎ棟老舊設備可在兩年內更新；會在開學前找到更適合的教室，讓新生不
因每班人數增多而受影響。
（雖然有提到新蓋的大樓１到３樓是給藥學系 但多
為模擬社區藥局而其一般學生使用頻率會高嗎？如何真正好好運用新蓋大樓的
１到３樓是否可以提出公開資料）
6. 希望可以有像 P 棟那樣的大教室，但是要有螢幕讓坐在後面的人也看的到，還
要有隔音設備，不然外面在辦活動裡面在上課或考試，那樣的品質並不好。 希
望有討論室，分組坐的那樣，有點類似 C 棟一樓那個情境教室。若能多點空間
讓學生討論，相信學習成效也會更好，同時也希望能承諾藥學系擁有使用該教
室的優先權。最好還能每組都有電腦，輔助教學。現在一班的學生人數增多所
以希望設有比 N 棟一般教室大的一般教室供學生使用，提升教學品質。
【藥理學院】
1.
2.

3.

OSCE 考場需要經過申請及嚴格的審核過程，我們努力以成為合格考場為目標
一起努力。
新大樓規劃臨床藥學教學中心、生技製藥領域教室及研究室，逐年建置完善。
第一階段：1 樓為各式藥局，2 樓為普化實驗室及無菌制劑實驗室，3 樓為
OSCE 教學中心，預計於 107 年 9 月份落成啟用，
第二階段：4、5、6 樓預計規劃為教室及研究室 (於 108 學年度後建置)
第三階段：其餘樓層於 109 學年度後建置。
所有空間使用是以領域來對應，並且以藥學系全體師生使用為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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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生課程?五年制?五班制?
1. 學校一直強調 107 開始的新生要修的學分和時數變多，但學校也多收一年的學
費，所以我實在不理解需要調漲學費的點在哪裡。
2. 因減輕學生負擔而改五年制 勢必每學期學分數會降低 (學費不降反升)
3. 受影響最大的為新生 那新生如何得知此事？新生不知情也無法一入學就做全
面性的比較...如果我們學長姊沒有爭取他們的權利 那誰來爭取呢?
4. 還有我們希望很多課程能增加學分數，這樣才能更加扎實的學習到相關知識，
對於日後也比較有幫助！希望學校真的能改善，讓我們能推薦給學弟妹們嘉藥
是值得來讀的一所學校！！
5. 我是一年級的學生我們遇到的問題是，因為我們是比前幾屆多收了 35 人，分成
四個班平均一班 68-70 人，不管在實驗室或是 N 棟原班教室上課都會有坐不下
的問題，所以實驗課改成由四個班在獨立出一個第五班，但對我們如此重要的
實驗課一次就是四堂，排課因為第五班的實驗不能跟原班的課衝堂，所以只好
把很多科目都變成合班上(Ex 普生 解生 普話 有機…)不過據我所知這些在以
往都是單班上課的，這些雖然說不是國考的科目，國考的科目會分為五班上，
可是沒有這些基礎科目?我們要如何去應對更高年級的國考科呢?大班制其實大
家都感受的到教學品質的下滑，坐前面冷氣太熱，坐後面又聽不到老師講課，
N101 的教室更是看不清楚投影片的畫面，我們班解生在 CS 的大教室上課，我
覺得校方可以早時間來看看，其實很多人是沒位置的，只能坐在教室後面的地
板上，很顯然那間大教室，根本不適合我們上課，N 棟的單班上課的教室也有
問題，我們班大英常常會有同學沒有位置 只能班塑膠椅來坐，學校是否有別間
更大的教室是可以適合我們使用?抑或是重新編排 N 棟教室的座位呢?我們最想
爭取的是把新生或我們一年級分為五班，因為都多收 35 人了，分成五班一個班
的人數還是可能比別系還多，別系竟然能生存我們應該也可以吧?五班都原班上
課是否就不會有我們這種衝堂的問題了呢?系主任在排課時常常會有很多問
題，甚至擔心課程非得排到晚上，我們現在的課已經都排到社團活動時間的禮
拜三七八節了，這不就剝奪了那些想參加社團的同學的權益嗎?我希望學校真的
能好好考慮分為五班的事情
【教務處】
針對第 1.2.點回答如下:
學雜費的收入須固定支應每學期人事成本、相關軟硬體及水電等，況且學校投入大
量經費建設實驗大樓以提高藥學教學品質、提升藥學系同學學習環境，實驗大樓內
設施將於 9 月後陸續啟用，之後更需花費經費維護，增加不少藥學教育辦學成本，
方擬向教育部提出學雜費調整申請。
針對第 3 點回答如下:
很肯定學生對學弟妹權益的關切，藥學系新生學雜費調漲係依據教育部規定提出申
請，如經核准，會於學生入學前公告。
針對第 4.5 點回答如下:
107 學年度入學新生畢業學分學時數，經藥學系評估並參考他校藥學系規劃，將提
升到 166 學分 184 學時，以提升學生的學習。
未來將朝不分班而是分時段選課或朝單班上課方式排課規劃，並安排合適學習空間
供學生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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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實習問題
1. 關於高醫提高實習費用一事，藥學系四上的時候只有 2 個月會待在學校，其他
2 個月待在醫院實習，要修的學分總共為 16 學分，其中有 9 學分是醫院實習、
2 學分為社區藥局實習，所以在校內所修的學分實際上只有 5 學分。既然一學
期中一半的時間、超過一半的學分都在醫院內實習，付學費給醫院合情合理吧？
我們只是先把學費給學校，再請學校代為轉交而已，再說依照比例分配應該分
一半的學費給醫院才對吧？但高醫之前也才收 3000，再說雖然高醫直接漲 9000
元有點太誇張，但我們四上付給學校的學費和其他學期比並無比較便宜，所以
這樣應該不至於造成學校入不敷出吧?
2. 據我所知其他非藥學系的也有實習，他們也要付錢啊，再者我們有將近一學期
不在學校上課，你們為何收了學費卻連拿去實習費都不行呢?
【藥學系】
學生校外實習費用由學雜費支應，學校不會再向學生額外收費，雖然學生在校外
實習，但校方仍有行政管理，例如系務工作、醫院的協調、教師訪視差旅費等，亦
有教師、行政人員薪資等固定成本。學生四年在校的學習成本，係由四年學雜費均
攤。
七、其他
1.

既然有那麼多共用的開銷，只調漲藥學系學費的前提是什麼? (已知:新大樓只
是一部分宿舍對於藥學系學生並沒有優先選擇 權、也沒有優惠辦法，我們還
使用著最舊的樓與最舊的設備!

【會計室】
請參閱嘉南藥理大學學雜費規劃書
藥學系學雜費支用計畫
(網址：http://info.cnu.edu.tw/index.php/107fee/107fee-2)

2.

後續的動作學校有規劃嗎? 像是新生進來後若覺得不公平，校方要怎麼處理?

【學務處】
藥學系在校生為未來 107 學年度入學的學弟妹，對於學校調漲學雜費是否適當來
把關，由此證明藥學系的所有學生不單只是關心自己的利益，更是發揮了大手牽小
手的精神，也為了嘉藥長遠發展著想；然而 107 學年度入學新生調漲學雜費之事必
須經過教育部所規定的程序，本校也將會公開的公告此事，而新生也可以考量在這
樣的收費標準下，他們是否要選擇嘉藥就讀，嘉藥對新生亦有諸多獎助機制，師資
陣容以及菁英學程的計劃都將更吸引學生，我們相信教學必須要在好的品質下帶領
藥學系往前走，經費不足難以維持好的教學品質，相信我們會通過這些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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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校方知道，為何我會那麼關注校園夜間光線不足的問題嗎? 因為我們藥學系的
學生們: a.平日留在圖書館直到關門 b.連假留在學校宿舍唸書 c.暑假留在學校
暑修

【總務處】
因各大樓有些內部燈的開關是受監控或二線室控制，所以不亮不代表是故障。
近期學校已有針對室外照明燈在做逐部改善成 LED 的省電燈具，加強夜間燈具照
明。初步已規劃一條夜間 24 小時感應照明燈路線，規劃完成施作後會將該路線公
告給學生知道。
(1)夜間照明設施下午 6 時 30 分亮燈至晚上 12 時自動關燈。
(2)宿舍區及停車場至凌晨 2 點關燈。
(3)檢附校園室外投射/照明燈現況表。
(4)初步會規劃一條夜間照明路線，讓學生至停車場或宿舍都有感應燈照明。

嘉南藥理大學校園室外投射/照明燈情況表
序

照

1

射

區

域

開關時間

備

學校大門 LED 字體燈

1830-2400

門面照明

2

學校大門對外照明

1830-2400

門面照明

3

校園大廣場景觀燈

1830-2400

舒逸園

4

A 棟與學校大門間照明-頂樓

1830-2400

門面照明

5

A 棟與學校大門間照明-3F

1830-2400

6

B 棟側方車道

1830-2400

7

B 棟前廣場

1830-2400

8

B 棟及 E 棟間走廊

1830-2400

9

C 棟與嘉南大道間照明-前

1830-2400

10

C 棟與嘉南大道間照明-後

1830-2400

11

C 棟與大禮堂間車道

1830-2400

12

C 棟水景廣場照明

1830-2400

13

C 棟景觀燈

1830-2400

14

大禮堂前廣場

1830-2400

15

大禮堂東側走道

1830-2400

16

大禮堂後與 E 棟間廣場

1830-0200

17

P 棟前方噴水池廣場

1830-0200

18

P 棟與 N 棟間車道照明

1830-0200

19

S 北側 led t8 燈

1830-0200

20

F 棟與大廣場間照明

1830-0200

21

F 棟與北 3 停車場照明

1830-0200

22

W 棟與北 3 停車場照明

1830-2400

23

北 3 側邊停車場照明

1830-2400

24

第 4 機車停車場照明

警衛控制

~8~

註

25

K 棟景觀燈

26

K 棟與工地間照明

工地主任控制

27

K 棟與 E 棟間滑板廣場

警衛 1000 關

28

游泳池周邊照明

1830-2200

29

英傑 3 舍前廣場照明

1830-0200

30

英傑 3 舍前側方走道照明

1830-0200

31

英傑 3 舍頂樓曬衣場照明

1830-0200

32

英傑 1 舍與 K 棟間照明

1830-0200

33

英傑 5 舍西側景觀照明

1830-2200

34

英傑 5 舍東側景觀照明

1830-2200

35

羽球場前廣場

1830-0200

36

國際會議廳外景觀燈

1830-0200

37

1 停車場-舊區

警衛控制

38

1 停車場-新區

警衛控制

39

2 停車場

警衛控制

40

南 3 停車場

警衛控制

41

英傑 5 前停車場

警衛控制

42

R 棟警衛室旁燈柱

警衛控制

43

R 棟周邊景觀照明

警衛控制

44

錦篆 AB 棟周邊照明

警衛控制

45

錦篆 ABCDE 棟南側道路高柱燈

警衛控制

46

錦篆 ABCDEFG 棟北側道路高柱燈

警衛控制

CDEFG 北側道路 LED

1830-0200

汙水廠北側道路 LED 燈

1830-0200

47
48

1830-2400

FG 棟南側高柱燈

1830-0200

錦篆 FG 棟景觀燈
錦篆 CDE 棟前廣場燈暨周圍景觀燈

1830-0200

第 5 停車場西側

警衛控制

第 5 停車場外車道

警衛控制

第 5 停車場東側(住宿生)

警衛控制

51

體育場(FIELD)

教練控制

52

網球場 2 座對內照明

教練控制

53

網球場 2 座對外照明

教練控制

54

錦篆後方藍/排球場

手動控制

55

錦篆汙水廠周邊照明

1830-0200

56

側門車道(幼兒園)照明

IR 感應

57

北三汽車停車場旁車道

1830-0200

58

活動中心後側方與照明

IR 感應

59

前/後 Q 棟週圍景觀燈

環安衛負責

49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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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施工

廳前車道

4.

電子期刊（例如：sci-finder）沒有足夠的錢讓我們去調 paper，很多 ACS 的文
獻都無法觀看，不管對老師或學生都是一種損失。

【圖資館】
本館目前未訂購的期刊建議您可以透過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NDDS)館際合作
以取得原文，申請網址如下: http://lib.cnu.edu.tw/3_3_ill/ill.php。若您在使用上有任
何問題，歡迎您洽圖書館，有專人會為您提供說明服務。

嘉南藥理大學 LINE 生活圈 學生意見
1. 我們嘉藥藥學在學雜費上是全國藥學系中學費最高的，而且其他學校在大四會
調降學雜費;也是全嘉藥系所學雜費最高;試問 位於台北信義區的北醫藥學都沒
有提出漲學雜費的訴求了，難道我們這所位於台南市仁德區的學校所承受的物
價漲幅比較高嗎？況且物價上漲是共同成本，不應獨有藥學系承擔；再者，學
校提出另一個漲學費原因是新建大樓，但既然只獨漲藥學系，那我們能否要求
學校給我們最高的使用權，且盡快承諾 456 樓的空間多提供給藥學系使用

【會計室】
請參閱嘉南藥理大學學雜費規劃書
藥學系學雜費支用計畫
(網址：http://info.cnu.edu.tw/index.php/107fee/107fee-2)

2. 新進的學弟妹們已經確定改成五年制（還多了一年的學雜費收入）
，人數上也多
了三十位（每年還可以多出約三百五十萬的學雜收入）;但是在五年制的學制裡
頭，從四年修習完 153 學分變成五年修習完 166 學分，也就是說原本舊生一學
期平均學分數是 19.12，而新生一學期平均是 16.6 學分，造這個情況下來看，
對新生所投注的教育成本相對較低，但一年卻要比舊生多繳四千的學費，請問
這樣對新生的公平性何在？
【教務處】
學雜費的收入須固定支應每學期人事成本、相關軟硬體及水電等，況且學校投入
大量經費建設實驗大樓以提高藥學教學品質、提升藥學系同學學習環境，實驗大樓
內設施將於 9 月後陸續啟用，之後更需花費經費維護，增加不少藥學教育辦學成本，
方擬向教育部提出學雜費調整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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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學品質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指標是生師比，但我們學校的生師比也是所有藥學
系最高，試問教學品質、教學環境如此，為什麼調漲藥學系學費？

【人事室】
本校各項生師比均符合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
之規定，詳如下表：
教學品質
本校

生師比

教育部規定

全 校

＜27

24.5

日間部

＜23

21.7

藥學系

＜40

24.6

(105 學年度)

4. 521 的說明會中提出調漲學費的因素是物價上漲及新大樓，Q11 的建造，又一直
強調這些只是調漲學費的其中一部分原因，那請問校方，在嘉藥藥學系已經是
“全國”及“全校”學費最貴，與我們教學環境並不理想的情況下，究竟還有什麼
其他理由調漲我們的學費，究竟為甚麼嘉藥藥學系這麼特別，請逐項列出條目

【公關組】
嘉南藥理大學以藥學起家，近來新建教學研究實驗大樓，規劃建置門診藥局、
社區藥局等實習環境，以及製劑室、無菌室、客觀結構式臨床技能測驗(OSCE)，
供藥學教育及研究之用，實為更加提高藥學教學品質、提升藥學系同學學習環境。
實驗大樓內之設施將於今年 9 月後陸續啟用，之後更須花費經費維護，增加不少藥
學教育辦學成本，擬向教育部提出學雜費調整申請。
本校藥學系一學期學雜費現為 56,825 元，依教育部規定，申請調整 107 學年度
藥學系入學新生學雜費為 58,814 元。漲幅約為 3.5%，若經教育部審議通過，調整
後所增加的收入，本校必優先用於藥學系學生獎助學金、充實藥學系教學與實習設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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