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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南藥理大學 106學年度第 2學期 

107學年度學雜費調整第一場說明會紀錄 

開會時間：107年 5月 9 日（星期三）中午 12：20 

開會地點：第一會議室 

主 持 人：陳副校長 鴻助 

出席人員：主任秘書、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會計主任、藥學

系全體教師 

 

壹、 主席致詞： 

各位藥學系師長午安，謝謝院長、系主任及各位老師的出

席，本次會議主要是要讓師長了解，對未來藥學系一年新生學

雜費調整有共識，待會先做簡報，再做意見交換及說明。 

 

貳、 107 學年度學雜費調整說明會簡報(略) 

以上說明本校 107 調整學雜費之大方向背景，待會若有相

關問題，請業務主管就細節部分再做補充說明。 

 

参、Q&A 

 

教師提問 意見回復 

呂老師： 

站在學校角度來看，因為有經費

壓力及學校整體規劃壓力，但站

在藥學系端，今年有新變革，學

生修業年限從四年變更五年，以

家長角度來看，已經有多一年的

學費負擔，有學生家長問及修業

五年的學分數比四年制增加多少? 

因為本校沒有醫院，藥學系學生

為了要去醫院實習，只能配合醫

院的要求，需在三年內把所有課

程修完，才能出去實習，用三年

時間安排四年的內容，無法階梯

教務長 

1. 感謝各位老師對於學校目前

面臨的壓力有所體認。老師

們意見，都是希望調漲的費

用可以盡量補足藥學系這幾

年的問題，包括空間、合班

問題，在大原則下，通識課

程部分是合班，但因為全校

合班教室只有 17間，若要考

慮以後整體運作，學校立場

上有些課程的確可先做考量

(大班上課)。 

2. 在教學上分為國考及非國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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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授課，造成學習障礙，所以當

學校同意五年修業時，我們老師

站在同學立場思考，修業五年可

以讓課程有階梯式的調整有利於

學生學習，家長也會配合，但學

校在多一年學費收入的當口再來

增加學費，對家長們會形成更大

的負擔，今年的招生已成定局，

未來一年的招生是否會受影响，

請長官們仔細評估。 

 

游老師 

1. 目前一年級學生已經增加三十

位，一年學費就增加約三百

萬，以後每年都遞增三百萬，

但藥學系學生感受到的卻是硬

體設備老舊，舊教室空間小，

一年級學生合班上課(兩班學生

超過 150人),教室 p棟只有兩間

合班教室，其餘都需要外借，

藥學系學生上課出席率都很

高，座位真的不夠。 

2. 藥學系在招生方面是不用擔

心，因為都是 60-70級分間的

學生，但因為這些孩子優秀，

會覺得自己不應該留在這，所

以很多孩子都想要重考，當導

師的責任是想辦法安撫他們留

下而不是出去招生，所以都非

常的累，老師已經很努力，但

學校會將調漲的學雜費運用到

藥學系的哪個角度來安撫這些

學生,讓學生感受到備受學校照

顧？ 

這是系上經過學校大方向訂出

的方式，如果各位老師認為會

造成學生反彈或效果不好，是

否請系主任與系上同仁想辦法

再與學校討論後改進，畢竟剛

剛所講的國考班，教務處也不

了解，但願意透過院系與學校

行政單位討論，並利用這個場

合溝通，未來遇到的障礙就會

降低。 

3. 教務處會先調查可容納 150人

以上的教室有幾間，再規劃可

提供藥學系使用的間數。 

 

陳副校長 

1. 合班教室如果 P棟容納不

了，是否移至 C棟，若系上

有需要 N棟 101也可提供上

課，請教務處先調查出大教

室後再協調。 

2. 調漲金額會盡量用在改善教

學，但因為只多一百多萬，

又因應教育部要求優先考慮

弱勢助學，且不增加不行的

狀況下，還請各位老師見

諒。 

 

總務長 

校內既有的空間就是 Cs棟

四、五樓，或是簡報廳及演藝

廳，請系上與教務處討論超過

120人學生的課程一周會有多少

堂，再來溝通協調，畢竟硬體

設施已經固定，需要再討論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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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老師 

下學期課程分為國考科目(5班)及

非國考科目(2班)，基礎科學實驗

的時數減半，實驗也變 5班，如

此下來，導致一個學期教學下

來，很多大一的就學滿意度是沒

有達到 80%，若是之後還是用國

考非國考來分班，一個年級上課

方式就有三四種，所以既然要調

整，是否能改善系上老師教學及

學生授課權益的改善，讓學生可

以快樂踏實的學習。 

何因應。 

會計主任 

學校財務都是統籌統支，

近幾年已經支出大於收入了，

所以學校整體發展已面臨困

境，若繼續增加投入，未來就

要朝向貸款的方式，往後逐年

攤還，每年編預算償還利息才

能完整，此次調漲學費僅增加

一百多萬，而且還需要投入助

學獎學金，尤其是大一新生，

會盡量多挹注安心就學的獎助

學金，更何況新建研究實驗大

樓的內裝設備，調漲的費用可

以說是杯水車薪不足以完善，

因為新大樓實作教室比較專用

於藥學系學生，所以才會請一

年級新生逐年來吸收成本。 

 

鄭老師 

1. 調漲學雜費後增加一百萬，但

現在藥學系每年學生人數增

加，學費就已經增加三百萬，

往後每年持續增加，加上修業

年限修改成五年，已經多一年

學費了，不知道學校有沒有把

這個考量進去? 

2. 熱音社禮拜三課外活動時間都

提早開始試音，可以請環工系

來測量是否超過噪音分貝，況

且 p棟同學上課也很難承受，

系上每年都與課外活動組反

應，未來若是有好的建築，但

卻還是擁有吵雜的環境也很奇

會計主任 

1. 學生增加 30多位，收入增加

20-300萬，縱使藥學系多了

四百多萬，五年下來對現在

投入的設備建築成本來說仍

然很微小，新大樓的硬體是

以億來算，學校統收統支，

財務也是整體規劃，所以會

有很多的共同成本，就算實

驗縮減、耗材減少，但建物

的修繕及人事費都是逐年增

加，所以才會有學雜費降

低，但支出沒降低的情形，

因為固定成本還是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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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藥學系學生都有國考的壓

力，請學校要理解有時候導師

會壓不住學生的怒氣，另外，

貴重儀器是否能承受震動也存

疑? 

 

呂老師 

目前負責有機&藥化實驗課程，雖

然說藥學系是負責單位，但主重

點不僅是在藥學系，也支援食

品、醫化系，一年下來有 20多班

的學生，一年經費卻只有 15萬，

要怎麼帶實驗課，況且現在藥學

系學生實驗課很多都減半，但學

費並沒有減少，學生已經多付出

了，再加上藥學系的實驗課也是

藥理學院中最少的，下學期開

始，所有的實驗課再減半，也就

是每四周才上一次實驗，成本又

減半。 

2. 藥學系更新設備，以維持品

質，所以由學生共同分擔是有

意義的，老師提出的意見學校

都盡量改善，因為老師們的建

議都是最中肯及第一線的，也

感謝老師們的指教。 

 

學務長 

學校不是只有熱音社會有製造

聲音的問題，各院或系周活動

也都會有聲音，目前課指組有

規定上課時間不能有聲音，若

有，課指組會去阻止，目前已

經有規範，至於星期三 7、8節

本來就是社課時間，是全校統

一的時段，只能勸導在那段時

間才能有試音的動作。 

 

藥學系主任 

1. 很抱歉有許多在與學校或老

師溝通上沒有足夠時間讓大

家了解，剛剛所提併班、有

的課程須拆五班上課，或是

分國考科目及非國考科目等

問題…….，如果把所有的原

因歸咎到最原始，就是現在

學生人數已經是可以分到五

班，所以才會排五個班級的

實驗課，因為排課時間不

足，因此其餘課程只能把部

分課程併班。但又因為學生

太多，不是所有教室都能容

納併班課程，加上通識本來

就併班。藥學系等於在跟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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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其他搶空間比較大的教

室，另外，視聽教室只有遠

遠的螢幕，加上投影效果不

好學生只能滑手機，所以學

生會抱怨教學品質不好。正

因如此國考科目希望可以比

照實驗課分成 5班上課以維

持學生上課品質。但是 106

入學學生 268名(再加上隨班

修讀同學)，以四班上課每班

幾乎高達 70名學生。為了實

驗課分成 5個班級，排課成

為最大噩夢，每周需空出至

少 2個班天不得全部學生有

衝堂，國考科目授課老師通

常有 2-3位老師協助上課….

諸如此類問題並非外人可以

了解。故提出五班的分班方

式實屬最後策略，衷心誠意

希望學校可以讓藥學系學生

有更正常的學習軟硬體環

境，請長官正視目前藥學系

所面臨之困境。 

2. 因為教育部規定要兩次實習

訪視，藥學系今年實習費已

不足，需要倒貼，請學校一

定要審視這些問題。部分實

習單位已醞釀要漲實習費

用，包括社區藥局實習指導

費。 

 

陳副校長 

各位老師所提的建議都已

紀錄，若是可行，學校都會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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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逐步改善解決，盡量協調，

也感謝老師提醒音量的振動可

能會影響儀器的問題。 

呂老師 

實驗一班 70人，實驗室根本無法

容納，現在也規定要實習訪視 2

次，系主任真的很辛苦，系上也

沒有經費，應該要怎麼辦? 

會計主任 

有關主任反映實習訪視

兩次的問題，其實全校都面臨

這個問題，會計室已經注意

到，所以目前有高教深耕的經

費支援各系老師訪視出差費，

請系主任放心。 

鄭老師 

社區藥局也要實習，現在又變成

五班，要去醫院及社區訪視，還

要全省走透透，不曉得排給老師

後他們要怎麼去，老師也不能超

鐘點，老師都撐不下去怎麼可能

好好照顧學生，另外，實務專題

又是必修，除了導師，每個老師

手上都還有額外 40人，負擔真的

很大。 

 

張老師 

站在學生立場，學校的建築設

備、空間有限，學生只要兩人站

在水槽就沒空間讓第三人通過，

每次下雨，實驗室(有機實驗室

N501)就是漏水，已經反應很多次

但都沒有解決，歷年學生也都會

問為什麼沒有冷氣，學生都已經

汗流浹背哪有上課品質可言，如

果要增加學雜費，就要給他們一

個良好的上課環境，才能提高上

課品質。 

 

陳副校長 

各位老師的意見都有紀

錄，感謝各位願意一起聆聽解

決，在學校能力及經費許可下

都希望學校能更好，今日會議

如果有其他問題大家可以再用

書面表達。謝謝！ 

 

李院長 

在本次會議之前已經開過

很多次協調會，如果真的因為

學校成本不足以支應藥學系的

教學品質，調漲學雜費無可厚

非，也表示目前情況是需要調

漲的，今天長官可以聽到藥學

系老師都在為學生說話，是因

為藥學系的品質真的有待提

升，他們面對的競爭是全國的

藥學系，其他學校藥學系都有

好的醫院及實習場所支援，學

校藥學系卻沒有一個比較好的

空間提供給這些優秀的學生，

直到今年才蓋這個大樓我覺得

是學校該給藥學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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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老師 

補充說明，N棟因為樓上面就已

經有裂痕一路往下，不是水管漏

水而是水槽，那棟樓有天生不良

的狀況，沒辦法責怪營繕組，是

因為修不了。 

 

 

 

肆、 散會：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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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副校長簡報 

簡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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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提問(一) 

教師提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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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回復(一) 

主管回復(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