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嘉南南藥藥理理大大學學 110066 學學年年度度第第 22 學學期期  

107學年度學雜費調整第二場說明會紀錄  

 

時    間：107年 5月 9 日（星期三）下午 3：30 

地    點：C棟 2 樓階梯教室(C215) 

主    席：陳副校長鴻助 

出 席 者：主任秘書、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會計主任、藥理學院院長 

藥學系主任、藥學系導師、藥學系各班班代及副班代(2 人)與藥學系

各班幹部(2人)及藥學系系學會幹部(6人) 

 

壹壹、、主主席席致致詞詞：：  

各位行政主管、師長、同學，大家午安，今天中午已先跟系上老師溝

通有關調整學雜費的想法，師長也提供了許多寶貴的意見，這次邀請藥學

系的師長與同學，針對調整學雜費來做說明及報告，若同學有意見或問題，

也會請在座的相關主管來協助補充說明，儘請各位踴躍提問及交流。 

  

貳貳、、110077 學學年年度度學學雜雜費費調調整整說說明明會會簡簡報報((略略))  

 

参、Q&A 

 

學生提問 意見回復 

藥二丁 楊同學 

Q1-今天的會議紀錄於什麼

時候上傳公告? 

 

 

 

 

Q2-請問可以錄影或直播嗎? 

 

 

 

 

陳副校長 

今天會議後做成相關會議記錄，

呈校長後儘快公布。 

主任秘書 

儘量以最短的時間將會議紀錄公

布。 

 

陳副校長 

今天主要是與班級幹部及學生代

表還有老師之間做一些溝通，接著我們

在 5 月 21 日，中午 12:30 在國際會議

中心演藝廳(2 樓)，會開放全校師生參

與；目前為了做會議紀錄，全程已有錄

音了。 

藥四丙 張同學 

Q1-漲價之後帶給學弟妹的

是甚麼?OSCE 考場的硬體建

藥理學院李院長 

新建設的大樓一樓是臨床藥學教

學中心，其中包含社區藥局、住院的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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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提問 意見回復 

設除了設備投入之外，後續

的各項耗材等經費學校是否

也後持續補助? 

 

 

 

 

 

 

 

 

 

 

 

 

 

 

 

 

 

 

Q2-請問未來其他藥理學院

的其他系所也會調漲學雜費

嗎?  

 

診藥局、中藥局…等，目前將新大樓規

劃為國家級的 OSCE 考場，裡面有 12

個 station，規劃了收音、錄音、放音甚

至在考場上跟考選部視訊會議等設

備，其他標準病人的演練、後續的教案

製作由老師團隊在努力規劃，新大樓

OSCE 考場的軟硬體建置投入的人

力、物力、財力的確需要相當大的資

金，相信學校會有很好的考量及回應。 

會計主任 

學校針對一年級的新生調整了 

學雜費，是希望在藥學系的教學品質上

可以挹注更多資源，未來 OSCE 考場除

了硬體投入、還有軟體、耗材及人事費

用等等，調漲一年級新生一年增加 100

多萬，100 多萬對於整個系上運作需求

的資金還是有很大的差距，新建的教學

研究實驗大樓，經費來源不單靠學雜費

支應，為了讓學生能有更好的教學品

質，學校做了長遠的財務規劃，希望嘉

藥的藥學系越來越好。 

 

陳副校長 

考量到藥學系新生使用頻率較

高，所以目前僅規劃調整藥學系新生學

雜費，其他系所暫時不考慮。 

藥一乙 林同學 

Q1-學校的財務資訊公開學

校的校務財務資訊網為未更

新，校務財務審核連結也無

法連結? 

 

 

 

 

會計主任 

學校的財務報告尤其是由會計師

提供，有其公信力，置放於學校首頁及

會計室網頁，現在可立即確認，各項資

訊皆於學校首頁的校務財務公開資訊

網，並公告近 3年 103年-105年度資訊。 

主任秘書 

依教育規定，於每學期開學，召

開各處室財務資訊會議並請圖資館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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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提問 意見回復 

 

 

 

Q2-於網頁的學雜費資訊及

財物資訊審查資訊都未更

新?(於會場請同學立即開啟

網頁確認) 

 

 

 

 

 

 

 

Q3-建議把學校的舊網站撤

掉以防同學被誤導。 

助將校務資訊、財務資訊、助學資訊、

相關資訊公開，於學校首頁的校務財務

公開資訊網公告。 

主任秘書 

於學校首頁的校務財務公開資訊

網才是目前正式公開的網頁，同學所說

的網頁是學校舊版網頁已經停用，非目

前本校正式網頁。 

會計主任 

校內學雜費審查程序是針對當年

度有調整學雜費才須提報資料，本校自

93 年至 106 學年收費標準皆一致，所

以目前沒有資料可呈現。 

 

主任秘書 

目前網頁上Googel或其他網頁搜

尋應該都是新版網頁，如果連結舊版網

頁，有時是暫存或紀錄等等，將與圖資

館協調處理舊版網頁相關事宜。 

藥二丁 黃同學 

Q1-藥學系學生大部分時間

都在教室，但教室老舊且課

桌椅有的已不適合上課使

用，例如 N 棟教室時常滿

座，需自己搬桌椅(滿到難以

通行)P 棟桌面過小(和其他

大教室比無法順利放置原文

書、講義等)其他硬體也不甚

理想。 

 

 

 

Q2-上課教室大小空間不

足，人數過多。 

 

總務長 

學生所說的 P、N 棟教室大小是固

定的，基本上教育部有一筆獎補助款，

我們會依照學院總量管制給各院，院分

配給各系運用，你提到課桌椅學校會在

每一個寒暑假去針對比較破舊做更

新，若是整個教室不堪使用情況下請與

總務處聯絡，我們去現場勘查，P 棟是

比較久的建築物，因為它是有歷史的建

築物，在結構、管線格局上要變更有其

侷限。 

 

 

教務長 

本校目前教室可容納 100-120 人

有 9 間；120-140 人有 5 間教室；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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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提問 意見回復 

人以上有 3 間，將與課務組及系上討論

有關教室上課規劃之改進措施。 

 

藥二甲 林同學 

Q1-陳副校長所說日間部生

師比為 22 點多，但大專院校

校務資訊公開網為 26 點多，

依照大專院校學費基準超過

23 以上的學費要調降，中間

數據的落差請說明?教育部

每年提報學費調漲時程是 5

月底，溝通時程太短，是否

延長進行更多校內溝通。 

  

 

會計主任 

1.有關調漲學雜費的生師比指標，係指

日間學制學生數除以全校專兼任教

師總合，目前本校日間學制學生總數

為 12,444 人，專兼任可計算生師比之

師資數為 550.5，故日間學制生師比

22.6。 

2.提報調整學雜費收件截止日期為 5月

31 日，目前已安排公開說明，這次調

漲只針對藥學系新生，後續場次開放

各系師生參加。 

陳副校長 

學校收到教育部公文是 4 月初，

至截止日前要經過多次的公聽與協

調，還要再經過一次校務會議，時程很

趕，若要往後調，時程上已沒有太大空

間，本校生師比是符合調漲規定的。 

藥四丁 彭同學 

Q1-新大樓的硬體設備是否

能真的融入學生課程，例如

HPLC.質化儀…等等，是否

真的會給學生使用? 

 

 

 

 

 

 

 

 

 

 

陳副校長 

器材基本上就是要讓學生上課或

實習用。 

藥理學院李院長 

目前課程規畫在新的教學研究大

樓裡面 1樓至 3樓都是設計給學生使用

的，例如說藥局、普化實驗室還有儀器

操作室，還有三樓的 OSCE 都是給學生

使用的，屬於研究型的部分，必須要承

認不見得學生都用的到，大學部的學生

可能用不到，研究所的學生應該都用得

到。 

分析檢測人才培育課程，目前針

對在校生辦理，我們把它定義為技優生

課程培育，在暑假的時候學校也有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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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提問 意見回復 

 

 

 

 

 

 

 

 

給夥伴學校的老師，暑假課程是已經都

排滿了，對於本校的技優生與種子教師

是不收費的，但是對於其他學校學生、

教師學校是收費的。 

維修部分教室整體經費不足的部

分，要請學校花更多的關注到藥學系，

另外P301與P302的冷氣跟桌椅有更換

過一次，是用專款專用去更新所有的課

桌椅和那兩台老舊的冷氣，然後把老舊

的冷氣搬到 N 棟的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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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提問 意見回復 

藥二丁 楊同學 

Q1-請問在使用者付費上新

大樓只有本系可以用嗎? 

 

 

 

 

 

Q2-之前有報修過 P301、

P302 上層儲物間整修? 

 

 

 

 

 

 

 

 

 

 

Q3-本系和他系收費多 4,000

元，為什麼針對藥學系調

漲? 

 

 

 

會計主任 

普化教室屬於共同教室，不光是

用藥學系經費來投入，另外 OSCE 考場

是特別為藥學系的同學來佈置，考量到

目前在學的同學使用時程變短，所以自

107 學年度起逐年來分攤，希望同學們

能夠諒解。 

 

總務長 

營繕組行政人員只有兩位，希望

同學們協助幫忙，看到需要修繕的地方

請報修，報修方式可以透過「i嘉藥 app

的行動報修」功能，拍照說明並記錄地

點上傳，讓報修的過程更加迅速，報修

時如果超過同學能容忍的修理期限，可

以直接撥打我的分機 1301。 

關於同學提的尚未報修的部份，

與營繕組人員確認完之後再回覆，請同

學明天早上直接找我。 

 

會計主任 

關於藥學系相較於其他科系學雜

費較高，就如同醫學院與文學院相比，

醫學院的學雜費比較高，是因兩者的成

本是完全不一樣的，我們屬於醫學院的

範圍，從民國 70-80 年起就有這樣的差

距。 

藥二甲 張同學 

Q1-關於生師比的數據與教

育部平台所公開存有差異? 

 

會計主任 

有關調漲學雜費的生師比指標，係

指日間學制學生數除以全校專兼任教

師總合，目前本校日間學制學生總數為

12,444 人，專兼任可計算生師比之師資

數為 550.5，故日間學制生師比 22.6。 

主任秘書 

生師比的計算方式是依教育部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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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提問 意見回復 

定，而各項資料呈現，要看各計算依據

去呈現。 

藥三甲 林同學 

Q1-107 學年度改成 5 年制，

學雜費一次收 5 個年級，可

能未來又還要逐年上升，是

否有必要?學生家庭能負擔

嗎? 

主任秘書 

是希望能提供一個好的、完善的

空間讓學生去學習，但是相對的學校也

可以有品質的提升。調整學雜費也有一

定的程序，提報教育部也不一定會通

過，學校並沒有打算逐年調漲學雜費，

也希望藥學系的學生可以在學校受訓

相關 OSCE 的證照，學校出發點是不希

望你到其它領域或是其它的地方去上

OSCE 的課程，可以在學校就有一個專

業級的地方與空間讓你們去完成這樣

的一個訓練，學校是用這樣的一個出發

點去思考，並不是只針於這個原因而那

麼樣的一直漲學費的概念，學校是希望

有長遠的規劃，讓未來藥學系學生可以

更具競爭力。 

藥二丁 黃同學 

Q1-藥學系學雜費調漲與水

電、人事、物價有關?可是聽

到後面就是要新建大樓。 

 

Q2-各建築物修繕、教室設施

修繕經費是在系上還是學

校?房屋結構修繕，教學使用

設備、實驗室漏水、冷氣…

等修繕時程過久，可以給我

們修繕的期限。 

 

藥理學院李院長 

新建大樓只是調漲學費的因素之

一，在綜合考量之後於報告中的指標性

建築物，非唯一因素。 

 

會計主任 

如果教室是公共使用未歸屬某一

單位負責管理則由總務處協助。 

實驗室修繕，如果是小問題就由

系上處理，若是實驗室桌椅、冷氣或是

其他器材設備，修繕經費較龐大就由總

務處協助處理。 

總務長 

修繕請務必上網拍照填報，常發

生未報修過一學期後還是壞的，若已報

修有任何問題直接打 1301 找總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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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提問 意見回復 

我會去了解問題並回覆學生。 

 

陳副校長 

修繕只要上網「i嘉藥 APP 透過

行動報修」，有紀錄會立即處理，有任

何問題也有依據可以提出，一定要儘速

報修，加速處理。 

 
 

參參、、散散會會：：1177：：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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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副校長簡報 

藥學系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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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提問(一) 

學生提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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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長回復(一) 

師長回復(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