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輔仁大學 107 學年度學雜費調整第 2 場次說明會會議紀錄 

會議時間：107 年 5 月 9 日（一）18:00-19：30 

會議地點：國璽樓二樓國際演講廳 

主 持 人：江校長漢聲 

與會行政主管：名單略，詳如簽到表 

實際出席學生：名單略，詳如簽到表 

記錄:黃紹欣 

 

司儀說明議事規則(略) 

 
會前禱（使命副校長聶達安神父主持） 

 

壹、主席致詞（校長江漢聲教授主持） 

謝謝各位師長以及同學參與這場說明會，在這個時間舉辦是希望進修部學生可以參加，因為這

對全校而言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希望同學們可以對校方提出意見，在調漲學雜費之前需要很好

的雙向溝通，謝謝各位主管從各個會議趕來，也再次代表學校感謝各會同學的蒞臨。 

 

貳、會計室主任說明與報告 

（略。詳如會議簡報） 

 

司儀說明議事規則(略) 

 
叁、會場發言與回應 

 

序

號 

系級單位

/姓名 
學生發言內容 校方回應 

1 臨心二/

羅萬翔同

學 

 

學雜費調漲由 107 學年度開始，若學生

於 107 學年度前入學，並在期間辦理休

學，於 107 學年度復學，請問學費該如

何計算？ 

 

會計室主任說明: 

本次學雜費調整方案二對象是針對

107 學年入學新生，您所提問題中復

學生非 107 學年新生，因此將依照舊

的收費標準。 

2 餐旅二/

潘宇婷同

學 

調漲學雜費後是否會增加弱勢助學的

獎助學金？ 

 

校長說明: 

這是一定會增加的，在所有私立大學

中，我們可以說是花最多心血的。 

學務長說明: 

教育部規定須提撥學雜費收入 5%於

獎助學金，輔仁大學提撥的獎助學金

一向都比教育部規範的高；調漲學雜

費後會增加收入，也一定會按照這個

比例調整獎助學金，請同學放心。 



序

號 

系級單位

/姓名 
學生發言內容 校方回應 

3 醫資二/

李秉晨同

學 

請問轉學生的學雜費如何計算？ 

 

會計室主任說明: 

轉學生可能是大二或大三轉進輔仁

大學，他們的學號將會依照其所屬年

級編列，視同為舊生，因此將依照舊

的收費標準。 

4 中文二甲

/蔡孟芸

同學 

進修部以學分學雜費計費，如果大二、

大三要修大一的課，會受影響嗎？ 

 

會計室主任說明: 

非 107 學年度入學的新生並沒有在

此次調整範圍，儘管是修大一的課

程，因身份為 107 學年度以前入學的

舊生，仍將依照舊的收費標準。 

5 社會碩二

/林子傑

同學 

1. 學校的收入增加、仍有盈餘，為何

需要調漲學費？ 

2. 專任教師減少，兼任增加，將影響

教學品質，調漲後是否會改善？ 

3. 學生一年負擔 20 幾萬，每月大約需

要 2萬，對學生與家庭負擔已經很

沉重，希望可以多體諒學生。 

會計室主任說明: 

感謝這位同學關心我們學校的財務

資訊。的確非常多人問為何帳上有

4.8 億左右的盈餘還要調漲學雜費，

在財務報表中，除了學雜費收入以

外，還包含了各項的獎補助收入或是

捐贈收入，而這些收入都是有指定用

途的，不可隨意挪用，例如本校的附

設醫院是由很多的恩人共同捐贈

的，因此在我們的財務報表中有1.73

億元的捐贈收入為醫院專款專用

的，其他單位都是不可動用的；除此

之外，我們學校還有許多其他指定用

途的捐贈收入，像是理工大樓、各院

系的獎助學金等，因此雖然看起來財

務報表帳面上有盈餘，但這些收入都

已設定了用途，而這些用途無法變

更。 

 

校長說明： 

我們學校有很多的錢都是進來又馬

上出去的，例如說世大運，政府補助

了 2億用來蓋跑道以及看台，那些收

入看似龐大，但其實都是專款支用；

醫院所用的花費有將近 42 億是靠貸

款、10 億靠募款，這些都不是學校

可以任意動用的資金，大部分學校的

支出例如人事費用以及業務費，都要



序

號 

系級單位

/姓名 
學生發言內容 校方回應 

靠學雜費支付，我們也會盡力開源。

人室主任說明： 

因為少子化學生將在接下來五年一

路下滑，尤其碩士生減少，師資勢必

得調整，所以計算教師時減少較多的

是碩士班的部分，而大學部的師資估

算下來其實並沒有減少多少。 

(補充：因近幾年逢退休潮，目前多

所系所正補聘師資中) 

6 織品系/

陳紫瑄同

學 

這是針對 107 的新生所做的調整，但在

場並沒有 107 入學的學生，那請問開會

的目的是？ 

 

行政副校長說明： 

在座的確無 107 學年度入學新生，不

過所有的舊生仍然可為你們的學弟

妹對於學校調漲學雜費是否適當來

把關，所有的學生都不是只管自己的

利益，而是為輔大的長遠發展；調漲

學雜費之事必須經過教育部所規定

的程序，我們也將會非常公開的公告

這件事，而新生也可以選擇在這樣的

收費標準下他們是否要就讀輔大，相

信我們會通過這些考驗。 

 

校長說明： 

輔大對新生也有很多獎助機制，師資

陣容以及菁英學程的計劃都將更吸

引學生，我相信高教必須要在好的品

質下才能帶領學校往前走，低收費是

難以維持好的高教品質的。 

7 日文四乙

/鄭乃茜

同學 

進修部學生修教育學程或其他學程會

如何收費？是否會因為是進修部而有

兩種標準？ 

 

會計室主任說明: 

此方案為針對 107 的新生所做的調

整，就進修部的學生而言就須區分是

107 學年度的新生或是 106 學年度以

前入學的舊生。但如果為舊生修 107

學年之後新開的學程或學系，因為沒

有過去的歷史資料，將以新設學程之

標準收費。 

 

校長說明： 

目前進修部有很多課程要轉型，所以



序

號 

系級單位

/姓名 
學生發言內容 校方回應 

會有很多新的學程，收費標準就會有

些不一樣，過去沒有此項課程的話就

要按照新的標準收費。 

8 商管三乙

/方宛曦

同學 

如果去修新開學程的課程學分費如何

計算？ 

 

行政副校長說明： 

如果是新的學程就是以新的標準收

費，因為它沒有舊的標準。 

9 營養二/

王景儀同

學 

107 入學的新生如果被高編到大四，費

用應如何計算？ 

 

會計室主任說明： 

107學年度入學的學生雖然高編但他

依然是 107 的新生，將以新的收費標

準收費。 

10 法律二/

謝奇哲同

學 

休學後復學適用何種收費方式？ 

 

校長說明: 

本次學雜費調整對象是針對 107 學

年入學新生，您所提問題中復學生若

非 107 學年新生，將以舊的收費標

準。 

11 歷史二/

李逸群同

學 

對於獨立開班需另外收取學分費的輔

系，107 級以前入學的學生修讀輔系學

分費是否調漲？ 

行政副校長說明： 

因一年級無法立刻修輔系，在這種情

況之下，身份為舊生，而輔系不是新

開的學程或課程，收費標準就是照

舊。此次的調漲是針對 107 新生，不

論是學分學雜費或是學分費，都是以

身份別來辨別收費標準。 

12 新傳二/

李玟霓同

學 

107 新生學費調漲，學貸可貸金額是否

也會提高？ 

學務長說明： 

可貸金額將會依照比率提高。 

 

13 商管學程

/蘇鈴琇 

新的學分學程依照新的學位學程收

費？ 

行政副校長說明： 

只要沒有舊的收費標準，就是以新的

收費標準收費。 

校長說明： 

我們學校將會開很多新的課程，那些

課程可能需要比較大的成本，所以會

調整收費來聘請更好的老師。 

 

肆、結語 

校長: 

調漲學雜費是一個無可奈何的政策，學校需要往前走、需要進步，學校現在面臨最大的挑戰就

是少子化，這對招生有很大的影響，輔大學生數在全國僅次於台大，其中一個原因是我們的進

修部學生數，因此要維持進修部的招生是很重要的，我們將會設計更多出對學生就業有益的課



程以及爭取產學合作。謝謝各位同學的參與及提問，我們將更仔細地去思考，也謝謝各位主管、

同仁、工作人員。 

 

伍、散會(19: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