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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副校長[00:00:00] 
教務長、主任秘書、各位校內師長及校內的各位同學大家午安，首先今天要感

謝校內的師長及各位同學對於我們調整學雜費的關心，今天各位同學冒著下大雨仍

然撥冗前來，有些同學是上一次還沒有來的，上一次5月26號曾經召開過一次公聽

會，對於上次沒有來的同學，還是要再跟各位同學報告一次，就是，我們這個公聽

會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廣納全校同學跟師長們的意見，然後如實的反映在我們校務

會議當中。因為整個的學雜費調整程序，它必須要進到校務會議裡面去做彼此之間

的溝通後再做最後決議，才會做成最後的定案。因此我們今天公聽會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希望能夠廣納同學們的相關意見，蒐集後，如實的送到校務會議，由我們的校

務會議代表來斟酌，做最後的決議，這個是我們今天公聽會最主要的目的。 
我可以向各位同學保證，我們沒有預設立場，要調漲？還是要調漲百分之多少？

真的沒有預設立場。只是，在推動校務的過程當中，請各單位提送出一些相關的教

學卓越的計畫，各單位到底如何做能夠促進我們的同學在學習上能夠增進同學的學

習成效與提升教學的品質；另一方面我們也希望怎樣樣做？才能夠增進同學們畢業

之後的競爭能力，所以才會提出有這樣的一個調漲部分學雜費的計畫，來跟同學討

論，看看這樣子的方式是不是可以讓同學接受？或是這樣子的方式是不是我們能夠

提升教學水平與增進同學的學習成效。所以今天我們仍然希望把大部分的時間保留

給同學提問，今天仍採取先彙整同學的意見之後，在最後保留二十分鐘的時間，再

請相關單位的師長來與同學回應。 
今天我這個主持人最主要的角色就是怎麼樣讓我們這個會議能順利進行，讓各

位同學能夠充分的表達你們的意見。好，我想是不是我們現在就可以按照今天的程

序來進行，首先我們請教務長給各位同學針對這一次的學雜費調整計畫說明。對不

起！！抗議的同學們是不是可以不要用這樣的方式闖進來...因為...同學們... 
 
抗議同學及民眾們[00:03:55] 

各位同學大家好，我們今天有一些事情想要來跟各位同學報告，我們剛剛在行

政大樓的大廳開了記者會，就是向各位媒體記者說今天政大調漲學費的事情（蔡副

校長：對不起，你們可不可以...），我們現在看起來很像是來鬧場，但是我跟大家報

告一下，我前天有來參加第一場公聽會，我有跟蔡副校長直接面質，我不知道蔡副

校長還記不記得我（蔡副校長：同學，您聽我講一句話，您不要一進來就做這樣的

一種發言），那我在那個公聽會上面蔡副校長一再說他很尊重同學的意見，蔡副校長

說今天是公開討論，他尊重同學意見，但是當我問他我們今天在公聽會上面學生的

意見是否可以實質納入學校在考量是否調漲學費的時候，他答不出來！ 
那我今天想說的是，在三月份學雜費審議小組裡面，原本是共識決，原本說好

要校方跟學生有達到共識才漲我們的學費，但是蔡副校長說無法取得共識，因為學

生堅持不漲學費，學生採取反對立場，所以無法取得共識，改成多數決，在那個會

議裡面學生比例只有占三分之一，所以在那個投票表决狀況下是必輸無疑的，那在

前天的公聽會上面我就問蔡副校長今天的事情，說確實學生採取反對立場，你要漲

我們的學費當然採取反對的立場，但是無法取得共識，不就也意味著學校堅持非漲

不可的立場嗎？既然學校堅持非漲不可的立場，那今天你跟我們說你尊重學生的意

見，我不知道是什麼意思？（蔡副校長：同學，對不起...）我想跟你說：賣假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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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陣口號）「賣假啦！賣假啦！黑箱政大、帶頭作亂、財務不透明、漲價不可能」。 
我跟各位同學報告，他今天開這個公聽會，他不是來跟我們討論的，他是來告

知我們，他口口聲聲說尊重我們，說他有用這個公聽會、有民主的程序（蔡副校長：

同學，我公聽會都還沒有開始...），但實際上，這個程序，他只是在為這程序上背書，

掩蓋他黑箱的事實，掩蓋學校威權的事實，既然蔡副校長說，他說他非常尊重同學

的意見，我想知道的事情是，我們在一個禮拜內蒐集到五百份實體的連署書，大家

都反對學校漲學費，五百份實體的連署書加上網路連署書大約有一千份，我們今天

就把連署書帶過來，我很好奇，現在你說尊重學生，那面對學生的意見你到底要不

要承諾？或是你要怎麼回應今天學生拒絕調漲學費這件事情？（蔡副校長：我們的

同學很難得撥冗今天來出席今天的公聽會，我們必須要尊重我們這些同學。）我們

今天帶來一份承諾書，希望今天蔡副校長你可以，在這一千份連署書上面（某人：

這才不是公聽會咧！），決定到底要不要簽署這份承諾書（蔡副校長：對不起，請你

們這些抗議同學先不要發言，先聽我發言可以嗎？同學...），我們今天把這個承諾書

交給我們的副校長，我們...（一陣口號）「黑箱政大、帶頭作亂、財務不透明、漲價

不可能」 
我們今天帶一份承諾書喔（蔡副校長：對不起，你們這個...），我唸一下：「我，

蔡副校長副校長，承諾立即撤回104學年度的學雜費調漲計畫，民國103年5月29日。」

（蔡副校長：請問這個不是暴力什麼才叫做暴力？你們同學是竟然採用這樣一種的

方式）請問我們蔡副校長...（發言混亂）那我們現在學生有一千份的聲音（蔡副校

長：請同學坐下來），那請問我們蔡副校長願不願在學生的面前向我們承諾將會退回

學雜費的調整計畫（蔡副校長：請同學坐下來），請蔡副校長做一個決定，我們現在...
（蔡副校長：我承諾要跟同學理性溝通，請你坐下來）我們禮拜二的公聽會已經跟

您溝通了，但是我們卻看到就是蔡副校長不願意正面的回應、正面的承諾（蔡副校

長：請同學...），你口口聲聲不斷的說會尊重、會尊重學生的聲音，可是當我們問能

不能將我們學生的意見實質納入決策的時候，你卻沒有任何回應，或是拒絕正面的

回應（蔡副校長：你聽我說話嘛，你不要用大聲公在壓過我的聲音，你聽我說話，

你聽我說話），那我現在請蔡副校長副校長，我們能不能...如果您當場承諾，當場承

諾，我們就會離開。（蔡副校長：我請同學坐下來理性溝通，請同學坐下來理性溝通）

我再問最後一次，請問蔡副校長副校長願不願意承諾撤回104學年度的調漲計畫？

（蔡副校長：我不會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我告訴同學，同學這樣的手法，那個是一

種暴力）好，蔡副校長副校長不願意承諾、他現在不願意承諾...（發言混亂），所以

我們將承諾書撕掉，我們將承諾書撕毀掉（蔡副校長：理性坐下來、理性坐下來討

論理性坐下來溝通），因為他不願意承諾。 
副校長，我在前天的公聽會上面，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我？我坐在那個位置上

面，我問你，我們今天學生的意見到底會不會在校務會議上面實質...（蔡副校長：

會！我絕對如實反映）你的如實反映（蔡副校長：我絕對保證，我絕對在校務會議

如實反映），那我們今天我們已經有一千份的連署書，表達學生的意見，然後你口口

聲聲說你尊重同學的意見（蔡副校長：是！所以...），尊重，口頭上說很容易（蔡副

校長：我當然尊重，我怎麼會不尊重呢？我都把所有我們學校裡面的同仁當成是我

的兄弟姊妹，把我們學校的同學當作...），大家都是一家人！（一陣口號）「你蓋電

梯，我辛苦，大家都是一家人，你蓋電梯，我吃苦」，好，現在沒關係（蔡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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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你講，你看看你們同學怎麼是用這種方式在溝通呢？），蔡副校長沒有辦法正面

的回應我們，我們現在轉往校長室，來到我們學校權力最高的首長，我們來向他陳

情（蔡副校長：同學，你那個不是溝通的方法，我實在...），向他表達我們的訴求，

政大，作為一個民主校園，作為一個帶領民主校園的校長能夠聽取我們的意見，各

位同學，我們現在一起站起來，（蔡副校長：奕志，你常常說...奕志同學...）我們到

六樓去，六樓校長室，來向校長陳情。 
 
社會所 林奕志[00:10:28] 

我們重新定義一下，我們重新釐清一下這場公聽會的本質是什麼？這場公聽會

的本質其實不叫公聽會，公聽會是好聽的，但是它本質是什麼？它是說明會，它是

學校告訴你說：第一，我們要漲學費了、第二，要漲多少、第三，還有我們為什麼

要漲，但是不會有第四個是，我們問你同不同意？如果你們不同意我們不會漲。我

們沒有第四個選項對不對？我們只有聽學校說為什麼要漲？還有要漲多少？學校不

會因為我們說不，因為我們上一場公聽會，大概有十個同學發言，十個人都說不，

但是蔡副校長說如果同學說不的話（蔡副校長：同學，你讓我有講話的機會嘛！），

我們當然就不會漲，甚至我們還可以調降，但現在我們拿出承諾書給蔡副校長，請

他簽名的時候，卻說我們坐下來好好理性溝通，理性溝通是什麼意思？理性溝通就

是都聽我的話的意思！（蔡副校長：我不知道這是什麼邏輯？你聽我說，你聽我說，

你不要...）所以現在我們要離開公聽會，我們不承認這公聽會的正當性和合理性，

所以我們現在要直接去找校長，我們要請校長給我們一個承諾，然後我們也請各位

如果有意思的，想要繼續跟校長陳情的，也跟我們一起走，我們現在就離開，謝謝。

（一陣口號）「黑箱政大、帶頭作亂」各位同學如果覺得這公聽會沒什麼用的，可以

跟我們一起走。（一陣口號）「黑箱政大、帶頭作亂」 
 
蔡副校長[00:12:16] 

我想抗議的方式不是這樣的一個方式，我必須要尊重今天特別撥冗前來參加公

聽會的同學，因為您今天已經這麼難得把時間空下來，今天已經都前來到我們的會

場，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按照我們的程序，繼續來進行我們的公聽會，讓同學能夠

充分的來表達您的意見，是不是？我必須要徵詢我們在座同學您的意見，因為您今

天確實是很難得的撥冗前來，可不可以？我們是不是要按照我們原來既定的程序來

進行？假如各位同學沒有反對的話，那麼我就請我們教務長先針對學雜費收費的基

準調整的一個計畫方案，這只是一個計畫的方案，向各位同學來做進一步的說明，

讓同學瞭解到底這個計畫的內容到底是什麼，然後呢，我們再開放讓同學充分的表

達意見。我剛才也已經報告過了，我們今天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廣為蒐羅全校所有

師生、同學的意見，然後我們如實的，一定會把今天同學所有的意見，如實的反應

到校務會議當中，請我們校務會議代表來做最後的決議，這是整個程序它必須這樣

的走法，是不是我們就來請教務長給我們做一個說明，可以嗎？同學可以嗎？（拍

手聲）教務長有請，謝謝，我們還是按照既定程序進行，謝謝。 
 
詹教務長[00:14:03] 

略。（請自行參閱簡報檔及調整計畫書，逐字稿不再重覆） 
 

5 
 

http://aca.nccu.edu.tw/db/upload/1030529%E5%85%AC%E8%81%BD%E6%9C%83%E7%B0%A1%E5%A0%B1.pdf
http://aca.nccu.edu.tw/db/upload/1030611%E8%A8%88%E7%95%AB%E6%9B%B8.pdf


蔡副校長[00:31:04] 
謝謝！感謝教務長針對這一次調整計畫的內容做一個很詳實的說明。事實上，

學校的行政團隊的每一位師長，他都是本著教育的良心，善盡管理人的角色。我想

剛才把目前學校遭遇到的困境，也跟同學、跟各位師長去做一個說明跟報告，讓我

們感受到教育，它絕對不是您的事情也不是只是我的事情，是我們大家共同的責任，

包括政府也好、學校也好，跟受教育同學等各方面的共同責任！因此學校部分，在

開源跟節流，開源的部分，它努力的募款，不管是校長也好、我們這些行政團隊的

師長、跟校內師長，都大家一起努力在募款，另一方面也積極向教育部去爭取一些

相關的經費，專案經費的補助，包括像我們的頂大經費，這個都是學校在開源部分

的努力。當然，剛才也講到，另外一方面很重要的就是節流的部分，也都在各種施

工方面盡量的節流，包括如何把我們目前使用電費比較兇的燈管轉換成T5燈管等

等，都在努力的做節流。 
我想我們同學是最直接受到教育最直接的受益者，是不是我們也可以善盡我們

一點點的我們的責任在我們學雜費上面，您剛剛也已經看到了，大學部的部分是佔

了百分之二十六點多，相當的高，研究生的部分是佔了百分之二十，在學雜費收入，

在學校整個運作的影響上，它是有比較大的影響在，所以我們就想到說，一方面也

請我們同學也能夠盡一點點他的責任，另一方面，我們才可以拿這樣子的理由，譬

如說，自助、天助自助，我們同學都已經開始在自己所直接受益的部分，他都已經

在努力了，我們到外面募款，我們才有辦法去更大聲要求我們的學長姐，或社會各

界人士來幫忙我們。我想很多事情都是要我們自己必須要先努力過之後，然後我們

再尋求外援，大家才會給我們多一些的支持。 
基於這樣子，我們今天這個公聽會，就開放出來讓各位同學針對剛才所說明的

內容，以及所有的、各方面剛才所聽到的所有內容，各位同學有所疑問或者有所提

問都可以提出來，我們絕對會把各位同學的意見如實的在校務會議當中去反映，我

們會做紀錄，等會請各位同學發言的時候呢！您把您的系所、您的大名也報出來，

便於紀錄。好，我們現在就開放先請同學來提問之後，我們會把所有同學的提問，

再請我們相關單位的師長來給我們做說明，謝謝。我們Q&A時間就開放好不好？等

會留個二十分鐘時間，給我們各個單位的師長來作回應，謝謝。請，不曉得有哪有

同學？ 
 
法律系 黃皓芸[00:34:42] 

不好意思，我是法律系的黃皓芸，上次的公聽會我有來參加，參加之後我把內

容回去跟我系上的朋友討論了一下之後，我們對於程序方面還是有相當的疑問，就

是說...為什麼一個月內會開了三次的審議小組會議？然後可是副校長您的回答卻是

說受限於時程的關係，可是如果是受限於時程的關係的話，那這樣不是應該是行政

單位要提早開始準備這些事情嗎？這樣的話...就是如果這個漲價是漲得合情合理，

為什麼需要趕在一個月內把審議小組開完呢？雖然說我自己對於整個...就是...漲價

的內容可能就是...是學法律可能沒有那麼專業，可是對於程序問題我們系上的朋友

覺得很有意見。 
然後又問到說...之後教務長有對這次問題有做補充的回應，可是他卻說...嗯...

這樣的話是對我們幕僚比較辛苦啊！委員只有來開會而已，可是我覺得這樣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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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件事情跟我們講清楚不是你們的責任嗎？那這樣卻說...卻講的說好像是我們

在給你們施加壓力，而且我相信那些委員在開審議小組會議之前絕對不是沒有做準

備的，所以我對於這個講法非常的不能接受，而且剛其實在下面的時候，我有聽到

其中一個參加的學生，就是張修齊同學，然後他說他自己背了四十萬的學貸，那這

樣的話，他其實他除了他研究所的東西之外，他應該有花非常多的時間在打工或者

是做其他的工作上，那如果這樣的話，來...就是要求學生，然後在一個月內也要把

這件事請處理好，我覺得是太勉強了，然後希望學校可以再針對這個問題再做更進

一步的回應。 
 
蔡副校長[00:36:37] 

好，謝謝。還有沒有其他的同學？請。 
 
法律系 陳奐宇[00:36:43] 

ㄟ...要不要用麥克風？好像也不用。我是法律系的陳奐宇，首先是針對剛剛教

務長在簡報的時候講的一個東西我有一點意見，就是教務長剛有講到說什麼漲1.5%
是基於什麼對同學的這個...ㄟ...教育的心，然後太過仁慈，反而造成同學說不要漲，

如果這樣子的話還不如當初就說要漲10%。可是前面明明又講說，明明教育部就規

定你們不可以漲10%，那我覺得這種說法，我個人覺得有點不莊重啦，就是...你實

際上本來就不能夠漲10%，那你為什麼講的好像是說你很好心沒有要漲我們10%，

我覺得這個講法我覺得是有誤的。 
再來是我覺得剛剛這個簡報過程，我不知道在調漲小組的會議中提供的簡報是

不是這樣的東西？那如果是公聽會提供這樣的簡報，我覺得本身資訊是不足，造成

這個公聽會雖然大家都有排排坐在這邊，可是實際上我們根本不知道學校到底拿出...
學校只告訴我們說要多收多少錢，然後告訴我們多收的錢拿去哪裡，可是我們不知

道本來學校到底有多少錢啊？最少在這邊你沒有告訴我，我們不知道學校本來有多

少錢，然後我們也不知道說學校如果不收這些錢的話會造成多嚴重的後果，你沒有

告訴我們你資金缺口是多少嘛，那你也沒告訴我你原來有，手上有的流動資金多少？

學校有的資產是多少？然後學校人事費用為什麼會增加這麼多？到底增加在什麼地

方？ 
學校說要開源節流，除了剛剛副校長有講到說有一個什麼...ㄟ...要換燈管的作法

之外，我不知道其他的那個就是...節流的部分是節流在哪裡？然後說要積極地跟校

友募款，那也沒有跟我們講說學校到底在這方面做了哪些積極的作為？然後得到多

少的成效？那就變成說，唯一一個確實告訴我們，唯一一個有確實數字就是要叫我

們多繳錢，那沒有告訴我們說學校為了要...不要讓我們繳這麼多錢或是要讓我們多

繳錢，學校多做出了哪些努力？這些努力的部分，副校長說有，我也相信大概不可

能完全沒有啦！那但是在簡報的時候都完全沒有做提供。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是不是我們就採用跟校友募款一樣的方式，就是要調整

學雜費，那就是我們就學...我記得去年還前年哪一國有一個作法是，你在繳稅的時

候，你可以在底下那個捐錢嘛，對不對，那我們就讓那個有錢的學生自己用捐錢的

方式來捐嘛，如果說學校只打算用這種消極的方式來面對，因為學校很明顯，最少

我的感覺是，在校友募款這地方如果不積極的話就變剛剛那樣子，就是只是空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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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說會努力跟校友募款，但實際上有多募多少錢，就是盡人事、盡天命，那這樣

的話是不是我也可以要求說，那學校在漲學雜費這方面，也採用這個盡人事、盡天

命的方式來...要不然以剛剛簡報的這種資訊，我覺得...作一般的學生我沒有辦法認同

說學校要調漲學費，謝謝！ 
 
蔡副校長[00:39:41] 

對不起，我想請教同學有沒有上網去看過所有學校公告的一些相關資訊？包括

學校的財務狀況，以及這一次要簡報的這些內容，我們都有上網，不曉得同學有看

過嗎？（陳同學：我今天來開公聽會，是公聽會的時候應該要簡報這些基礎資訊給

我，不是叫我去上面先把所有功課先做完。）我記得我們在公告的時候好像都有說

明清楚，等一下我們再請我們同仁再做說明，（陳同學：你在簡報的時候你本來就應

該要簡報清楚，要不然大家就不要辦公聽會了，大家都看完交作業就好）好，我知

道了，謝謝。好，第三位同學，有沒有再有同學？請。 
 
應數系 曾韋霖[00:40:20] 

好，謝謝主席，學生代表曾韋霖，就是...剛...呼應前面同學的意見，就是...我們

在...就我也是那個學雜費審議小組後來進去的委員，我是候補進去的，那...那個我知

道就是...我們的委員就是今天有跟學校要求財務資料的時候，學校就會說好，那我

們會在下次審議小組會議上面會提供，那只是問題是，我們今天就是...今天看到學

校網頁公告資訊裡面，學校網頁上公佈的資訊全部都是大項目下面就是...各花了多

少錢，但我們不知道說這個大項目裡面，到底學生...就是學校用錢是用在那些地方？

我們只看一個大項，就是...什麼項目，譬如說建設就是花了某些錢，什麼花了某些

錢，那我們不知道說到底學校實際用這些錢是用在什麼地方的時候，同學上網看這

些資訊，一樣不能說服同學說，今天學校有沒有妥善用錢？然後學校用這些錢，就

是，如果今天學校都沒有用在妥善的地方，然後我們看這些資訊也看得不清不楚，

那怎麼能夠說服說我們說，對，今天學校財務有困難，所以我們應該要漲學雜費，

那這一點希望就是學校之後在那個財務資訊公開上面應該要補足，因為我們...可能

在審議小組裡面我們可以看到這些資訊，但是，我們也在會...一直在會議上呼應說

學校應該要做財務公開的動作，可是都只有做到一半，我們只有看到一半，我們看

不到學校在財務公開上面有足夠的誠意，以上，謝謝。 
 
蔡副校長[00:41:49] 

瞭解，謝謝您。第四位同學，還有沒有？請。 
 
法律系 劉孟如[00:41:55] 

大家好，回應剛剛兩位同學的意見（蔡副校長：您是哪一系的同學？），我是法

律系的，我姓劉。（蔡副校長：劉同學，謝謝您。）回應剛剛兩位同學的意見，就是

如果說有一些資料是我務必要先了解的話，那能不能在召開公聽會的時候，就附上

這些資料的副本，相信有心的同學一定會先去看。再來的話，我希望說...因為每一

次的會議，簡報好像都是不公開的，那如果...因為剛剛蔡副校長有說了，就是大家

把時間排開到這裡，那更多想要參與、更多有心的同學，他們能不能就是像剛剛一

開始說，就是我們把那個資訊提到...提到學校網頁上，能不能把這些簡報通通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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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謝謝。 
 
蔡副校長[00:42:38] 

好，謝謝。第五位同學有沒有？還有同學？請。可以用麥克風，會大聲一點。 
 
新聞系 簡鈺璇[00:42:48] 

喔，這邊嗎？蔡副校長您好，我是新聞三的簡鈺璇同學，然後我也是對於前面

幾位，就是關於財務資訊的東西，我覺得...（蔡副校長：財務資訊是嗎？）因為其

實那些東西我都有看，然後...而且那些東西其實公佈在的位置，其實是蠻不好點的，

包括就是...（蔡副校長：不容易點進去？）對，上次公聽會就已經講過那路徑非常

複雜，甚至還自己親自去教務處問說要怎麼才有辦法拿到那時候的會議紀錄？然後

我是希望就是...對阿...既然要公開，那公開的這個管道也要必須是暢通的。 
然後還要請學校跟我們...因為剛才已經講到很多說服的問題，就請學校一定要

說服我們說，漲學費真的是政大，就是必要之惡，就是已經到了最後的手段！到底

有沒有去重新檢視一下我們的帳目？到底哪些款項有沒有就是...已經全部都花在刀

口上，到真的沒辦法再來跟我們說就是漲學費這件事情（蔡副校長：好，謝謝，我

等一下會請我們財務小組...）。然後再來就是關於第二次審議會的後面那個，雖然那

個是符合程序的，但是那個...第二次審議委員會後面的那些程序問題，雖然學校表

示是符合程序的，我也認為那是符合程序的，但是那個觀感其實真的很不好，怎麼

會剩下六個人的時候，改成由...就是共識決變成多數決，而且那時候學生代表只有

一個人，那這個學校必須去承擔被學生攻擊的這個部分。我不知道學校要怎麼回應

這個問題，那這大概是我簡單的一些的回應。 
 
蔡副校長[00:44:24] 

謝謝。不曉得還有沒有同學？第六位請。 
 
法律系 廖珊儀[00:44:32] 

學生代表，法學院議員廖珊儀，就是...針對學雜費這件事情做第一次發言，就

是...我覺得...就是漲不漲學雜費這個東西，在我個人的觀感是...我覺得那個是一種感

覺的問題。今天學校做的這麼多的事情，你蓋了水岸電梯，你做了自強十舍代墊費

案子這件事情，還有你做了其他很多很多我們學生都沒有辦法認同的事情，可是，

學校卻從來沒有一個負責任的態度，那...我不知道當學雜費漲了之後，多出來的這

些錢，學校，如果說到時候沒有做一個好好的利用的話，學校會不會也有一個負責

任的態度？還是像現在這樣子，推諉卸責。 
再來第二點，我個人...（蔡副校長：對不起！我可不可以請您再比較具體一點

說明，剛您所說的，學生沒有辦法法認同學校有些問題，那個具體說明一點好不好？

不然這樣回答不好回答）副校長不好意思，等我講完，不好意思。就是我個人呢，

是屬於...在學生裡面我是屬於經濟弱勢的族群，我今年剛考上政大法研所，那我也

知道念研究所需要非常非常多的錢，我從大二開始背學貸，我不知道學校現在漲了

學雜費之後，要犧牲掉多少所謂經濟弱勢的學生的權益？讓他們沒有...讓他們因為

付不起學費而沒有辦法念大學、而沒有辦法唸研究所。因為我現在背的學貸，加上

我預計研究所時候背的學貸，我可能無法完成我的課業，我不知道學校在這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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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要要怎麼樣回應？ 
然後回應剛剛副校長對我提出的問題，水岸電梯大家也都知道嘛！觀感就是…

雖然學校一直說它是由校友捐贈，要讓大家上下學非常方便，但我想請問一下就是

在場各位同學，真的有很常搭水岸電梯嗎？還是一樣就是走上山，然後我們搭公車

上山，我不知道就是...因為...就是蓋建設或者是說所謂的自強十舍代代墊費的案子，

我不知道...因為這兩件案子一定是有利有弊、有好有壞，但是重點是學校在面對這

件事情的態度是什麼？如果你是一個負責任的態度，如果你是一個告訴我們說：ㄟ，

不好意思，這個東西我好像有做錯，或者是說這個東西我行政上面有瑕疵，那你就

真的就是告訴我們。但在一次又一次的開會，一次又一次跟學校對話的過程當中，

我感受到的是學校沒有這樣的誠意，那既然學校沒有這樣的誠意，然後做了那麼多

事情，那我不知道我應不應該要再把我的信任感給學校，謝謝大家！ 
 
蔡副校長[00:47:44] 

好，謝謝。第七位，有沒有第七位同學？沒有的話我們就開始來回答同學的問

題，請。 
 
阿語系 陳信宇[00:47:52] 

你好！我想針對剛才就是...（蔡副校長：對不起，您可不可以報一下您的大名

跟系級），我是阿文系，敝姓陳。我想針對剛才的簡報以及網路上提供的資料，想要

請學校方面做解釋一下。就是說我們看到在...為什麼要漲學雜費理由當中有提到說

水電支出、物價上漲，甚至是拿國外的學費以及所謂...所謂高等教育不應該全部由

政府來付的這樣一個部份，這樣子的東西來當作調漲的理由，但我們卻沒有看到說

在調漲之後，經費當中的使用並沒有看到說，ㄟ，水電以及這些雜費支出到底應該

怎麼使用？譬如說，誠如副校長你剛才說的就是，這個換燈管是我唯一有聽到的，

那其他部分呢？那以及...就是說我們....ㄟ...辦理這個...所謂想要提高競爭力，或是說

這樣子的一個的計畫，有沒有實際的作法？有沒有實質的作為？並且列出詳細的...
就是學校財務狀況的細目，然後來給學生做一個交代，這樣子我們...就算付錢也付

的有情有理。 
第二點我想講到的就是說，副校長您剛有講到說這個...如果說我們...就是...所謂

自助天助這樣的一個說法，就是說如果我們多繳一點學雜費，或許外界的這個...捐
款也會變多，我覺得這樣子...（蔡副：我沒有說多繳一點，我的意思是說...呵呵~）
您剛說天助自助可以做這樣子一個事情，（蔡副校長：是。）那我想請問的就是說這

個...我們知道頂大計畫以及教育部...政府方面的經費是逐年來減少，那...誠如這個...
教務長剛才也講到說就是，我們作為人文社會科學的學校的...本身的困境，那這樣

子本身的一個困境怎麼會反過來向學生來要錢呢？這個東西不應該是政府，當然我

們在這邊講政府應該要提供我們更多錢，這也是沒用的，因為...我們也沒有辦法影

響政府決定，不過，這東西不就應該是學校先來跟政府做爭取的嗎？而不是先來跟

學生要錢，這樣子，謝謝。 
 

蔡副校長[00:50:22] 
好，謝謝。等一會再說明學校的努力，好不好？學校努力的歷程，也讓我們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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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能夠瞭解。還有沒有同學？第八位，請。 
 
政治所 李嘉[00:50:35] 

各位師長好，我是政治所碩士二年級李嘉，我是大陸學生，大陸學位生。我看

一下這個計畫書以及之前一些討論的部分，我發現，如果我沒有理解錯誤的話，這

次調整的方案是陸生跟外籍生一樣，都學費、學分費往上調兩倍對嗎？（蔡副校長：

是。）是這樣的話，我們陸生中間也有討論過這個問題，大家其實對這個方法蠻感

到困惑的。因為我看到在計畫書當中，有很多關於漲學費、調漲學費的理由，多出

來的部分的支出其實是我們是根本...不需要的，比如說像...給學生多出來的助學金和

獎學金逐年增加的部分，其實我們...陸生因為在這邊，現在政策所限，我們是完全

拿不到的，（蔡副校長：是。）包括雇用學生的助理，不管教學助理還是研究助理的

部分，我們陸生現在也是完全無法做這份工作的，所以這些多出來的成本我們都是...
沒有我們的部分的。包括我在看到說調漲以後那些錢用在哪裡？有很重要的一塊是

說要進一步的多編列獎學金、助學金，還是一樣的，我們沒有這一部份的支出的問

題，所以說，我們在這一邊的陸生跟外籍生的生態是差很遠的，有很多的...所以把

我們陸生跟外籍生一併處理，感覺讓我們覺得比較困惑，為什麼都是兩倍處理？想

請等一下說明，謝謝！ 
 

蔡副校長[00:52:00] 
是，瞭解，謝謝！！等一下我會來說明這問題。還有沒有同學提問？這位同學，

請。 
 
統計系 許自良[00:52:11] 

副校長您好，我是統計四的許自良，關於學雜費事情我有一點想請問就是說，

學校是怎麼樣跟家長說明這件事情？以及對家長是做怎麼樣的公開？因為實質付費

的畢竟都還是家長，然後家長一方面也是社會的納稅人，一方面也是學校的消費者。

加上裡面可能又有分比較低收入戶，或是經濟比較不好的家庭，跟高收入的家庭。

那對於比較中低收入戶的家庭，事實上，高等教育是一筆很不小的負擔，再加上學

生在之後的志願選擇，或是乃至於出國的選擇上，經濟都...一舉一動都會牽涉到他

們未來的計畫。在調整學雜費上面，學校有沒有對不同收入的家庭做一個區隔？或

是說獎助學金上面有沒有什麼相應的政策？ 
再來是關於學雜費實質應用上面，我個人也是商學院，有稍微學過一點會計，

學校在這方面，我不曉得學校有沒有就是...盡量公開財務報表或細項的東西，給同

學知道然後也要給家長知道。最後就是關於資訊的部分，事實上我個人是在公聽會

前兩天才知道這件事，那學校首頁...（蔡副校長：公聽會前兩天才知道啊？）是，

我個人雖然說不是很常瀏覽教務處或是學務處網站，但是我平常還是會看學校首

頁，我想公聽會這件事情是關係學校首要的東西，那我在學校首頁並沒有看到特別

強調的事情，我相信我的家長到現在都還不知道我們已經辦了這個公聽會，關於這

點學校要...有沒有真的就是訴諸媒體？或者是在我們認為是公開而且正式的平台上

面，以首要的方式呈現我們的學雜費調漲事件，所以請問副校長以後要怎麼做？ 
 
蔡副校長[00:5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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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謝謝，瞭解。還有沒有第十位同學？沒有的話我就開始說明了，請，謝

謝，這邊還有一位。請稍微大聲一點好不好？因為後面比較小聲。 
 
教育所 王秀杉[00:54:33] 

你好，大家好，我是馬來西亞人，我姓王，然後是教育系的碩士班一年級，我

聽說在100年的時候，因為我是以外籍生身分入學的，那100年的時候呢，就是外籍

生的學雜費跟那個台灣生、本籍生就是有調漲，這件事情我知道，可是現在學校又

說要調整學費，這對我來說負擔是很重的，因為...剛才那位陸生的回應我要回應他，

就是，我們的負擔是比一般學生多兩倍，那就是代表說現在的調漲都會影響我們很

大，而且我們...像我們外籍生無法享...無法申請的...應該是說我們只能夠申請一個獎

學金，也就是那個普通獎學金，那其他學校的獎學金我們都無法申請，我們在面臨

財務困境的時候，我們根本也沒有得到貸款，任何管道都沒有，那我們其實...對我

們來說相當不利。然後如果說，譬如說像我這樣子，我就是每個禮拜在學校辦公室、

系辦打工，也是無法去cover掉這漲的...相信以後我會很困難，所以就是如果...像教

務長剛才所說的，漲一個這樣子的一個比例的話，對我們來說是乘兩倍的，我們連

學分費也一樣是乘兩倍的，謝謝。 
 
蔡副校長[00:56:05] 

好的，謝謝，等一下我會跟剛才大陸同學的那個問題一起來回應，謝謝。還有

沒有？這位同學，謝謝。 
 
政治所 熊同學[00:56:16] 

大家好，我是政治系的研究生，敝姓熊，這邊有幾點想請教一下，還有提供一

下意見。第一點是說，針對那個學雜費審議小組的會議紀錄是不是能夠公開？讓我

們才可以知道內部法源，因為在已經公開的資料，只有提問和回應的部分，它並沒

有在討論陳述，那我想要了解大家是怎樣的思考方式在陳述這件事情？ 
那麼第二點是說，剛有談到說因為政府的經費逐年沒有在增加，然後，所以，

如果我們都不漲學費的話，導致說我們只能靠自籌款，但這邏輯本身非常的有問題，

就是說因為自籌很困難所以漲學費很容易嗎？所以我們應該是要思考的是說，如果

政府沒有調漲，那麼自籌款也沒有增加，那麼學費就不能夠再增加，應該是這個邏

輯吧？！因為這個邏輯是來自於說，政府負擔的比例是百分之三十八，那麼自籌款

的負擔比例是百分之三十八，那麼學費負擔的比例是百分之二十四，那麼今天在三

十八跟三十八都沒有漲價的情況下，卻要求百分之二十四的負擔者去做這個漲幅，

顯然是...這邏輯是有問題的！ 
那麼在第三個問題是說，漲幅的研究生跟大學生的比例是不同的，學校的原因

是因為說教學成本不同，研究生負擔的比較多的成本，但是我們可以看一下說為什

麼研究生教學成本比較高？是因為它的招生人數是比較少的，就是我們整個開班的

人數是比較少的，那這個原因是來自於什麼？原因是來自於說我們...教育部一個就

是招生名額的限制，那本身就設定這麼多的學生，那麼在這麼學生就這麼多的情況

下，那你要去做這個...攤提的狀況，那顯然研究生一定是會負擔比較高的教學成本，

那麼這個教學成本比較高，那本來就是學校做為一體，它必須要考量到的整體成本，

12 
 



怎麼會認為說因為研究生他負擔比較高的成本，所以他應該要增加呢？所以在這個

程式上，如果我們同意說要增加的話，那應該是以相同的比例增加，而不是說...我
能夠知道說為什麼學校會認為說研究生應該要漲5%，原因是因為就目前的學費調漲

機制那個的條文裡面呢，他有設定說大學部最多只能調整1.5%，但研究生卻沒有，

研究所的部分是只要備查就可以了，所以當然就可以在這個缺口上任意的做調幅，

是不是這樣？我的詮釋，可以麻煩等一下再做解讀，那...就我的理解是這樣。 
那麼在第四個問題是說，副校長在之前公聽會有說到說，大家會漲的這些學雜

費一定會專款專用，用在學生的身上，那麼如果基於這個專款專用的概念下的話，

是不是先請學校先訂入一個校內的規章，將比例全部...就是說明訂化，我們將用在...
人力的調整有多少？圖書的經費有多少？藉由一個制度化的規定，我們才能夠信服

說這絕對是專款專用，而不是就是...只能夠信任學校，然後做這樣的行為，因為一

旦學雜費漲價之後，它的這個經費會納入校務的發展基金裡面，那我們就沒有辦法

再追究說這個會如何，因為它的這個學雜費的漲幅的性質就已經全部都納入了經費

當中，我們就已經沒有辦法再追究它的流向是如何？那麼最後一個問題是說，因為

有同學們剛有表達了不同意見，那是不是可以在向教育部遞交這個...學雜費調整計

畫書的時候，可以檢附一下同學們不同意見書，也就是說責成...就是...學生會或者是

其他的權益單位，他們可以擬訂一份他們之所以認為不同的意見書，然後在向教育

部申請的時候一併檢送，謝謝。 
 
蔡副校長[01:00:08] 
是，謝謝。好，這個等會我一併來回答。這位同學，請。 
 
哲學系 林慈媛[01:00:14] 

副校長、大家好，我是哲學二林慈媛，就是我想要提出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

是，就是剛在簡報上提出說，漲學雜費三大理由是人事成本、校內公共建設跟其他

支出，但是又提到說我們調漲之後的學雜費會專款，直接回饋到學生身上，但這樣

就有一個邏輯上矛盾是說，你漲的原因跟你漲了收來的錢是不同，用途是不同的，

那這樣你的問題還是沒有解決。那第二點是說，我相信校方是有這個誠意是跟大家

說明說校務的狀況，但做事不能做一半，如果你真的跟學生說明你現在的校務狀況，

還有你所做、所付出的努力，是不是應該要做出更具體的說明，才有辦法說服學生，

謝謝。 
 
蔡副校長[01:01:02] 
好，希望更進一步說明校務狀況，謝謝。這位同學，謝謝您。 
 
社會所 林冠廷[01:01:09] 

大家好，我是社會所林冠廷，我這邊有兩個問題想請教。第一個就是像剛教務

長在報告的時候有提到一個所謂...在初等、中等教育裡面有國家負擔學費是一個合

理的狀況，但是到了高等教育，大學、研究所的時候，因為我們可能比較可以直接

受惠於我們將來的工作，我們賺到了錢，我們的成就、地位，而覺得這樣子好像應

該要使用者多負擔一些。那我想說的是，難道教育是一項商品嗎？難道教育不是一

個公共財嗎？難道我們今天受了教育之後，出去外面工作賺到的只是錢嗎？難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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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付出的勞動力，跟我的...在大學受到的...智慧，難道不是貢獻於這個社會嗎？ 
這個教育商品化的浪潮，政大首先加入，開了第一槍，那我想問的是，好，今

天我是研究生，我也有背學貸，那學校說，喔，今天有資金有一個缺口，不僅開源

還有節流，節流部分是什麼？砍研究生的助學金，然後還送了一份就是關於研究生

助學金，一份非常具有威脅性跟誘導性，非常研究方法設計不良的問卷來威脅研究

生說，喔，今天如果...學校就是承認研究生是勞動者的話，那我們今天加了勞健保

進去之後，學校預算不會變，那你...是不是你同意這樣子會導致你薪水雖然有加入

勞健保，但是你的職缺會變少，然後還要讓更優秀的學生只能來當研究助理。 
那我認為這個東西其實反應了學校一個很有問題的管理心態是，你們把學校當

作企業在經營，而不是當作一個學校，教育公共財來貢獻社會，來整體促進大家，

就是台灣進步的一個心態，那我覺得這個是非常有問題的，那...基於這個理由，就

是，一旦學校缺錢，拿學生來開刀，我覺得這個是非常不好的事情。 
然後第二個部分是，剛大家應該都有看到，就是一開始進來就有同學抗議嘛，

那副校長你也承諾說，就是...一定會將公聽會的意見如實反映，那我想請問副校長

您願不願意承諾說，你的如實反映的...實際上是會...詳細的描寫出，譬如說有幾份連

署書是反對的，然後公聽會上有多少人提出了什麼樣的意見，然後這些意見到底具

體的訴說了學校什麼樣的問題？而你們又如何回應？還是只會在會議記錄上輕描淡

寫過去？謝謝！ 
 
蔡副校長[01:03:56] 
謝謝，好，等一下一起回應。最後一位同學好不好，謝謝，請。這邊還有是不是？

好，等一下。 
 
地政系 劉維純[01:04:03] 

大家好，我是地政系的劉維純，然後我這邊想要先提出ㄧ個小小的建議，就是

誠如剛有同學提到，就是覺得好像...我也相信學校應該是有誠意是要來，就是跟我

們來討論學雜費這件事情，那但是就是我也覺得學校好像有點做事只做到一半的感

覺，就是像剛剛的PPT我就覺得，就是好像都沒有聽到就是關於可能是我們是有些

經濟上比較弱勢的同學，那就是學校...就是從剛剛的PPT裡面不知道學校對於學雜費

調整這部分有沒有考量到這些經濟弱勢的同學？就是他們是不是...就他們的學費部

分是會跟著調漲嗎？或是有什麼樣的因應？然後還有就是剛也有提到的，陸生和其

他外籍學生的部分，他們的學雜費，就是這個部分在剛剛的簡報裡面也沒有提到，

學校是否有納入這方面的考量？對，所以就會覺得好像其實不是那麼的具體。 
然後另外ㄧ個我想問的問題是說，就是我們這次的學雜費調整和就是...未來學

校就是有那個指南山莊的新校區的規劃嘛，那這個部分...就是指南山莊的這個部

分，會不會就是和之後學校整個財務支出有...就是有多大的影響和關聯？那我們的...
（蔡副校長：您指這次的調漲學雜費是吧？）對，那就是...我們的這次的學雜費調

整就是...會...就是我有點不知道怎麼講，就是這個之間的關係，假如說我們就是學校

的財務缺口很大的話，那指南山莊的新開發，應該是會，想必是會增加學校的財務

收入，那假如說現在學雜費大家是這麼反對調漲的話，那指南山莊的部分是不是會

暫緩這個新校區的開發？或是有什麼樣的因應？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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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副校長[01:05:59] 
好，瞭解，謝謝。好，這位同學。對不起，讓您久等了，對不起！對，掛口罩的這

位同學，謝謝。 
 
政治系 李育琪[01:06:10] 

我是政治系一年級的李育琪，然後...因為...就是我未來可能還要再繳個三年學雜

費才有可能畢業之類的，所以來參加這次公聽會。然後，阿...我的疑問就是，其實

前面幾位同學都有提過，就是關於...就是最大的疑問是關於學校支出缺口，阿...就是

造成學校...阿...學費...怎麼講，經費困難的原因？就是有關於說是...阿...因為我們學

校是人文學科，那教務長很強調人文學科會...就是都用學生的學雜費比較多。然後，

第二點是，人事成本跟水電費什麼的，對，然後可是...阿...漲幅之後就是...漲了之後

專款專用，專款專用之後用在人事，阿...人事費有包括在裡面，但是，可能水電費

方面就好像...就是...不知道，可能要挖別的錢去補，然後...第二個是...就是人文學科

比較...比較需要學雜費的這個問題，那是不是...阿...關於人文學科學校的經費來源的

話，是不是其實要跟教育部...阿...溝通協商之類的，因為就是突然...就反應到人文學

科學生上面是不是有點不平等？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就去...這是比較沒有邏輯的感

覺，對，然後差不多是這樣，謝謝！ 
 
蔡副校長[01:07:40] 

好，謝謝您，我想我們可以開始來請相關單位來給回答。在回應之前，我想我

必須要再做一個說明，同學都一直跟學校說，學校應該要更善盡、努力去跟教育部、

外部募款，跟教育部申請一些的補助。我坦白跟各位同學講，上起校長下至所有的

師長，只要有任何的機會，包括今年的全國大學校長會議，本校吳校長因為是國立

大學校院協會的理事長，他就聯合全國51所國立大學的校長，在校長會議當中公開

要求政府當局，無論如何要多撥增經費來挹注高等教育。 
這幾年，如增加的二代健保費、公務人員加薪3%...等等，政府未給我們充分的

補助，不足的部分就必須要由學校自己去吸收，如此，一年我們就要多增加幾千萬

元的支出。另外，再加上水電費調漲了百分之十幾，經濟部又取消了給學校優惠的

百分之三，全部都要由學校這邊來吸收，還有從今年的八月一號開始，兼任講師鐘

點費的調升16%，也必須要由學校吸收，這部分大概也會多增加個五、六百萬元出

來。所以，校長當時就透過國立大專校院協會，聯合其他51所大學的校長，集體去

跟教育部要求，希望撥補足來。至少，在這水電費調漲的部分應該要撥足來。但是，

坦白說，政府的財政狀況也是越來越困難，也沒有辦法在這個部分去做承諾。 
同學也曾要求一起到教育部去爭取經費，我們也跟教育部反映了，在五月十三

號安排了同學去教育部溝通。不曉得當天曾去教育部的學生代表有沒有在現場？本

來當天教務長要帶同一些師長陪同同學一起到教育部去的，去表達請求教育部要多

撥經費給高教的意志。但是教育部只同意跟學生溝通，因此在五月十三日，我們有

一批同學到教育部去反映。我很希望聽到這些同學到教育部去溝通的結果是什麼？

因為到現在我還沒有見到曾去教育部的同學，或許教務長知道，等會兒請教務長給

同學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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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機會，我們就反映，向政府去要求能夠多撥補經費到高等教育來。特別

是以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發展為主的本校，因經費都較理工生醫類大學的預算少，所

以就更努力地去爭取經費，並不是完全沒有作為，真的！剛才我也說過了，善盡管

理人的責任，我們都可以說都是本著教育的良知在推動教育的事工，這一點可以跟

同學保證的，只要有可以向外頭去募款的，也都很努力在募款。針對募款以及整個

學校的財務狀況，還有缺口的部分，先請財務小組的執行長徐教授聯恩來跟同學做

報告，因為剛才有同學提到募款的問題，以及募款的額度與募款的金額。有請徐老

師，謝謝！ 
 
財務小組 徐聯恩[01:12:26] 

謝謝副校長！剛剛大概有十五位同學發言，裡面半數以上非常關心財務方面的

課題，因為回答時間有限，我先做以下回覆，如有不足，隨時可再補充說明。 
首先，有關學校的財務狀況。財務小組兩年前成立之後，好幾次分別在行政會

議、校務會議、校基會，或相關會議上報告。學校整體的財務狀況，過去幾年來，

逐漸受到全校師生的注意。我們回顧相關資料，學校從民國95年起，每年都處於短

絀的狀況。短絀的第一個主要原因，是94年起，教育部要求所有國立大學都要提撥

折舊費用。過去幾年來，每年政大的折舊費大約三到四億元，所以從95年開始，本

校每年帳上成本就增加三到四億元，而過去幾年本校年度收支也一直都處於短絀狀

態。要先提醒注意的是，收支短絀的狀態並不直接影響現金的支用。 
其次是學校在節流方面的努力。學校的主要支出或最大支出，是人事費。人事

費的節約頗有難處，主要是沒有辦法減薪，只能夠控制員額。 
第二部份是業務費。剛有一位同學是大四的同學，可能是在民國99年進來，應

該相對比較有感觸。因為學校在民國100年的時候是達到短絀高峰，那年學校短絀2.4
億，也就是在那一年，民國100年學校啟動各單位的業務費減少百分之八的一個措

施，就在同一年，外籍生也調漲一倍學費。雖然一方面有一個學期的學雜費調整，

一方面全年度業務費減少百分之八，但是，當年本校仍然打破我們的短絀紀錄，大

約短絀2.4億元。由於短絀嚴重，所以101年又要求所有行政單位各處室的業務費減

少百分之二十，各院系所的業務費減少百分之十，這是非常積極的節流措施。 
如果有經歷過去這四、五年的同學，也許有機會感受到各院系辦的某些業務受

到緊縮。如果這些事情不影響教學品質的話，從這個角度來講，好像現在並不必要

特別急著要調漲學費。但是，如果說各院系所相關業務的推動，受到業務費減少而

影響教學品質的話，那就應該很認真的來考量這件事情。 
第二個部份是有關於財務的透明度。在這方面，我想學校主計室都按照學校的

行政與相關法規做必要的這個公開。問題恐怕是，公開資料的詳細程度要到多少呢？

根據財務小組的分析經驗，通常都要再去重新做分析才能夠整理出我們要的資訊和

摘要。所以，公開資料的細目項目要多細呢？恐怕要看我們關心的課題是什麼？然

後再從主計室的相關的紀錄裡做彙整。關於這部分，我有兩個簡單而實際的建議，

首先，學校有經費稽核委員會，它是一個例行的委員會，會關心學校在各方面的這

個支用；其次，如果副校長或同學有需要的話，財務小組也可以跟各位再做個完整

的財務狀況，以及相關決策邏輯。 
再來是募款以及有些同學提到的「感覺問題」。剛剛有同學提到，如果一年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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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調750塊錢，或是1500塊錢，可能某些同學覺得金額不是很大，而是一種感覺的問

題。在提到感覺問題的時候，同學曾舉藝文水岸電梯建設的例子。我想在這裡再跟

各位說明，藝文水岸電梯是完全用校友的募款來進行的。當然在工程資金的支用上，

由於募款持續進行，募款還沒到位的話，校務基金會先墊付相關工程款。就水岸電

梯作為校園募款的標的而言，除了交通便利性有些議題之外，水岸電梯工程做為募

款標的，還有一個功能是，希望藉此啟動校友們的小額募款的風氣。 
這邊有個簡單的數據跟大家說明，民國97年之前，學校的捐款，每年大概都只

有100件或100筆，募款金額大概從一千多萬到三千多萬。2009年直到現在，募款的

筆數最少也有...2010年最少的也有663筆，最高那一年，2011年，有1212筆。我想強

調的是這讓更多校友對於捐款這件事情的體會跟認同。剛剛教務長的報告也指出，

過去三年，我們的募款從3年前，2009年開始，已經達到五千萬的水準，連續三年達

到五千萬的水準。2012年，101年，則已經達到七千四百萬，去年，則有一億八千五

百萬元。 
但是，募款是不是能夠處理現在我們在討論的問題呢？答案是不能的，因為到

目前為止，一方面我們還希望招募有能力、有意願的學長捐款，另外，捐款的校友

們對於他捐款做什麼用，大概心裡有數，也就是不容易募到不指定用途的捐款。 
以上，我想很扼要的跟各位報告有關財務的狀況。 

有關感覺的問題，可能還有一個是有關自十代墊款的事情近一年多來，有些同學持

續關心自十代墊款的事情。我個人覺得，關於這件事，有部分是誤解，有部分可能

是立場問題。我想藉這機會再說明一下，就我的理解，自十代墊款的討論，對於在

自強十舍的同學，從住進來的第一天到現在，毫無影響。現在的爭議是，自強十舍

的專戶中包含利息這一部分，應該要留在自十的專戶呢？還是轉回校務基金？自強

十舍在興建一定要先有現金，到目前為止，到今天為止，校務基金還有代墊六億八

千萬元。由於是自十工程款是先由校務基金來支應的，校務基金如果不先支應自強

十舍的話，校務基金本來存在銀行就會有利息的。這樣討論的話可能有點複雜，由

於時間有限，歡迎關心的同學再來討論。 
以上報告，謝謝。 

（蔡副校長：瞭解，還有就是捐款的指定用途的部分，要不要也說明一下？）

指定用途我剛剛有說了，就是說...這個...校友的捐款都是指定用途，比如說，最大一

筆捐款是信義房屋周俊吉學長的捐款，他捐了六億，可是他指定六億就是只限用來

蓋公企中心，那麼另外他還捐一億兩千萬，是指定給信義相關的計畫、老師啊~這
個書院計畫裡頭的使用，好，謝謝。 
 
蔡副校長[01:21:07] 

謝謝，剛才同學又提到了有關水岸電梯的問題，我必須要在這個地方再做一次

澄清，水岸電梯的興建，真的是完全是顧及到我們同學的安全，避免人車爭道同學

發生事故，我們的校友捐建的。我說給您聽，我們的校友...（某同學：我給了這次

會議機會，現在我要走了。）我們的同學從山下往山上走，車子從山上直衝而下，

走在環山道路上，人車爭道，險象環生，萬一...（某同學：副校長，不是學生就不

要講同學的事情了，您也不走環山道，就不要講環山道的事情，你繼續講你的學雜

費公聽會就好了，我們時間有限...）OK！好，沒有問題，我就不再說，假如同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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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我說明水岸電梯，我就不再說了。好，我現在請教務處的千鳳小姐來解釋聯繫

同學與聯繫師長開會的情形，與同學所說一個月開三次會的事。請說明，謝謝！！ 
 
教務處 劉千鳳[01:22:19] 

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這次學雜費業務調整的承辦同仁，我叫劉千鳳。關於同

學們剛剛在提問中有提到...（蔡副校長：可不可以大聲一點？有些同學沒有聽到。）

剛剛同學在提問中大概分成三個部分來回答，第一個是時間上的安排緊湊的部分，

然後第二個部分訊息通知不夠廣，或者是內容上面不夠充實的部分，第三個是資料

內容的部分，那我一一跟各位說明。 
第一個是時間安排上面，我們原定的計畫是要在四月二十五號校務會議提案去

討論，那所以呢，就是以這個時間為最後的一個deadline（蔡副校長：時程安排。）

對，所以我們就往前回推，我們去年開始啟動這個學雜費調整的計畫，那一開始是

由各個單位提交計畫書，然後交由教務處來彙整。那在一月底的時候呢，我們初步

把計畫書彙整完畢之後，就約了學雜費審議小組的委員第一次開會的時間，也就是

二月的十號。那在第一次開會完畢之後呢，因為委員們對於內容的部分有所意見，

然後希望我們提供更充實的資料，所以我們在三月三號的時候才再召開了第二次的

會議，那我們原定的計畫就是，這個審議小組只會開兩次會議就可以討論說這一個

計畫書是不是要交由公聽會來做更多的意見收集？還是說要繼續的討論？所以在三

月十號的時候，就直接著開了第三次的會議，因為我們第二次的會議的決議是說我

們下一次會來決定說這個會議、這個計畫書要不要繼續往下走下去，所以中間的時

間隔的比較短一點點。 
我們在開會之前呢，也有同學們反映說就是這個計畫書內容太晚的提供，他們

沒有辦法充分的了解，所以我們在二月十號開完第一次會之後，中間隔了大概二十

一天，三個禮拜的時間，讓他們回去再仔細的去閱讀說這個資料的部分有沒有哪些

爭點要做討論？那剛剛同學也有提到說是不是將這個會議的討論過程之中作公開，

因為我們在那次的會議設定並不是要做逐字稿的紀錄，所以我們只做重點的摘要，

委員們討論最主要的意見重點，也就是在...你們在網路上可以看到那些部分，所以

那就是我們做的重點摘要，不像這次的公聽會我們會做全文的逐字稿紀錄，讓同學

們可以在那個過程之中，了解每一位同學他所發言的內容跟校方的回應是什麼，這

個先作說明。 
因為公聽會...應該是說原本的時辰是以四月中為最後的時限，所以我們的時程

是安排成這樣，那後來因為遇到學運的關係，然後加上同學們反映這個時間上方面，

阿...我們原本預定三月底要做第一波的公聽會，可是我們後來延期到五月份的部

分，就是因為有同學反映說這個時間上同學們溝通、互相了解的時間太短，所以我

們也決定延期到期中考之後，再做公聽會的這個部分。 
公聽會對我們業務單位來說，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跟同學說明簡要的計畫書內容

是怎麼樣去安排設計的，並沒要特別去花很多的時間做學校的校務狀況的簡報，或

者財務狀況的簡報，因為這個不是我們公聽會當初要做的一個目的，所以在這個部

分資訊上面可能都需要同學們自行去瞭解，同學們也有提到說在資訊取得上面不是

那麼的便捷，那因為我自己個人年紀也還算輕，網路使用也還蠻熟悉的，所以我在

發訊息的時候，我是有做了QR CODE，所以你在外面海報上面，你其實用智慧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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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掃描一下，你會直接連結到我們的網頁。 
那同學有說我是現在才知道要辦公聽會，我其實很...我早就通知了，我們的做

法是這樣子的，我們在決定好公聽會的時間之後，也就是決定好五月二十七號要辦

公聽會的時間，是在五月的第二個禮拜，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我們發了全校信通

知給同學，裡面有附帶了我們網址，就是說我們計畫書已經掛在網頁上面，請同學

們自行去參考，也附了報名網址給您。那我知道同學們很習慣使用FB，所以我自己

也在FB上面有陸續請同學，或者是我自己個人也有去發通知就是說，請你們可以掃

這個QR CODE去搜尋到這個計畫書的資料，或者是說你可以來報名參加公聽會，然

後也有很多同學幫我做這個宣傳，但是資訊的流通非常的快速，它可能很快的就被

淹沒了，也許同學就沒有注意到，那這個部分我們也許將來可以在做加強的部分。 
最後是資料的內容的部分，大家如果對於我們的上傳的內容，如果覺得說不夠

的明細，或者說我們這一份PPT我們還沒有上網，但是計畫書的內容我們已經上網

了，前幾次會議的資料我們也早就上網了，就是開完會之後，其實我們都已經上網

了。那同學如果覺得說這個會議的紀錄不是那麼的詳實，或者是說它沒有辦法讓你

充分了解到會議當初討論的一個情況的話，我只能建議就是說是不是能夠跟與會的

委員們去做一個徵詢？比如說像現在同學們對於財務狀況不是那麼的了解，或者是

說對於校務狀況發展不是那麼的了解，但因為我們時間上是有限的，所以我們沒有

辦法做一個很全面的說明給同學們一清二楚的知道整個來龍去脈，可能要麻煩同學

們自己私底下可能跟業務單位的同仁，或者是主管們約時間去了解更多的部分。當

然，我們也可以做到的就是說，我們盡可能的把財務的資訊公開得更完善，讓同學

們可以直接看資料的時候，就能夠一清二楚，而不用再自己跑去問，這個是我們將

來可以加強的部分，我們也會努力去做。 
我順便回答一下剛剛同學有提到獎助學金的設計這個部分，我們在調整這個計

畫書裡面，為什麼安排了大概百分之十八的獎助學金，其實也就是考量到經濟弱勢

的同學們將來在調整學雜費之後，生活上面可能會有壓力，或者是家庭的負擔會變

重，所以我們預留到這個三百萬就是為了要讓這些同學們將來有機會可以優先申請

到這個獎助學金，而不是一定要符合政府所謂的中低收入戶資格才能申請獎助學

金。剛剛也有同學提到說外籍生的部分，或是陸生的部分沒有申請獎助學金一個辦

法，但因為教育部規定是說它沒有辦法發放，因為政府政策的關係，它沒有辦法用

政府支出的金額發放獎助學金，但是因為這一次的獎助學金是以學雜費收入來設置

的獎助學金，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在陸生跟外籍生的部分，不用擔心，這個是你們

可以申請的獎助學，因為我們的收入來源並不是政府編列的預算，這個是跟法規上

面沒有問題的，當然，我們優先讓同學們申請獎助學金的資格，還是以經濟弱勢為

主，以上說明，謝謝。 
 
蔡副校長[01:28:48] 

謝謝，有關財務報表跟財務資料的透明化部分，到底要透明到怎麼樣的一個情

況？其實各位同學現在進去網站裡看我們的財務報表已經是非常非常透明清晰的。

這一點請我們的主計室魏主任來給我們說明。到底財務資料透明化要透明到怎麼樣

的情況，同學們才看得懂？這可討論。財務報表呈現與看得懂，那個是需要專業知

識的。坦白說，學校已經把它簡化，利用更簡單的方式去呈現，並將之掛在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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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學進網上去看學校財務說明，就非常清楚而一目了然。 
 
主計室 魏如芬[01:29:32] 

所謂的財務透明，比如說要知道某個計畫或是某個特別的東西，可能在上面是

沒有辦法顯現，因為這牽涉到個人需求的不一樣。其實我們學校的財務公開狀況，

是比其他的大學都好很多，但是我不能說它是最好的、它是可以滿足大家需求的，

我希望，同學你們有你們的需求，你們可以提出建議，建議以後我們再改善，因為

現在只是在講財務不透明，我覺得這一句話也是太籠統的，希望同學提出建議，以

上補充。 
 
蔡副校長[01:30:29] 
謝謝，再來就是有關公聽會是不是要跟家長溝通的問題，及整體教務方面的事情，

我們請教務長來回應，謝謝。 
 
詹教務長[01:30:46] 

抱歉，剛剛出去一下，因為記者的要求。回應幾個小問題，第一個就是PPT比
較簡化，因為我有顧慮到要保留更多時間讓同學發問，怕講的太詳細也許要半小時

以上，那我就假定同學不清楚的部分可以去查網站，而且現在從首頁就可以連進去。

再來就是專款專用的部分希望有個制度化，更制度化的規定，我想這個應該是可以

設計，我們原先是把它當個計畫管理，project management的方式去做管控，如果覺

得說這樣子還是不夠好的話，看設計個什麼樣的法規，我覺得這個是可以發展跟設

計的。 
是否要檢附所有不同的意見資料都去校務會議考量？我覺得這個應該可以做，

反正所有的意見，包括你說有多少人連署等等，我們通通如實反映上去。另外就是

開源節流的措施是不是要更具體的說明？其實在我們計畫書裡面，那幾頁是有蠻具

體的說明，只是PPT比較簡略些，如果需要更詳細的，那可能就是...要寫更多頁的計

畫書啦，只是教育部對我們的計畫書的頁數也有一些限制。 
至於教育階段，教育商品化這件事情，教育是公共財。我們覺得到目前為止，

教育，的確它在某種程度上是公共財，然後它也沒有到商品化的程度，因為我剛剛

已經講過了，就是說在教學成本裡面一個學生大概是18到21萬吧！那當中其實12萬
左右都是教育部所負擔的，學生只負擔五萬左右，所以其實在這裡面有蠻高的比例

它就是公共財的味道，我們調升1.5％或者5％等等，其實在我看來這對商品化的定

義是說，除非我們一直調，調到每一個學生收18萬或21萬以上，有拿教育來賺錢，

那可能勉強可以稱之為商品化，否則到目前為止，其實根本沒有商品化之虞。如果

照這樣子百分之一點幾、一點幾的調，其實，在二十年內我看都很難達到商品化的

目標，何況我們也並不追求這個目標，我們只是像以前高希均所寫的，「天下沒有白

吃的午餐」，我們每一個人都要為自己所付出的成本盡一點責任，那就是由公共財，

由教育部的公共財，我們學生等等，還有各界外界的捐款等等，去共同分享一些責

任，那這裡面的爭議只是說各部分的百分比是多少這樣而已。 
再來就是對弱勢生的照顧，我們目前已經擬了一個經濟弱勢生的獎學金，就是

還願獎學金的作業辦法，我們目前已經擬了草案，如果各位有需要，我們到時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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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併都把它掛在網站公開，請各位提供一些建議，那我們也一併就附到校務會議，

如果將來...校務會議有通過，教育部也有通過的話，我們就是把弱勢學生的還願獎

學金制度化，之後就依那個來處理，那就會對弱勢生有更多的照顧。事實上，我們

政大的學生，弱勢生大概是8%左右，但是我們所框的其實是18%左右，應該就是有

超過我們弱勢生的比例，那這樣是比較安全的比例。 
再來指南山莊目前對這個學雜費調整是沒有影響的，因為指南山莊的開發，到

目前為止所有的建築都是要採用募款的方式，還有教育部的補助等等，而且那個大

部分是資本門，那如果等到有建築之後，還有什麼業務費、經常門，那已經是十幾

年之後的事情，所以對目前是沒有影響。 
上次同學去教育部協商的結果，根據他們同學私下跟我講，教育部的反應主要

有兩大類，一大類是教育部一直強調說沒有減少補助經費啦！它對我們大學沒有減

少補助經費，這一點，我必須說從它給我們的經費確實是沒有什麼減少，就大致維

持衡平，可是它的方式就是說，我們剛講的過的，如果二代健保調增，如果調薪啦，...
任何事情增加的部分，它就是你各校自行吸收，所以它就是變相來說減少它對我們

的補助，各位可以了解它那個策略吧？第二個就是說，我們同學也有跟它爭取就是

說，那可不可以給大學更多的補助？因為教育是公共財嘛，那教育部的反應就是說，

這個不是教育部的事情，這個是立法院才有權利決定。你們可以私下請教一下，有

去的人包括林奕志、王淳芳等等，那些學生代表都有去，不過我們還是會繼續向教

育部去爭取就是了。 
再來是外籍生、港澳陸生等等，這調整...他們的負擔是會比較重，因為他們的

學雜費是我們的兩倍，那一般來講，我們現在...我們想要考慮的方向是這樣，就是

說，儘量讓國內外學生得到就是比較...比較公平的待遇，那麼雖然因為非台灣的學

生，因為沒有繳稅的問題，所以收學費會比較多，可是我們希望他來政大之後也得

到比較好的照顧，我們現在考慮的方向是說，我們現在對研究生，對自己本籍的研

究生，其實大概有3%左右的學生可以得到獎助學金的一些幫助，那我們是希望就是

說用類似、大約相似的比例，能夠讓外籍生或陸生也得到一些免學雜費的待遇，那

這個正在構思當中，還需要一點制度的設計。要不要向家長溝通？這個我一時還沒

有看法，得再想一下，謝謝。 
 
蔡副校長[01:38:14] 

謝謝，我再補充一下剛剛提到指南山莊的問題。指南山莊尚未交給政大，我們

收到國防部正式給學校的公文，提到明（104）年的上半年會交給政大使用。但是當

政大開始要進去開發到第一棟建築物出現，恐需歷時十年。所以今年如調整的學雜

費，絕對不會跟指南山莊的建設有任何的瓜葛存在，請各位同學放心。 
剛才所說的，調漲所增加經費用途規劃已經非常明確。在剛才所說明的表格裡，

人事經費佔百分之四十六；教學發展經費，這個部分是用來增聘TA使用的。我們希

望碩士班及博士班的同學在畢業之前，都能擁有教學的經驗走出校門，這對同學的

未來就業都是有所增益的。不僅如此，另對增益同學的學習，增加同學獨立思考能

力與表達能力等等，都有大助益。這教發經費的部分佔百分之十八；還有獎助學金

的部分，編列了三百萬元，也佔了百分之十八，這部分是用來幫助較為弱勢的同學；

還有圖儀經費佔百分之十二，大約有兩百萬。剩餘6%的部分是用以辦理畢業生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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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調查專案，畢業生的流向調查，對同學未來就業的情形、就業的方向是有很大助

益的，目前我們只是做了畢業第一年到第三年的畢業生的調查，我們希望能夠延長

為對五年內的畢業生流向調查。如此，可提供給同學未來就業時的參考，對同學來

講這些都是有實質上的意義的。時間的關係，我們是不是再請一位同學提問後，公

聽會就必須要結束，謝謝。請這位同學，阿語系同學。 
 
阿語系 陳信宇[01:40:36] 

副校長、教務長以及各位師長，就是想請問就是剛才還是沒有提到說就是...在
要漲學費的理由裡面說到因為水電雜支、因為無障礙設施、因為這些東西說才要漲

學費，可是我完全沒看到它到底要應用在哪裡？甚至連這個計畫表裡面都沒有寫到

說它的費用要用到哪裡？我不曉得...謝謝。 
 
蔡副校長[01:41:04] 

了解，假如...這一次校務會議通過，而且報教育部也核定通過調漲學雜費的話，

我們的用途不會用在您剛才所說的那個部分，就是用在剛才我報告的那些地方，百

分之四十六用在增加老師的聘任，另外百分之十八是增加在圖儀經費，另外百分之

十八是給同學的獎助學金...（陳同學：對對對，您說的我知道，那我說的東西就是...） 
 
詹教務長[01:41:34] 

我簡單回應一下，就是說水電費等等那些增加的支出我們要另想辦法，而不是

從學雜費來...譬如說...（陳同學：那怎麼會列在這個漲學雜費的理由裡面？）那是在

說明就是說...整體對學校...（蔡副校長：說明現在學校的財務狀況）對，會產生困難

的各種原因而已，各種會有虧空的地方在哪裡？然後各種會有增加來源的地方在哪

裡？就開源節流措施嘛！ 
 
阿語系 陳信宇[01:42:00] 

我想這可能要在計畫書裡面說明讓同學更了解。 
 

蔡副校長[01:42:08] 
可能在這一本裡面，就請再上網去看（陳同學：對，這個我有看過）。謝謝，我

要再一次的謝謝同學今天中午特別的撥冗，還有我們諸位師長費神的回應。學校就

像是一個大家庭，今天學校會舉辦這個公聽會，最主要就是讓我們同學了解目前學

校的的財務狀況。我們這個家庭已經出現了有一些財政上的缺口，這財政上的缺口

到底我們怎麼來共同克服？是從開源上來克服呢？還是從節流上來克服？還是該如

何來因應？大家一起共同來思考一套辦法，以解決所面對的這困境。今天公聽會所

討論的相關內容，都會如實記錄並上網，且會將這紀錄檢送校務會議代表參考，讓

校務會議的代表們大家一起來集思廣益到底我們要不要調漲學雜費？假如不調整學

雜費，目前這樣的狀況到底是否還能夠維持下去？我們的教學水平是不是還能夠維

持不墜？我想到時候進入校務會議，大家都可以彼此來交換意見。再一次的謝謝各

位同學，再一次謝謝各位師長，謝謝各位的撥冗，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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