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2/04/02 第一次研究所學雜費基數及學分費調整公聽會線上報名系統意見收集 

教務處書面回應 
單位 姓名 

1.請問您希望

能在本次公聽

會獲得哪些相

關的資訊？ 

2.針對本次公聽會之議

題，請問您有什麼問題

希望校方能現場答覆？ 

3.除上述意見外，請問您是否還

有其他想法與建議希望提供相

關會議的委員們進行決策時參

考？ 

廣告所 黃○○ 

馬總統表示，物

價波動幅度不

大，學雜費為何

要調漲？ 

針對家境較辛苦的學

生，降低助學金，又擬

調漲學雜費，請問學生

最重要的本業還能兼顧

嗎？ 

當學生的本業，從專心讀書轉為

為了生存的壓力而掙扎時，學生

學習成效低落、素質下降是可以

預料的事。我固然理解學校有其

運作的考量，但絕非利用調漲學

雜費來做為手段，解決燃眉之急

之後，然後呢？ 

1. 每年物價波動幅度不大，但累積八年，幅度就很大了（學

雜費八年未調）。 
2. 針對家境較辛苦的學生，將列為增收學費使用優先順序

之第一位，以促進校內所得重分配。 
3. 針對所謂「經濟弱勢」的定義，也將研擬放寬條件，以

擴大補助範圍。 

新聞所 陳○○ 
學校資金如何

運用、導致必須

調漲學分費？ 

調漲學分費的必要性為

何？為何調漲之前沒有

任何預警？學校隨時要

漲學分費就可以漲？ 

建立學校經費運用的公開機

制，以及調漲學分費的公開機制 

1. 學校經費運用情況，可在下列網址查詢: 
http://www.acc.nccu.edu.tw/Research/financial.pdf   

2. 調漲學分費的必要性已列舉於調漲方案之中，請參: 
http://aca.nccu.edu.tw/fees/101fees.html  

3. 公聽會等程序即可作為預警。 
4. 是否調漲，須經公聽會蒐集意見、學校行政會議審議通

過及教育部核准，並非隨時要漲就可以漲。 

勞工所 曹○○ 
了解為何只調

漲研究所 
學校不是拿到頂大補助

了 為何要漲學費 
 

學校的總財務缺口約有 4 億餘元，正因為有頂大計劃經費

挹注 2 億餘元，才能讓本校財務缺口縮減為 2 億元上下。 

公行所 卓○○ 
學費調漲金錢

用途（Ex 學生

權益、研究等） 

學校財務基金狀況、計

算大學部與研究所相關

學費資料之數據來源 

考量學校之財務使用狀況與調

漲後全校之效益（針對學生部

分） 

1. 學費調漲之金錢用途，請參調整方案

（http://aca.nccu.edu.tw/fees/101fees.html）第四點說明。 
2. 學校財務狀況請參: 

http://www.acc.nccu.edu.tw/Research/financial.pdf   
3. 計算大學部與研究所相關學費資料之數據來源，請參第

1 點，調整方案中之附件。 
4. 調漲後全校之效益主要包括:照顧經濟弱勢學生、豐富

學生學習資源、提升教學品質、促進學生國際交流機會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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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4/02 第一次研究所學雜費基數及學分費調整公聽會線上報名系統意見收集 

教務處書面回應 
單位 姓名 

1.請問您希望能

在本次公聽會

獲得哪些相關

的資訊？ 

2.針對本次公聽會之議

題，請問您有什麼問題

希望校方能現場答覆？ 

3.除上述意見外，請問您是否還

有其他想法與建議希望提供相

關會議的委員們進行決策時參

考？ 

公行所 黃○○ 

更新至101上學

期的學校財務

收支和決算預

算表 

雖然大家共體時艱，但

學校 1 億 8 仟多萬的財

務缺口，是可以靠調漲

學費就達到達到得嗎？

這次漲完沒有下一次？

還有請不要在派出代表

性人物回答問題，然後

再來個一問三不知，這

樣對問題解決沒有幫

助。 

校方請自問現在校內的教學資

源量與質、教育品質、施政方針

是可讓人心悅誠服得嗎？ 

1. 學校財務狀況請參: 
http://www.acc.nccu.edu.tw/Research/financial.pdf   

2. 學校接近 2 億元的財務缺口，是透過折舊攤提、資金借

貸、在職專班結餘、多項開源措施及各單位刪減預算等

方式（請參本方案內容）之綜合，來取得財務平衡。 
3. 學校財務缺口並非單靠調漲學費就可解決問題，學校另

已同步努力下列開源與節流措施，包含向企業及校友進

行募款、增加資產使用及權利金收入、提高投資收益、

於各建物裝設省水電配備、實施中央空調管控計畫、減

少各行政及教學單位業務經費的預算編列、控制校舍修

繕的支出、進行總員額管控及縮編福利等 
4. 我國許多大學（包含本校）的教學資源與教育品質確實

有許多可改善的空間，但長期的低學費政策加上政府補

助不足，也是當中很重要的起因之一。 
圖檔所 陳○○ 調整政策說明 說明為何要漲學費  請參方案內容: http://aca.nccu.edu.tw/fees/101fees.html  

心理所 吳○○ 

為什麼學費要

漲?有沒有先考

慮之前學校開

銷是否有浪費

之虞?（例如蓋

水岸電梯）為什

麼不漲大學部

的學費?是否可

以緩漲學費? 

以上問題我都希望可以

現場回復，校方也有責

任要現場回復。 

如果校方一定要漲學費，要漲的

有依據，這依據也必須讓大家信

服，例如校方有公開的資訊確認

之前的開銷每一筆都有花在刀

口上；另外如果要漲也必須要做

到公平，例如大學部和研究所一

起漲。我在報紙上看到只漲研究

所的原因是因為研究所的預算

無須經過教育部審核，這樣的理

由讓? 

1. 水岸電梯的主要經費來自各界捐款和本校經費資本

門，外界捐款有指定用途，且資本門經費不得流用至經

常門，而學雜費收入與支出則屬於經常門，故水岸電梯

即使不興建，其經費亦只能投資其他資本門興建，無法

減緩經常門及學雜費之壓力。 
2. 是否要漲大學部的學費，將配合教育部的全國性政策確

認後再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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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4/02 第一次研究所學雜費基數及學分費調整公聽會線上報名系統意見收集 

教務處書面回應 
單位 姓名 

1.請問您希望能

在本次公聽會

獲得哪些相關

的資訊？ 

2.針對本次公聽會之議

題，請問您有什麼問題

希望校方能現場答覆？ 

3.除上述意見外，請問您是否還

有其他想法與建議希望提供相

關會議的委員們進行決策時參

考？ 

國發所 孫○○ 
希望能提出不

調漲的方案 
再調漲之外，是否有其

他努力的空見 
學校是否更應先向教育部爭取

經費再來考慮調漲 
1. 學費若不調漲，因不涉及變動，就不必提方案了。 
2. 本校每年都非常辛苦地向教育部爭取經費。 

經濟所 曾○○ 學校道歉   

為什麼學校一直剝削研

究生？國外學校都會提

供獎學金給學生？政大

卻以財務不夠來剝削學

生？那為什麼錢不夠還

要蓋一些無用政策？ 

個人造業個人單 學校經營不善

不應由學生買單, 如果財務經費

不夠，請停掉無用建設支出,停止

書院法制化,停止無用建設計劃 
把錢用在學生才是一個學校該

做的 

1. 政大書院到目前為止皆使用頂尖大學計畫經費，並且是

本校爭取競爭型經費之重要特色，不但沒有增加校務基

金負擔，並且為政大開拓財源。 
2. 國外學校大多提供獎學金給少數學生，百分比極低，不

像本校如此廣泛發給研究生獎助學金。 

台史所 彭○○ 
學校財政收支

情形 
  

學校財務狀況請參: 
http://www.acc.nccu.edu.tw/Research/financial.pdf  

民族系 林○○ 

政大在學費凍

漲時已經有虧

損了嗎?每年虧

多少?政大支出

大都花在什麼

地方呢? 

學費漲了，錢要花在哪

裡呢?書院嗎?宿舍嗎? 
漲學費如果名義是要蓋宿舍感

覺比較能符合人心 

1. 如果調漲學費，經費將主要花在照顧經濟弱勢學生、豐

富學生學習資源、提升教學品質、促進學生國際交流機

會等對學生學習有直接幫助之項目。 
2. 政大書院主要倚賴向外爭取之計畫及競爭型經費。 
3. 宿舍以自償、自給自足、使用者付費為原則。且蓋宿舍

之經費屬於「資本門」，與學雜費之「經常門」不得流

用。 

法科所 卓○○ 

學校只是形式

上的公聽會，其

實早就有定案

要一意孤行

了，少騙人了

啦！ 

物價上漲，研究生學費

學分費調漲，為何研究

生薪水沒跟著漲? 

為何缺錢就要找學生開刀? 學
校錢都花到哪去了? 不是一直

在炫耀水岸電梯蓋得很漂亮?  

1. 公聽會之意見將作為本校行政會議代表針對本案進行

決策之重要資訊，並非形式上舉辦而已。 
2. 學校並非以薪水聘僱研究生來就讀，故無所謂調漲薪水

的問題。 

法律所 林○○ 
調漲學費充分

的理由 
  

請參方案內容: http://aca.nccu.edu.tw/fees/101fe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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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4/02 第一次研究所學雜費基數及學分費調整公聽會線上報名系統意見收集 

教務處書面回應 
單位 姓名 

1.請問您希望能

在本次公聽會

獲得哪些相關

的資訊？ 

2.針對本次公聽會之議

題，請問您有什麼問題

希望校方能現場答覆？ 

3.除上述意見外，請問您是否還

有其他想法與建議希望提供相

關會議的委員們進行決策時參

考？ 

社會所 李○○ 
政治大學首頁

等相關官方場

域 

漲價理由、資金流向、

漲後配套措施 

如何解決學生在學費漲價、助學

費調降後所可能帶來的精神失

序，如自殺等問題 

1. 漲價理由、資金流向及漲後配套措施，請參方案內容: 
http://aca.nccu.edu.tw/fees/101fees.html 

2. 目前兩大方案組合後的四種結果，每生每學年平均約須

增付一千餘元到六千餘元之間（每個月一百餘元到五百

餘元之間），視方案、學院及修習學分數等變數而定。

所增幅度是許多學生節省部分手機通訊費即可支付的

額度，且所增加之收入將優先支援經濟弱勢學生，故對

學生所增加之經濟壓力不大，未來針對精神失序、自殺

等問題，仍應循正常診斷模式，理解學生之家庭背景、

情感問題或生理病變等因素。 

社會所 蔡○○ 
學份費調整的

原因 

台大研究生不用繳基礎

學分費,其標準卻被拿來

當需要腳基礎學分費的

政大學生學分費基礎,這
合理嗎? 

漲幅是否可隨系所不同而不同,
因為每個系取得學校資源的數

量北就相差甚大 

1. 台大研究生繳交之學雜費包含定額之基本學分費，與學

生修習之學分數無關，但本校研究生則依修課之學分數

繳交不同之學分費，故本校以台大之校際選課生須繳交

之學分費作為學費調整之參考。 
2. 漲幅若隨系所不同而不同,每個系所取得學校資源就不

一樣；若各系所之學費相同,則每個系所取得學校的資源

就應該相同；但前者較複雜，付出之行政成本較高。 

哲學系 鍾○○ 
調漲學費直接

影響到學生的

好處有? 

會不會利用漲學費降低

錄取學生人數?對於留

住有潛力的人才，是否

有相關獎學金措施? 

提高台灣學費可以提高台灣文

憑價值嗎?（學生降低就讀意願） 

1. 如果調漲學費，直接影響到學生的好處:照顧經濟弱勢

學生、豐富學生學習資源、提升教學品質、促進學生國

際交流機會等對學生學習有直接幫助之項目。 
2. 是否漲學費與錄取學生人數是獨立事件。 
3. 本校在相關獎學金措施方面，將持續爭取募款；增收學

費之部分比例亦可協助獎助學金，以調節校內學生所得

重分配。 
4. 提高台灣學費可以有助於提高台灣高等教育的價值。 

 

http://aca.nccu.edu.tw/fees/101fees.html�


 
102/04/02 第一次研究所學雜費基數及學分費調整公聽會線上報名系統意見收集 

教務處書面回應 
單位 姓名 

1.請問您希望能

在本次公聽會

獲得哪些相關

的資訊？ 

2.針對本次公聽會之議

題，請問您有什麼問題

希望校方能現場答覆？ 

3.除上述意見外，請問您是否還

有其他想法與建議希望提供相

關會議的委員們進行決策時參

考？ 

公行所 林○○ 
調整學費的正

當性理由 
所有一切 學生的權益 

請參方案內容: http://aca.nccu.edu.tw/fees/101fees.html  

歷史所 藍○○ 學校網頁  
不要漲學費，漲學費就不推薦僑

生念政大 
 

台史所 張○○ 
學校經常收

益、開支、募款

明細 

財務狀況、是否有無其

他方案 
教育公益性質 

學校財務狀況請參: 
http://www.acc.nccu.edu.tw/Research/financial.pdf 
方案內容請參: http://aca.nccu.edu.tw/fees/101fees.html 

東亞所 鄭○○ 
學校預算及基

金愈運用現況 

學校有經費興建水岸電

梯和研究總中心及其他

大樓,為何沒錢支付學生

獎助金? 

亂用經費情況及學校經費運用

未明及不合理情況下,建請委員

暫緩調整費用調整 

水岸電梯、研究總中心及其他大樓的主要經費屬於資本

門，但資本門經費不得流用至經常門，而學雜費收入與支

出則屬於經常門，故這些建設即使不興建，其經費亦只能

投資其他資本門興建，無法減緩經常門及學雜費之壓力。 

新聞系 王○○ 
預估的時程及

如何考量學生

意見 
  

1. 預估時程:4/2、4/30、5/6 舉辦公聽會，六月行政會議及

/或校務會議審議。視審議結果再決定後續時程。 
2. 公聽會之意見及網路意見調查，都將作為本校行政會議

或校務會議代表針對本案進行決策之重要資訊。 

勞工所 李○○ 
詳細學校虧損

資訊 
  

學校財務狀況請參: 
http://www.acc.nccu.edu.tw/Research/financial.pdf 

台史所 陳○○ 

今後學費是否

隨校務政策（包

括建案）有所漲

幅 

具體財源 財務透明 

學校財務狀況請參: 
http://www.acc.nccu.edu.tw/Research/financi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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