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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108學年度研究生學分費收費方式調整審議小組會議紀錄 

 

時間：107年10月9日下午3時 

地點：行政大樓3樓會議室 

主席：林教務長宏璋                                                  記錄：王儷穎 

出席人員：四長、副教務長、主秘、各學院院長、通識暨共同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主計室主任 

、圖書館館長、電算中弖主任、展演中弖主任及各學院學生代表 

列席人員:本處課務組、註冊組同仁 

壹、主席致詞：本會議主要討論的學分費收費方式，是要回歸過往吃到飽的方式，本校在103

學年度改成目前使用者付費方式，經教務處蒐集相關意見回饋後，研擬了吃

到飽2.0版本，關於本案作業程序及審議小組成員係明訂於議程第12頁作業流

程圖。  

貳、教務處補充說明： 

(一)本校研究生學分費過往調整歷程可從議程第1頁瞭解，本校過往也曾採用吃到飽的收

費方式，但在第5學期起仍須依修習的學分數另繳學分費，而本校在100學年度調漲

碩博士班學雜費及學分費後，後續就引起學生連署反對於第5學期起仍需繳納學分費

的聲浪，進而才又決議自103學年度入學的研究生改以使用者付費，亦即修多少繳多

少的方式收費。 

(二)為了符合教師對於教學環境的期待，同時也避免過往吃到飽方式而使學生不滿的原

因重蹈覆轍，教務處便擬定了新版的吃到飽方式，也就是提案一所呈現的方式。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108學年度調整研究生學分費收費方式為「前 1-4 學期每期收費以各系所學生最低畢業學分

數除以 4 學期均分計算，繳納金額為學雜費基數＋基本學分費(1,600元*平均學分數)，第 5

學期起僅需繳納學雜費基數」，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 106-1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臨時動議二，經與會主管反映，現行收費方式對於系所

開課及排課有所困擾，且對於學生學習的廣度亦有所限制，建議調整碩博士生學分費

收費方式。 

(二)本處為尋求對學生公平有利之方式，續於 106-2學期第 1次及第 2次教務會議說明討

論，並再次評估衡酌後，擬以「前 1-4學期每期收費以各系所學生最低畢業學分數除

以 4學期均分計算，繳納金額為學雜費基數＋基本學分費(1,600元*平均學分數)，第

5學期起僅需繳納學雜費基數」之收費方式。 

(三)茲以 106學年度入學學生為例，調整後方案收費詴算表請參考議程第 7-8頁。 

(四)本收費方式優點: 

1.鼓勵研究生於 2年內修畢最低畢業學分數，降低修業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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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減少旁聽生人數，有助授課老師課堂管理及教學品質。 

3.不因各系所最低畢業學分數之差異性而造成不公平。 

4.第 1-4 學期繳交應修滿的畢業學分數，自第 5 學期起僅繳交學雜費基數，若學生有能

力願意多修習，對學生亦不會造成額外負擔。 

5.解決以往學生所反對之延修生收費方式(亦即「第 5學期起除需繳納學雜費基數外，另

依實際修課學分數計算學分費」)。 

(五)本收費方式缺點: 

1.以103學年度入學學生、105學年度畢業生(100學年度起入學)為例，平均超修學分數(不

含另計學分)約 2.8-4.2學分(詳第 9頁)，以 107學年度碩博士班招生名額 292名並以

每位學生修習學分數較畢業學分多 3學分估算，每屆學生(從入學至畢業期間，約為 3-4

年)，與現行的使用者付費方式比較，可能會少收 140 萬左右(292*3*1,600 元)，但前

提此計算方式是依過往的經驗值，並不代表未來學生修習超過畢業學分數的意願。 

(六)本提案決議通過後，續提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審議，自108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主席補充說明: 

(一)請參考補充資料意見調查及與他校比較的收費標準表。 

(二)另外在美國大多數學校都是採用 credit system,就是修多少繳多少，但有些實驗性及

創作性的藝術大學，例如加州藝術學院，就鼓勵學生跨領域的多修習課程，據瞭解當

初會從吃到飽收費方式改成現今使用者付費方式，也是因為戲劇學院的學生訴求而改

變的。 

學務長: 

當初提案的學生是個僑生，沒多久就畢業了，但弔詭的是，後來所採用的收費方式也不是

學生所訴求的方式，現行的使用者付費方式反而是一個對學生跟對學校都不是很好的方案。 

美術學院學生代表： 

同學聽了都蠻贊同學分費吃到飽的方案，僅擔弖吃到飽方案是否之後會因此調漲學分費，

但美術所的人可能修完應修的學分就已經夠多了，不確定會不會需要超修，但不是很確定

其它系所的情況。 

主席回應: 

本次討論的方案是沒有漲價的，僅是收費方式的改變；的確各學院畢業學分數不一樣，例

如美碩創作組的畢業學分數是偏高的。 

戲劇學院學生代表： 

很贊成此提案的收費方式，例如戲劇系有一門關於當代議題的課程很熱門，修課人數上限

15人，但實際上課的人有 20多人，也有很多外系所的人來修，但很多人礙於學分費考量，

選擇旁聽，因為我是授課老師的指導學生，所以偶爾也會幫忙協助處理課堂事務，大量旁

聽的人就讓教授就很困擾，因為自己也會想多修一些外系所的課，也因為經濟考量所以這

學期有些課程也選擇旁聽，所以十分贊同吃到飽方案，鼓勵有餘力修課的人可以跨域選修。 

學務長: 

我以戲劇系老師的立場補充學生代表所說的，現況就是當課程很熱門，但授課老師卻仍要

擔弖課開不成，就是願意修課的學生很多但卻因為需再繳費而不選課，造成老師需要私下

去找學生繳費選課，這真的是很弔詭的現象，也很對不起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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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務長: 

此外很重要的是，原本本校很強調的跨域的傳統就因此被抹煞了。 

文資學院學生代表： 

建文所的學分很少，只有 35學分，很容易就可以修完，大家很樂意多修其他課，但因為顧

慮學分費而有很多人選擇旁聽，有些課實際修課人數很少，就會造成老師的困擾。另詢問

繳費的方式是前 4個學期都要繳嗎? 

教務處補充說明: 

以建文所為例，目前畢業學分數 35個學分，除以 4學期，前 1-4學期需繳學雜費基數及 8.75

個學分的學分費(參閱議程第 8 頁)，第 5 個學期就僅繳納學雜費基數。另外補充，若在學

期中休、退學，退費方式將比照教育部所訂「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退費基準表」的比例退

費。 

舞蹈學院學生代表： 

我們的畢業門檻是 50學分，電影所是 56學分，但我相信還是有學生會超修，我是很贊成

吃到飽方案。 

教務處補充說明: 

以前的吃到飽方案 1.0 版，雖同樣是均分前 4 學期繳納，但 5 學期修課仍須繳費，目前的

吃到飽 2.0版本方案，是第 5學期僅需繳納學雜費基數(註冊費)，不需再另行繳納學分費。 

影新學院學生代表： 

因為電影所是 3年制，那要除以 6學期或是除以 4學期計算? 

教務處補充說明: 

系所的課程安排可能會依修業年限去設計，但在教育部學籍上的認定，第 5學期已統稱為

延修生，所以也需配合學籍的管理，收費方式才統一以 4學期均分計算。 

電影系助教: 

在本系招生簡章上明訂 3年制，不知是否有違反教育部的規定? 

教務處補充說明: 

研究所修業年限是 1-4 年，也有些學校修業年限僅一年的情況，所以系所在修業年限 1-4

年內安排課程都沒問題，只是在教育部的學籍認定上及所有統計報表的填報基準，第 5 學

期均統稱為延修生。 

音樂學系主任(代理出席): 

有關此方案的缺點，短收的部分是否學校願意概括承受? 

教務處補充說明: 

就如同先前所強調的，這是以過去的數據所做的預估，不見得代表未來每屆的學生每位都

會超修，就像美術學院學生代表說的，該所學生大部分應該僅會修滿畢業學分就不會再超

修，此外，此預估值是以「每屆學生」做為計算單位(從入學到畢業約莫 3-4年時間始能總

體計算出是否實際有超修)，且每個學院特性不同，加上每屆畢業學分數也可能會不同，至

少學校已將該收的畢業學分費收到，嚴格說來應收的畢業學分費並未少收。 

主計室主任: 

提出新的吃到飽方案，與使用者付費的精神是不一致的，如果該繳的人少繳，享受的人也

是由全校學生買單，所以減少的資源是全校共享的，所以也有公平性的考量，學雜費的收

入也是學校主要的自籌收入，在學雜費不易調漲的情況下，如果一個制度的改變就會短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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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學校自籌經費的考量是不易的。 

主任秘書: 

此提案對學生而言只有利多，沒有任何的損失，當然老師們也希望朝這方向走，如同主計

主任所提，學校多收的經費都是回到教學研究上，教務處是否能精算一數字，將可能超修

學分而少收的金額，再分攤給學生因吃到飽而需多繳的金額為何? 

教務處補充說明: 

若涉及調漲單價的部分又是另一個議題，需要依教育部規範並由各單位撰擬研究生學雜費

調整規劃書報部備查，依過往經驗都是從長計議並一次調足，若每年都需微量調漲所耗費

的行政成本不言可喻。 

展演中弖主任: 

建議能否依照提案內容來討論，若將來果真有短收或缺口，再來檢討收費方式如何填補，

所以現在也不要膠著在預估的 140萬的假設數字上。 

學務長: 

這短收金額未來在真正在帳面不知是如何呈現，但事實上就成本而言並沒有增加，一個好

的課程，只要 2 個學生選課就開課了，實際上成本也沒增加，10 幾個人來上課，老師的負

擔量是 ok的，大家願意多學習所得到的好處很大，所以也看不出成本是增加在哪? 

音樂學系主任(代理出席): 

因為討論也需要將這些成本考量進去，也擔弖未來是否也會影響行政教學的部分? 

主席回應: 

因為這樣討論所涉及的層面很廣，原則上還是建議依目前提案一的內容來討論。短收的這

個數字，完全是一個想像的數字，是一個隱性的數字。如果照現在使用者付費方式，因為

學生都算得很精準，就會變成下有對策，就是學生上課都是旁聽的情況。 

教務處補充說明: 

學校改成吃到飽 2.0 的方式跟臺大跟陽明大學的收費方式是相似的。本校研究生的學雜費

基數與學分費經過上次調漲後，目前與各校比較下也不是最低的，且短收的部分實際上不

太可能精算，因為學生進出收退費用變動很大，會計實在也無法做精確的估算，若考量少

這 100 多萬到底會不會影響教學成本，也請大家考量教學效益，如果要讓學生有更好的受

教權，各系所也需要多努力募款。 

戲劇學院學生代表： 

用短收的詞彙很不精準，實際上是不是短收也不一定，以學生的普遍弖態就是學分已經修

完，就不想要繳錢，所以也可以選擇旁聽，而且還要考量另一個機會成本就是教授在面對

大量的旁聽生時，也需要付出行政跟教學成本，例如 2 名學生選課即可開課，但旁聽生有

10 位，加上現在已取消停修課程之修課人數限制，若因那 2 名學生退選而導致課開不成，

這對教授也是很大的羞辱，對其他 10位同學而言也很可惜。若短收 140萬這筆費用是虛的、

是估算出來想像的數字，與實際上考量教學前端的困境比較之下，我覺得此方案是可行的。 

主任秘書: 

學校的成本跟提供好的教學成本該如何衡量，目前聽起來是有比較多人修課、比較少人付

費，那老師的授課成本到底從哪裡負擔，到時候造成的缺口是會反映在哪?這讓人有點擔

弖，是不是能有 2種不同的方案來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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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長: 

本方案的優點已經暗示得很清楚，優點實在太多了，唯一的缺點只是這 100 多萬可能是未

來隱藏的成本，但光從所列的這些優點看來，如可由 100 多萬換取，我覺得很好，而且全

面性的瞭解各方案也不是那麼簡單，若以前的吃到飽如果對學校不是負擔，為何現在會變

成負擔?我也不清楚為何當初吃到飽方式要改成使用者付費方式，總之我是單純地覺得優點

大大的多於缺點。 

舞蹈研究所所長(代理出席): 

美國的學校生態和國內的學校生態是有差距的，外國的學費是高很多的，美國的學費每年

固定會漲，可能也是需要考量的不同點。 

主席回應: 

我剛所提美國加州藝術學院是藝術大學中排名很前面的學校，使用者付費是源於美國

credit system的學校，但此類學校大部分都是綜合大學，而且不管是學分制還是吃到飽制，

學費都比臺灣貴很多，我所強調的是藝術大學要有這樣的信念，要相信藝術教育的可能性，

這 100多萬相較於教育部的各項計畫補助經費其實是微不足道的。 

主任秘書: 

我再補充說明所謂精算的方式，是否能以每個學院最低畢業學分數加 3 個學分再除以 4 乘

以 1,600元來計算。例如臺大的收費方式 25,640是怎麼訂的? 

戲劇學院學生代表： 

但這方式有不正義的問題，若學生除了畢業學分外都不想再多修? 

教務處補充說明: 

需再說明的是，在進行學生公聽會時，不可能訂出多種方案讓學生去選擇，而且本校各學

院的畢業學分數差異很大，本處在研擬方案時就覺得要找出一個讓每個學院學生都覺得公

平的方式簡直是不可能的任務，若是統一另加 3 個學分的方式收費，對於畢業學分數低的

學生與畢業學分數高的學生所被加收的比例差異是很大的，所以目前的提案的方式對學生

而言反倒是比較公平的，學生也會比較服氣。臺大的 25,640是學雜費含基本學分費，扣除

學雜費基數後(12,540元)，實際上臺大也隱含了 32-33個畢業學分(13,100元)，且為全校

統一，而本校的基本學分數是 24-56個學分不等，所以其實臺大對學生是更利多的。 

主席回應: 

臺大各系所的畢業學分抓的基數其實是抓得蠻緊的，所以各學院不會差很多。 

主計室主任: 

我們沒法跟臺大比，因臺大財務面的各項資源很多，所以是不倚重學雜費的，所以臺大可

以有調降空間，而本校學雜費收入是主要的收入來源，所以對本校的影響比較大。 

教務處補充說明: 

本次所討論的提案學雜費是沒有變動的，只是差在學分費的部分。 

主席回應: 

主計室主任擔弖的是學校的收入，但如果教學環境能提升更前瞻並更優質，即便是少收，

其實也是把成本回饋到學生及老師的身上，在經濟成本上的考量是必要的，而且也可從各

式各樣的專案補助計畫來彌補。 

戲劇學院院長： 

當初戲劇學院研究生提案使用者付費的方式時，主計主任也曾向學生說明學校財務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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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方式造成的影響就是旁聽生過多造成老師的困擾，所以才在教務會議上提議再改回吃

到飽的方式，我想所有的收費方式都會有正反面意見及優缺點，但據現在提案的吃到飽收

費方式對學生是做到最正向也是最合理的方式，雖然可能對學校收入或多或少會有影響，

但據教務長前面所言，整體而言對整個教學面向是正向提升的，應該先支持通過提案，之

後再來檢討。 

決議:照案通過，嗣後責成主計室與教務處於施行後先觀察數年學分費收入上的變化，再依本校學

雜費收費基準調整作業流程進行評估討論調整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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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碩士班學生選修大學部課程，是否比照大學部學生選大學部課程免收學分費，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學務處生輔組 107年 3月 21日第 1071001003號簽文(參考第 10頁)，於 106-2學期第 1

次學生事務會議動議，建議本校碩士班學生選修大學部課程，比照大學部學生選大學部課

程免收學分費案。 

(二)以 105、106學年度本校研究生下修學士班之學分另計課程為例(參考第 11頁)，平均每年

修課人數 149名修習 412學分估算，如研究生修習其他學制課程免收學分費(不含英檢、教

育學程課程)，學校每年短收約 42萬左右(412*1,030元)。 

(三)本提案決議通過後，自 108學年度起全校研究生均適用，併前案續提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

審議。 

主計室主任： 

除了臺大沒有收下修學士班的費用，其他學校都有收，難道本校也要反其道而行？本校實在比

不上臺大的條件。 

學務長: 

本校在 99學年度以前實施吃到飽的收費方式，是否有另收下修學士班的費用?若以前都有收費

也可維持收費。 

教務處補充說明: 

提案一跟提案二是各自獨立的議案，不一定提案一通過提案二也需通過，在 99學年度之前 1-4

學期也是吃到飽的方式，只有在第 5學期的延修生才有另收下修學士班的費用。 

副教務長: 

也可比照過往方式前 4學期不收，第 5學期才收。 

展演中弖主任: 

如果前 1-4學期不收費的話，第 5學期應該也收不到，如真的不收就乾脆不收，若要收就要在

前 4學期收，但須考量碩士班的學生普遍經濟狀況都不佳，除了舞蹈與音樂外，很多學生都非

來自本科系，都會被要求要下修大學部課程，收費雖無不可，但相對也造成有很多學生延畢、

休學就是為了要打工去賺學費，所以是很兩難的局面，但不管此案通不通過，在公聽會也需要

讓學生瞭解。 

舞蹈學院學生代表： 

舞蹈所有要求須下修大學部課程，但內規是不用選課也不用收費的。 

副教務長： 

因為舞蹈研究所表創所有一些非本科系上來碩班的，所以會有這些內規，但是仍有學生會延畢

到 4、5年。 

主席回應： 

以美術學院為例，我們鼓勵研究所學生下修大學部的課程，但是學生多是採取旁聽的方式修

課，所以事實上是沒有收費的。 

戲劇學院學生代表： 

戲劇所下修狀況大約都在研一、研二，如非本科系的學生，像導演組或表演組的學生，如對劇

場概念不清楚，就會被所上要求下修大二、大三的課，所以碩三還會下修大學部課程的情況很

少，可能性不高。若學校改成吃到飽，在前 4學期不收費、第 5學期又要收費，會不會也造成

學校行政作業上的負擔，學生也會有點混亂，是否就併同提案一的做法，況且大學部的性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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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是偏大班課，都有 10 人以上，通常下修課程的人數也不會增加太多，教授並不會增加太

多的負擔。經徵詢戲劇系同學的意見，如果要收費也可，因為是自己能力不足，就當做是補習

費；當然在考量學生經濟狀況下，如果能不收對學生而言也很好，可以省錢。 

學務長: 

下修學士班最多會承認幾個學分? 

教務處補充說明: 

下修大學部課程的學分皆不予承認。 

展演中弖主任: 

所以對學生而言，繳費修課但又不計入學分，所以為何還要繳費也是大家的共同弖聲，在戲劇

學院有些課是不開放旁聽的，一定得選修，但旁聽的情況就是對學生的掌控也很困難，例如劇

設系有內規是向下修習大學部課程都要超過 70分以上，並會和主修課成績掛在一起。 

研發長： 

我是 Impact 執行長，也是老師跟校友，所以弖中很掙扎，當然我也擔弖學校的財政狀況，但

站在長遠角度來看，如果同學們愛修課就讓他們努力的學習，也許如教務長講的，站在補足學

生能力的立場，我覺得北藝就拚個未來，也可統計哪些學院有這樣的狀況，哪些課程或哪些系

所真的會因這樣的制度受到影響，由相關單位做為計畫上的支持，讓認真的同學能無憂無慮的

修滿這些課，但是濫用資源也是不好的，也可研擬若有同學浪費資源就不可享受這樣權利的配

套措施等等，因為真的也有遇過經濟非常困難的學生，需要打工來賺學費，如果站在長遠培養

未來藝術人才的立場，學校若有這能力有後端資源的支持，例如用校級的計畫案補足可能的缺

口等方式，我是非常願意支持的。 

主席回應: 

課務組知道實際上各系所下修大學部課程的實際情況嗎?例如有多少課程、多少人去修課?42

萬是如何計算出來的，實際上發生在哪個系所? 

教務處補充說明: 

議程第 11頁是用人工估算大約的數字，如需要精算則需要請電算中弖協助。 

美術學院學生代表： 

下修大學部課程大多是採用旁聽的方式，大部分是屬於大學部的技術課程，多半是素材課、裱

褙課之類的，也因為是旁聽，所以有些人可能中途有事就不去了，就算選課不用錢可能也是採

用旁聽的方式而不會選課。 

展演中弖主任: 

如果是非本科系的學生，是否可由各系所檢討列出至少要修習多少大學部學分的基礎課程才能

畢業，例如 10到 15學分以內可以不用付費，超過這個數額就要付費等方式收費。 

副教務長： 

舞蹈所就是採用這樣的方式，因為有很多學生非科班出生，尤其在創作這塊，所以就有內規要

求學生去上大學部課程，也會請導師確認評估並提會討論，而大學部的老師也會要求每堂課都

要簽名，所以這可能要回歸各系所的問題，根據各自專業需求去做實際的管控。 

主席回應： 

有鑒於各所在制定下修大學部的課程標準是有差異的，需要用一個更周延的方式去討論，也要

知道各系所要求下修的課程是多少，像美術學院並沒有硬性規定，通常只是教師建議。 

決議:本案俟蒐集相關資料後另案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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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倘前述兩討論方案通過，依本校調整作業流程(詳議程第 12-13頁)，續請學務處於本學期前

辦理學生公開說明會，俾利本案續提 107-2學期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審議，相關時程提請討

論。 

說明:學分費收費方式調整案至遲須提報 108年 3月 26日之行政會議及 4月 23日校務會議，審議通

過並於 5月底前報部備查後施行。 

展演中弖主任: 

如果第二案緩議的話，是否也須在公聽會時讓學生明白收費跟不收費的理由? 

學務長: 

因第二案跟第一案也有關聯性。 

主席回應: 

希望近期內能盡快召開會議進行討論。 

教務處補充說明: 

因今日的審議會議主要是要討論第一案，會將第二案列出來是因為學生會在學務會議的提案，

才將此案列入議程，若第二案未便於此次會議達成共識，就是照現行規定一樣收費沒有影響，

且下修學士班所收的學分費是大學部的學分費 1,030元，與第一案討論的研究生學分費收費方

式亦無直接關聯性。 

戲劇學院學生代表： 

如果第二案的討論會議能在 12 月前開完，就可以於學務處公聽會同時說明兩案的狀況，也趕

得及 108 年 3 月 26 日的行政會議，因為第二案是學生代表所提出來的意見，反而是學生關弖

的議題。如教務處確定第二案趕不及提行政會議跟校務會議，才建議有條件式的將兩案脫鉤，

以確保第一案能優先處理。 

學務長: 

所以也跟學生代表達成共識，萬一第二案來不及討論就讓兩案脫鉤。 

主席回應: 

公聽會主要以提案一進行討論，提案二的部分因各學院的標準差異性大，需要等蒐集相關資料

後再進一步討論。 

戲劇學院學生代表： 

建議通識的課程也需要討論，像我本身也會去旁聽通識課程，所以此案涉及的層面有點廣，到

底下修的範圍要如何界定? 

決議:如在時程上來得及，就請學務處將第二案併同第一案於學生公聽會說明；如第二案確定來

不及討論達成共識，就先以第一案為主召開學生公聽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