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交通大學
高階主管管理碩士學程
TEL：03-5731770
記錄：王曦羽
EMBA 學程執行委員暨課程委員會

陽明交通大學EMBA 學程110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執行委員暨第1次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節錄)
主 席：鍾惠民(張家齊代)
出 席：林妙聰(劉敦仁代)、林春成、胡均立、姚銘忠、陳宗岡、張家齊、梁婉麗、黃宜侯、
蘇信寧、蘇醒(陳春進代) (依姓氏筆畫排列)
時 間：民國 110 年 10 月 7 日(星期四)中午 13 時 00 分
地 點：光復校區管理一館 M115、北門校區 Google meet 視訊會議
報告事項： (略)
討論議題：僅節錄案由三，其餘案由略。
案由三：高階主管管理碩士學程自 111 學年度起調整學分費案，請討論。
說 明：
1. 於 110 年 3 月 31 日執行委員會會議提案，討論通過後依「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
法」相關程序及規定辦理。
2. 於 110 年 4 月 27 日執行委員會會議成立「高階主管管理碩士學程學分費調整研議小
組」，由執行委員會成員及學生代表組成。
3. 於 110 年 5 月 5 日執行委員會議審議「學分費收費基準調整計畫書」。
4. 於 110 年 5 月 11 日公告於本學程網頁上，並設置意見陳述管道。(電子郵件信箱
emba.clwang@nycu.edu.tw)，未收到任何反映意見。
5. 於 110 年 9 月 10 日順利舉辦公聽會，與學生進行意見交流，獲得學生支持學分費調整
為每學分 12000 元。(公聽會紀錄如附件 3)
6. 學分費調整適用對象為自 111 學年度起入學之新生。
7. 請投票表決是否同意學分費調整為每學分 12000 元，自 111 學年度起入學新生適用。
決 議：除主席未參與表決外，經在場 9 位委員不記名投票表決結果，照案通過。
(9 票同意、0 票不同意)
臨時動議：無
散 會：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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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COVID -19 疫情因素 公聽會於 110 年 9 月 10 日舉辦

管理學院高階主管管理碩士學程
學分費收費標準調整公聽會 通知
會議名稱：管理學院高階主管管理碩士學程學分費收費標準調整公聽會
時 間：110 年 9 月 10 日（星期五）下午 18:00
地 點：光復校區管理一館115 室
主 席：管理學院副院長 張家齊 教授
應出席：專班學分費調漲研議小組及學生代表（張家齊 教授、碩二學生代表：蘇
醒、陳春進、楊堯馨、碩二學生代表：邱純玉、林世欽、林家玄、姚嘉文）
一、議題：管理學院高階主管管理碩士學程學分費收費標準，自111學年度起入學
學生之學分費擬由10,000元調整為12,000元。
二、流程：
18:00~18:05 簽到
18:05~18:15 説明公聽會要旨、簡報學分費調整緣由
18:15~19:00 參與人陳述意見
（依主持人指定順序發言，每人以3分鐘為限，以未曾發言者為優先）
19:00~19:10 總結

管理學院高階主管管理碩士學程
學分費收費標準調整公聽會 紀錄
會議名稱：管理學院高階主管管理碩士學程學分費收費標準調整公聽會
時 間：110 年 9 月 10 日（星期五）下午 18:00~19:10
地 點：光復校區管理一館115 室
主 席：管理學院副院長 張家齊 教授
出 席：如簽到單
記 錄：王秋蘭
議題：管理學院高階主管管理碩士學程學分費收費標準，自111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之學分費擬由10,000元調整為12,000元。
壹、主席致詞 (略)
貳、業務報告
本學程於110年4月27日執行委員會會議成立「高階主管管理碩士學程學分費調整
研議小組」，由執行委員會成員及學生代表組成。
參、簡報
肆、意見交流

管理學院高階主管管理碩士學程
學分費收費標準調整公聽會 紀錄
會議名稱：管理學院高階主管管理碩士學程學分費收費標準調整公聽會
時 間：110 年 9 月 10 日（星期五）下午 18:00 ~ 19:10
地 點：光復校區管理一館115 室
主 席：管理學院副院長 張家齊 教授
出 席：如簽到單
議題：管理學院高階主管管理碩士學程學分費收費標準，自111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之學分費擬由10,000元調整為12,000元。
記 錄：王秋蘭
(逐字稿)
副院長 : 先謝謝各位學長姐，撥空來參加我們調整學分費的公聽會，過去三年來我
都有提到要漲學費，今天這個會的召開就是為了學校的流程裡面需要有這個步驟。
我們已經招到 24E 了，我們第一屆就是這個價錢，它從來沒有漲過，其實過去各大
學的 EMBA 大概都是漲過價格的。我們等一下會看一下(簡報)其他各大學的狀況，
我們就算是漲價也還是臺政清交裡面最低的一個，對學生的壓力應該是還好，那當
然就是說所有的東西都在漲，20 年了陽春麵都不知道變多少錢了? 各項成本都提高
了，所以我們就是從 111 學年開始調漲，就是 25 屆開始，調漲學分費為$12,000。
以後管三館如果可以順利改建，EMBA 也因為有一部分，那所以我們大概有需要一
些機會在那邊，那當然我們也有想過是不是要漲更多，但我跟院長討論或許不要一
次漲太多，當然有人說漲 20 %很多，但你去看其實我們的 base 真的很低，所以就
是漲 20 %還是很低，所以我覺得對於學生的負擔還不算太嚴重了。
我們的經費來源一直是自負盈虧，學校是每學分$9000 以上要收管理費$2000，
EMBA 一學分$10,000 以上的，學校要收管理費 20 %，其實就是剩$8000，等一下我
們會讓大家看調漲之前和調漲之後 EMBA 會有多少經費，會有多少的差異。所以除
了自負盈虧之外就是要把部分轉給學校，經費的情形大概就是這樣。
(簡報) 那這個經費包括什麼呢?人事費呀、業務費呀，所有大家看到的，譬如包含
遠距教學啊的影音設備，譬如一年半前疫情發生時，馬上要轉線上授課，我們就必
須有相關的設備支出。另外我們的結餘款一半要給管理學院，一半留在 EMBA。它
主要是從 25E 進來才開始調整學分費，那當然希望保持一定的教學品質，那這裡有
比較明顯的人事費支出，例如二代健保，助教納入勞保，兼任教師納入勞保，還有

調漲教師的鐘點費等，人事的經費就增加不少，所以我們為了反應不管是人事室費
或者是我們的階段性目標以及考量要維持教學的品質所以就決定調整學分費。
現在我們來看看其他的學校學分費的收費情形，目前台大 100，政大 80 幾，清大
67，我們調整之後也才 55 左右。考量到學生修課的情形，我們目前還是維持以學
分費的方式來收取，而不是像其他學校是以整個套裝的課程來處理，另外是我們每
學分的收費相對是比較低的。還有就是說我們主要是必修課程要共同修課有它的好
處，其實本行是商學上來的人並不多，那所以就是說大家都修該修的會計、行銷啊
大家一起修課，這樣對於我們的凝聚力，號召是交大的一個特色。 同學多在一起
多討論功課還是會對同學的情誼有幫助。我也知道有很多的人要改成吃到飽，可是
憑良心講我覺得我也聽過他們，比如說他們可能會，比如說 EMBA 去修歷史課或是
什麼的，你會覺得他想要給你一種 Buffet 的感覺課程開很多，其實他就是什麼課都
有，選修的人也不見得很多。當然啊清大也是吃到飽，但我們跟他的狀況不太一
樣，像台大收的人幾乎是我們的三倍，所以在開課的效益上他們因為人數多所以開
課成班比較容易，那我們因為人數少開課一班也要 15 個人或 20 人才能成班，但我
們只有 60 個人那相對就必須要有 1/3 或者是 1/4 的人來修課，相對比較沒有那麼容
易。所以目前來講還是維持現在的狀況。那也不是說我們並不想要改變，只是我們
看了其他學校的成效其實有他的優點也有缺點。
再來我們來講平均支出，這裡是 104 年到 109 年的各項人事業務設備費，單項相加
起來產生出一年的總支出 1,600,000,000。調整前每學分實收$8000，調整後實收
$9600，在沿用過去的總支出情形之下，原來的學分費收入一年是 1,900,000,000，
那預估的收支就會從 1,900,000,000 到 2,300,000,000。但是因為我們的財務結構必
須有一半撥給管理學院，一半才能留在 EMBA。那像我們去台北上課我們也必須支
援他們那邊的教室的費用，以及相關的一些維修維護的費用，因為我們有使用台北
校區的教室，所以他們會覺得說我們 EMBA 也應該負擔部分的支出，所以我們的經
費支出也會相對比較大。我們兩個部分都必須支應。當然我覺得這對交大也比還是
有它的好處，因為某種程度我們可以吸納台北或桃園的學生，這對於招生的生源的
廣泛程度也有一定的助益，所以我們一直都有在付出一些相關的費用。這大概是這
個樣子。
那有人說你調漲之後要會要做些什麼呢？增加課程的多元性、提高教學的品質、提
升設備呀，圖書館網路設備更方便，主要是這些調整學分費是在教育部這邊規定用
在師資跟課程以及學生，有了這些增加的經費之後我們要投注經費在這個方向。再
來就是企業的社會責任，那我們一直有在做公益的活動,，比如捐給新竹一些國小棒
球相關的支援。那我們過去，學程和學生自己都有一些公益的活動，所以接下來要
有一部分的資源要投注在 USR，那當然也希望未來這個 program 會越來越好，把學
習的角度延伸到國際與世界接軌。那大概就是這樣不知道學長姐有什麼樣的想法？

(意見交流)
學生代表 1 : 陽明交大合併之後陽明的 EMBA 會不會和我們的 EMBA 合成一個
program？
副院長 : 其實是不會啊，現在他們是叫做生技 EMBA 跟我們不一樣，生醫
EMBA。但是某種程度要看學校的意思，之前我們 EMBA 有生醫組，但目前交大光
復校區這邊生醫背景的人遠遠不及一般管理方面的人，後來還是覺得回歸到一般的
高階主管組別。
學生代表 1 : 假設兩邊以後是合併，我不知道那個收費的方式會不會...舉個例子，
如果他們的學分費比較高，他們的學分費是 15,000，那我們把經費增加到每學分
12,000 會不會對我們 EMBA 學程的經費支出還是不夠?
副院長 : 我知道陽明的鐘點費比我們高很多，他們的上限比我們高很多，所以某種
程度上我們的漲價也必須要因應這部分，有可能必須要跟著他們調整，雖然目前有
很多的課程是一起上的，但大家是各 RUN 各的，比如說那邊的師資可以參與，某
種程度是兩個學位學程組織對組織的整併，那你們要收到效益就會比較快，所以如
果在校生就可以感受到那個併校的威力的話，大概就是從師資這邊直接邀請比較
快。
學生代表 2 : 我們的學分費跟其他學校相比真的很低，是否直接調高一些？
副院長 : 現在如果大家覺得說調漲得不夠啦，那我們要漲 15,000 我們要重新再走
程序，公務體系有他的規範，今天的議案還是針對調漲學分費 12,000，後面如果有
變化的話再來做考慮，之後兩個學程如果合併的時候，會視當時候的狀況來處理。
我相信未來的狀況會越來越好。
學生代表 6 : 剛剛有講到學分費調漲會不會有學生…？但老師教我們一些行銷的策
略…..，剛剛看到那些那個表之後覺得我們的收費真的是相對的低。
副院長 : 託運輸進步之福，我之前去大陸應該是上海交大吧……他們也是漲啊，就
60 漲 100 啊，我問他你漲這麼多不怕學生不來，他們說沒關係現在都用高鐵啊，我
們從山東這邊過來的。
學生代表 4 : 有很多同學來唸其實是衝著交大這個招牌。
學生代表 6 : 其實剛剛提到不論是人事費用的調整，或者是物價的成本提高，其實
調兩千塊不是覺得是真的很保守，其實這個表上面有跟其他的學校比，但我們交大
跟自己比就好，如果像在職專班，它也是自負盈虧，它剛開始$5000 後來調整到
$7000 調整 40%，其實很早很早之前就調漲了。它是 5000 調成 7000 了，那我們現
在從 10,000 調到 12,000 只有調兩千塊，相對只有 20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保守，其
實跟陽明合併很多的數據都有提升，我想這也是價值，下次可以調漲多一點讓我們
的助教可以有多一點的薪資。
副院長 : 但某種程度是要講調漲有一點偏保守，某些原因是因為學費這東西就是微

幅調漲試水溫，我寧可漲了，再來對我來講這是保守跟比較簡單的做法，也比較沒
有太多的副作用。
學生代表 7 : 我們是選學分而且只有一班，你看台大班數這麼多，它的資源更多，
照道理來講我們應該漲得更多。它數量這麼大又收這麼多它是中央廚房啊，它的數
量大，而我們的基數小，所以這個調漲是合情合理的，而且 EMBA 還是需要永續經
營的。
副院長 : 沒有永續經營人脈就會斷掉..
學生代表 6 : 執行長老師們辛苦了，之後我們會跟 25E 分享這一塊，這招生的部分
可以拿來用嗎？因為這四個學校只有我們跟其他人不一樣，他們是包套餐的方式收
取學費，我們是修多少課程才收多少費用，我們 EMBA 真的是佛心的教育呀，這看
起來真的是很便宜呀，其他在職專班早就漲成$7000 了，他們已經漲 40 %了，我們
也不希望便宜的 program 是我們的特色。
學生代表 7 : 我有另外的想法，就是說 EMBA 在收的學生裡面一定也有老闆也有下
屬，其實應該講說我們不是靠這個來賺錢的，但我們不會特別去強調便宜，我們有
的是價值，各位學長姐可以自己補差價如果覺得自己氣質有降低的。
副院長 : 學雜費一個學期大概是 14000，跟其他的學校一樣，今天這個公聽會同學
們都認可我們調整學分費，在這個過程當中同學們經過了完整的討論與溝通，同意
我們從 111 學年開始調整學分費，大家是否都附議?
在場全部學生代表 : 附議同意調整學分費。
副院長 : 經在場學生代表附議全數同意從 111 學年開始調整學分費每學分 12000。
我們今天的會議就到這裡了，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