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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 第二十二屆學生會 行政部門 學雜費調整專責小組



（107.05.09 修正錯字） 
每年四五月教育部皆會詢問學校，下個學年度（9月）之學雜費徵收是否調整。欲調整之學校須滿足專科以
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等相關辦法，並依照《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第 9 條規定公開程序(註1)，
並充分與學生溝通。 
 
然，近日傳出校方以開班會等名義，繞過審議小組先行舉辦具「說明會」性質的活動，以滿足教育部相關
調整的要求（如，1.公開說明會次數、時間及地點 2.出席學生人數 3.發言紀錄及學校回應意見）使參與相
關活動的同學，在不清楚事件原委的情況下，為學校調整學雜費案背書。 
　 
故此，為確保同學能清楚表達自己意見與立場，建立本表單，不論您是否曾經參與相關說明會、座談會，
皆可填寫表達自己的立場，捍衛自己的權益！ 
　 
/ 
【註1】《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第 9 條： 
學校依前條規定調整學雜費收費基準，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資訊公開程序：學雜費使用情況、調整理由、計算方法、支用計畫（包括調整後預計增加之學習資
源），及研議過程之各項會議紀錄、學生意見與學校回應說明等資訊，應於研議期間公告。 
二、研議公開程序：研議調整學雜費收費基準之校內決策方式、組成成員及研議過程均應公開；其成員應
包括學生會等具代表性之學生代表，並應舉辦向學生公開溝通說明會議及設置學生意見陳訴管道。 
 
【註2】相關連結 
＞聲明全文線上好讀版：http://bit.ly/學生會聲明1070508  
＞學雜費調整校內審議程序：http://financial.cmu.edu.tw/discussion.html 
＞相關會議通報平台：http://bit.ly/相關會議通報平台 
 
調查單位： 
中國醫藥大學 第二十二屆學生會 行政部門 學雜費調整專責小組 
 
負責人： 
中國醫藥大學 第二十二屆學生會 會長 邱于嘉

調查說明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bit.ly%2F%E5%AD%B8%E7%94%9F%E6%9C%83%E8%81%B2%E6%98%8E1070508&h=ATM2Kf2uWPgeVLh4rjuivj6ziDa2Z-dAj5Bk_OvVMuL_oWSenmN4uqzdx7vfnDWJnC5ELg0x0_2VP_ru-eHn7KnuI1jaw2hXefM0xvWPtGMttQtXlk7Rjl_fYP6kej1g95nyY3jL7S6mpA
http://financial.cmu.edu.tw/discussion.html
http://bit.ly/%E7%9B%B8%E9%97%9C%E6%9C%83%E8%AD%B0%E9%80%9A%E5%A0%B1%E5%B9%B3%E5%8F%B0


量化調查 
結果
我同意中國醫藥大學基於校
務發展等理由，於107學年
度調漲學雜費

不同意
99%

同意
1%

不同意
收回份數：　1088 份 
有效份數：　1052 份 
同意人數：　　12 人 

不同意人數：1040 人



質化調查 
結果
收回份數：1088 份 
填答份數：412 份

學校硬體設備總是到有嘉賓來才會做表面的維修整理，教室也總是會跟醫院共用，甚至以醫院方利益為優先，學校資源都挪用，還想漲學費？本來就不便宜的學費，師資也不是水準很高，甚至要到上外聘老師的課才會感覺有收穫？好的老師一個一個不見，不知道學校怎麼解釋？廁所的門，壞的壞，歪的歪，教室麥克風造成上課噪音，半個學期來也不見改善，飲水機從來就沒有喝過正常的水溫，我不太清楚，學校漲的學費有什麼有遠見的規劃？ 

錢那麼多是不會蓋一個體育館，宿舍是不會蓋多一點給學生，還要學生自己外面租房子，你有想過平民百姓的負擔嗎 我知道你們都很有錢 可不可以有點良心奉獻給中國醫的學生嗎 自己看看其他學校 

飲水機都很老了，幾個人裝水就太熱沒辦法用水出不了，我沒錢，不要漲。 

學費已經很貴了，我家真的很窮。 

資訊未公開，未見學校資源和設施有所提升。 

一句話形容百大教學設施：金玉其外敗絮其中。 
教學實驗設備老舊，教學大樓破爛，師資流動率超高，我是不相信學費調漲這些會改善喇　 

而且，自己醫院連學生看病都這麼貴還好意思漲學費哦？ 

調整學雜費用於增加學校設備，將福利給予學生我沒意見。但不好意思我並沒有看見任何的改變，立夫教學大樓全部飲水機有將近8成是有問題的，冰水溫度40度，請問改善了嗎？ 我看到的是為了給貴賓看到的門面，把一樓廁所水龍頭換成自動式，請問這樣對學生有什麼幫助？立夫二樓的地磚也脫落了許久，有人去維修了嗎？學餐的環境蚊子多沒冷氣，學校改善了嗎？希望別再把學生的意見的反應丟入大海，這樣會讓學生更失望！ 

馬來西亞都變天了希望學校也能換一片天，學費有夠貴師資又不好，好的老師都外面請來的結果只給三堂1700好意思河河河河，連個大操場都沒有就只有校隊優先使用，是打多好？停車位那麼少，何不拆一棟醫院來停，教室電風扇他媽有夠爛動不動就掉下來，立夫另一側樓梯的牆壁是怎樣？豆腐渣工程裡面還塞海綿。宿舍也不會蓋好一點蓋多一點，有夠爛！！！演唱會找一些聽都沒聽過的人好意思？辦活動也不會多給一點經費。更好笑的是，帶朋友來參觀校園都很丟臉，那麼爛那麼小別人都誤以為中正公園是我們校園，他們只知道醫院很多，但不知道教學大樓才4棟。 

學費已經很貴了，再漲就付不起了。 

不要再漲學費了，每天三餐都有問題了，再漲就要去跳樓了。 

學費本來就已經貴到不行了，不要再漲了。 

學費調漲，卻沒讓學生感受到學校實質上照顧我們的感覺，這叫我們怎麼信服！ 

覺得一下子調漲這麼多，對於一些家境較不好或有學貸的同學是一經濟壓力，希望要調漲的話，可慢慢增加。 

家境本來就夠不好了，再漲就交不起學費要退學了。 

學費已經很貴了，不要再漲了！ 

拜託有點邏輯，就不相信你們每個都醫生藥師高學歷的，會不懂？不要把政府所說的公開說明會以班會形式帶過，我就不信這個連國中生都懂的事情，看不出端倪？ 
設問，漲學費，錢都馬說會回歸到學生身上。「來，紅包媽媽幫你存起來以後給你用」這句話比喻的夠清楚了吧。 

今天只喊漲，各院各系有沒有列出未來欲升級的軟硬體清單？到底回饋在學生哪裡？很簡單的道理嘛，雙層牛肉吉士堡比單層的貴，為何有人買單，因為看得見他有兩層肉啊，因為公開透明嘛！那今天什麼東西？ 

請問多繳的這筆錢流向何處？蓋醫院？水湳校區？多繳錢，可以把健身房器材換新？壞掉的器材修好？ 

設備都那麼老舊，設施也這麼少，拿著我們的錢去蓋水湳校區？蓋醫院？ 
請告訴學生們都把學費拿去哪花了，蓋新校區我們可都還用不到，那憑什麼漲學費？ 

學雜費調漲應該更謹慎決定相關辦法，並且經公佈後，由該屆入學開始，不應在學生就學生期間調整，有違當初入學時提供之資訊。 
學校硬件，實驗室儀器，電子論文資源都沒有整體性的提升，學校真得收支不平衡到需要向學生提高收費的地步嗎？ 

調整學雜費，請問學校將我們的學費用去哪裡了，用到入不敷出？這種話還要我們相信，省省吧。 
現在的學費已經貴一個讓一些家庭有點難負擔了，可是為甚麼我看不到使用在我們學生身上？我看到就只有老舊的校舍、故障的設施、不存在的運動場、狹小的空間…等等根本說不完，然後醫院咧？寬敞的空間、頂尖的設備、舒服的環境、蓋不完的醫院、佔用教學用地…等等，請問學校這樣的差異要我們學生怎麼接受調漲學雜費。 

我沒做實驗不要漲我學費！使用者付費。 
了 

我無感受到學校有積極在改善學生福利及課程內容，例如： 
1. 提供足夠經費採買實驗器材 

2. 提供完善專業的通識課程 
3. 提供多元的圖書館藏書 

4. 提供足夠的閱讀空間 
5. 提供完善的運動場地 

6. 提供完善的學生活動場地及設備 
以上等等的事項 使我無法接受學校提漲學費，若學校以班會或是說明會的形式，強迫學生為學校背書，我認為學校這樣有失公平正義以及教育道德。 

學費漲師資又不會漲，現在的教學品質看就知道學費有沒有用在學生身上。 

身為全額學貸並且完全支撐自己生活的學生，調漲會為我帶來壓力。 

實習不在醫院還要付學費已經很不合理了，這些錢不能用在繳費者的身上，現在還要漲學費？ 
如果要調整，請把那些錢用在哪裡的明細一一列出來。 

我沒錢，我負擔就學貸款，出社會就負債，調漲會讓我很辛苦。 

請列出具體的多收學雜費之運用事項且希望能讓學生「有感」。 

學校中醫師資沒有實質的增加。 

倘若真要調漲學費，請完整說明原因，用途將用在哪裡。 

學費已經很貴了還要漲？若是真的漲了學費又要用去哪裡？ 
入學以來，真的不知道學校究竟對學生付出過甚麼？場地不足不解決，設備爛不更新，更扯的是沒看過哪間大學的圖書館只有兩層？！還是樓中樓，請來的老師有些根本不會教課，對於漠視學生權益的學校，怎麼還說得出想漲學費？！ 

請學校先公開財務狀況，看有多少經費用在教學軟硬體。 

學生受教品質未見其提升，反倒是學費先有感地上漲，真的本末倒置。 

如果學校經費費不足調漲學學費不如裁員學校的一堆米蟲。 

你不讓學校漲學費到時候課程不夠有水準他們會怪錢不夠。 

就和購買東西一樣，如果要調漲價錢，在購買前就應該告知消費者；同樣地，若是在入學前公告，固然沒有爭議，然而對於已就讀的在學學生，不應調漲學費。希望學校能在財務規劃上，額外也考慮到所有學生的權益。 
希望校方能提供調整學雜費的充分必要理由，以及說明增加的學雜費將用於什麼用處。另外，也請校方尊重程序正義，以合法合理的程序討論學雜費的調整。一個不尊重程序的校方將永遠得不到學生的尊重與信任。 

毫無正當理由，隨意調漲學費，請不要把學校當成營利事業在經營。 

未明確知道調整學雜費的原因，甚至確定調整後，也未必能享受如期的設施或政策，如此無感之調漲，對於學生及家長實在不公平，事實上，在私校本身已經算昂貴的學費之下，卻仍有許多不足，例如：多個他校醫學大學擁有powercam等設備及措施，（對於學校而言，可能負擔不甚大，但對於學生學習有利的相關設備），只是中國醫藥大學卻未提供如此便利學校課後複習的資源，若希望能再次聆聽老師課程，則只能透過自己錄音等等，由此例看來，代表學校也尚未好好聽見學生真正需求，即自行視其所需調漲，實為不公。 

我知道學校錢不夠用，但我不認為學校的教學品質、設施等等有好到需要調漲學費，貴校的調漲前學費已經讓人很有負擔，我知道我們的醫院賺的也不少，要真的缺錢可否從其他地方下手而不是從學生呢。 

當本校為最有錢的私校時，看看鳥籠生鏽多年，每年都造成學生受傷的鐵絲網圍牆，看看學生餐廳環境不佳滿是病媒蚊的環境，我們還是醫學大學嘛？什麼都沒有為學生做，卻想要漲學費請問道理何在呢？ 
你要漲學費不應該跟我講，請先去說服我父母，謝謝。 

中國醫的教授與研究人員薪水比起其他醫學大學是比較弱勢的，學生學雜費和其他學校相比卻是差不多的。那我們設備上並沒有想像中這麼優質，以一個200大學校來說實在有點可憐。若是漲學費可以擴增校地或是興建體育館或是教學大樓或是學生宿舍揪可以接受。但不能接受這些校地變醫院。 

師生比不協調，也沒操場，要調漲的資訊不明。 

我不懂你們調整學雜費的用意。 
用在學生身上嗎？讓我們環境更好嗎？好好想想吧！不是每個家庭要錢都可以把錢拿出來，我就不說中國醫跟別的大學的所有！所有！的設備差異有多大了 反正也不奢求什麼了啦 老師好好的教學生就好了 連師資都有待加強了還調什麼學雜費，補習的人那麼多是為什麼，我看其他學校補習的人是少數為什麼中國醫大部分都在補習。 

沒有看到實體投注在系上、不合理調漲。 

調漲的同時理應讓我們知道能多什麼權利，所以我拒絕調漲，你講了有什麼好處我也不想要。 

要漲不是完全不行，先把設備修好再談，互助A區、立夫教室多少桌燈都掉下來，黏個膠帶就可以修好的東西都不修，校園網路也是常常斷線，更甭提操場、宿舍，運動會要花超過兩小時通勤根本笑話，健身器材壞了也常常放上數月才理會，有幾台則是根本不想修，如果能將上述問題解決，再討論漲學費事宜才是教育方的本分。 

為何教學用地可以拿去蓋醫院，而醫院賺了那麼多錢卻不行那來補助學校？ 
我們跟亞洲大學是同一個理事長，學校是把錢都拿去投資亞大了喔？ 

要養醫院養產業園區的 關學費什麼事？看這種死不更新的校園設備，有臉跟學生多收錢，真是鈔票越厚臉皮越厚。 

請問學費的調漲，是用在必要支出嗎？ 

沒有表明具體事項就調漲學費，如果被挪用至別處學生也不會曉得。希望學校能提出說明，並尊重學生的意見。 

為什麼要調整？如果要調整，請把學費降低謝謝。 

The school are never viewed as priority in the first place and I don't see that the money we gives would really be returned to us as our benefits. It can be seems by all the defectives equipment especially laboratory equipment we are using. 

學費沒有反應在學校設備上還需再調漲有些不合理。 

沒看到學校有付出對學生有利的改變之處，那為何要調漲學費？ 

學校沒有理由的調漲學費，使中國醫成為醫學大學中最貴的學校。1500或許對某些人是小錢，但對我們這些家境不好、辦學貸的學生來說，畢業後又增加了一萬多的負債。 

要漲的話至少互助教室的黑板 、牆壁等等要重新上漆吧？還有立夫三部電梯那的樓梯，旁邊的牆壁也是破了個大洞。 

醫院賺這麼多錢沒理由漲學生學費，全台最貴醫學大學，沒操場，宿舍舊，醫院蓋最多，笑死人。 

學生活動空間小，使用資源也處處被限制。漲學費？！先把學生最需要ㄉ圖書館和球場蓋好再來漲。 

請學校不要再這樣漠視學生的權益了，再這樣下去只會流失更多學生！！！！ 

調漲學費原因要先透明化，才能探討是否要合理調漲。 

師資不佳。 

原來已經夠貴了~~這樣學生往後還學貸會更加辛苦。 

沒有理由可以漲學費， 
第一學校設備沒有提升 

第二連免費機車停車場都沒有 
第三醫院蓋了這麼多，連操場都不願意提供給我們，卻拆了學生宿舍來蓋醫院，為自己賺錢，還又要漲學生學費 

第四我們未來在醫院實習，都當免費勞工了，還要漲學費 
第五沒有感覺學校有什麼有感的升級，我認為沒有理由可以漲學費 

學費很貴但學校設備都很老舊 漲了就全部翻新嗎？學費這麼貴 但校園的規模比醫院還小 學費貴但我感覺不到這校園規模是大學 所以我覺得沒有漲的必要。 

不要增加外籍生的負擔。 

首先，目前的學費已經頗為昂貴，漲價可能會造成某些家境困難的學生處境更加為難，尤其是在學校原有的獎學金非常稀少且嚴格的狀況下。 
其次，學校這麼多年的學費並沒有反映在我們平常使用的器材教室上，很多教室實驗室的器材都非常破舊，北港宿舍更是如此。 

其三，學校將學費調漲的原因之一必定有水湳校區的建立，然而目前許多人將不會使用到水湳校區，且對於水湳仍然有人保持疑問。 

調漲學費但多付的錢也不是用在學生身上，不要再說什麼以後實習需要的屁話。 

學生並沒有享受到該有的福利。與別校相比中國醫藥大學沒有超場、宿舍也只有大一可以住甚至近期要拆除、社團社辦環境都是蚊蟲，教室到處油漆剝落等等。 

學校的公共空間已經少之又少，該有的資源都沒有，尤其球場空間的問題一直存在，醫藥大學都一直推廣大家多運動但沒有空間怎麼運動？一直調漲學費沒有解決到問題，醫院不斷賺錢，好的老師不斷被挖角到亞大，中國醫是以後都開醫院就好嗎？同樣是醫學大學憑什麼我們資源比別的醫學大學少還要付更多的學雜費？這完全不對等啊。再怎麼沒腦袋也知道這個道理吧？學生辦活動每次都有紛爭，不外乎是因為空間狹小？學校難道都沒看到嗎？自習的空間更是少的可憐，立夫教室也只有在本部大系要面試才會上漆，平常掉漆成那樣也不補漆。真心不懂到底把錢花到哪裡去？ 
學費已經夠貴了 別再拿學生家長的錢去蓋醫院。 

讀私立大學已經造成家裡不少的負擔，希望學校能多多為學生及家長著想！ 

私立學費對於學生已經是一大負擔了，學校應以教育為主，應盡量以學生著想！並且，學校未有具體說明為什麼需要將學費調漲。 

在調漲學雜費的時候應該要把所需部分一一列出。到目前為止，看不出有需要調漲學雜費的地方。況且我校學雜費本來就不便宜實在很難同意再在學生及家長身上繼續增加負擔。 

原本5萬多的學費就已經沒有讓人感覺有5萬多的水準，還要調漲？？？ 

付出的學費並沒有得到等價的校園設備，又或者說，學生的權益一再的被枉顧；提出修繕申請，學校也沒有及時處理，不值得我們繳交更高額的學費。 

學費已經名列台灣大學私校前列了，而且加上附屬機構的收入每年的收入都有所上升，不明白漲學費的理由為何。最後是學校的獎助學金名額少門檻高，學費還要漲？這讓那些弱勢家庭如何負擔？ 

做為最有錢的私校，應該把錢花在學生身上，讓學生有感覺到學校真的有在關心我們。 

若果今天學費可以對應反映出學校的改進 我會考慮調漲 但今天走在學校 可以清楚看到校園中大多設備老化 環境惡劣 而只有部分樓層是良好完善（例如立夫7樓）再看看實驗大樓 鳥籠等地方 改善空間巨大！ 

如果需要，我覺得應該要把學校的年度支出表做出來。 

系上的課程安排都沒辦法保證未來出路所需的技術與知能，學校還想漲學費會不會笑死人? 
學校這幾年根本也沒有什麼大建設，而且醫院還那麼賺錢，我真的想不到這樣罔顧學權的學校有什麼漲價權利。　　 

學費原本已經很高了，還不滿足嗎？真不懂學校拿我們學費去做什麼？還要再漲？！ 

以目前的情況來說，學費並沒有反映在學生需要的資源上。 

請問調漲學雜費教室冷氣會變涼嗎？請問調漲學雜費電子講桌會換新嗎？學費已經夠貴了，高層是沒養過小孩是嗎？我家錢都快不夠花了還給我漲學費。 

生活獎學金從120人調降到80人已經不能再可以了喔，還調學費是不是有點過分了。 

沒有增加額外的設施為什麼可以漲？說了很久的體育場，如今也沒個著落，水湳建設如果需要錢，請向能使用到的學生收費，現在漲的學費，也無法確實用於現在的學生。 

宿舍都沒有、教室的話筒和投影儀有些都壞的、爛的，還想漲學費？ 

校方應多重視學生的權益和教育品質，不應只把利益放在眼前。 

在師資設備軟硬體都這麼爛的情況下調漲學費完全不合理，學生的學費根本沒有回饋在學生身上。 

請問附屬醫院，附屬兩個字，賺錢了不是應該回饋了嗎？烏鴉返哺。 

請把中國醫學生繳的錢用在中國醫，不要拿去別的地方用後還要學生多繳錢。 

沒有感受到學校的教育資源有如何的提升，調漲學費實在不合理。 

請先讓學生看到學校的建樹，其實有很多金錢的使用可以更透明化，學校應該多多聽取學生的意見。 

而且學費並無直接反應到教學品質和學習環境，因為至始至終都不怎麼優良。 

學費已經很貴了！！且無法呈現在教學品質跟校園環境上！！調漲學費完全不合理！！ 

在學期間即擬訂的學費標準不宜更動，且學校每位學生每學期收了5-7萬不等的學費，早就已經比很多私校貴很多，然而學校硬體設備還是如此破舊，到底錢用在哪了？如果學校對學生真的很好，很照顧學生，又積極打造優質的學習環境，我們當然沒有理由反對，但是眼見學校只重視研究，硬體設備破舊不更新（請高層去看看，尤其互助大樓除了3A01、3A02以外，課桌椅是什麼樣子？立夫一樓的小講堂，那些桌椅又是什麼樣子?還有同學要拿出小講堂的桌子被劃傷，學校根本不重視學生的安危！）、師資又不足（校務評鑑只是人事大搬風，校方當學生傻）。 

醫院常常利用學校資源，請醫院的盈餘撥一部分給學校先，不要老是找學生要錢，請學校公開程序。 
現在的學費已經夠高了，這些錢在學生身上看不到實質的效益，如今又要調漲學費，不僅讓現在學生對學校失望，也讓往後新生更加三思考慮是否要來讀中國醫。 

學校這麼少的資源給我們是要收那麼多的學費幹嘛？ 

學校對於教學師資的過濾篩選實在不太確實，多堂醫學系必修課依舊必須依靠學生自讀 
學習成效怎麼可能會好到哪裡去？這樣的學習費用竟然還要提升？而且無論如何反應都不見改善，北南多所醫學院皆設有powercam並且習以為常，得知醫院也設有這樣的設備，上課聽爛老師上課已經很困難了，連幫助上課吸收與複習的powercam都沒有，希望學校可以為學生的學習未來感到擔憂，在思考學雜費調漲前，先讓學生感受到學校的教育意志吧。 

設備沒有比較好，教室普遍偏老舊，校園環境也很小，球場的數量和品質都不佳，但學費卻要比別人貴，不合理。 

學校目前的發展狀況我沒有不滿意（雖然也沒有非常滿意），所以我不願多花錢弄校務發展 

學校目前真的有把學生的錢花在對"學生"有利的校務發展上嗎？如果有請透明化讓繳錢的我們和父母可以確認。 

醫學系學費已經高達7萬多元，對於需要自行負擔學費以及生活費的學生壓力已經相當龐大，若再調漲學費會嚴重影響此類學生的學習品質。況且學校打著增加教學軟硬體設施的口號收了這麽多的學費，也完全不見校園硬體設備的更新與進步，自修教室不足、運動場地不足、學生宿舍床位不足且老舊，唯有醫院佔地與設施不斷更新。身為中國醫學大學的一員感到相當的羞恥與無奈。 

請將蓋醫院的錢給學生更好的讀書環境，這是200大應有的氣度。 

身為私立大專院校資產排行第一名怎麼會需要學生的學雜費呢？宿舍都蓋成癌症醫院了，跟你們最愛的病人收不是很好嗎　？　　 

學費已經不便宜了，再次調漲有些家庭壓力會變很大。 

太貴了，不要調漲，家長會很辛苦。 

錢都花在不需要更換的東西，像是改學生資訊系統，很多設施都不更新，理由是沒錢，再收取更多的學費，這樣真的很不行。 

學費已經夠貴了幹嘛還要漲？醫院蓋很多不是賺很多錢了？ 

學校應該明確的說明我們學費都花在哪裡，需要一個詳細的細目。況且，我覺得目前所繳的學費已經很貴了！希望校方不要調漲我們的學費。 

1. 蓋水湳校區沒錢並不應該用增加學生的學雜費來增加經費，經費不足校方應該要再想其他辦法增加經費，比如園遊會義賣，增加學生學雜費絕對不會是選項。 
2. 增加學雜費的運用我並不認同，無法接受。 

學校有些建設不是很新，而且現在學費已經有點貴，請問學校都將我們的學費用在哪？ 

希望學校可以體諒我們僑生，我們來這裡讀書已經離開了自己家鄉而且又沒辦法打工，特別住在北巷的時候。而且學費本來就不便宜，再加上明年很多學生要租房子，本部宿舍又要拆，希望學校可以體諒學生，不要給學生壓力，謝謝。 

學費經濟已經很有負擔了，家裡也不只一個子女要付學費，拜託別再漲了。 

不要只會蓋醫院 連個像樣的運動場地都沒有，儀器設備這麼爛，全台灣最賺錢的醫院，還要漲學費是怎樣，以為每個人都富二代啊。 

學校已經賺很多錢了，再漲下去學生也很有負擔。 

中國醫應詳細列出學校的開支細項，而不是含糊列出幾個統計數字就要調漲學費，而且調漲之後學校的教學品質會得到改善嗎？還是要拿這些費用去建設水湳校區？還是只是進到某些人的口袋裡？中國醫沒有理由只為了少數人的利益而調漲學費。有傳聞中國醫的教授主任的薪水與其他私校相較之下少很多，而中國附醫又是國內數一數二賺錢的醫院，這樣還要調漲學雜費來平衡學校支出？我覺得非常不合理。很多學生都是背負著學貸的壓力入學，學校不應該這樣壓榨學生，把學生當作搖錢樹，教育部應該詳細審查學校的開支細項，不能單單相信學校呈交的表面數據。 

關於這次學校漲學費一事，我堅持反對立場。 
第一，學校完全沒有拿出學費支出細項，我們不知道現在的學費被用在哪些部分，更不知道未來調漲的費用會帶給我們什麼福利，如果不是用在學生身上，請不要要求學生繳錢。 

第二，學校設備不如其他大學這是眾所皆知的事，沒有操場也沒有體育館，然而學校並沒有更新設備的意圖，甚至還剋扣學校場地去蓋醫院，我同意醫院比較賺錢，但既然如此就請不要用教學名義去買地，學校的醫院叫附設醫院，我們不是醫院附設學校。 
第三，身為一個全球百大學校，學校並沒有把學生當人而是作為繳錢機器。 

完全沒在顧家境困難的人，位出社會就已經先負債了還要負債更多嗎，令人傻眼，完全沒在關心學生吧。 

中國醫藥大學是一間真正的學習店堂! 



學校硬體設備總是到有嘉賓來才會做表面的維修整理，教室也總是會跟醫院共用，甚至以醫院方利益為優先，學校資源都挪用，還想漲學費？本來就不便宜的學費，師資也不是水準很高，甚至要到上外聘老師的課才會感覺有收穫？好的老師一個一個不見，不知道學校怎麼解釋？廁所的門，壞的壞，歪的歪，教室麥克風造成上課噪音，半個學期來也不見改善，飲水機從來就沒有喝過正常的水溫，我不太清楚，學校漲的學費有什麼有遠見的規劃？ 

錢那麼多是不會蓋一個體育館，宿舍是不會蓋多一點給學生，還要學生自己外面租房子，你有想過平民百姓的負擔嗎 我知道你們都很有錢 可不可以有點良心奉獻給中國醫的學生嗎 自己看看其他學校 

飲水機都很老了，幾個人裝水就太熱沒辦法用水出不了，我沒錢，不要漲。 

學費已經很貴了，我家真的很窮。 

資訊未公開，未見學校資源和設施有所提升。 

一句話形容百大教學設施：金玉其外敗絮其中。 
教學實驗設備老舊，教學大樓破爛，師資流動率超高，我是不相信學費調漲這些會改善喇　 

而且，自己醫院連學生看病都這麼貴還好意思漲學費哦？ 

調整學雜費用於增加學校設備，將福利給予學生我沒意見。但不好意思我並沒有看見任何的改變，立夫教學大樓全部飲水機有將近8成是有問題的，冰水溫度40度，請問改善了嗎？ 我看到的是為了給貴賓看到的門面，把一樓廁所水龍頭換成自動式，請問這樣對學生有什麼幫助？立夫二樓的地磚也脫落了許久，有人去維修了嗎？學餐的環境蚊子多沒冷氣，學校改善了嗎？希望別再把學生的意見的反應丟入大海，這樣會讓學生更失望！ 

馬來西亞都變天了希望學校也能換一片天，學費有夠貴師資又不好，好的老師都外面請來的結果只給三堂1700好意思河河河河，連個大操場都沒有就只有校隊優先使用，是打多好？停車位那麼少，何不拆一棟醫院來停，教室電風扇他媽有夠爛動不動就掉下來，立夫另一側樓梯的牆壁是怎樣？豆腐渣工程裡面還塞海綿。宿舍也不會蓋好一點蓋多一點，有夠爛！！！演唱會找一些聽都沒聽過的人好意思？辦活動也不會多給一點經費。更好笑的是，帶朋友來參觀校園都很丟臉，那麼爛那麼小別人都誤以為中正公園是我們校園，他們只知道醫院很多，但不知道教學大樓才4棟。 

學費已經很貴了，再漲就付不起了。 

不要再漲學費了，每天三餐都有問題了，再漲就要去跳樓了。 

學費本來就已經貴到不行了，不要再漲了。 

學費調漲，卻沒讓學生感受到學校實質上照顧我們的感覺，這叫我們怎麼信服！ 

覺得一下子調漲這麼多，對於一些家境較不好或有學貸的同學是一經濟壓力，希望要調漲的話，可慢慢增加。 

家境本來就夠不好了，再漲就交不起學費要退學了。 

學費已經很貴了，不要再漲了！ 

拜託有點邏輯，就不相信你們每個都醫生藥師高學歷的，會不懂？不要把政府所說的公開說明會以班會形式帶過，我就不信這個連國中生都懂的事情，看不出端倪？ 
設問，漲學費，錢都馬說會回歸到學生身上。「來，紅包媽媽幫你存起來以後給你用」這句話比喻的夠清楚了吧。 

今天只喊漲，各院各系有沒有列出未來欲升級的軟硬體清單？到底回饋在學生哪裡？很簡單的道理嘛，雙層牛肉吉士堡比單層的貴，為何有人買單，因為看得見他有兩層肉啊，因為公開透明嘛！那今天什麼東西？ 

請問多繳的這筆錢流向何處？蓋醫院？水湳校區？多繳錢，可以把健身房器材換新？壞掉的器材修好？ 

設備都那麼老舊，設施也這麼少，拿著我們的錢去蓋水湳校區？蓋醫院？ 
請告訴學生們都把學費拿去哪花了，蓋新校區我們可都還用不到，那憑什麼漲學費？ 

學雜費調漲應該更謹慎決定相關辦法，並且經公佈後，由該屆入學開始，不應在學生就學生期間調整，有違當初入學時提供之資訊。 
學校硬件，實驗室儀器，電子論文資源都沒有整體性的提升，學校真得收支不平衡到需要向學生提高收費的地步嗎？ 

調整學雜費，請問學校將我們的學費用去哪裡了，用到入不敷出？這種話還要我們相信，省省吧。 
現在的學費已經貴一個讓一些家庭有點難負擔了，可是為甚麼我看不到使用在我們學生身上？我看到就只有老舊的校舍、故障的設施、不存在的運動場、狹小的空間…等等根本說不完，然後醫院咧？寬敞的空間、頂尖的設備、舒服的環境、蓋不完的醫院、佔用教學用地…等等，請問學校這樣的差異要我們學生怎麼接受調漲學雜費。 

我沒做實驗不要漲我學費！使用者付費。 
了 

我無感受到學校有積極在改善學生福利及課程內容，例如： 
1. 提供足夠經費採買實驗器材 

2. 提供完善專業的通識課程 
3. 提供多元的圖書館藏書 

4. 提供足夠的閱讀空間 
5. 提供完善的運動場地 

6. 提供完善的學生活動場地及設備 
以上等等的事項 使我無法接受學校提漲學費，若學校以班會或是說明會的形式，強迫學生為學校背書，我認為學校這樣有失公平正義以及教育道德。 

學費漲師資又不會漲，現在的教學品質看就知道學費有沒有用在學生身上。 

身為全額學貸並且完全支撐自己生活的學生，調漲會為我帶來壓力。 

實習不在醫院還要付學費已經很不合理了，這些錢不能用在繳費者的身上，現在還要漲學費？ 
如果要調整，請把那些錢用在哪裡的明細一一列出來。 

我沒錢，我負擔就學貸款，出社會就負債，調漲會讓我很辛苦。 

請列出具體的多收學雜費之運用事項且希望能讓學生「有感」。 

學校中醫師資沒有實質的增加。 

倘若真要調漲學費，請完整說明原因，用途將用在哪裡。 

學費已經很貴了還要漲？若是真的漲了學費又要用去哪裡？ 
入學以來，真的不知道學校究竟對學生付出過甚麼？場地不足不解決，設備爛不更新，更扯的是沒看過哪間大學的圖書館只有兩層？！還是樓中樓，請來的老師有些根本不會教課，對於漠視學生權益的學校，怎麼還說得出想漲學費？！ 

請學校先公開財務狀況，看有多少經費用在教學軟硬體。 

學生受教品質未見其提升，反倒是學費先有感地上漲，真的本末倒置。 

如果學校經費費不足調漲學學費不如裁員學校的一堆米蟲。 

你不讓學校漲學費到時候課程不夠有水準他們會怪錢不夠。 

就和購買東西一樣，如果要調漲價錢，在購買前就應該告知消費者；同樣地，若是在入學前公告，固然沒有爭議，然而對於已就讀的在學學生，不應調漲學費。希望學校能在財務規劃上，額外也考慮到所有學生的權益。 
希望校方能提供調整學雜費的充分必要理由，以及說明增加的學雜費將用於什麼用處。另外，也請校方尊重程序正義，以合法合理的程序討論學雜費的調整。一個不尊重程序的校方將永遠得不到學生的尊重與信任。 

毫無正當理由，隨意調漲學費，請不要把學校當成營利事業在經營。 

未明確知道調整學雜費的原因，甚至確定調整後，也未必能享受如期的設施或政策，如此無感之調漲，對於學生及家長實在不公平，事實上，在私校本身已經算昂貴的學費之下，卻仍有許多不足，例如：多個他校醫學大學擁有powercam等設備及措施，（對於學校而言，可能負擔不甚大，但對於學生學習有利的相關設備），只是中國醫藥大學卻未提供如此便利學校課後複習的資源，若希望能再次聆聽老師課程，則只能透過自己錄音等等，由此例看來，代表學校也尚未好好聽見學生真正需求，即自行視其所需調漲，實為不公。 

我知道學校錢不夠用，但我不認為學校的教學品質、設施等等有好到需要調漲學費，貴校的調漲前學費已經讓人很有負擔，我知道我們的醫院賺的也不少，要真的缺錢可否從其他地方下手而不是從學生呢。 

當本校為最有錢的私校時，看看鳥籠生鏽多年，每年都造成學生受傷的鐵絲網圍牆，看看學生餐廳環境不佳滿是病媒蚊的環境，我們還是醫學大學嘛？什麼都沒有為學生做，卻想要漲學費請問道理何在呢？ 
你要漲學費不應該跟我講，請先去說服我父母，謝謝。 

中國醫的教授與研究人員薪水比起其他醫學大學是比較弱勢的，學生學雜費和其他學校相比卻是差不多的。那我們設備上並沒有想像中這麼優質，以一個200大學校來說實在有點可憐。若是漲學費可以擴增校地或是興建體育館或是教學大樓或是學生宿舍揪可以接受。但不能接受這些校地變醫院。 

師生比不協調，也沒操場，要調漲的資訊不明。 

我不懂你們調整學雜費的用意。 
用在學生身上嗎？讓我們環境更好嗎？好好想想吧！不是每個家庭要錢都可以把錢拿出來，我就不說中國醫跟別的大學的所有！所有！的設備差異有多大了 反正也不奢求什麼了啦 老師好好的教學生就好了 連師資都有待加強了還調什麼學雜費，補習的人那麼多是為什麼，我看其他學校補習的人是少數為什麼中國醫大部分都在補習。 

沒有看到實體投注在系上、不合理調漲。 

調漲的同時理應讓我們知道能多什麼權利，所以我拒絕調漲，你講了有什麼好處我也不想要。 

要漲不是完全不行，先把設備修好再談，互助A區、立夫教室多少桌燈都掉下來，黏個膠帶就可以修好的東西都不修，校園網路也是常常斷線，更甭提操場、宿舍，運動會要花超過兩小時通勤根本笑話，健身器材壞了也常常放上數月才理會，有幾台則是根本不想修，如果能將上述問題解決，再討論漲學費事宜才是教育方的本分。 

為何教學用地可以拿去蓋醫院，而醫院賺了那麼多錢卻不行那來補助學校？ 
我們跟亞洲大學是同一個理事長，學校是把錢都拿去投資亞大了喔？ 

要養醫院養產業園區的 關學費什麼事？看這種死不更新的校園設備，有臉跟學生多收錢，真是鈔票越厚臉皮越厚。 

請問學費的調漲，是用在必要支出嗎？ 

沒有表明具體事項就調漲學費，如果被挪用至別處學生也不會曉得。希望學校能提出說明，並尊重學生的意見。 

為什麼要調整？如果要調整，請把學費降低謝謝。 

The school are never viewed as priority in the first place and I don't see that the money we gives would really be returned to us as our benefits. It can be seems by all the defectives equipment especially laboratory equipment we are using. 

學費沒有反應在學校設備上還需再調漲有些不合理。 

沒看到學校有付出對學生有利的改變之處，那為何要調漲學費？ 

學校沒有理由的調漲學費，使中國醫成為醫學大學中最貴的學校。1500或許對某些人是小錢，但對我們這些家境不好、辦學貸的學生來說，畢業後又增加了一萬多的負債。 

要漲的話至少互助教室的黑板 、牆壁等等要重新上漆吧？還有立夫三部電梯那的樓梯，旁邊的牆壁也是破了個大洞。 

醫院賺這麼多錢沒理由漲學生學費，全台最貴醫學大學，沒操場，宿舍舊，醫院蓋最多，笑死人。 

學生活動空間小，使用資源也處處被限制。漲學費？！先把學生最需要ㄉ圖書館和球場蓋好再來漲。 

請學校不要再這樣漠視學生的權益了，再這樣下去只會流失更多學生！！！！ 

調漲學費原因要先透明化，才能探討是否要合理調漲。 

師資不佳。 

原來已經夠貴了~~這樣學生往後還學貸會更加辛苦。 

沒有理由可以漲學費， 
第一學校設備沒有提升 

第二連免費機車停車場都沒有 
第三醫院蓋了這麼多，連操場都不願意提供給我們，卻拆了學生宿舍來蓋醫院，為自己賺錢，還又要漲學生學費 

第四我們未來在醫院實習，都當免費勞工了，還要漲學費 
第五沒有感覺學校有什麼有感的升級，我認為沒有理由可以漲學費 

學費很貴但學校設備都很老舊 漲了就全部翻新嗎？學費這麼貴 但校園的規模比醫院還小 學費貴但我感覺不到這校園規模是大學 所以我覺得沒有漲的必要。 

不要增加外籍生的負擔。 

首先，目前的學費已經頗為昂貴，漲價可能會造成某些家境困難的學生處境更加為難，尤其是在學校原有的獎學金非常稀少且嚴格的狀況下。 
其次，學校這麼多年的學費並沒有反映在我們平常使用的器材教室上，很多教室實驗室的器材都非常破舊，北港宿舍更是如此。 

其三，學校將學費調漲的原因之一必定有水湳校區的建立，然而目前許多人將不會使用到水湳校區，且對於水湳仍然有人保持疑問。 

調漲學費但多付的錢也不是用在學生身上，不要再說什麼以後實習需要的屁話。 

學生並沒有享受到該有的福利。與別校相比中國醫藥大學沒有超場、宿舍也只有大一可以住甚至近期要拆除、社團社辦環境都是蚊蟲，教室到處油漆剝落等等。 

學校的公共空間已經少之又少，該有的資源都沒有，尤其球場空間的問題一直存在，醫藥大學都一直推廣大家多運動但沒有空間怎麼運動？一直調漲學費沒有解決到問題，醫院不斷賺錢，好的老師不斷被挖角到亞大，中國醫是以後都開醫院就好嗎？同樣是醫學大學憑什麼我們資源比別的醫學大學少還要付更多的學雜費？這完全不對等啊。再怎麼沒腦袋也知道這個道理吧？學生辦活動每次都有紛爭，不外乎是因為空間狹小？學校難道都沒看到嗎？自習的空間更是少的可憐，立夫教室也只有在本部大系要面試才會上漆，平常掉漆成那樣也不補漆。真心不懂到底把錢花到哪裡去？ 
學費已經夠貴了 別再拿學生家長的錢去蓋醫院。 

讀私立大學已經造成家裡不少的負擔，希望學校能多多為學生及家長著想！ 

私立學費對於學生已經是一大負擔了，學校應以教育為主，應盡量以學生著想！並且，學校未有具體說明為什麼需要將學費調漲。 

在調漲學雜費的時候應該要把所需部分一一列出。到目前為止，看不出有需要調漲學雜費的地方。況且我校學雜費本來就不便宜實在很難同意再在學生及家長身上繼續增加負擔。 

原本5萬多的學費就已經沒有讓人感覺有5萬多的水準，還要調漲？？？ 

付出的學費並沒有得到等價的校園設備，又或者說，學生的權益一再的被枉顧；提出修繕申請，學校也沒有及時處理，不值得我們繳交更高額的學費。 

學費已經名列台灣大學私校前列了，而且加上附屬機構的收入每年的收入都有所上升，不明白漲學費的理由為何。最後是學校的獎助學金名額少門檻高，學費還要漲？這讓那些弱勢家庭如何負擔？ 

做為最有錢的私校，應該把錢花在學生身上，讓學生有感覺到學校真的有在關心我們。 

若果今天學費可以對應反映出學校的改進 我會考慮調漲 但今天走在學校 可以清楚看到校園中大多設備老化 環境惡劣 而只有部分樓層是良好完善（例如立夫7樓）再看看實驗大樓 鳥籠等地方 改善空間巨大！ 

如果需要，我覺得應該要把學校的年度支出表做出來。 

系上的課程安排都沒辦法保證未來出路所需的技術與知能，學校還想漲學費會不會笑死人? 
學校這幾年根本也沒有什麼大建設，而且醫院還那麼賺錢，我真的想不到這樣罔顧學權的學校有什麼漲價權利。　　 

學費原本已經很高了，還不滿足嗎？真不懂學校拿我們學費去做什麼？還要再漲？！ 

以目前的情況來說，學費並沒有反映在學生需要的資源上。 

請問調漲學雜費教室冷氣會變涼嗎？請問調漲學雜費電子講桌會換新嗎？學費已經夠貴了，高層是沒養過小孩是嗎？我家錢都快不夠花了還給我漲學費。 

生活獎學金從120人調降到80人已經不能再可以了喔，還調學費是不是有點過分了。 

沒有增加額外的設施為什麼可以漲？說了很久的體育場，如今也沒個著落，水湳建設如果需要錢，請向能使用到的學生收費，現在漲的學費，也無法確實用於現在的學生。 

宿舍都沒有、教室的話筒和投影儀有些都壞的、爛的，還想漲學費？ 

校方應多重視學生的權益和教育品質，不應只把利益放在眼前。 

在師資設備軟硬體都這麼爛的情況下調漲學費完全不合理，學生的學費根本沒有回饋在學生身上。 

請問附屬醫院，附屬兩個字，賺錢了不是應該回饋了嗎？烏鴉返哺。 

請把中國醫學生繳的錢用在中國醫，不要拿去別的地方用後還要學生多繳錢。 

沒有感受到學校的教育資源有如何的提升，調漲學費實在不合理。 

請先讓學生看到學校的建樹，其實有很多金錢的使用可以更透明化，學校應該多多聽取學生的意見。 

而且學費並無直接反應到教學品質和學習環境，因為至始至終都不怎麼優良。 

學費已經很貴了！！且無法呈現在教學品質跟校園環境上！！調漲學費完全不合理！！ 

在學期間即擬訂的學費標準不宜更動，且學校每位學生每學期收了5-7萬不等的學費，早就已經比很多私校貴很多，然而學校硬體設備還是如此破舊，到底錢用在哪了？如果學校對學生真的很好，很照顧學生，又積極打造優質的學習環境，我們當然沒有理由反對，但是眼見學校只重視研究，硬體設備破舊不更新（請高層去看看，尤其互助大樓除了3A01、3A02以外，課桌椅是什麼樣子？立夫一樓的小講堂，那些桌椅又是什麼樣子?還有同學要拿出小講堂的桌子被劃傷，學校根本不重視學生的安危！）、師資又不足（校務評鑑只是人事大搬風，校方當學生傻）。 

醫院常常利用學校資源，請醫院的盈餘撥一部分給學校先，不要老是找學生要錢，請學校公開程序。 
現在的學費已經夠高了，這些錢在學生身上看不到實質的效益，如今又要調漲學費，不僅讓現在學生對學校失望，也讓往後新生更加三思考慮是否要來讀中國醫。 

學校這麼少的資源給我們是要收那麼多的學費幹嘛？ 

學校對於教學師資的過濾篩選實在不太確實，多堂醫學系必修課依舊必須依靠學生自讀 
學習成效怎麼可能會好到哪裡去？這樣的學習費用竟然還要提升？而且無論如何反應都不見改善，北南多所醫學院皆設有powercam並且習以為常，得知醫院也設有這樣的設備，上課聽爛老師上課已經很困難了，連幫助上課吸收與複習的powercam都沒有，希望學校可以為學生的學習未來感到擔憂，在思考學雜費調漲前，先讓學生感受到學校的教育意志吧。 

設備沒有比較好，教室普遍偏老舊，校園環境也很小，球場的數量和品質都不佳，但學費卻要比別人貴，不合理。 

學校目前的發展狀況我沒有不滿意（雖然也沒有非常滿意），所以我不願多花錢弄校務發展 

學校目前真的有把學生的錢花在對"學生"有利的校務發展上嗎？如果有請透明化讓繳錢的我們和父母可以確認。 

醫學系學費已經高達7萬多元，對於需要自行負擔學費以及生活費的學生壓力已經相當龐大，若再調漲學費會嚴重影響此類學生的學習品質。況且學校打著增加教學軟硬體設施的口號收了這麽多的學費，也完全不見校園硬體設備的更新與進步，自修教室不足、運動場地不足、學生宿舍床位不足且老舊，唯有醫院佔地與設施不斷更新。身為中國醫學大學的一員感到相當的羞恥與無奈。 

請將蓋醫院的錢給學生更好的讀書環境，這是200大應有的氣度。 

身為私立大專院校資產排行第一名怎麼會需要學生的學雜費呢？宿舍都蓋成癌症醫院了，跟你們最愛的病人收不是很好嗎　？　　 

學費已經不便宜了，再次調漲有些家庭壓力會變很大。 

太貴了，不要調漲，家長會很辛苦。 

錢都花在不需要更換的東西，像是改學生資訊系統，很多設施都不更新，理由是沒錢，再收取更多的學費，這樣真的很不行。 

學費已經夠貴了幹嘛還要漲？醫院蓋很多不是賺很多錢了？ 

學校應該明確的說明我們學費都花在哪裡，需要一個詳細的細目。況且，我覺得目前所繳的學費已經很貴了！希望校方不要調漲我們的學費。 

1. 蓋水湳校區沒錢並不應該用增加學生的學雜費來增加經費，經費不足校方應該要再想其他辦法增加經費，比如園遊會義賣，增加學生學雜費絕對不會是選項。 
2. 增加學雜費的運用我並不認同，無法接受。 

學校有些建設不是很新，而且現在學費已經有點貴，請問學校都將我們的學費用在哪？ 

希望學校可以體諒我們僑生，我們來這裡讀書已經離開了自己家鄉而且又沒辦法打工，特別住在北巷的時候。而且學費本來就不便宜，再加上明年很多學生要租房子，本部宿舍又要拆，希望學校可以體諒學生，不要給學生壓力，謝謝。 

學費經濟已經很有負擔了，家裡也不只一個子女要付學費，拜託別再漲了。 

不要只會蓋醫院 連個像樣的運動場地都沒有，儀器設備這麼爛，全台灣最賺錢的醫院，還要漲學費是怎樣，以為每個人都富二代啊。 

學校已經賺很多錢了，再漲下去學生也很有負擔。 

中國醫應詳細列出學校的開支細項，而不是含糊列出幾個統計數字就要調漲學費，而且調漲之後學校的教學品質會得到改善嗎？還是要拿這些費用去建設水湳校區？還是只是進到某些人的口袋裡？中國醫沒有理由只為了少數人的利益而調漲學費。有傳聞中國醫的教授主任的薪水與其他私校相較之下少很多，而中國附醫又是國內數一數二賺錢的醫院，這樣還要調漲學雜費來平衡學校支出？我覺得非常不合理。很多學生都是背負著學貸的壓力入學，學校不應該這樣壓榨學生，把學生當作搖錢樹，教育部應該詳細審查學校的開支細項，不能單單相信學校呈交的表面數據。 

關於這次學校漲學費一事，我堅持反對立場。 
第一，學校完全沒有拿出學費支出細項，我們不知道現在的學費被用在哪些部分，更不知道未來調漲的費用會帶給我們什麼福利，如果不是用在學生身上，請不要要求學生繳錢。 

第二，學校設備不如其他大學這是眾所皆知的事，沒有操場也沒有體育館，然而學校並沒有更新設備的意圖，甚至還剋扣學校場地去蓋醫院，我同意醫院比較賺錢，但既然如此就請不要用教學名義去買地，學校的醫院叫附設醫院，我們不是醫院附設學校。 
第三，身為一個全球百大學校，學校並沒有把學生當人而是作為繳錢機器。 

完全沒在顧家境困難的人，位出社會就已經先負債了還要負債更多嗎，令人傻眼，完全沒在關心學生吧。 

中國醫藥大學是一間真正的學習店堂! 

目前學校已經把水湳用得差不多了，然後又想砍宿舍以及縮減了pbl的空間等， 

學生的權益及資源沒有增加卻要調漲學費。 

校方跟在學學生說醫院賺錢給學校用， 
但藥園縮減，擴增員工餐廳空間，整合課從來都不整合跟中西結合沒有合起來過。 

幾十年來全世界辦不到的事，不可能漲個幾%學費就傲視全球。 
只有醫院營收持續傲視全台。 
就連醫院都是人盡皆知的人力緊繃，讓台大的醫師調侃臺灣中國一邊一國的人力鬆緊有別。 

希望校方好好想想當初覃勤，陳固，陳恭炎創立的初衷。



資訊未公開，未見學校資源和設施有所提升。 

一句話形容百大教學設施：金玉其外敗絮其中。 
教學實驗設備老舊，教學大樓破爛，師資流動率超高，我是不相信學費調漲這些會改善喇　 
而且，自己醫院連學生看病都這麼貴還好意思漲學費哦？ 

調整學雜費用於增加學校設備，將福利給予學生我沒意見。但不好意思我並沒有看見任何的改變，立夫教學大樓全部飲水機有將近8成是有問題的，冰水溫度40度，請問改善了嗎？ 我看到的是為了給貴賓看到的門面，把一樓廁所水龍頭換成自動式，請問這樣對學生有什麼幫助？立夫二樓的地磚也脫落了許久，有人去維修了嗎？學餐的環境蚊子多沒冷氣，學校改善了嗎？希望別再把學生的意見的反應丟入大海，這樣會讓學生更失望！ 

馬來西亞都變天了希望學校也能換一片天，學費有夠貴師資又不好，好的老師都外面請來的結果只給三堂1700好意思河河河河，連個大操場都沒有就只有校隊優先使用，是打多好？停車位那麼少，何不拆一棟醫院來停，教室電風扇他媽有夠爛動不動就掉下來，立夫另一側樓梯的牆壁是怎樣？豆腐渣工程裡面還塞海綿。宿舍也不會蓋好一點蓋多一點，有夠爛！！！演唱會找一些聽都沒聽過的人好意思？辦活動也不會多給一點經費。更好笑的是，帶朋友來參觀校園都很丟臉，那麼爛那麼小別人都誤以為中正公園是我們校園，他們只知道醫院很多，但不知道教學大樓才4棟。 

學費已經很貴了，再漲就付不起了。 

不要再漲學費了，每天三餐都有問題了，再漲就要去跳樓了。 

學費本來就已經貴到不行了，不要再漲了。 

學費調漲，卻沒讓學生感受到學校實質上照顧我們的感覺，這叫我們怎麼信服！ 

覺得一下子調漲這麼多，對於一些家境較不好或有學貸的同學是一經濟壓力，希望要調漲的話，可慢慢增加。 

家境本來就夠不好了，再漲就交不起學費要退學了。 

學費已經很貴了，不要再漲了！ 

拜託有點邏輯，就不相信你們每個都醫生藥師高學歷的，會不懂？不要把政府所說的公開說明會以班會形式帶過，我就不信這個連國中生都懂的事情，看不出端倪？ 
設問，漲學費，錢都馬說會回歸到學生身上。「來，紅包媽媽幫你存起來以後給你用」這句話比喻的夠清楚了吧。 
今天只喊漲，各院各系有沒有列出未來欲升級的軟硬體清單？到底回饋在學生哪裡？很簡單的道理嘛，雙層牛肉吉士堡比單層的貴，為何有人買單，因為看得見他有兩層肉啊，因為公開透明嘛！那今天什麼東西？ 

請問多繳的這筆錢流向何處？蓋醫院？水湳校區？多繳錢，可以把健身房器材換新？壞掉的器材修好？ 

設備都那麼老舊，設施也這麼少，拿著我們的錢去蓋水湳校區？蓋醫院？ 
請告訴學生們都把學費拿去哪花了，蓋新校區我們可都還用不到，那憑什麼漲學費？ 

學雜費調漲應該更謹慎決定相關辦法，並且經公佈後，由該屆入學開始，不應在學生就學生期間調整，有違當初入學時提供之資訊。 
學校硬件，實驗室儀器，電子論文資源都沒有整體性的提升，學校真得收支不平衡到需要向學生提高收費的地步嗎？ 

調整學雜費，請問學校將我們的學費用去哪裡了，用到入不敷出？這種話還要我們相信，省省吧。 
現在的學費已經貴一個讓一些家庭有點難負擔了，可是為甚麼我看不到使用在我們學生身上？我看到就只有老舊的校舍、故障的設施、不存在的運動場、狹小的空間…等等根本說不完，然後醫院咧？寬敞的空間、頂尖的設備、舒服的環境、蓋不完的醫院、佔用教學用地…等等，請問學校這樣的差異要我們學生怎麼接受調漲學雜費。 

我沒做實驗不要漲我學費！使用者付費。 
了 

我無感受到學校有積極在改善學生福利及課程內容，例如： 
1. 提供足夠經費採買實驗器材 
2. 提供完善專業的通識課程 
3. 提供多元的圖書館藏書 
4. 提供足夠的閱讀空間 
5. 提供完善的運動場地 
6. 提供完善的學生活動場地及設備 
以上等等的事項 使我無法接受學校提漲學費，若學校以班會或是說明會的形式，強迫學生為學校背書，我認為學校這樣有失公平正義以及教育道德。 

學費漲師資又不會漲，現在的教學品質看就知道學費有沒有用在學生身上。 

身為全額學貸並且完全支撐自己生活的學生，調漲會為我帶來壓力。 

實習不在醫院還要付學費已經很不合理了，這些錢不能用在繳費者的身上，現在還要漲學費？ 
如果要調整，請把那些錢用在哪裡的明細一一列出來。 

我沒錢，我負擔就學貸款，出社會就負債，調漲會讓我很辛苦。 

請列出具體的多收學雜費之運用事項且希望能讓學生「有感」。 

學校中醫師資沒有實質的增加。 

倘若真要調漲學費，請完整說明原因，用途將用在哪裡。 

學費已經很貴了還要漲？若是真的漲了學費又要用去哪裡？ 
入學以來，真的不知道學校究竟對學生付出過甚麼？場地不足不解決，設備爛不更新，更扯的是沒看過哪間大學的圖書館只有兩層？！還是樓中樓，請來的老師有些根本不會教課，對於漠視學生權益的學校，怎麼還說得出想漲學費？！ 

請學校先公開財務狀況，看有多少經費用在教學軟硬體。 

學生受教品質未見其提升，反倒是學費先有感地上漲，真的本末倒置。 

如果學校經費費不足調漲學學費不如裁員學校的一堆米蟲。 

你不讓學校漲學費到時候課程不夠有水準他們會怪錢不夠。 

就和購買東西一樣，如果要調漲價錢，在購買前就應該告知消費者；同樣地，若是在入學前公告，固然沒有爭議，然而對於已就讀的在學學生，不應調漲學費。希望學校能在財務規劃上，額外也考慮到所有學生的權益。 
希望校方能提供調整學雜費的充分必要理由，以及說明增加的學雜費將用於什麼用處。另外，也請校方尊重程序正義，以合法合理的程序討論學雜費的調整。一個不尊重程序的校方將永遠得不到學生的尊重與信任。 

毫無正當理由，隨意調漲學費，請不要把學校當成營利事業在經營。 

未明確知道調整學雜費的原因，甚至確定調整後，也未必能享受如期的設施或政策，如此無感之調漲，對於學生及家長實在不公平，事實上，在私校本身已經算昂貴的學費之下，卻仍有許多不足，例如：多個他校醫學大學擁有powercam等設備及措施，（對於學校而言，可能負擔不甚大，但對於學生學習有利的相關設備），只是中國醫藥大學卻未提供如此便利學校課後複習的資源，若希望能再次聆聽老師課程，則只能透過自己錄音等等，由此例看來，代表學校也尚未好好聽見學生真正需求，即自行視其所需調漲，實為不公。 

我知道學校錢不夠用，但我不認為學校的教學品質、設施等等有好到需要調漲學費，貴校的調漲前學費已經讓人很有負擔，我知道我們的醫院賺的也不少，要真的缺錢可否從其他地方下手而不是從學生呢。 

當本校為最有錢的私校時，看看鳥籠生鏽多年，每年都造成學生受傷的鐵絲網圍牆，看看學生餐廳環境不佳滿是病媒蚊的環境，我們還是醫學大學嘛？什麼都沒有為學生做，卻想要漲學費請問道理何在呢？ 
你要漲學費不應該跟我講，請先去說服我父母，謝謝。 

中國醫的教授與研究人員薪水比起其他醫學大學是比較弱勢的，學生學雜費和其他學校相比卻是差不多的。那我們設備上並沒有想像中這麼優質，以一個200大學校來說實在有點可憐。若是漲學費可以擴增校地或是興建體育館或是教學大樓或是學生宿舍揪可以接受。但不能接受這些校地變醫院。 

師生比不協調，也沒操場，要調漲的資訊不明。 

我不懂你們調整學雜費的用意。 
用在學生身上嗎？讓我們環境更好嗎？好好想想吧！不是每個家庭要錢都可以把錢拿出來，我就不說中國醫跟別的大學的所有！所有！的設備差異有多大了 反正也不奢求什麼了啦 老師好好的教學生就好了 連師資都有待加強了還調什麼學雜費，補習的人那麼多是為什麼，我看其他學校補習的人是少數為什麼中國醫大部分都在補習。 

沒有看到實體投注在系上、不合理調漲。 

調漲的同時理應讓我們知道能多什麼權利，所以我拒絕調漲，你講了有什麼好處我也不想要。 

要漲不是完全不行，先把設備修好再談，互助A區、立夫教室多少桌燈都掉下來，黏個膠帶就可以修好的東西都不修，校園網路也是常常斷線，更甭提操場、宿舍，運動會要花超過兩小時通勤根本笑話，健身器材壞了也常常放上數月才理會，有幾台則是根本不想修，如果能將上述問題解決，再討論漲學費事宜才是教育方的本分。 

為何教學用地可以拿去蓋醫院，而醫院賺了那麼多錢卻不行那來補助學校？ 
我們跟亞洲大學是同一個理事長，學校是把錢都拿去投資亞大了喔？ 

要養醫院養產業園區的 關學費什麼事？看這種死不更新的校園設備，有臉跟學生多收錢，真是鈔票越厚臉皮越厚。 

請問學費的調漲，是用在必要支出嗎？ 

沒有表明具體事項就調漲學費，如果被挪用至別處學生也不會曉得。希望學校能提出說明，並尊重學生的意見。 

為什麼要調整？如果要調整，請把學費降低謝謝。 

The school are never viewed as priority in the first place and I don't see that the money we gives would really be returned to us as our benefits. It can be seems by all the defectives equipment especially laboratory equipment we are using. 

學費沒有反應在學校設備上還需再調漲有些不合理。 

沒看到學校有付出對學生有利的改變之處，那為何要調漲學費？ 

學校沒有理由的調漲學費，使中國醫成為醫學大學中最貴的學校。1500或許對某些人是小錢，但對我們這些家境不好、辦學貸的學生來說，畢業後又增加了一萬多的負債。 

要漲的話至少互助教室的黑板 、牆壁等等要重新上漆吧？還有立夫三部電梯那的樓梯，旁邊的牆壁也是破了個大洞。 

醫院賺這麼多錢沒理由漲學生學費，全台最貴醫學大學，沒操場，宿舍舊，醫院蓋最多，笑死人。 

學生活動空間小，使用資源也處處被限制。漲學費？！先把學生最需要ㄉ圖書館和球場蓋好再來漲。 

請學校不要再這樣漠視學生的權益了，再這樣下去只會流失更多學生！！！！ 

調漲學費原因要先透明化，才能探討是否要合理調漲。 

師資不佳。 

原來已經夠貴了~~這樣學生往後還學貸會更加辛苦。 

沒有理由可以漲學費， 
第一學校設備沒有提升 
第二連免費機車停車場都沒有 
第三醫院蓋了這麼多，連操場都不願意提供給我們，卻拆了學生宿舍來蓋醫院，為自己賺錢，還又要漲學生學費 
第四我們未來在醫院實習，都當免費勞工了，還要漲學費 
第五沒有感覺學校有什麼有感的升級，我認為沒有理由可以漲學費 

學費很貴但學校設備都很老舊 漲了就全部翻新嗎？學費這麼貴 但校園的規模比醫院還小 學費貴但我感覺不到這校園規模是大學 所以我覺得沒有漲的必要。 

不要增加外籍生的負擔。 

首先，目前的學費已經頗為昂貴，漲價可能會造成某些家境困難的學生處境更加為難，尤其是在學校原有的獎學金非常稀少且嚴格的狀況下。 
其次，學校這麼多年的學費並沒有反映在我們平常使用的器材教室上，很多教室實驗室的器材都非常破舊，北港宿舍更是如此。 
其三，學校將學費調漲的原因之一必定有水湳校區的建立，然而目前許多人將不會使用到水湳校區，且對於水湳仍然有人保持疑問。 

調漲學費但多付的錢也不是用在學生身上，不要再說什麼以後實習需要的屁話。 

學生並沒有享受到該有的福利。與別校相比中國醫藥大學沒有超場、宿舍也只有大一可以住甚至近期要拆除、社團社辦環境都是蚊蟲，教室到處油漆剝落等等。 

學校的公共空間已經少之又少，該有的資源都沒有，尤其球場空間的問題一直存在，醫藥大學都一直推廣大家多運動但沒有空間怎麼運動？一直調漲學費沒有解決到問題，醫院不斷賺錢，好的老師不斷被挖角到亞大，中國醫是以後都開醫院就好嗎？同樣是醫學大學憑什麼我們資源比別的醫學大學少還要付更多的學雜費？這完全不對等啊。再怎麼沒腦袋也知道這個道理吧？學生辦活動每次都有紛爭，不外乎是因為空間狹小？學校難道都沒看到嗎？自習的空間更是少的可憐，立夫教室也只有在本部大系要面試才會上漆，平常掉漆成那樣也不補漆。真心不懂到底把錢花到哪裡去？ 
學費已經夠貴了 別再拿學生家長的錢去蓋醫院。 

讀私立大學已經造成家裡不少的負擔，希望學校能多多為學生及家長著想！ 

私立學費對於學生已經是一大負擔了，學校應以教育為主，應盡量以學生著想！並且，學校未有具體說明為什麼需要將學費調漲。 

在調漲學雜費的時候應該要把所需部分一一列出。到目前為止，看不出有需要調漲學雜費的地方。況且我校學雜費本來就不便宜實在很難同意再在學生及家長身上繼續增加負擔。 

原本5萬多的學費就已經沒有讓人感覺有5萬多的水準，還要調漲？？？ 

付出的學費並沒有得到等價的校園設備，又或者說，學生的權益一再的被枉顧；提出修繕申請，學校也沒有及時處理，不值得我們繳交更高額的學費。 

學費已經名列台灣大學私校前列了，而且加上附屬機構的收入每年的收入都有所上升，不明白漲學費的理由為何。最後是學校的獎助學金名額少門檻高，學費還要漲？這讓那些弱勢家庭如何負擔？ 

做為最有錢的私校，應該把錢花在學生身上，讓學生有感覺到學校真的有在關心我們。 

若果今天學費可以對應反映出學校的改進 我會考慮調漲 但今天走在學校 可以清楚看到校園中大多設備老化 環境惡劣 而只有部分樓層是良好完善（例如立夫7樓）再看看實驗大樓 鳥籠等地方 改善空間巨大！ 

如果需要，我覺得應該要把學校的年度支出表做出來。 

系上的課程安排都沒辦法保證未來出路所需的技術與知能，學校還想漲學費會不會笑死人? 
學校這幾年根本也沒有什麼大建設，而且醫院還那麼賺錢，我真的想不到這樣罔顧學權的學校有什麼漲價權利。　　 

學費原本已經很高了，還不滿足嗎？真不懂學校拿我們學費去做什麼？還要再漲？！ 

以目前的情況來說，學費並沒有反映在學生需要的資源上。 

請問調漲學雜費教室冷氣會變涼嗎？請問調漲學雜費電子講桌會換新嗎？學費已經夠貴了，高層是沒養過小孩是嗎？我家錢都快不夠花了還給我漲學費。 

生活獎學金從120人調降到80人已經不能再可以了喔，還調學費是不是有點過分了。 

沒有增加額外的設施為什麼可以漲？說了很久的體育場，如今也沒個著落，水湳建設如果需要錢，請向能使用到的學生收費，現在漲的學費，也無法確實用於現在的學生。 

宿舍都沒有、教室的話筒和投影儀有些都壞的、爛的，還想漲學費？ 

校方應多重視學生的權益和教育品質，不應只把利益放在眼前。 

在師資設備軟硬體都這麼爛的情況下調漲學費完全不合理，學生的學費根本沒有回饋在學生身上。 

請問附屬醫院，附屬兩個字，賺錢了不是應該回饋了嗎？烏鴉返哺。 

請把中國醫學生繳的錢用在中國醫，不要拿去別的地方用後還要學生多繳錢。 

沒有感受到學校的教育資源有如何的提升，調漲學費實在不合理。 

請先讓學生看到學校的建樹，其實有很多金錢的使用可以更透明化，學校應該多多聽取學生的意見。 

而且學費並無直接反應到教學品質和學習環境，因為至始至終都不怎麼優良。 

學費已經很貴了！！且無法呈現在教學品質跟校園環境上！！調漲學費完全不合理！！ 

在學期間即擬訂的學費標準不宜更動，且學校每位學生每學期收了5-7萬不等的學費，早就已經比很多私校貴很多，然而學校硬體設備還是如此破舊，到底錢用在哪了？如果學校對學生真的很好，很照顧學生，又積極打造優質的學習環境，我們當然沒有理由反對，但是眼見學校只重視研究，硬體設備破舊不更新（請高層去看看，尤其互助大樓除了3A01、3A02以外，課桌椅是什麼樣子？立夫一樓的小講堂，那些桌椅又是什麼樣子?還有同學要拿出小講堂的桌子被劃傷，學校根本不重視學生的安危！）、師資又不足（校務評鑑只是人事大搬風，校方當學生傻）。 

醫院常常利用學校資源，請醫院的盈餘撥一部分給學校先，不要老是找學生要錢，請學校公開程序。 
現在的學費已經夠高了，這些錢在學生身上看不到實質的效益，如今又要調漲學費，不僅讓現在學生對學校失望，也讓往後新生更加三思考慮是否要來讀中國醫。 

學校這麼少的資源給我們是要收那麼多的學費幹嘛？ 

學校對於教學師資的過濾篩選實在不太確實，多堂醫學系必修課依舊必須依靠學生自讀 
學習成效怎麼可能會好到哪裡去？這樣的學習費用竟然還要提升？而且無論如何反應都不見改善，北南多所醫學院皆設有powercam並且習以為常，得知醫院也設有這樣的設備，上課聽爛老師上課已經很困難了，連幫助上課吸收與複習的powercam都沒有，希望學校可以為學生的學習未來感到擔憂，在思考學雜費調漲前，先讓學生感受到學校的教育意志吧。 

設備沒有比較好，教室普遍偏老舊，校園環境也很小，球場的數量和品質都不佳，但學費卻要比別人貴，不合理。 

學校目前的發展狀況我沒有不滿意（雖然也沒有非常滿意），所以我不願多花錢弄校務發展 

學校目前真的有把學生的錢花在對"學生"有利的校務發展上嗎？如果有請透明化讓繳錢的我們和父母可以確認。 

醫學系學費已經高達7萬多元，對於需要自行負擔學費以及生活費的學生壓力已經相當龐大，若再調漲學費會嚴重影響此類學生的學習品質。況且學校打著增加教學軟硬體設施的口號收了這麽多的學費，也完全不見校園硬體設備的更新與進步，自修教室不足、運動場地不足、學生宿舍床位不足且老舊，唯有醫院佔地與設施不斷更新。身為中國醫學大學的一員感到相當的羞恥與無奈。 

請將蓋醫院的錢給學生更好的讀書環境，這是200大應有的氣度。 

身為私立大專院校資產排行第一名怎麼會需要學生的學雜費呢？宿舍都蓋成癌症醫院了，跟你們最愛的病人收不是很好嗎　？　　 

學費已經不便宜了，再次調漲有些家庭壓力會變很大。 

太貴了，不要調漲，家長會很辛苦。 

錢都花在不需要更換的東西，像是改學生資訊系統，很多設施都不更新，理由是沒錢，再收取更多的學費，這樣真的很不行。 

學費已經夠貴了幹嘛還要漲？醫院蓋很多不是賺很多錢了？ 

學校應該明確的說明我們學費都花在哪裡，需要一個詳細的細目。況且，我覺得目前所繳的學費已經很貴了！希望校方不要調漲我們的學費。 

1. 蓋水湳校區沒錢並不應該用增加學生的學雜費來增加經費，經費不足校方應該要再想其他辦法增加經費，比如園遊會義賣，增加學生學雜費絕對不會是選項。 
2. 增加學雜費的運用我並不認同，無法接受。 

學校有些建設不是很新，而且現在學費已經有點貴，請問學校都將我們的學費用在哪？ 

希望學校可以體諒我們僑生，我們來這裡讀書已經離開了自己家鄉而且又沒辦法打工，特別住在北巷的時候。而且學費本來就不便宜，再加上明年很多學生要租房子，本部宿舍又要拆，希望學校可以體諒學生，不要給學生壓力，謝謝。 

學費經濟已經很有負擔了，家裡也不只一個子女要付學費，拜託別再漲了。 

不要只會蓋醫院 連個像樣的運動場地都沒有，儀器設備這麼爛，全台灣最賺錢的醫院，還要漲學費是怎樣，以為每個人都富二代啊。 

學校已經賺很多錢了，再漲下去學生也很有負擔。 

中國醫應詳細列出學校的開支細項，而不是含糊列出幾個統計數字就要調漲學費，而且調漲之後學校的教學品質會得到改善嗎？還是要拿這些費用去建設水湳校區？還是只是進到某些人的口袋裡？中國醫沒有理由只為了少數人的利益而調漲學費。有傳聞中國醫的教授主任的薪水與其他私校相較之下少很多，而中國附醫又是國內數一數二賺錢的醫院，這樣還要調漲學雜費來平衡學校支出？我覺得非常不合理。很多學生都是背負著學貸的壓力入學，學校不應該這樣壓榨學生，把學生當作搖錢樹，教育部應該詳細審查學校的開支細項，不能單單相信學校呈交的表面數據。 

關於這次學校漲學費一事，我堅持反對立場。 
第一，學校完全沒有拿出學費支出細項，我們不知道現在的學費被用在哪些部分，更不知道未來調漲的費用會帶給我們什麼福利，如果不是用在學生身上，請不要要求學生繳錢。 
第二，學校設備不如其他大學這是眾所皆知的事，沒有操場也沒有體育館，然而學校並沒有更新設備的意圖，甚至還剋扣學校場地去蓋醫院，我同意醫院比較賺錢，但既然如此就請不要用教學名義去買地，學校的醫院叫附設醫院，我們不是醫院附設學校。 
第三，身為一個全球百大學校，學校並沒有把學生當人而是作為繳錢機器。 

完全沒在顧家境困難的人，位出社會就已經先負債了還要負債更多嗎，令人傻眼，完全沒在關心學生吧。 

中國醫藥大學是一間真正的學習店堂! 

調漲太多了！！你以為我們很多錢啊 

學校在北港提供的資源匱乏，且高醫、北醫、中山醫等學校也沒有要漲價。 

請學校不要說要給學生更多的資源等等的而提升學雜費，而是檢查一下目前花了多少開銷在不必要的事情上，如果去查台大、清大等等的學校學雜費，便可知道我們的學雜費已經相對的貴很多了，但是他們的資源卻不比我們遜色（甚至更突出），為何我們還需要再提高呢？ 

沒有調整的必要，學校不缺錢。設施也沒有在改善或提升， 相比其他大學校區已經很小了，設施又少。 

家裡沒錢了...別漲... 

讀了五年，除了師資越來越不足、教室不斷被產業霸佔入住， 

真的沒有感受到任何我付出的學費有值得的地方， 
更何況現在還要漲？

若要調整學雜費應該要提前通知學生及家長， 
並要有一定說明與實施期限，學校經費使用透明化， 

確認學費的使用是合理且應用在學生身上， 
不然學生跟家長都不能接受。



學校硬體設備總是到有嘉賓來才會做表面的維修整理，教室也總是會跟醫院共用，甚至以醫院方利益為優先，學校資源都挪用，還想漲學費？本來就不便宜的學費，師資也不是水準很高，甚至要到上外聘老師的課才會感覺有收穫？好的老師一個一個不見，不知道學校怎麼解釋？廁所的門，壞的壞，歪的歪，教室麥克風造成上課噪音，半個學期來也不見改善，飲水機從來就沒有喝過正常的水溫，我不太清楚，學校漲的學費有什麼有遠見的規劃？ 

錢那麼多是不會蓋一個體育館，宿舍是不會蓋多一點給學生，還要學生自己外面租房子，你有想過平民百姓的負擔嗎 我知道你們都很有錢 可不可以有點良心奉獻給中國醫的學生嗎 自己看看其他學校 

飲水機都很老了，幾個人裝水就太熱沒辦法用水出不了，我沒錢，不要漲。 

學費已經很貴了，我家真的很窮。 

資訊未公開，未見學校資源和設施有所提升。 

一句話形容百大教學設施：金玉其外敗絮其中。 
教學實驗設備老舊，教學大樓破爛，師資流動率超高，我是不相信學費調漲這些會改善喇　 

而且，自己醫院連學生看病都這麼貴還好意思漲學費哦？ 

調整學雜費用於增加學校設備，將福利給予學生我沒意見。但不好意思我並沒有看見任何的改變，立夫教學大樓全部飲水機有將近8成是有問題的，冰水溫度40度，請問改善了嗎？ 我看到的是為了給貴賓看到的門面，把一樓廁所水龍頭換成自動式，請問這樣對學生有什麼幫助？立夫二樓的地磚也脫落了許久，有人去維修了嗎？學餐的環境蚊子多沒冷氣，學校改善了嗎？希望別再把學生的意見的反應丟入大海，這樣會讓學生更失望！ 

馬來西亞都變天了希望學校也能換一片天，學費有夠貴師資又不好，好的老師都外面請來的結果只給三堂1700好意思河河河河，連個大操場都沒有就只有校隊優先使用，是打多好？停車位那麼少，何不拆一棟醫院來停，教室電風扇他媽有夠爛動不動就掉下來，立夫另一側樓梯的牆壁是怎樣？豆腐渣工程裡面還塞海綿。宿舍也不會蓋好一點蓋多一點，有夠爛！！！演唱會找一些聽都沒聽過的人好意思？辦活動也不會多給一點經費。更好笑的是，帶朋友來參觀校園都很丟臉，那麼爛那麼小別人都誤以為中正公園是我們校園，他們只知道醫院很多，但不知道教學大樓才4棟。 

學費已經很貴了，再漲就付不起了。 

不要再漲學費了，每天三餐都有問題了，再漲就要去跳樓了。 

學費本來就已經貴到不行了，不要再漲了。 

學費調漲，卻沒讓學生感受到學校實質上照顧我們的感覺，這叫我們怎麼信服！ 

覺得一下子調漲這麼多，對於一些家境較不好或有學貸的同學是一經濟壓力，希望要調漲的話，可慢慢增加。 

家境本來就夠不好了，再漲就交不起學費要退學了。 

學費已經很貴了，不要再漲了！ 

拜託有點邏輯，就不相信你們每個都醫生藥師高學歷的，會不懂？不要把政府所說的公開說明會以班會形式帶過，我就不信這個連國中生都懂的事情，看不出端倪？ 
設問，漲學費，錢都馬說會回歸到學生身上。「來，紅包媽媽幫你存起來以後給你用」這句話比喻的夠清楚了吧。 

今天只喊漲，各院各系有沒有列出未來欲升級的軟硬體清單？到底回饋在學生哪裡？很簡單的道理嘛，雙層牛肉吉士堡比單層的貴，為何有人買單，因為看得見他有兩層肉啊，因為公開透明嘛！那今天什麼東西？ 

請問多繳的這筆錢流向何處？蓋醫院？水湳校區？多繳錢，可以把健身房器材換新？壞掉的器材修好？ 

設備都那麼老舊，設施也這麼少，拿著我們的錢去蓋水湳校區？蓋醫院？ 
請告訴學生們都把學費拿去哪花了，蓋新校區我們可都還用不到，那憑什麼漲學費？ 

學雜費調漲應該更謹慎決定相關辦法，並且經公佈後，由該屆入學開始，不應在學生就學生期間調整，有違當初入學時提供之資訊。 
學校硬件，實驗室儀器，電子論文資源都沒有整體性的提升，學校真得收支不平衡到需要向學生提高收費的地步嗎？ 

調整學雜費，請問學校將我們的學費用去哪裡了，用到入不敷出？這種話還要我們相信，省省吧。 
現在的學費已經貴一個讓一些家庭有點難負擔了，可是為甚麼我看不到使用在我們學生身上？我看到就只有老舊的校舍、故障的設施、不存在的運動場、狹小的空間…等等根本說不完，然後醫院咧？寬敞的空間、頂尖的設備、舒服的環境、蓋不完的醫院、佔用教學用地…等等，請問學校這樣的差異要我們學生怎麼接受調漲學雜費。 

我沒做實驗不要漲我學費！使用者付費。 
了 

我無感受到學校有積極在改善學生福利及課程內容，例如： 
1. 提供足夠經費採買實驗器材 

2. 提供完善專業的通識課程 
3. 提供多元的圖書館藏書 

4. 提供足夠的閱讀空間 
5. 提供完善的運動場地 

6. 提供完善的學生活動場地及設備 
以上等等的事項 使我無法接受學校提漲學費，若學校以班會或是說明會的形式，強迫學生為學校背書，我認為學校這樣有失公平正義以及教育道德。 

學費漲師資又不會漲，現在的教學品質看就知道學費有沒有用在學生身上。 

身為全額學貸並且完全支撐自己生活的學生，調漲會為我帶來壓力。 

實習不在醫院還要付學費已經很不合理了，這些錢不能用在繳費者的身上，現在還要漲學費？ 
如果要調整，請把那些錢用在哪裡的明細一一列出來。 

我沒錢，我負擔就學貸款，出社會就負債，調漲會讓我很辛苦。 

請列出具體的多收學雜費之運用事項且希望能讓學生「有感」。 

學校中醫師資沒有實質的增加。 

倘若真要調漲學費，請完整說明原因，用途將用在哪裡。 

學費已經很貴了還要漲？若是真的漲了學費又要用去哪裡？ 
入學以來，真的不知道學校究竟對學生付出過甚麼？場地不足不解決，設備爛不更新，更扯的是沒看過哪間大學的圖書館只有兩層？！還是樓中樓，請來的老師有些根本不會教課，對於漠視學生權益的學校，怎麼還說得出想漲學費？！ 

請學校先公開財務狀況，看有多少經費用在教學軟硬體。 

學生受教品質未見其提升，反倒是學費先有感地上漲，真的本末倒置。 

如果學校經費費不足調漲學學費不如裁員學校的一堆米蟲。 

你不讓學校漲學費到時候課程不夠有水準他們會怪錢不夠。 

就和購買東西一樣，如果要調漲價錢，在購買前就應該告知消費者；同樣地，若是在入學前公告，固然沒有爭議，然而對於已就讀的在學學生，不應調漲學費。希望學校能在財務規劃上，額外也考慮到所有學生的權益。 
希望校方能提供調整學雜費的充分必要理由，以及說明增加的學雜費將用於什麼用處。另外，也請校方尊重程序正義，以合法合理的程序討論學雜費的調整。一個不尊重程序的校方將永遠得不到學生的尊重與信任。 

毫無正當理由，隨意調漲學費，請不要把學校當成營利事業在經營。 

未明確知道調整學雜費的原因，甚至確定調整後，也未必能享受如期的設施或政策，如此無感之調漲，對於學生及家長實在不公平，事實上，在私校本身已經算昂貴的學費之下，卻仍有許多不足，例如：多個他校醫學大學擁有powercam等設備及措施，（對於學校而言，可能負擔不甚大，但對於學生學習有利的相關設備），只是中國醫藥大學卻未提供如此便利學校課後複習的資源，若希望能再次聆聽老師課程，則只能透過自己錄音等等，由此例看來，代表學校也尚未好好聽見學生真正需求，即自行視其所需調漲，實為不公。 

我知道學校錢不夠用，但我不認為學校的教學品質、設施等等有好到需要調漲學費，貴校的調漲前學費已經讓人很有負擔，我知道我們的醫院賺的也不少，要真的缺錢可否從其他地方下手而不是從學生呢。 

當本校為最有錢的私校時，看看鳥籠生鏽多年，每年都造成學生受傷的鐵絲網圍牆，看看學生餐廳環境不佳滿是病媒蚊的環境，我們還是醫學大學嘛？什麼都沒有為學生做，卻想要漲學費請問道理何在呢？ 
你要漲學費不應該跟我講，請先去說服我父母，謝謝。 

中國醫的教授與研究人員薪水比起其他醫學大學是比較弱勢的，學生學雜費和其他學校相比卻是差不多的。那我們設備上並沒有想像中這麼優質，以一個200大學校來說實在有點可憐。若是漲學費可以擴增校地或是興建體育館或是教學大樓或是學生宿舍揪可以接受。但不能接受這些校地變醫院。 

師生比不協調，也沒操場，要調漲的資訊不明。 

我不懂你們調整學雜費的用意。 
用在學生身上嗎？讓我們環境更好嗎？好好想想吧！不是每個家庭要錢都可以把錢拿出來，我就不說中國醫跟別的大學的所有！所有！的設備差異有多大了 反正也不奢求什麼了啦 老師好好的教學生就好了 連師資都有待加強了還調什麼學雜費，補習的人那麼多是為什麼，我看其他學校補習的人是少數為什麼中國醫大部分都在補習。 

沒有看到實體投注在系上、不合理調漲。 

調漲的同時理應讓我們知道能多什麼權利，所以我拒絕調漲，你講了有什麼好處我也不想要。 

要漲不是完全不行，先把設備修好再談，互助A區、立夫教室多少桌燈都掉下來，黏個膠帶就可以修好的東西都不修，校園網路也是常常斷線，更甭提操場、宿舍，運動會要花超過兩小時通勤根本笑話，健身器材壞了也常常放上數月才理會，有幾台則是根本不想修，如果能將上述問題解決，再討論漲學費事宜才是教育方的本分。 

為何教學用地可以拿去蓋醫院，而醫院賺了那麼多錢卻不行那來補助學校？ 
我們跟亞洲大學是同一個理事長，學校是把錢都拿去投資亞大了喔？ 

要養醫院養產業園區的 關學費什麼事？看這種死不更新的校園設備，有臉跟學生多收錢，真是鈔票越厚臉皮越厚。 

請問學費的調漲，是用在必要支出嗎？ 

沒有表明具體事項就調漲學費，如果被挪用至別處學生也不會曉得。希望學校能提出說明，並尊重學生的意見。 

為什麼要調整？如果要調整，請把學費降低謝謝。 

The school are never viewed as priority in the first place and I don't see that the money we gives would really be returned to us as our benefits. It can be seems by all the defectives equipment especially laboratory equipment we are using. 

學費沒有反應在學校設備上還需再調漲有些不合理。 

沒看到學校有付出對學生有利的改變之處，那為何要調漲學費？ 

學校沒有理由的調漲學費，使中國醫成為醫學大學中最貴的學校。1500或許對某些人是小錢，但對我們這些家境不好、辦學貸的學生來說，畢業後又增加了一萬多的負債。 

要漲的話至少互助教室的黑板 、牆壁等等要重新上漆吧？還有立夫三部電梯那的樓梯，旁邊的牆壁也是破了個大洞。 

醫院賺這麼多錢沒理由漲學生學費，全台最貴醫學大學，沒操場，宿舍舊，醫院蓋最多，笑死人。 

學生活動空間小，使用資源也處處被限制。漲學費？！先把學生最需要ㄉ圖書館和球場蓋好再來漲。 

請學校不要再這樣漠視學生的權益了，再這樣下去只會流失更多學生！！！！ 

調漲學費原因要先透明化，才能探討是否要合理調漲。 

師資不佳。 

原來已經夠貴了~~這樣學生往後還學貸會更加辛苦。 

沒有理由可以漲學費， 
第一學校設備沒有提升 

第二連免費機車停車場都沒有 
第三醫院蓋了這麼多，連操場都不願意提供給我們，卻拆了學生宿舍來蓋醫院，為自己賺錢，還又要漲學生學費 

第四我們未來在醫院實習，都當免費勞工了，還要漲學費 
第五沒有感覺學校有什麼有感的升級，我認為沒有理由可以漲學費 

學費很貴但學校設備都很老舊 漲了就全部翻新嗎？學費這麼貴 但校園的規模比醫院還小 學費貴但我感覺不到這校園規模是大學 所以我覺得沒有漲的必要。 

不要增加外籍生的負擔。 

首先，目前的學費已經頗為昂貴，漲價可能會造成某些家境困難的學生處境更加為難，尤其是在學校原有的獎學金非常稀少且嚴格的狀況下。 
其次，學校這麼多年的學費並沒有反映在我們平常使用的器材教室上，很多教室實驗室的器材都非常破舊，北港宿舍更是如此。 

其三，學校將學費調漲的原因之一必定有水湳校區的建立，然而目前許多人將不會使用到水湳校區，且對於水湳仍然有人保持疑問。 

調漲學費但多付的錢也不是用在學生身上，不要再說什麼以後實習需要的屁話。 

學生並沒有享受到該有的福利。與別校相比中國醫藥大學沒有超場、宿舍也只有大一可以住甚至近期要拆除、社團社辦環境都是蚊蟲，教室到處油漆剝落等等。 

學校的公共空間已經少之又少，該有的資源都沒有，尤其球場空間的問題一直存在，醫藥大學都一直推廣大家多運動但沒有空間怎麼運動？一直調漲學費沒有解決到問題，醫院不斷賺錢，好的老師不斷被挖角到亞大，中國醫是以後都開醫院就好嗎？同樣是醫學大學憑什麼我們資源比別的醫學大學少還要付更多的學雜費？這完全不對等啊。再怎麼沒腦袋也知道這個道理吧？學生辦活動每次都有紛爭，不外乎是因為空間狹小？學校難道都沒看到嗎？自習的空間更是少的可憐，立夫教室也只有在本部大系要面試才會上漆，平常掉漆成那樣也不補漆。真心不懂到底把錢花到哪裡去？ 
學費已經夠貴了 別再拿學生家長的錢去蓋醫院。 

讀私立大學已經造成家裡不少的負擔，希望學校能多多為學生及家長著想！ 

私立學費對於學生已經是一大負擔了，學校應以教育為主，應盡量以學生著想！並且，學校未有具體說明為什麼需要將學費調漲。 

在調漲學雜費的時候應該要把所需部分一一列出。到目前為止，看不出有需要調漲學雜費的地方。況且我校學雜費本來就不便宜實在很難同意再在學生及家長身上繼續增加負擔。 

原本5萬多的學費就已經沒有讓人感覺有5萬多的水準，還要調漲？？？ 

付出的學費並沒有得到等價的校園設備，又或者說，學生的權益一再的被枉顧；提出修繕申請，學校也沒有及時處理，不值得我們繳交更高額的學費。 

學費已經名列台灣大學私校前列了，而且加上附屬機構的收入每年的收入都有所上升，不明白漲學費的理由為何。最後是學校的獎助學金名額少門檻高，學費還要漲？這讓那些弱勢家庭如何負擔？ 

做為最有錢的私校，應該把錢花在學生身上，讓學生有感覺到學校真的有在關心我們。 

若果今天學費可以對應反映出學校的改進 我會考慮調漲 但今天走在學校 可以清楚看到校園中大多設備老化 環境惡劣 而只有部分樓層是良好完善（例如立夫7樓）再看看實驗大樓 鳥籠等地方 改善空間巨大！ 

如果需要，我覺得應該要把學校的年度支出表做出來。 

系上的課程安排都沒辦法保證未來出路所需的技術與知能，學校還想漲學費會不會笑死人? 
學校這幾年根本也沒有什麼大建設，而且醫院還那麼賺錢，我真的想不到這樣罔顧學權的學校有什麼漲價權利。　　 

學費原本已經很高了，還不滿足嗎？真不懂學校拿我們學費去做什麼？還要再漲？！ 

以目前的情況來說，學費並沒有反映在學生需要的資源上。 

請問調漲學雜費教室冷氣會變涼嗎？請問調漲學雜費電子講桌會換新嗎？學費已經夠貴了，高層是沒養過小孩是嗎？我家錢都快不夠花了還給我漲學費。 

生活獎學金從120人調降到80人已經不能再可以了喔，還調學費是不是有點過分了。 

沒有增加額外的設施為什麼可以漲？說了很久的體育場，如今也沒個著落，水湳建設如果需要錢，請向能使用到的學生收費，現在漲的學費，也無法確實用於現在的學生。 

宿舍都沒有、教室的話筒和投影儀有些都壞的、爛的，還想漲學費？ 

校方應多重視學生的權益和教育品質，不應只把利益放在眼前。 

在師資設備軟硬體都這麼爛的情況下調漲學費完全不合理，學生的學費根本沒有回饋在學生身上。 

請問附屬醫院，附屬兩個字，賺錢了不是應該回饋了嗎？烏鴉返哺。 

請把中國醫學生繳的錢用在中國醫，不要拿去別的地方用後還要學生多繳錢。 

沒有感受到學校的教育資源有如何的提升，調漲學費實在不合理。 

請先讓學生看到學校的建樹，其實有很多金錢的使用可以更透明化，學校應該多多聽取學生的意見。 

而且學費並無直接反應到教學品質和學習環境，因為至始至終都不怎麼優良。 

學費已經很貴了！！且無法呈現在教學品質跟校園環境上！！調漲學費完全不合理！！ 

在學期間即擬訂的學費標準不宜更動，且學校每位學生每學期收了5-7萬不等的學費，早就已經比很多私校貴很多，然而學校硬體設備還是如此破舊，到底錢用在哪了？如果學校對學生真的很好，很照顧學生，又積極打造優質的學習環境，我們當然沒有理由反對，但是眼見學校只重視研究，硬體設備破舊不更新（請高層去看看，尤其互助大樓除了3A01、3A02以外，課桌椅是什麼樣子？立夫一樓的小講堂，那些桌椅又是什麼樣子?還有同學要拿出小講堂的桌子被劃傷，學校根本不重視學生的安危！）、師資又不足（校務評鑑只是人事大搬風，校方當學生傻）。 

醫院常常利用學校資源，請醫院的盈餘撥一部分給學校先，不要老是找學生要錢，請學校公開程序。 
現在的學費已經夠高了，這些錢在學生身上看不到實質的效益，如今又要調漲學費，不僅讓現在學生對學校失望，也讓往後新生更加三思考慮是否要來讀中國醫。 

學校這麼少的資源給我們是要收那麼多的學費幹嘛？ 

學校對於教學師資的過濾篩選實在不太確實，多堂醫學系必修課依舊必須依靠學生自讀 
學習成效怎麼可能會好到哪裡去？這樣的學習費用竟然還要提升？而且無論如何反應都不見改善，北南多所醫學院皆設有powercam並且習以為常，得知醫院也設有這樣的設備，上課聽爛老師上課已經很困難了，連幫助上課吸收與複習的powercam都沒有，希望學校可以為學生的學習未來感到擔憂，在思考學雜費調漲前，先讓學生感受到學校的教育意志吧。 

設備沒有比較好，教室普遍偏老舊，校園環境也很小，球場的數量和品質都不佳，但學費卻要比別人貴，不合理。 

學校目前的發展狀況我沒有不滿意（雖然也沒有非常滿意），所以我不願多花錢弄校務發展 

學校目前真的有把學生的錢花在對"學生"有利的校務發展上嗎？如果有請透明化讓繳錢的我們和父母可以確認。 

醫學系學費已經高達7萬多元，對於需要自行負擔學費以及生活費的學生壓力已經相當龐大，若再調漲學費會嚴重影響此類學生的學習品質。況且學校打著增加教學軟硬體設施的口號收了這麽多的學費，也完全不見校園硬體設備的更新與進步，自修教室不足、運動場地不足、學生宿舍床位不足且老舊，唯有醫院佔地與設施不斷更新。身為中國醫學大學的一員感到相當的羞恥與無奈。 

請將蓋醫院的錢給學生更好的讀書環境，這是200大應有的氣度。 

身為私立大專院校資產排行第一名怎麼會需要學生的學雜費呢？宿舍都蓋成癌症醫院了，跟你們最愛的病人收不是很好嗎　？　　 

學費已經不便宜了，再次調漲有些家庭壓力會變很大。 

太貴了，不要調漲，家長會很辛苦。 

錢都花在不需要更換的東西，像是改學生資訊系統，很多設施都不更新，理由是沒錢，再收取更多的學費，這樣真的很不行。 

學費已經夠貴了幹嘛還要漲？醫院蓋很多不是賺很多錢了？ 

學校應該明確的說明我們學費都花在哪裡，需要一個詳細的細目。況且，我覺得目前所繳的學費已經很貴了！希望校方不要調漲我們的學費。 

1. 蓋水湳校區沒錢並不應該用增加學生的學雜費來增加經費，經費不足校方應該要再想其他辦法增加經費，比如園遊會義賣，增加學生學雜費絕對不會是選項。 
2. 增加學雜費的運用我並不認同，無法接受。 

學校有些建設不是很新，而且現在學費已經有點貴，請問學校都將我們的學費用在哪？ 

希望學校可以體諒我們僑生，我們來這裡讀書已經離開了自己家鄉而且又沒辦法打工，特別住在北巷的時候。而且學費本來就不便宜，再加上明年很多學生要租房子，本部宿舍又要拆，希望學校可以體諒學生，不要給學生壓力，謝謝。 

學費經濟已經很有負擔了，家裡也不只一個子女要付學費，拜託別再漲了。 

不要只會蓋醫院 連個像樣的運動場地都沒有，儀器設備這麼爛，全台灣最賺錢的醫院，還要漲學費是怎樣，以為每個人都富二代啊。 

學校已經賺很多錢了，再漲下去學生也很有負擔。 

中國醫應詳細列出學校的開支細項，而不是含糊列出幾個統計數字就要調漲學費，而且調漲之後學校的教學品質會得到改善嗎？還是要拿這些費用去建設水湳校區？還是只是進到某些人的口袋裡？中國醫沒有理由只為了少數人的利益而調漲學費。有傳聞中國醫的教授主任的薪水與其他私校相較之下少很多，而中國附醫又是國內數一數二賺錢的醫院，這樣還要調漲學雜費來平衡學校支出？我覺得非常不合理。很多學生都是背負著學貸的壓力入學，學校不應該這樣壓榨學生，把學生當作搖錢樹，教育部應該詳細審查學校的開支細項，不能單單相信學校呈交的表面數據。 

關於這次學校漲學費一事，我堅持反對立場。 
第一，學校完全沒有拿出學費支出細項，我們不知道現在的學費被用在哪些部分，更不知道未來調漲的費用會帶給我們什麼福利，如果不是用在學生身上，請不要要求學生繳錢。 

第二，學校設備不如其他大學這是眾所皆知的事，沒有操場也沒有體育館，然而學校並沒有更新設備的意圖，甚至還剋扣學校場地去蓋醫院，我同意醫院比較賺錢，但既然如此就請不要用教學名義去買地，學校的醫院叫附設醫院，我們不是醫院附設學校。 
第三，身為一個全球百大學校，學校並沒有把學生當人而是作為繳錢機器。 

完全沒在顧家境困難的人，位出社會就已經先負債了還要負債更多嗎，令人傻眼，完全沒在關心學生吧。 

中國醫藥大學是一間真正的學習店堂! 

從我入學以來學校 

學生的權益一再被剝奪削弱， 
藥園甚至變成醫院的餐廳， 
我們繳了這麼多的學費到底去哪了？ 
去年我們的學長在鳥籠運動因為場地的設計不良而造成嚴重的受傷， 
甚至因此沒辦法繼續實習，被迫要休學延後畢業， 
而校方卻竟然沒有要做任何的改善，也沒有給予學長賠償， 
這樣的學校還要調漲學費？！ 



資訊未公開，未見學校資源和設施有所提升。 

一句話形容百大教學設施：金玉其外敗絮其中。 
教學實驗設備老舊，教學大樓破爛，師資流動率超高，我是不相信學費調漲這些會改善喇　 
而且，自己醫院連學生看病都這麼貴還好意思漲學費哦？ 

調整學雜費用於增加學校設備，將福利給予學生我沒意見。但不好意思我並沒有看見任何的改變，立夫教學大樓全部飲水機有將近8成是有問題的，冰水溫度40度，請問改善了嗎？ 我看到的是為了給貴賓看到的門面，把一樓廁所水龍頭換成自動式，請問這樣對學生有什麼幫助？立夫二樓的地磚也脫落了許久，有人去維修了嗎？學餐的環境蚊子多沒冷氣，學校改善了嗎？希望別再把學生的意見的反應丟入大海，這樣會讓學生更失望！ 

馬來西亞都變天了希望學校也能換一片天，學費有夠貴師資又不好，好的老師都外面請來的結果只給三堂1700好意思河河河河，連個大操場都沒有就只有校隊優先使用，是打多好？停車位那麼少，何不拆一棟醫院來停，教室電風扇他媽有夠爛動不動就掉下來，立夫另一側樓梯的牆壁是怎樣？豆腐渣工程裡面還塞海綿。宿舍也不會蓋好一點蓋多一點，有夠爛！！！演唱會找一些聽都沒聽過的人好意思？辦活動也不會多給一點經費。更好笑的是，帶朋友來參觀校園都很丟臉，那麼爛那麼小別人都誤以為中正公園是我們校園，他們只知道醫院很多，但不知道教學大樓才4棟。 

學費已經很貴了，再漲就付不起了。 

不要再漲學費了，每天三餐都有問題了，再漲就要去跳樓了。 

學費本來就已經貴到不行了，不要再漲了。 

學費調漲，卻沒讓學生感受到學校實質上照顧我們的感覺，這叫我們怎麼信服！ 

覺得一下子調漲這麼多，對於一些家境較不好或有學貸的同學是一經濟壓力，希望要調漲的話，可慢慢增加。 

家境本來就夠不好了，再漲就交不起學費要退學了。 

學費已經很貴了，不要再漲了！ 

拜託有點邏輯，就不相信你們每個都醫生藥師高學歷的，會不懂？不要把政府所說的公開說明會以班會形式帶過，我就不信這個連國中生都懂的事情，看不出端倪？ 
設問，漲學費，錢都馬說會回歸到學生身上。「來，紅包媽媽幫你存起來以後給你用」這句話比喻的夠清楚了吧。 
今天只喊漲，各院各系有沒有列出未來欲升級的軟硬體清單？到底回饋在學生哪裡？很簡單的道理嘛，雙層牛肉吉士堡比單層的貴，為何有人買單，因為看得見他有兩層肉啊，因為公開透明嘛！那今天什麼東西？ 

請問多繳的這筆錢流向何處？蓋醫院？水湳校區？多繳錢，可以把健身房器材換新？壞掉的器材修好？ 

設備都那麼老舊，設施也這麼少，拿著我們的錢去蓋水湳校區？蓋醫院？ 
請告訴學生們都把學費拿去哪花了，蓋新校區我們可都還用不到，那憑什麼漲學費？ 

學雜費調漲應該更謹慎決定相關辦法，並且經公佈後，由該屆入學開始，不應在學生就學生期間調整，有違當初入學時提供之資訊。 
學校硬件，實驗室儀器，電子論文資源都沒有整體性的提升，學校真得收支不平衡到需要向學生提高收費的地步嗎？ 

調整學雜費，請問學校將我們的學費用去哪裡了，用到入不敷出？這種話還要我們相信，省省吧。 
現在的學費已經貴一個讓一些家庭有點難負擔了，可是為甚麼我看不到使用在我們學生身上？我看到就只有老舊的校舍、故障的設施、不存在的運動場、狹小的空間…等等根本說不完，然後醫院咧？寬敞的空間、頂尖的設備、舒服的環境、蓋不完的醫院、佔用教學用地…等等，請問學校這樣的差異要我們學生怎麼接受調漲學雜費。 

我沒做實驗不要漲我學費！使用者付費。 
了 

我無感受到學校有積極在改善學生福利及課程內容，例如： 
1. 提供足夠經費採買實驗器材 
2. 提供完善專業的通識課程 
3. 提供多元的圖書館藏書 
4. 提供足夠的閱讀空間 
5. 提供完善的運動場地 
6. 提供完善的學生活動場地及設備 
以上等等的事項 使我無法接受學校提漲學費，若學校以班會或是說明會的形式，強迫學生為學校背書，我認為學校這樣有失公平正義以及教育道德。 

學費漲師資又不會漲，現在的教學品質看就知道學費有沒有用在學生身上。 

身為全額學貸並且完全支撐自己生活的學生，調漲會為我帶來壓力。 

實習不在醫院還要付學費已經很不合理了，這些錢不能用在繳費者的身上，現在還要漲學費？ 
如果要調整，請把那些錢用在哪裡的明細一一列出來。 

我沒錢，我負擔就學貸款，出社會就負債，調漲會讓我很辛苦。 

請列出具體的多收學雜費之運用事項且希望能讓學生「有感」。 

學校中醫師資沒有實質的增加。 

倘若真要調漲學費，請完整說明原因，用途將用在哪裡。 

學費已經很貴了還要漲？若是真的漲了學費又要用去哪裡？ 
入學以來，真的不知道學校究竟對學生付出過甚麼？場地不足不解決，設備爛不更新，更扯的是沒看過哪間大學的圖書館只有兩層？！還是樓中樓，請來的老師有些根本不會教課，對於漠視學生權益的學校，怎麼還說得出想漲學費？！ 

請學校先公開財務狀況，看有多少經費用在教學軟硬體。 

學生受教品質未見其提升，反倒是學費先有感地上漲，真的本末倒置。 

如果學校經費費不足調漲學學費不如裁員學校的一堆米蟲。 

你不讓學校漲學費到時候課程不夠有水準他們會怪錢不夠。 

就和購買東西一樣，如果要調漲價錢，在購買前就應該告知消費者；同樣地，若是在入學前公告，固然沒有爭議，然而對於已就讀的在學學生，不應調漲學費。希望學校能在財務規劃上，額外也考慮到所有學生的權益。 
希望校方能提供調整學雜費的充分必要理由，以及說明增加的學雜費將用於什麼用處。另外，也請校方尊重程序正義，以合法合理的程序討論學雜費的調整。一個不尊重程序的校方將永遠得不到學生的尊重與信任。 

毫無正當理由，隨意調漲學費，請不要把學校當成營利事業在經營。 

未明確知道調整學雜費的原因，甚至確定調整後，也未必能享受如期的設施或政策，如此無感之調漲，對於學生及家長實在不公平，事實上，在私校本身已經算昂貴的學費之下，卻仍有許多不足，例如：多個他校醫學大學擁有powercam等設備及措施，（對於學校而言，可能負擔不甚大，但對於學生學習有利的相關設備），只是中國醫藥大學卻未提供如此便利學校課後複習的資源，若希望能再次聆聽老師課程，則只能透過自己錄音等等，由此例看來，代表學校也尚未好好聽見學生真正需求，即自行視其所需調漲，實為不公。 

我知道學校錢不夠用，但我不認為學校的教學品質、設施等等有好到需要調漲學費，貴校的調漲前學費已經讓人很有負擔，我知道我們的醫院賺的也不少，要真的缺錢可否從其他地方下手而不是從學生呢。 

當本校為最有錢的私校時，看看鳥籠生鏽多年，每年都造成學生受傷的鐵絲網圍牆，看看學生餐廳環境不佳滿是病媒蚊的環境，我們還是醫學大學嘛？什麼都沒有為學生做，卻想要漲學費請問道理何在呢？ 
你要漲學費不應該跟我講，請先去說服我父母，謝謝。 

中國醫的教授與研究人員薪水比起其他醫學大學是比較弱勢的，學生學雜費和其他學校相比卻是差不多的。那我們設備上並沒有想像中這麼優質，以一個200大學校來說實在有點可憐。若是漲學費可以擴增校地或是興建體育館或是教學大樓或是學生宿舍揪可以接受。但不能接受這些校地變醫院。 

師生比不協調，也沒操場，要調漲的資訊不明。 

我不懂你們調整學雜費的用意。 
用在學生身上嗎？讓我們環境更好嗎？好好想想吧！不是每個家庭要錢都可以把錢拿出來，我就不說中國醫跟別的大學的所有！所有！的設備差異有多大了 反正也不奢求什麼了啦 老師好好的教學生就好了 連師資都有待加強了還調什麼學雜費，補習的人那麼多是為什麼，我看其他學校補習的人是少數為什麼中國醫大部分都在補習。 

沒有看到實體投注在系上、不合理調漲。 

調漲的同時理應讓我們知道能多什麼權利，所以我拒絕調漲，你講了有什麼好處我也不想要。 

要漲不是完全不行，先把設備修好再談，互助A區、立夫教室多少桌燈都掉下來，黏個膠帶就可以修好的東西都不修，校園網路也是常常斷線，更甭提操場、宿舍，運動會要花超過兩小時通勤根本笑話，健身器材壞了也常常放上數月才理會，有幾台則是根本不想修，如果能將上述問題解決，再討論漲學費事宜才是教育方的本分。 

為何教學用地可以拿去蓋醫院，而醫院賺了那麼多錢卻不行那來補助學校？ 
我們跟亞洲大學是同一個理事長，學校是把錢都拿去投資亞大了喔？ 

要養醫院養產業園區的 關學費什麼事？看這種死不更新的校園設備，有臉跟學生多收錢，真是鈔票越厚臉皮越厚。 

請問學費的調漲，是用在必要支出嗎？ 

沒有表明具體事項就調漲學費，如果被挪用至別處學生也不會曉得。希望學校能提出說明，並尊重學生的意見。 

為什麼要調整？如果要調整，請把學費降低謝謝。 

The school are never viewed as priority in the first place and I don't see that the money we gives would really be returned to us as our benefits. It can be seems by all the defectives equipment especially laboratory equipment we are using. 

學費沒有反應在學校設備上還需再調漲有些不合理。 

沒看到學校有付出對學生有利的改變之處，那為何要調漲學費？ 

學校沒有理由的調漲學費，使中國醫成為醫學大學中最貴的學校。1500或許對某些人是小錢，但對我們這些家境不好、辦學貸的學生來說，畢業後又增加了一萬多的負債。 

要漲的話至少互助教室的黑板 、牆壁等等要重新上漆吧？還有立夫三部電梯那的樓梯，旁邊的牆壁也是破了個大洞。 

醫院賺這麼多錢沒理由漲學生學費，全台最貴醫學大學，沒操場，宿舍舊，醫院蓋最多，笑死人。 

學生活動空間小，使用資源也處處被限制。漲學費？！先把學生最需要ㄉ圖書館和球場蓋好再來漲。 

請學校不要再這樣漠視學生的權益了，再這樣下去只會流失更多學生！！！！ 

調漲學費原因要先透明化，才能探討是否要合理調漲。 

師資不佳。 

原來已經夠貴了~~這樣學生往後還學貸會更加辛苦。 

沒有理由可以漲學費， 
第一學校設備沒有提升 
第二連免費機車停車場都沒有 
第三醫院蓋了這麼多，連操場都不願意提供給我們，卻拆了學生宿舍來蓋醫院，為自己賺錢，還又要漲學生學費 
第四我們未來在醫院實習，都當免費勞工了，還要漲學費 
第五沒有感覺學校有什麼有感的升級，我認為沒有理由可以漲學費 

學費很貴但學校設備都很老舊 漲了就全部翻新嗎？學費這麼貴 但校園的規模比醫院還小 學費貴但我感覺不到這校園規模是大學 所以我覺得沒有漲的必要。 

不要增加外籍生的負擔。 

首先，目前的學費已經頗為昂貴，漲價可能會造成某些家境困難的學生處境更加為難，尤其是在學校原有的獎學金非常稀少且嚴格的狀況下。 
其次，學校這麼多年的學費並沒有反映在我們平常使用的器材教室上，很多教室實驗室的器材都非常破舊，北港宿舍更是如此。 
其三，學校將學費調漲的原因之一必定有水湳校區的建立，然而目前許多人將不會使用到水湳校區，且對於水湳仍然有人保持疑問。 

調漲學費但多付的錢也不是用在學生身上，不要再說什麼以後實習需要的屁話。 

學生並沒有享受到該有的福利。與別校相比中國醫藥大學沒有超場、宿舍也只有大一可以住甚至近期要拆除、社團社辦環境都是蚊蟲，教室到處油漆剝落等等。 

學校的公共空間已經少之又少，該有的資源都沒有，尤其球場空間的問題一直存在，醫藥大學都一直推廣大家多運動但沒有空間怎麼運動？一直調漲學費沒有解決到問題，醫院不斷賺錢，好的老師不斷被挖角到亞大，中國醫是以後都開醫院就好嗎？同樣是醫學大學憑什麼我們資源比別的醫學大學少還要付更多的學雜費？這完全不對等啊。再怎麼沒腦袋也知道這個道理吧？學生辦活動每次都有紛爭，不外乎是因為空間狹小？學校難道都沒看到嗎？自習的空間更是少的可憐，立夫教室也只有在本部大系要面試才會上漆，平常掉漆成那樣也不補漆。真心不懂到底把錢花到哪裡去？ 
學費已經夠貴了 別再拿學生家長的錢去蓋醫院。 

讀私立大學已經造成家裡不少的負擔，希望學校能多多為學生及家長著想！ 

私立學費對於學生已經是一大負擔了，學校應以教育為主，應盡量以學生著想！並且，學校未有具體說明為什麼需要將學費調漲。 

在調漲學雜費的時候應該要把所需部分一一列出。到目前為止，看不出有需要調漲學雜費的地方。況且我校學雜費本來就不便宜實在很難同意再在學生及家長身上繼續增加負擔。 

原本5萬多的學費就已經沒有讓人感覺有5萬多的水準，還要調漲？？？ 

付出的學費並沒有得到等價的校園設備，又或者說，學生的權益一再的被枉顧；提出修繕申請，學校也沒有及時處理，不值得我們繳交更高額的學費。 

學費已經名列台灣大學私校前列了，而且加上附屬機構的收入每年的收入都有所上升，不明白漲學費的理由為何。最後是學校的獎助學金名額少門檻高，學費還要漲？這讓那些弱勢家庭如何負擔？ 

做為最有錢的私校，應該把錢花在學生身上，讓學生有感覺到學校真的有在關心我們。 

若果今天學費可以對應反映出學校的改進 我會考慮調漲 但今天走在學校 可以清楚看到校園中大多設備老化 環境惡劣 而只有部分樓層是良好完善（例如立夫7樓）再看看實驗大樓 鳥籠等地方 改善空間巨大！ 

如果需要，我覺得應該要把學校的年度支出表做出來。 

系上的課程安排都沒辦法保證未來出路所需的技術與知能，學校還想漲學費會不會笑死人? 
學校這幾年根本也沒有什麼大建設，而且醫院還那麼賺錢，我真的想不到這樣罔顧學權的學校有什麼漲價權利。　　 

學費原本已經很高了，還不滿足嗎？真不懂學校拿我們學費去做什麼？還要再漲？！ 

以目前的情況來說，學費並沒有反映在學生需要的資源上。 

請問調漲學雜費教室冷氣會變涼嗎？請問調漲學雜費電子講桌會換新嗎？學費已經夠貴了，高層是沒養過小孩是嗎？我家錢都快不夠花了還給我漲學費。 

生活獎學金從120人調降到80人已經不能再可以了喔，還調學費是不是有點過分了。 

沒有增加額外的設施為什麼可以漲？說了很久的體育場，如今也沒個著落，水湳建設如果需要錢，請向能使用到的學生收費，現在漲的學費，也無法確實用於現在的學生。 

宿舍都沒有、教室的話筒和投影儀有些都壞的、爛的，還想漲學費？ 

校方應多重視學生的權益和教育品質，不應只把利益放在眼前。 

在師資設備軟硬體都這麼爛的情況下調漲學費完全不合理，學生的學費根本沒有回饋在學生身上。 

請問附屬醫院，附屬兩個字，賺錢了不是應該回饋了嗎？烏鴉返哺。 

請把中國醫學生繳的錢用在中國醫，不要拿去別的地方用後還要學生多繳錢。 

沒有感受到學校的教育資源有如何的提升，調漲學費實在不合理。 

請先讓學生看到學校的建樹，其實有很多金錢的使用可以更透明化，學校應該多多聽取學生的意見。 

而且學費並無直接反應到教學品質和學習環境，因為至始至終都不怎麼優良。 

學費已經很貴了！！且無法呈現在教學品質跟校園環境上！！調漲學費完全不合理！！ 

在學期間即擬訂的學費標準不宜更動，且學校每位學生每學期收了5-7萬不等的學費，早就已經比很多私校貴很多，然而學校硬體設備還是如此破舊，到底錢用在哪了？如果學校對學生真的很好，很照顧學生，又積極打造優質的學習環境，我們當然沒有理由反對，但是眼見學校只重視研究，硬體設備破舊不更新（請高層去看看，尤其互助大樓除了3A01、3A02以外，課桌椅是什麼樣子？立夫一樓的小講堂，那些桌椅又是什麼樣子?還有同學要拿出小講堂的桌子被劃傷，學校根本不重視學生的安危！）、師資又不足（校務評鑑只是人事大搬風，校方當學生傻）。 

醫院常常利用學校資源，請醫院的盈餘撥一部分給學校先，不要老是找學生要錢，請學校公開程序。 
現在的學費已經夠高了，這些錢在學生身上看不到實質的效益，如今又要調漲學費，不僅讓現在學生對學校失望，也讓往後新生更加三思考慮是否要來讀中國醫。 

學校這麼少的資源給我們是要收那麼多的學費幹嘛？ 

學校對於教學師資的過濾篩選實在不太確實，多堂醫學系必修課依舊必須依靠學生自讀 
學習成效怎麼可能會好到哪裡去？這樣的學習費用竟然還要提升？而且無論如何反應都不見改善，北南多所醫學院皆設有powercam並且習以為常，得知醫院也設有這樣的設備，上課聽爛老師上課已經很困難了，連幫助上課吸收與複習的powercam都沒有，希望學校可以為學生的學習未來感到擔憂，在思考學雜費調漲前，先讓學生感受到學校的教育意志吧。 

設備沒有比較好，教室普遍偏老舊，校園環境也很小，球場的數量和品質都不佳，但學費卻要比別人貴，不合理。 

學校目前的發展狀況我沒有不滿意（雖然也沒有非常滿意），所以我不願多花錢弄校務發展 

學校目前真的有把學生的錢花在對"學生"有利的校務發展上嗎？如果有請透明化讓繳錢的我們和父母可以確認。 

醫學系學費已經高達7萬多元，對於需要自行負擔學費以及生活費的學生壓力已經相當龐大，若再調漲學費會嚴重影響此類學生的學習品質。況且學校打著增加教學軟硬體設施的口號收了這麽多的學費，也完全不見校園硬體設備的更新與進步，自修教室不足、運動場地不足、學生宿舍床位不足且老舊，唯有醫院佔地與設施不斷更新。身為中國醫學大學的一員感到相當的羞恥與無奈。 

請將蓋醫院的錢給學生更好的讀書環境，這是200大應有的氣度。 

身為私立大專院校資產排行第一名怎麼會需要學生的學雜費呢？宿舍都蓋成癌症醫院了，跟你們最愛的病人收不是很好嗎　？　　 

學費已經不便宜了，再次調漲有些家庭壓力會變很大。 

太貴了，不要調漲，家長會很辛苦。 

錢都花在不需要更換的東西，像是改學生資訊系統，很多設施都不更新，理由是沒錢，再收取更多的學費，這樣真的很不行。 

學費已經夠貴了幹嘛還要漲？醫院蓋很多不是賺很多錢了？ 

學校應該明確的說明我們學費都花在哪裡，需要一個詳細的細目。況且，我覺得目前所繳的學費已經很貴了！希望校方不要調漲我們的學費。 

1. 蓋水湳校區沒錢並不應該用增加學生的學雜費來增加經費，經費不足校方應該要再想其他辦法增加經費，比如園遊會義賣，增加學生學雜費絕對不會是選項。 
2. 增加學雜費的運用我並不認同，無法接受。 

學校有些建設不是很新，而且現在學費已經有點貴，請問學校都將我們的學費用在哪？ 

希望學校可以體諒我們僑生，我們來這裡讀書已經離開了自己家鄉而且又沒辦法打工，特別住在北巷的時候。而且學費本來就不便宜，再加上明年很多學生要租房子，本部宿舍又要拆，希望學校可以體諒學生，不要給學生壓力，謝謝。 

學費經濟已經很有負擔了，家裡也不只一個子女要付學費，拜託別再漲了。 

不要只會蓋醫院 連個像樣的運動場地都沒有，儀器設備這麼爛，全台灣最賺錢的醫院，還要漲學費是怎樣，以為每個人都富二代啊。 

學校已經賺很多錢了，再漲下去學生也很有負擔。 

中國醫應詳細列出學校的開支細項，而不是含糊列出幾個統計數字就要調漲學費，而且調漲之後學校的教學品質會得到改善嗎？還是要拿這些費用去建設水湳校區？還是只是進到某些人的口袋裡？中國醫沒有理由只為了少數人的利益而調漲學費。有傳聞中國醫的教授主任的薪水與其他私校相較之下少很多，而中國附醫又是國內數一數二賺錢的醫院，這樣還要調漲學雜費來平衡學校支出？我覺得非常不合理。很多學生都是背負著學貸的壓力入學，學校不應該這樣壓榨學生，把學生當作搖錢樹，教育部應該詳細審查學校的開支細項，不能單單相信學校呈交的表面數據。 

關於這次學校漲學費一事，我堅持反對立場。 
第一，學校完全沒有拿出學費支出細項，我們不知道現在的學費被用在哪些部分，更不知道未來調漲的費用會帶給我們什麼福利，如果不是用在學生身上，請不要要求學生繳錢。 
第二，學校設備不如其他大學這是眾所皆知的事，沒有操場也沒有體育館，然而學校並沒有更新設備的意圖，甚至還剋扣學校場地去蓋醫院，我同意醫院比較賺錢，但既然如此就請不要用教學名義去買地，學校的醫院叫附設醫院，我們不是醫院附設學校。 
第三，身為一個全球百大學校，學校並沒有把學生當人而是作為繳錢機器。 

完全沒在顧家境困難的人，位出社會就已經先負債了還要負債更多嗎，令人傻眼，完全沒在關心學生吧。 

中國醫藥大學是一間真正的學習店堂! 

調漲太多了！！你以為我們很多錢啊 

學校在北港提供的資源匱乏，且高醫、北醫、中山醫等學校也沒有要漲價。 

請學校不要說要給學生更多的資源等等的而提升學雜費，而是檢查一下目前花了多少開銷在不必要的事情上，如果去查台大、清大等等的學校學雜費，便可知道我們的學雜費已經相對的貴很多了，但是他們的資源卻不比我們遜色（甚至更突出），為何我們還需要再提高呢？ 

沒有調整的必要，學校不缺錢。設施也沒有在改善或提升， 相比其他大學校區已經很小了，設施又少。 

家裡沒錢了...別漲... 

要學生多付錢可是學生權益卻一直縮減， 
學生活動空間變醫院空間，認為不具合理性。

學校沒有把學費成本反應在教學品質， 
況且對於學生的利益一直簡編預算（監考人力.工讀金....等）， 
況且再調漲要成為醫學大學學費之首，享受的資源卻沒有其他大學資源之豐富。



學校硬體設備總是到有嘉賓來才會做表面的維修整理，教室也總是會跟醫院共用，甚至以醫院方利益為優先，學校資源都挪用，還想漲學費？本來就不便宜的學費，師資也不是水準很高，甚至要到上外聘老師的課才會感覺有收穫？好的老師一個一個不見，不知道學校怎麼解釋？廁所的門，壞的壞，歪的歪，教室麥克風造成上課噪音，半個學期來也不見改善，飲水機從來就沒有喝過正常的水溫，我不太清楚，學校漲的學費有什麼有遠見的規劃？ 

錢那麼多是不會蓋一個體育館，宿舍是不會蓋多一點給學生，還要學生自己外面租房子，你有想過平民百姓的負擔嗎 我知道你們都很有錢 可不可以有點良心奉獻給中國醫的學生嗎 自己看看其他學校 

飲水機都很老了，幾個人裝水就太熱沒辦法用水出不了，我沒錢，不要漲。 

學費已經很貴了，我家真的很窮。 

資訊未公開，未見學校資源和設施有所提升。 

一句話形容百大教學設施：金玉其外敗絮其中。 
教學實驗設備老舊，教學大樓破爛，師資流動率超高，我是不相信學費調漲這些會改善喇　 

而且，自己醫院連學生看病都這麼貴還好意思漲學費哦？ 

調整學雜費用於增加學校設備，將福利給予學生我沒意見。但不好意思我並沒有看見任何的改變，立夫教學大樓全部飲水機有將近8成是有問題的，冰水溫度40度，請問改善了嗎？ 我看到的是為了給貴賓看到的門面，把一樓廁所水龍頭換成自動式，請問這樣對學生有什麼幫助？立夫二樓的地磚也脫落了許久，有人去維修了嗎？學餐的環境蚊子多沒冷氣，學校改善了嗎？希望別再把學生的意見的反應丟入大海，這樣會讓學生更失望！ 

馬來西亞都變天了希望學校也能換一片天，學費有夠貴師資又不好，好的老師都外面請來的結果只給三堂1700好意思河河河河，連個大操場都沒有就只有校隊優先使用，是打多好？停車位那麼少，何不拆一棟醫院來停，教室電風扇他媽有夠爛動不動就掉下來，立夫另一側樓梯的牆壁是怎樣？豆腐渣工程裡面還塞海綿。宿舍也不會蓋好一點蓋多一點，有夠爛！！！演唱會找一些聽都沒聽過的人好意思？辦活動也不會多給一點經費。更好笑的是，帶朋友來參觀校園都很丟臉，那麼爛那麼小別人都誤以為中正公園是我們校園，他們只知道醫院很多，但不知道教學大樓才4棟。 

學費已經很貴了，再漲就付不起了。 

不要再漲學費了，每天三餐都有問題了，再漲就要去跳樓了。 

學費本來就已經貴到不行了，不要再漲了。 

學費調漲，卻沒讓學生感受到學校實質上照顧我們的感覺，這叫我們怎麼信服！ 

覺得一下子調漲這麼多，對於一些家境較不好或有學貸的同學是一經濟壓力，希望要調漲的話，可慢慢增加。 

家境本來就夠不好了，再漲就交不起學費要退學了。 

學費已經很貴了，不要再漲了！ 

拜託有點邏輯，就不相信你們每個都醫生藥師高學歷的，會不懂？不要把政府所說的公開說明會以班會形式帶過，我就不信這個連國中生都懂的事情，看不出端倪？ 
設問，漲學費，錢都馬說會回歸到學生身上。「來，紅包媽媽幫你存起來以後給你用」這句話比喻的夠清楚了吧。 

今天只喊漲，各院各系有沒有列出未來欲升級的軟硬體清單？到底回饋在學生哪裡？很簡單的道理嘛，雙層牛肉吉士堡比單層的貴，為何有人買單，因為看得見他有兩層肉啊，因為公開透明嘛！那今天什麼東西？ 

請問多繳的這筆錢流向何處？蓋醫院？水湳校區？多繳錢，可以把健身房器材換新？壞掉的器材修好？ 

設備都那麼老舊，設施也這麼少，拿著我們的錢去蓋水湳校區？蓋醫院？ 
請告訴學生們都把學費拿去哪花了，蓋新校區我們可都還用不到，那憑什麼漲學費？ 

學雜費調漲應該更謹慎決定相關辦法，並且經公佈後，由該屆入學開始，不應在學生就學生期間調整，有違當初入學時提供之資訊。 
學校硬件，實驗室儀器，電子論文資源都沒有整體性的提升，學校真得收支不平衡到需要向學生提高收費的地步嗎？ 

調整學雜費，請問學校將我們的學費用去哪裡了，用到入不敷出？這種話還要我們相信，省省吧。 
現在的學費已經貴一個讓一些家庭有點難負擔了，可是為甚麼我看不到使用在我們學生身上？我看到就只有老舊的校舍、故障的設施、不存在的運動場、狹小的空間…等等根本說不完，然後醫院咧？寬敞的空間、頂尖的設備、舒服的環境、蓋不完的醫院、佔用教學用地…等等，請問學校這樣的差異要我們學生怎麼接受調漲學雜費。 

我沒做實驗不要漲我學費！使用者付費。 
了 

我無感受到學校有積極在改善學生福利及課程內容，例如： 
1. 提供足夠經費採買實驗器材 

2. 提供完善專業的通識課程 
3. 提供多元的圖書館藏書 

4. 提供足夠的閱讀空間 
5. 提供完善的運動場地 

6. 提供完善的學生活動場地及設備 
以上等等的事項 使我無法接受學校提漲學費，若學校以班會或是說明會的形式，強迫學生為學校背書，我認為學校這樣有失公平正義以及教育道德。 

學費漲師資又不會漲，現在的教學品質看就知道學費有沒有用在學生身上。 

身為全額學貸並且完全支撐自己生活的學生，調漲會為我帶來壓力。 

實習不在醫院還要付學費已經很不合理了，這些錢不能用在繳費者的身上，現在還要漲學費？ 
如果要調整，請把那些錢用在哪裡的明細一一列出來。 

我沒錢，我負擔就學貸款，出社會就負債，調漲會讓我很辛苦。 

請列出具體的多收學雜費之運用事項且希望能讓學生「有感」。 

學校中醫師資沒有實質的增加。 

倘若真要調漲學費，請完整說明原因，用途將用在哪裡。 

學費已經很貴了還要漲？若是真的漲了學費又要用去哪裡？ 
入學以來，真的不知道學校究竟對學生付出過甚麼？場地不足不解決，設備爛不更新，更扯的是沒看過哪間大學的圖書館只有兩層？！還是樓中樓，請來的老師有些根本不會教課，對於漠視學生權益的學校，怎麼還說得出想漲學費？！ 

請學校先公開財務狀況，看有多少經費用在教學軟硬體。 

學生受教品質未見其提升，反倒是學費先有感地上漲，真的本末倒置。 

如果學校經費費不足調漲學學費不如裁員學校的一堆米蟲。 

你不讓學校漲學費到時候課程不夠有水準他們會怪錢不夠。 

就和購買東西一樣，如果要調漲價錢，在購買前就應該告知消費者；同樣地，若是在入學前公告，固然沒有爭議，然而對於已就讀的在學學生，不應調漲學費。希望學校能在財務規劃上，額外也考慮到所有學生的權益。 
希望校方能提供調整學雜費的充分必要理由，以及說明增加的學雜費將用於什麼用處。另外，也請校方尊重程序正義，以合法合理的程序討論學雜費的調整。一個不尊重程序的校方將永遠得不到學生的尊重與信任。 

毫無正當理由，隨意調漲學費，請不要把學校當成營利事業在經營。 

未明確知道調整學雜費的原因，甚至確定調整後，也未必能享受如期的設施或政策，如此無感之調漲，對於學生及家長實在不公平，事實上，在私校本身已經算昂貴的學費之下，卻仍有許多不足，例如：多個他校醫學大學擁有powercam等設備及措施，（對於學校而言，可能負擔不甚大，但對於學生學習有利的相關設備），只是中國醫藥大學卻未提供如此便利學校課後複習的資源，若希望能再次聆聽老師課程，則只能透過自己錄音等等，由此例看來，代表學校也尚未好好聽見學生真正需求，即自行視其所需調漲，實為不公。 

我知道學校錢不夠用，但我不認為學校的教學品質、設施等等有好到需要調漲學費，貴校的調漲前學費已經讓人很有負擔，我知道我們的醫院賺的也不少，要真的缺錢可否從其他地方下手而不是從學生呢。 

當本校為最有錢的私校時，看看鳥籠生鏽多年，每年都造成學生受傷的鐵絲網圍牆，看看學生餐廳環境不佳滿是病媒蚊的環境，我們還是醫學大學嘛？什麼都沒有為學生做，卻想要漲學費請問道理何在呢？ 
你要漲學費不應該跟我講，請先去說服我父母，謝謝。 

中國醫的教授與研究人員薪水比起其他醫學大學是比較弱勢的，學生學雜費和其他學校相比卻是差不多的。那我們設備上並沒有想像中這麼優質，以一個200大學校來說實在有點可憐。若是漲學費可以擴增校地或是興建體育館或是教學大樓或是學生宿舍揪可以接受。但不能接受這些校地變醫院。 

師生比不協調，也沒操場，要調漲的資訊不明。 

我不懂你們調整學雜費的用意。 
用在學生身上嗎？讓我們環境更好嗎？好好想想吧！不是每個家庭要錢都可以把錢拿出來，我就不說中國醫跟別的大學的所有！所有！的設備差異有多大了 反正也不奢求什麼了啦 老師好好的教學生就好了 連師資都有待加強了還調什麼學雜費，補習的人那麼多是為什麼，我看其他學校補習的人是少數為什麼中國醫大部分都在補習。 

沒有看到實體投注在系上、不合理調漲。 

調漲的同時理應讓我們知道能多什麼權利，所以我拒絕調漲，你講了有什麼好處我也不想要。 

要漲不是完全不行，先把設備修好再談，互助A區、立夫教室多少桌燈都掉下來，黏個膠帶就可以修好的東西都不修，校園網路也是常常斷線，更甭提操場、宿舍，運動會要花超過兩小時通勤根本笑話，健身器材壞了也常常放上數月才理會，有幾台則是根本不想修，如果能將上述問題解決，再討論漲學費事宜才是教育方的本分。 

為何教學用地可以拿去蓋醫院，而醫院賺了那麼多錢卻不行那來補助學校？ 
我們跟亞洲大學是同一個理事長，學校是把錢都拿去投資亞大了喔？ 

要養醫院養產業園區的 關學費什麼事？看這種死不更新的校園設備，有臉跟學生多收錢，真是鈔票越厚臉皮越厚。 

請問學費的調漲，是用在必要支出嗎？ 

沒有表明具體事項就調漲學費，如果被挪用至別處學生也不會曉得。希望學校能提出說明，並尊重學生的意見。 

為什麼要調整？如果要調整，請把學費降低謝謝。 

The school are never viewed as priority in the first place and I don't see that the money we gives would really be returned to us as our benefits. It can be seems by all the defectives equipment especially laboratory equipment we are using. 

學費沒有反應在學校設備上還需再調漲有些不合理。 

沒看到學校有付出對學生有利的改變之處，那為何要調漲學費？ 

學校沒有理由的調漲學費，使中國醫成為醫學大學中最貴的學校。1500或許對某些人是小錢，但對我們這些家境不好、辦學貸的學生來說，畢業後又增加了一萬多的負債。 

要漲的話至少互助教室的黑板 、牆壁等等要重新上漆吧？還有立夫三部電梯那的樓梯，旁邊的牆壁也是破了個大洞。 

醫院賺這麼多錢沒理由漲學生學費，全台最貴醫學大學，沒操場，宿舍舊，醫院蓋最多，笑死人。 

學生活動空間小，使用資源也處處被限制。漲學費？！先把學生最需要ㄉ圖書館和球場蓋好再來漲。 

請學校不要再這樣漠視學生的權益了，再這樣下去只會流失更多學生！！！！ 

調漲學費原因要先透明化，才能探討是否要合理調漲。 

師資不佳。 

原來已經夠貴了~~這樣學生往後還學貸會更加辛苦。 

沒有理由可以漲學費， 
第一學校設備沒有提升 

第二連免費機車停車場都沒有 
第三醫院蓋了這麼多，連操場都不願意提供給我們，卻拆了學生宿舍來蓋醫院，為自己賺錢，還又要漲學生學費 

第四我們未來在醫院實習，都當免費勞工了，還要漲學費 
第五沒有感覺學校有什麼有感的升級，我認為沒有理由可以漲學費 

學費很貴但學校設備都很老舊 漲了就全部翻新嗎？學費這麼貴 但校園的規模比醫院還小 學費貴但我感覺不到這校園規模是大學 所以我覺得沒有漲的必要。 

不要增加外籍生的負擔。 

首先，目前的學費已經頗為昂貴，漲價可能會造成某些家境困難的學生處境更加為難，尤其是在學校原有的獎學金非常稀少且嚴格的狀況下。 
其次，學校這麼多年的學費並沒有反映在我們平常使用的器材教室上，很多教室實驗室的器材都非常破舊，北港宿舍更是如此。 

其三，學校將學費調漲的原因之一必定有水湳校區的建立，然而目前許多人將不會使用到水湳校區，且對於水湳仍然有人保持疑問。 

調漲學費但多付的錢也不是用在學生身上，不要再說什麼以後實習需要的屁話。 

學生並沒有享受到該有的福利。與別校相比中國醫藥大學沒有超場、宿舍也只有大一可以住甚至近期要拆除、社團社辦環境都是蚊蟲，教室到處油漆剝落等等。 

學校的公共空間已經少之又少，該有的資源都沒有，尤其球場空間的問題一直存在，醫藥大學都一直推廣大家多運動但沒有空間怎麼運動？一直調漲學費沒有解決到問題，醫院不斷賺錢，好的老師不斷被挖角到亞大，中國醫是以後都開醫院就好嗎？同樣是醫學大學憑什麼我們資源比別的醫學大學少還要付更多的學雜費？這完全不對等啊。再怎麼沒腦袋也知道這個道理吧？學生辦活動每次都有紛爭，不外乎是因為空間狹小？學校難道都沒看到嗎？自習的空間更是少的可憐，立夫教室也只有在本部大系要面試才會上漆，平常掉漆成那樣也不補漆。真心不懂到底把錢花到哪裡去？ 
學費已經夠貴了 別再拿學生家長的錢去蓋醫院。 

讀私立大學已經造成家裡不少的負擔，希望學校能多多為學生及家長著想！ 

私立學費對於學生已經是一大負擔了，學校應以教育為主，應盡量以學生著想！並且，學校未有具體說明為什麼需要將學費調漲。 

在調漲學雜費的時候應該要把所需部分一一列出。到目前為止，看不出有需要調漲學雜費的地方。況且我校學雜費本來就不便宜實在很難同意再在學生及家長身上繼續增加負擔。 

原本5萬多的學費就已經沒有讓人感覺有5萬多的水準，還要調漲？？？ 

付出的學費並沒有得到等價的校園設備，又或者說，學生的權益一再的被枉顧；提出修繕申請，學校也沒有及時處理，不值得我們繳交更高額的學費。 

學費已經名列台灣大學私校前列了，而且加上附屬機構的收入每年的收入都有所上升，不明白漲學費的理由為何。最後是學校的獎助學金名額少門檻高，學費還要漲？這讓那些弱勢家庭如何負擔？ 

做為最有錢的私校，應該把錢花在學生身上，讓學生有感覺到學校真的有在關心我們。 

若果今天學費可以對應反映出學校的改進 我會考慮調漲 但今天走在學校 可以清楚看到校園中大多設備老化 環境惡劣 而只有部分樓層是良好完善（例如立夫7樓）再看看實驗大樓 鳥籠等地方 改善空間巨大！ 

如果需要，我覺得應該要把學校的年度支出表做出來。 

系上的課程安排都沒辦法保證未來出路所需的技術與知能，學校還想漲學費會不會笑死人? 
學校這幾年根本也沒有什麼大建設，而且醫院還那麼賺錢，我真的想不到這樣罔顧學權的學校有什麼漲價權利。　　 

學費原本已經很高了，還不滿足嗎？真不懂學校拿我們學費去做什麼？還要再漲？！ 

以目前的情況來說，學費並沒有反映在學生需要的資源上。 

請問調漲學雜費教室冷氣會變涼嗎？請問調漲學雜費電子講桌會換新嗎？學費已經夠貴了，高層是沒養過小孩是嗎？我家錢都快不夠花了還給我漲學費。 

生活獎學金從120人調降到80人已經不能再可以了喔，還調學費是不是有點過分了。 

沒有增加額外的設施為什麼可以漲？說了很久的體育場，如今也沒個著落，水湳建設如果需要錢，請向能使用到的學生收費，現在漲的學費，也無法確實用於現在的學生。 

宿舍都沒有、教室的話筒和投影儀有些都壞的、爛的，還想漲學費？ 

校方應多重視學生的權益和教育品質，不應只把利益放在眼前。 

在師資設備軟硬體都這麼爛的情況下調漲學費完全不合理，學生的學費根本沒有回饋在學生身上。 

請問附屬醫院，附屬兩個字，賺錢了不是應該回饋了嗎？烏鴉返哺。 

請把中國醫學生繳的錢用在中國醫，不要拿去別的地方用後還要學生多繳錢。 

沒有感受到學校的教育資源有如何的提升，調漲學費實在不合理。 

請先讓學生看到學校的建樹，其實有很多金錢的使用可以更透明化，學校應該多多聽取學生的意見。 

而且學費並無直接反應到教學品質和學習環境，因為至始至終都不怎麼優良。 

學費已經很貴了！！且無法呈現在教學品質跟校園環境上！！調漲學費完全不合理！！ 

在學期間即擬訂的學費標準不宜更動，且學校每位學生每學期收了5-7萬不等的學費，早就已經比很多私校貴很多，然而學校硬體設備還是如此破舊，到底錢用在哪了？如果學校對學生真的很好，很照顧學生，又積極打造優質的學習環境，我們當然沒有理由反對，但是眼見學校只重視研究，硬體設備破舊不更新（請高層去看看，尤其互助大樓除了3A01、3A02以外，課桌椅是什麼樣子？立夫一樓的小講堂，那些桌椅又是什麼樣子?還有同學要拿出小講堂的桌子被劃傷，學校根本不重視學生的安危！）、師資又不足（校務評鑑只是人事大搬風，校方當學生傻）。 

醫院常常利用學校資源，請醫院的盈餘撥一部分給學校先，不要老是找學生要錢，請學校公開程序。 
現在的學費已經夠高了，這些錢在學生身上看不到實質的效益，如今又要調漲學費，不僅讓現在學生對學校失望，也讓往後新生更加三思考慮是否要來讀中國醫。 

學校這麼少的資源給我們是要收那麼多的學費幹嘛？ 

學校對於教學師資的過濾篩選實在不太確實，多堂醫學系必修課依舊必須依靠學生自讀 
學習成效怎麼可能會好到哪裡去？這樣的學習費用竟然還要提升？而且無論如何反應都不見改善，北南多所醫學院皆設有powercam並且習以為常，得知醫院也設有這樣的設備，上課聽爛老師上課已經很困難了，連幫助上課吸收與複習的powercam都沒有，希望學校可以為學生的學習未來感到擔憂，在思考學雜費調漲前，先讓學生感受到學校的教育意志吧。 

設備沒有比較好，教室普遍偏老舊，校園環境也很小，球場的數量和品質都不佳，但學費卻要比別人貴，不合理。 

學校目前的發展狀況我沒有不滿意（雖然也沒有非常滿意），所以我不願多花錢弄校務發展 

學校目前真的有把學生的錢花在對"學生"有利的校務發展上嗎？如果有請透明化讓繳錢的我們和父母可以確認。 

醫學系學費已經高達7萬多元，對於需要自行負擔學費以及生活費的學生壓力已經相當龐大，若再調漲學費會嚴重影響此類學生的學習品質。況且學校打著增加教學軟硬體設施的口號收了這麽多的學費，也完全不見校園硬體設備的更新與進步，自修教室不足、運動場地不足、學生宿舍床位不足且老舊，唯有醫院佔地與設施不斷更新。身為中國醫學大學的一員感到相當的羞恥與無奈。 

請將蓋醫院的錢給學生更好的讀書環境，這是200大應有的氣度。 

身為私立大專院校資產排行第一名怎麼會需要學生的學雜費呢？宿舍都蓋成癌症醫院了，跟你們最愛的病人收不是很好嗎　？　　 

學費已經不便宜了，再次調漲有些家庭壓力會變很大。 

太貴了，不要調漲，家長會很辛苦。 

錢都花在不需要更換的東西，像是改學生資訊系統，很多設施都不更新，理由是沒錢，再收取更多的學費，這樣真的很不行。 

學費已經夠貴了幹嘛還要漲？醫院蓋很多不是賺很多錢了？ 

學校應該明確的說明我們學費都花在哪裡，需要一個詳細的細目。況且，我覺得目前所繳的學費已經很貴了！希望校方不要調漲我們的學費。 

1. 蓋水湳校區沒錢並不應該用增加學生的學雜費來增加經費，經費不足校方應該要再想其他辦法增加經費，比如園遊會義賣，增加學生學雜費絕對不會是選項。 
2. 增加學雜費的運用我並不認同，無法接受。 

學校有些建設不是很新，而且現在學費已經有點貴，請問學校都將我們的學費用在哪？ 

希望學校可以體諒我們僑生，我們來這裡讀書已經離開了自己家鄉而且又沒辦法打工，特別住在北巷的時候。而且學費本來就不便宜，再加上明年很多學生要租房子，本部宿舍又要拆，希望學校可以體諒學生，不要給學生壓力，謝謝。 

學費經濟已經很有負擔了，家裡也不只一個子女要付學費，拜託別再漲了。 

不要只會蓋醫院 連個像樣的運動場地都沒有，儀器設備這麼爛，全台灣最賺錢的醫院，還要漲學費是怎樣，以為每個人都富二代啊。 

學校已經賺很多錢了，再漲下去學生也很有負擔。 

中國醫應詳細列出學校的開支細項，而不是含糊列出幾個統計數字就要調漲學費，而且調漲之後學校的教學品質會得到改善嗎？還是要拿這些費用去建設水湳校區？還是只是進到某些人的口袋裡？中國醫沒有理由只為了少數人的利益而調漲學費。有傳聞中國醫的教授主任的薪水與其他私校相較之下少很多，而中國附醫又是國內數一數二賺錢的醫院，這樣還要調漲學雜費來平衡學校支出？我覺得非常不合理。很多學生都是背負著學貸的壓力入學，學校不應該這樣壓榨學生，把學生當作搖錢樹，教育部應該詳細審查學校的開支細項，不能單單相信學校呈交的表面數據。 

關於這次學校漲學費一事，我堅持反對立場。 
第一，學校完全沒有拿出學費支出細項，我們不知道現在的學費被用在哪些部分，更不知道未來調漲的費用會帶給我們什麼福利，如果不是用在學生身上，請不要要求學生繳錢。 

第二，學校設備不如其他大學這是眾所皆知的事，沒有操場也沒有體育館，然而學校並沒有更新設備的意圖，甚至還剋扣學校場地去蓋醫院，我同意醫院比較賺錢，但既然如此就請不要用教學名義去買地，學校的醫院叫附設醫院，我們不是醫院附設學校。 
第三，身為一個全球百大學校，學校並沒有把學生當人而是作為繳錢機器。 

完全沒在顧家境困難的人，位出社會就已經先負債了還要負債更多嗎，令人傻眼，完全沒在關心學生吧。 

中國醫藥大學是一間真正的學習店堂! 

我不懂為什麼學校把我們系從立夫13樓趕到破爛且環境糟糕的女生宿舍下面去， 
而要我們讓出環境比較好的立夫十三樓的系教室呢？ 

明明學習的環境變得越來越糟糕， 
可為什麼還要跟我們說漲學費呢？ 
覺得莫名其妙。 



學校硬體設備總是到有嘉賓來才會做表面的維修整理，教室也總是會跟醫院共用，甚至以醫院方利益為優先，學校資源都挪用，還想漲學費？本來就不便宜的學費，師資也不是水準很高，甚至要到上外聘老師的課才會感覺有收穫？好的老師一個一個不見，不知道學校怎麼解釋？廁所的門，壞的壞，歪的歪，教室麥克風造成上課噪音，半個學期來也不見改善，飲水機從來就沒有喝過正常的水溫，我不太清楚，學校漲的學費有什麼有遠見的規劃？ 

錢那麼多是不會蓋一個體育館，宿舍是不會蓋多一點給學生，還要學生自己外面租房子，你有想過平民百姓的負擔嗎 我知道你們都很有錢 可不可以有點良心奉獻給中國醫的學生嗎 自己看看其他學校 

飲水機都很老了，幾個人裝水就太熱沒辦法用水出不了，我沒錢，不要漲。 

學費已經很貴了，我家真的很窮。 

資訊未公開，未見學校資源和設施有所提升。 

一句話形容百大教學設施：金玉其外敗絮其中。 
教學實驗設備老舊，教學大樓破爛，師資流動率超高，我是不相信學費調漲這些會改善喇　 

而且，自己醫院連學生看病都這麼貴還好意思漲學費哦？ 

調整學雜費用於增加學校設備，將福利給予學生我沒意見。但不好意思我並沒有看見任何的改變，立夫教學大樓全部飲水機有將近8成是有問題的，冰水溫度40度，請問改善了嗎？ 我看到的是為了給貴賓看到的門面，把一樓廁所水龍頭換成自動式，請問這樣對學生有什麼幫助？立夫二樓的地磚也脫落了許久，有人去維修了嗎？學餐的環境蚊子多沒冷氣，學校改善了嗎？希望別再把學生的意見的反應丟入大海，這樣會讓學生更失望！ 

馬來西亞都變天了希望學校也能換一片天，學費有夠貴師資又不好，好的老師都外面請來的結果只給三堂1700好意思河河河河，連個大操場都沒有就只有校隊優先使用，是打多好？停車位那麼少，何不拆一棟醫院來停，教室電風扇他媽有夠爛動不動就掉下來，立夫另一側樓梯的牆壁是怎樣？豆腐渣工程裡面還塞海綿。宿舍也不會蓋好一點蓋多一點，有夠爛！！！演唱會找一些聽都沒聽過的人好意思？辦活動也不會多給一點經費。更好笑的是，帶朋友來參觀校園都很丟臉，那麼爛那麼小別人都誤以為中正公園是我們校園，他們只知道醫院很多，但不知道教學大樓才4棟。 

學費已經很貴了，再漲就付不起了。 

不要再漲學費了，每天三餐都有問題了，再漲就要去跳樓了。 

學費本來就已經貴到不行了，不要再漲了。 

學費調漲，卻沒讓學生感受到學校實質上照顧我們的感覺，這叫我們怎麼信服！ 

覺得一下子調漲這麼多，對於一些家境較不好或有學貸的同學是一經濟壓力，希望要調漲的話，可慢慢增加。 

家境本來就夠不好了，再漲就交不起學費要退學了。 

學費已經很貴了，不要再漲了！ 

拜託有點邏輯，就不相信你們每個都醫生藥師高學歷的，會不懂？不要把政府所說的公開說明會以班會形式帶過，我就不信這個連國中生都懂的事情，看不出端倪？ 
設問，漲學費，錢都馬說會回歸到學生身上。「來，紅包媽媽幫你存起來以後給你用」這句話比喻的夠清楚了吧。 

今天只喊漲，各院各系有沒有列出未來欲升級的軟硬體清單？到底回饋在學生哪裡？很簡單的道理嘛，雙層牛肉吉士堡比單層的貴，為何有人買單，因為看得見他有兩層肉啊，因為公開透明嘛！那今天什麼東西？ 

請問多繳的這筆錢流向何處？蓋醫院？水湳校區？多繳錢，可以把健身房器材換新？壞掉的器材修好？ 

設備都那麼老舊，設施也這麼少，拿著我們的錢去蓋水湳校區？蓋醫院？ 
請告訴學生們都把學費拿去哪花了，蓋新校區我們可都還用不到，那憑什麼漲學費？ 

學雜費調漲應該更謹慎決定相關辦法，並且經公佈後，由該屆入學開始，不應在學生就學生期間調整，有違當初入學時提供之資訊。 
學校硬件，實驗室儀器，電子論文資源都沒有整體性的提升，學校真得收支不平衡到需要向學生提高收費的地步嗎？ 

調整學雜費，請問學校將我們的學費用去哪裡了，用到入不敷出？這種話還要我們相信，省省吧。 
現在的學費已經貴一個讓一些家庭有點難負擔了，可是為甚麼我看不到使用在我們學生身上？我看到就只有老舊的校舍、故障的設施、不存在的運動場、狹小的空間…等等根本說不完，然後醫院咧？寬敞的空間、頂尖的設備、舒服的環境、蓋不完的醫院、佔用教學用地…等等，請問學校這樣的差異要我們學生怎麼接受調漲學雜費。 

我沒做實驗不要漲我學費！使用者付費。 
了 

我無感受到學校有積極在改善學生福利及課程內容，例如： 
1. 提供足夠經費採買實驗器材 

2. 提供完善專業的通識課程 
3. 提供多元的圖書館藏書 

4. 提供足夠的閱讀空間 
5. 提供完善的運動場地 

6. 提供完善的學生活動場地及設備 
以上等等的事項 使我無法接受學校提漲學費，若學校以班會或是說明會的形式，強迫學生為學校背書，我認為學校這樣有失公平正義以及教育道德。 

學費漲師資又不會漲，現在的教學品質看就知道學費有沒有用在學生身上。 

身為全額學貸並且完全支撐自己生活的學生，調漲會為我帶來壓力。 

實習不在醫院還要付學費已經很不合理了，這些錢不能用在繳費者的身上，現在還要漲學費？ 
如果要調整，請把那些錢用在哪裡的明細一一列出來。 

我沒錢，我負擔就學貸款，出社會就負債，調漲會讓我很辛苦。 

請列出具體的多收學雜費之運用事項且希望能讓學生「有感」。 

學校中醫師資沒有實質的增加。 

倘若真要調漲學費，請完整說明原因，用途將用在哪裡。 

學費已經很貴了還要漲？若是真的漲了學費又要用去哪裡？ 
入學以來，真的不知道學校究竟對學生付出過甚麼？場地不足不解決，設備爛不更新，更扯的是沒看過哪間大學的圖書館只有兩層？！還是樓中樓，請來的老師有些根本不會教課，對於漠視學生權益的學校，怎麼還說得出想漲學費？！ 

請學校先公開財務狀況，看有多少經費用在教學軟硬體。 

學生受教品質未見其提升，反倒是學費先有感地上漲，真的本末倒置。 

如果學校經費費不足調漲學學費不如裁員學校的一堆米蟲。 

你不讓學校漲學費到時候課程不夠有水準他們會怪錢不夠。 

就和購買東西一樣，如果要調漲價錢，在購買前就應該告知消費者；同樣地，若是在入學前公告，固然沒有爭議，然而對於已就讀的在學學生，不應調漲學費。希望學校能在財務規劃上，額外也考慮到所有學生的權益。 
希望校方能提供調整學雜費的充分必要理由，以及說明增加的學雜費將用於什麼用處。另外，也請校方尊重程序正義，以合法合理的程序討論學雜費的調整。一個不尊重程序的校方將永遠得不到學生的尊重與信任。 

毫無正當理由，隨意調漲學費，請不要把學校當成營利事業在經營。 

未明確知道調整學雜費的原因，甚至確定調整後，也未必能享受如期的設施或政策，如此無感之調漲，對於學生及家長實在不公平，事實上，在私校本身已經算昂貴的學費之下，卻仍有許多不足，例如：多個他校醫學大學擁有powercam等設備及措施，（對於學校而言，可能負擔不甚大，但對於學生學習有利的相關設備），只是中國醫藥大學卻未提供如此便利學校課後複習的資源，若希望能再次聆聽老師課程，則只能透過自己錄音等等，由此例看來，代表學校也尚未好好聽見學生真正需求，即自行視其所需調漲，實為不公。 

我知道學校錢不夠用，但我不認為學校的教學品質、設施等等有好到需要調漲學費，貴校的調漲前學費已經讓人很有負擔，我知道我們的醫院賺的也不少，要真的缺錢可否從其他地方下手而不是從學生呢。 

當本校為最有錢的私校時，看看鳥籠生鏽多年，每年都造成學生受傷的鐵絲網圍牆，看看學生餐廳環境不佳滿是病媒蚊的環境，我們還是醫學大學嘛？什麼都沒有為學生做，卻想要漲學費請問道理何在呢？ 
你要漲學費不應該跟我講，請先去說服我父母，謝謝。 

中國醫的教授與研究人員薪水比起其他醫學大學是比較弱勢的，學生學雜費和其他學校相比卻是差不多的。那我們設備上並沒有想像中這麼優質，以一個200大學校來說實在有點可憐。若是漲學費可以擴增校地或是興建體育館或是教學大樓或是學生宿舍揪可以接受。但不能接受這些校地變醫院。 

師生比不協調，也沒操場，要調漲的資訊不明。 

我不懂你們調整學雜費的用意。 
用在學生身上嗎？讓我們環境更好嗎？好好想想吧！不是每個家庭要錢都可以把錢拿出來，我就不說中國醫跟別的大學的所有！所有！的設備差異有多大了 反正也不奢求什麼了啦 老師好好的教學生就好了 連師資都有待加強了還調什麼學雜費，補習的人那麼多是為什麼，我看其他學校補習的人是少數為什麼中國醫大部分都在補習。 

沒有看到實體投注在系上、不合理調漲。 

調漲的同時理應讓我們知道能多什麼權利，所以我拒絕調漲，你講了有什麼好處我也不想要。 

要漲不是完全不行，先把設備修好再談，互助A區、立夫教室多少桌燈都掉下來，黏個膠帶就可以修好的東西都不修，校園網路也是常常斷線，更甭提操場、宿舍，運動會要花超過兩小時通勤根本笑話，健身器材壞了也常常放上數月才理會，有幾台則是根本不想修，如果能將上述問題解決，再討論漲學費事宜才是教育方的本分。 

為何教學用地可以拿去蓋醫院，而醫院賺了那麼多錢卻不行那來補助學校？ 
我們跟亞洲大學是同一個理事長，學校是把錢都拿去投資亞大了喔？ 

要養醫院養產業園區的 關學費什麼事？看這種死不更新的校園設備，有臉跟學生多收錢，真是鈔票越厚臉皮越厚。 

請問學費的調漲，是用在必要支出嗎？ 

沒有表明具體事項就調漲學費，如果被挪用至別處學生也不會曉得。希望學校能提出說明，並尊重學生的意見。 

為什麼要調整？如果要調整，請把學費降低謝謝。 

The school are never viewed as priority in the first place and I don't see that the money we gives would really be returned to us as our benefits. It can be seems by all the defectives equipment especially laboratory equipment we are using. 

學費沒有反應在學校設備上還需再調漲有些不合理。 

沒看到學校有付出對學生有利的改變之處，那為何要調漲學費？ 

學校沒有理由的調漲學費，使中國醫成為醫學大學中最貴的學校。1500或許對某些人是小錢，但對我們這些家境不好、辦學貸的學生來說，畢業後又增加了一萬多的負債。 

要漲的話至少互助教室的黑板 、牆壁等等要重新上漆吧？還有立夫三部電梯那的樓梯，旁邊的牆壁也是破了個大洞。 

醫院賺這麼多錢沒理由漲學生學費，全台最貴醫學大學，沒操場，宿舍舊，醫院蓋最多，笑死人。 

學生活動空間小，使用資源也處處被限制。漲學費？！先把學生最需要ㄉ圖書館和球場蓋好再來漲。 

請學校不要再這樣漠視學生的權益了，再這樣下去只會流失更多學生！！！！ 

調漲學費原因要先透明化，才能探討是否要合理調漲。 

師資不佳。 

原來已經夠貴了~~這樣學生往後還學貸會更加辛苦。 

沒有理由可以漲學費， 
第一學校設備沒有提升 

第二連免費機車停車場都沒有 
第三醫院蓋了這麼多，連操場都不願意提供給我們，卻拆了學生宿舍來蓋醫院，為自己賺錢，還又要漲學生學費 

第四我們未來在醫院實習，都當免費勞工了，還要漲學費 
第五沒有感覺學校有什麼有感的升級，我認為沒有理由可以漲學費 

學費很貴但學校設備都很老舊 漲了就全部翻新嗎？學費這麼貴 但校園的規模比醫院還小 學費貴但我感覺不到這校園規模是大學 所以我覺得沒有漲的必要。 

不要增加外籍生的負擔。 

首先，目前的學費已經頗為昂貴，漲價可能會造成某些家境困難的學生處境更加為難，尤其是在學校原有的獎學金非常稀少且嚴格的狀況下。 
其次，學校這麼多年的學費並沒有反映在我們平常使用的器材教室上，很多教室實驗室的器材都非常破舊，北港宿舍更是如此。 

其三，學校將學費調漲的原因之一必定有水湳校區的建立，然而目前許多人將不會使用到水湳校區，且對於水湳仍然有人保持疑問。 

調漲學費但多付的錢也不是用在學生身上，不要再說什麼以後實習需要的屁話。 

學生並沒有享受到該有的福利。與別校相比中國醫藥大學沒有超場、宿舍也只有大一可以住甚至近期要拆除、社團社辦環境都是蚊蟲，教室到處油漆剝落等等。 

學校的公共空間已經少之又少，該有的資源都沒有，尤其球場空間的問題一直存在，醫藥大學都一直推廣大家多運動但沒有空間怎麼運動？一直調漲學費沒有解決到問題，醫院不斷賺錢，好的老師不斷被挖角到亞大，中國醫是以後都開醫院就好嗎？同樣是醫學大學憑什麼我們資源比別的醫學大學少還要付更多的學雜費？這完全不對等啊。再怎麼沒腦袋也知道這個道理吧？學生辦活動每次都有紛爭，不外乎是因為空間狹小？學校難道都沒看到嗎？自習的空間更是少的可憐，立夫教室也只有在本部大系要面試才會上漆，平常掉漆成那樣也不補漆。真心不懂到底把錢花到哪裡去？ 
學費已經夠貴了 別再拿學生家長的錢去蓋醫院。 

讀私立大學已經造成家裡不少的負擔，希望學校能多多為學生及家長著想！ 

私立學費對於學生已經是一大負擔了，學校應以教育為主，應盡量以學生著想！並且，學校未有具體說明為什麼需要將學費調漲。 

在調漲學雜費的時候應該要把所需部分一一列出。到目前為止，看不出有需要調漲學雜費的地方。況且我校學雜費本來就不便宜實在很難同意再在學生及家長身上繼續增加負擔。 

原本5萬多的學費就已經沒有讓人感覺有5萬多的水準，還要調漲？？？ 

付出的學費並沒有得到等價的校園設備，又或者說，學生的權益一再的被枉顧；提出修繕申請，學校也沒有及時處理，不值得我們繳交更高額的學費。 

學費已經名列台灣大學私校前列了，而且加上附屬機構的收入每年的收入都有所上升，不明白漲學費的理由為何。最後是學校的獎助學金名額少門檻高，學費還要漲？這讓那些弱勢家庭如何負擔？ 

做為最有錢的私校，應該把錢花在學生身上，讓學生有感覺到學校真的有在關心我們。 

若果今天學費可以對應反映出學校的改進 我會考慮調漲 但今天走在學校 可以清楚看到校園中大多設備老化 環境惡劣 而只有部分樓層是良好完善（例如立夫7樓）再看看實驗大樓 鳥籠等地方 改善空間巨大！ 

如果需要，我覺得應該要把學校的年度支出表做出來。 

系上的課程安排都沒辦法保證未來出路所需的技術與知能，學校還想漲學費會不會笑死人? 
學校這幾年根本也沒有什麼大建設，而且醫院還那麼賺錢，我真的想不到這樣罔顧學權的學校有什麼漲價權利。　　 

學費原本已經很高了，還不滿足嗎？真不懂學校拿我們學費去做什麼？還要再漲？！ 

以目前的情況來說，學費並沒有反映在學生需要的資源上。 

請問調漲學雜費教室冷氣會變涼嗎？請問調漲學雜費電子講桌會換新嗎？學費已經夠貴了，高層是沒養過小孩是嗎？我家錢都快不夠花了還給我漲學費。 

生活獎學金從120人調降到80人已經不能再可以了喔，還調學費是不是有點過分了。 

沒有增加額外的設施為什麼可以漲？說了很久的體育場，如今也沒個著落，水湳建設如果需要錢，請向能使用到的學生收費，現在漲的學費，也無法確實用於現在的學生。 

宿舍都沒有、教室的話筒和投影儀有些都壞的、爛的，還想漲學費？ 

校方應多重視學生的權益和教育品質，不應只把利益放在眼前。 

在師資設備軟硬體都這麼爛的情況下調漲學費完全不合理，學生的學費根本沒有回饋在學生身上。 

請問附屬醫院，附屬兩個字，賺錢了不是應該回饋了嗎？烏鴉返哺。 

請把中國醫學生繳的錢用在中國醫，不要拿去別的地方用後還要學生多繳錢。 

沒有感受到學校的教育資源有如何的提升，調漲學費實在不合理。 

請先讓學生看到學校的建樹，其實有很多金錢的使用可以更透明化，學校應該多多聽取學生的意見。 

而且學費並無直接反應到教學品質和學習環境，因為至始至終都不怎麼優良。 

學費已經很貴了！！且無法呈現在教學品質跟校園環境上！！調漲學費完全不合理！！ 

在學期間即擬訂的學費標準不宜更動，且學校每位學生每學期收了5-7萬不等的學費，早就已經比很多私校貴很多，然而學校硬體設備還是如此破舊，到底錢用在哪了？如果學校對學生真的很好，很照顧學生，又積極打造優質的學習環境，我們當然沒有理由反對，但是眼見學校只重視研究，硬體設備破舊不更新（請高層去看看，尤其互助大樓除了3A01、3A02以外，課桌椅是什麼樣子？立夫一樓的小講堂，那些桌椅又是什麼樣子?還有同學要拿出小講堂的桌子被劃傷，學校根本不重視學生的安危！）、師資又不足（校務評鑑只是人事大搬風，校方當學生傻）。 

醫院常常利用學校資源，請醫院的盈餘撥一部分給學校先，不要老是找學生要錢，請學校公開程序。 
現在的學費已經夠高了，這些錢在學生身上看不到實質的效益，如今又要調漲學費，不僅讓現在學生對學校失望，也讓往後新生更加三思考慮是否要來讀中國醫。 

學校這麼少的資源給我們是要收那麼多的學費幹嘛？ 

學校對於教學師資的過濾篩選實在不太確實，多堂醫學系必修課依舊必須依靠學生自讀 
學習成效怎麼可能會好到哪裡去？這樣的學習費用竟然還要提升？而且無論如何反應都不見改善，北南多所醫學院皆設有powercam並且習以為常，得知醫院也設有這樣的設備，上課聽爛老師上課已經很困難了，連幫助上課吸收與複習的powercam都沒有，希望學校可以為學生的學習未來感到擔憂，在思考學雜費調漲前，先讓學生感受到學校的教育意志吧。 

設備沒有比較好，教室普遍偏老舊，校園環境也很小，球場的數量和品質都不佳，但學費卻要比別人貴，不合理。 

學校目前的發展狀況我沒有不滿意（雖然也沒有非常滿意），所以我不願多花錢弄校務發展 

學校目前真的有把學生的錢花在對"學生"有利的校務發展上嗎？如果有請透明化讓繳錢的我們和父母可以確認。 

醫學系學費已經高達7萬多元，對於需要自行負擔學費以及生活費的學生壓力已經相當龐大，若再調漲學費會嚴重影響此類學生的學習品質。況且學校打著增加教學軟硬體設施的口號收了這麽多的學費，也完全不見校園硬體設備的更新與進步，自修教室不足、運動場地不足、學生宿舍床位不足且老舊，唯有醫院佔地與設施不斷更新。身為中國醫學大學的一員感到相當的羞恥與無奈。 

請將蓋醫院的錢給學生更好的讀書環境，這是200大應有的氣度。 

身為私立大專院校資產排行第一名怎麼會需要學生的學雜費呢？宿舍都蓋成癌症醫院了，跟你們最愛的病人收不是很好嗎　？　　 

學費已經不便宜了，再次調漲有些家庭壓力會變很大。 

太貴了，不要調漲，家長會很辛苦。 

錢都花在不需要更換的東西，像是改學生資訊系統，很多設施都不更新，理由是沒錢，再收取更多的學費，這樣真的很不行。 

學費已經夠貴了幹嘛還要漲？醫院蓋很多不是賺很多錢了？ 

學校應該明確的說明我們學費都花在哪裡，需要一個詳細的細目。況且，我覺得目前所繳的學費已經很貴了！希望校方不要調漲我們的學費。 

1. 蓋水湳校區沒錢並不應該用增加學生的學雜費來增加經費，經費不足校方應該要再想其他辦法增加經費，比如園遊會義賣，增加學生學雜費絕對不會是選項。 
2. 增加學雜費的運用我並不認同，無法接受。 

學校有些建設不是很新，而且現在學費已經有點貴，請問學校都將我們的學費用在哪？ 

希望學校可以體諒我們僑生，我們來這裡讀書已經離開了自己家鄉而且又沒辦法打工，特別住在北巷的時候。而且學費本來就不便宜，再加上明年很多學生要租房子，本部宿舍又要拆，希望學校可以體諒學生，不要給學生壓力，謝謝。 

學費經濟已經很有負擔了，家裡也不只一個子女要付學費，拜託別再漲了。 

不要只會蓋醫院 連個像樣的運動場地都沒有，儀器設備這麼爛，全台灣最賺錢的醫院，還要漲學費是怎樣，以為每個人都富二代啊。 

學校已經賺很多錢了，再漲下去學生也很有負擔。 

中國醫應詳細列出學校的開支細項，而不是含糊列出幾個統計數字就要調漲學費，而且調漲之後學校的教學品質會得到改善嗎？還是要拿這些費用去建設水湳校區？還是只是進到某些人的口袋裡？中國醫沒有理由只為了少數人的利益而調漲學費。有傳聞中國醫的教授主任的薪水與其他私校相較之下少很多，而中國附醫又是國內數一數二賺錢的醫院，這樣還要調漲學雜費來平衡學校支出？我覺得非常不合理。很多學生都是背負著學貸的壓力入學，學校不應該這樣壓榨學生，把學生當作搖錢樹，教育部應該詳細審查學校的開支細項，不能單單相信學校呈交的表面數據。 

關於這次學校漲學費一事，我堅持反對立場。 
第一，學校完全沒有拿出學費支出細項，我們不知道現在的學費被用在哪些部分，更不知道未來調漲的費用會帶給我們什麼福利，如果不是用在學生身上，請不要要求學生繳錢。 

第二，學校設備不如其他大學這是眾所皆知的事，沒有操場也沒有體育館，然而學校並沒有更新設備的意圖，甚至還剋扣學校場地去蓋醫院，我同意醫院比較賺錢，但既然如此就請不要用教學名義去買地，學校的醫院叫附設醫院，我們不是醫院附設學校。 
第三，身為一個全球百大學校，學校並沒有把學生當人而是作為繳錢機器。 

完全沒在顧家境困難的人，位出社會就已經先負債了還要負債更多嗎，令人傻眼，完全沒在關心學生吧。 

中國醫藥大學是一間真正的學習店堂! 

CMU這幾年來 
並沒有真的實質提供學生更好的教學資源： 
老舊的柳川實驗室(還要自己搬器材)、不增加學生活動空間， 

卻去換新互助一樓的電視牆？？？ 
還有小電梯也是修到不要不要的(最近才終於開放)， 
作為私校，學費已經比一般公立的貴上不只一倍， 
還要漲，真的是很棒的學術ㄉㄧㄢˋ 堂呢~~~~



資訊未公開，未見學校資源和設施有所提升。 

一句話形容百大教學設施：金玉其外敗絮其中。 
教學實驗設備老舊，教學大樓破爛，師資流動率超高，我是不相信學費調漲這些會改善喇　 
而且，自己醫院連學生看病都這麼貴還好意思漲學費哦？ 

調整學雜費用於增加學校設備，將福利給予學生我沒意見。但不好意思我並沒有看見任何的改變，立夫教學大樓全部飲水機有將近8成是有問題的，冰水溫度40度，請問改善了嗎？ 我看到的是為了給貴賓看到的門面，把一樓廁所水龍頭換成自動式，請問這樣對學生有什麼幫助？立夫二樓的地磚也脫落了許久，有人去維修了嗎？學餐的環境蚊子多沒冷氣，學校改善了嗎？希望別再把學生的意見的反應丟入大海，這樣會讓學生更失望！ 

馬來西亞都變天了希望學校也能換一片天，學費有夠貴師資又不好，好的老師都外面請來的結果只給三堂1700好意思河河河河，連個大操場都沒有就只有校隊優先使用，是打多好？停車位那麼少，何不拆一棟醫院來停，教室電風扇他媽有夠爛動不動就掉下來，立夫另一側樓梯的牆壁是怎樣？豆腐渣工程裡面還塞海綿。宿舍也不會蓋好一點蓋多一點，有夠爛！！！演唱會找一些聽都沒聽過的人好意思？辦活動也不會多給一點經費。更好笑的是，帶朋友來參觀校園都很丟臉，那麼爛那麼小別人都誤以為中正公園是我們校園，他們只知道醫院很多，但不知道教學大樓才4棟。 

學費已經很貴了，再漲就付不起了。 

不要再漲學費了，每天三餐都有問題了，再漲就要去跳樓了。 

學費本來就已經貴到不行了，不要再漲了。 

學費調漲，卻沒讓學生感受到學校實質上照顧我們的感覺，這叫我們怎麼信服！ 

覺得一下子調漲這麼多，對於一些家境較不好或有學貸的同學是一經濟壓力，希望要調漲的話，可慢慢增加。 

家境本來就夠不好了，再漲就交不起學費要退學了。 

學費已經很貴了，不要再漲了！ 

拜託有點邏輯，就不相信你們每個都醫生藥師高學歷的，會不懂？不要把政府所說的公開說明會以班會形式帶過，我就不信這個連國中生都懂的事情，看不出端倪？ 
設問，漲學費，錢都馬說會回歸到學生身上。「來，紅包媽媽幫你存起來以後給你用」這句話比喻的夠清楚了吧。 
今天只喊漲，各院各系有沒有列出未來欲升級的軟硬體清單？到底回饋在學生哪裡？很簡單的道理嘛，雙層牛肉吉士堡比單層的貴，為何有人買單，因為看得見他有兩層肉啊，因為公開透明嘛！那今天什麼東西？ 

請問多繳的這筆錢流向何處？蓋醫院？水湳校區？多繳錢，可以把健身房器材換新？壞掉的器材修好？ 

設備都那麼老舊，設施也這麼少，拿著我們的錢去蓋水湳校區？蓋醫院？ 
請告訴學生們都把學費拿去哪花了，蓋新校區我們可都還用不到，那憑什麼漲學費？ 

學雜費調漲應該更謹慎決定相關辦法，並且經公佈後，由該屆入學開始，不應在學生就學生期間調整，有違當初入學時提供之資訊。 
學校硬件，實驗室儀器，電子論文資源都沒有整體性的提升，學校真得收支不平衡到需要向學生提高收費的地步嗎？ 

調整學雜費，請問學校將我們的學費用去哪裡了，用到入不敷出？這種話還要我們相信，省省吧。 
現在的學費已經貴一個讓一些家庭有點難負擔了，可是為甚麼我看不到使用在我們學生身上？我看到就只有老舊的校舍、故障的設施、不存在的運動場、狹小的空間…等等根本說不完，然後醫院咧？寬敞的空間、頂尖的設備、舒服的環境、蓋不完的醫院、佔用教學用地…等等，請問學校這樣的差異要我們學生怎麼接受調漲學雜費。 

我沒做實驗不要漲我學費！使用者付費。 
了 

我無感受到學校有積極在改善學生福利及課程內容，例如： 
1. 提供足夠經費採買實驗器材 
2. 提供完善專業的通識課程 
3. 提供多元的圖書館藏書 
4. 提供足夠的閱讀空間 
5. 提供完善的運動場地 
6. 提供完善的學生活動場地及設備 
以上等等的事項 使我無法接受學校提漲學費，若學校以班會或是說明會的形式，強迫學生為學校背書，我認為學校這樣有失公平正義以及教育道德。 

學費漲師資又不會漲，現在的教學品質看就知道學費有沒有用在學生身上。 

身為全額學貸並且完全支撐自己生活的學生，調漲會為我帶來壓力。 

實習不在醫院還要付學費已經很不合理了，這些錢不能用在繳費者的身上，現在還要漲學費？ 
如果要調整，請把那些錢用在哪裡的明細一一列出來。 

我沒錢，我負擔就學貸款，出社會就負債，調漲會讓我很辛苦。 

請列出具體的多收學雜費之運用事項且希望能讓學生「有感」。 

學校中醫師資沒有實質的增加。 

倘若真要調漲學費，請完整說明原因，用途將用在哪裡。 

學費已經很貴了還要漲？若是真的漲了學費又要用去哪裡？ 
入學以來，真的不知道學校究竟對學生付出過甚麼？場地不足不解決，設備爛不更新，更扯的是沒看過哪間大學的圖書館只有兩層？！還是樓中樓，請來的老師有些根本不會教課，對於漠視學生權益的學校，怎麼還說得出想漲學費？！ 

請學校先公開財務狀況，看有多少經費用在教學軟硬體。 

學生受教品質未見其提升，反倒是學費先有感地上漲，真的本末倒置。 

如果學校經費費不足調漲學學費不如裁員學校的一堆米蟲。 

你不讓學校漲學費到時候課程不夠有水準他們會怪錢不夠。 

就和購買東西一樣，如果要調漲價錢，在購買前就應該告知消費者；同樣地，若是在入學前公告，固然沒有爭議，然而對於已就讀的在學學生，不應調漲學費。希望學校能在財務規劃上，額外也考慮到所有學生的權益。 
希望校方能提供調整學雜費的充分必要理由，以及說明增加的學雜費將用於什麼用處。另外，也請校方尊重程序正義，以合法合理的程序討論學雜費的調整。一個不尊重程序的校方將永遠得不到學生的尊重與信任。 

毫無正當理由，隨意調漲學費，請不要把學校當成營利事業在經營。 

未明確知道調整學雜費的原因，甚至確定調整後，也未必能享受如期的設施或政策，如此無感之調漲，對於學生及家長實在不公平，事實上，在私校本身已經算昂貴的學費之下，卻仍有許多不足，例如：多個他校醫學大學擁有powercam等設備及措施，（對於學校而言，可能負擔不甚大，但對於學生學習有利的相關設備），只是中國醫藥大學卻未提供如此便利學校課後複習的資源，若希望能再次聆聽老師課程，則只能透過自己錄音等等，由此例看來，代表學校也尚未好好聽見學生真正需求，即自行視其所需調漲，實為不公。 

我知道學校錢不夠用，但我不認為學校的教學品質、設施等等有好到需要調漲學費，貴校的調漲前學費已經讓人很有負擔，我知道我們的醫院賺的也不少，要真的缺錢可否從其他地方下手而不是從學生呢。 

當本校為最有錢的私校時，看看鳥籠生鏽多年，每年都造成學生受傷的鐵絲網圍牆，看看學生餐廳環境不佳滿是病媒蚊的環境，我們還是醫學大學嘛？什麼都沒有為學生做，卻想要漲學費請問道理何在呢？ 
你要漲學費不應該跟我講，請先去說服我父母，謝謝。 

中國醫的教授與研究人員薪水比起其他醫學大學是比較弱勢的，學生學雜費和其他學校相比卻是差不多的。那我們設備上並沒有想像中這麼優質，以一個200大學校來說實在有點可憐。若是漲學費可以擴增校地或是興建體育館或是教學大樓或是學生宿舍揪可以接受。但不能接受這些校地變醫院。 

師生比不協調，也沒操場，要調漲的資訊不明。 

我不懂你們調整學雜費的用意。 
用在學生身上嗎？讓我們環境更好嗎？好好想想吧！不是每個家庭要錢都可以把錢拿出來，我就不說中國醫跟別的大學的所有！所有！的設備差異有多大了 反正也不奢求什麼了啦 老師好好的教學生就好了 連師資都有待加強了還調什麼學雜費，補習的人那麼多是為什麼，我看其他學校補習的人是少數為什麼中國醫大部分都在補習。 

沒有看到實體投注在系上、不合理調漲。 

調漲的同時理應讓我們知道能多什麼權利，所以我拒絕調漲，你講了有什麼好處我也不想要。 

要漲不是完全不行，先把設備修好再談，互助A區、立夫教室多少桌燈都掉下來，黏個膠帶就可以修好的東西都不修，校園網路也是常常斷線，更甭提操場、宿舍，運動會要花超過兩小時通勤根本笑話，健身器材壞了也常常放上數月才理會，有幾台則是根本不想修，如果能將上述問題解決，再討論漲學費事宜才是教育方的本分。 

為何教學用地可以拿去蓋醫院，而醫院賺了那麼多錢卻不行那來補助學校？ 
我們跟亞洲大學是同一個理事長，學校是把錢都拿去投資亞大了喔？ 

要養醫院養產業園區的 關學費什麼事？看這種死不更新的校園設備，有臉跟學生多收錢，真是鈔票越厚臉皮越厚。 

請問學費的調漲，是用在必要支出嗎？ 

沒有表明具體事項就調漲學費，如果被挪用至別處學生也不會曉得。希望學校能提出說明，並尊重學生的意見。 

為什麼要調整？如果要調整，請把學費降低謝謝。 

The school are never viewed as priority in the first place and I don't see that the money we gives would really be returned to us as our benefits. It can be seems by all the defectives equipment especially laboratory equipment we are using. 

學費沒有反應在學校設備上還需再調漲有些不合理。 

沒看到學校有付出對學生有利的改變之處，那為何要調漲學費？ 

學校沒有理由的調漲學費，使中國醫成為醫學大學中最貴的學校。1500或許對某些人是小錢，但對我們這些家境不好、辦學貸的學生來說，畢業後又增加了一萬多的負債。 

要漲的話至少互助教室的黑板 、牆壁等等要重新上漆吧？還有立夫三部電梯那的樓梯，旁邊的牆壁也是破了個大洞。 

醫院賺這麼多錢沒理由漲學生學費，全台最貴醫學大學，沒操場，宿舍舊，醫院蓋最多，笑死人。 

學生活動空間小，使用資源也處處被限制。漲學費？！先把學生最需要ㄉ圖書館和球場蓋好再來漲。 

請學校不要再這樣漠視學生的權益了，再這樣下去只會流失更多學生！！！！ 

調漲學費原因要先透明化，才能探討是否要合理調漲。 

師資不佳。 

原來已經夠貴了~~這樣學生往後還學貸會更加辛苦。 

沒有理由可以漲學費， 
第一學校設備沒有提升 
第二連免費機車停車場都沒有 
第三醫院蓋了這麼多，連操場都不願意提供給我們，卻拆了學生宿舍來蓋醫院，為自己賺錢，還又要漲學生學費 
第四我們未來在醫院實習，都當免費勞工了，還要漲學費 
第五沒有感覺學校有什麼有感的升級，我認為沒有理由可以漲學費 

學費很貴但學校設備都很老舊 漲了就全部翻新嗎？學費這麼貴 但校園的規模比醫院還小 學費貴但我感覺不到這校園規模是大學 所以我覺得沒有漲的必要。 

不要增加外籍生的負擔。 

首先，目前的學費已經頗為昂貴，漲價可能會造成某些家境困難的學生處境更加為難，尤其是在學校原有的獎學金非常稀少且嚴格的狀況下。 
其次，學校這麼多年的學費並沒有反映在我們平常使用的器材教室上，很多教室實驗室的器材都非常破舊，北港宿舍更是如此。 
其三，學校將學費調漲的原因之一必定有水湳校區的建立，然而目前許多人將不會使用到水湳校區，且對於水湳仍然有人保持疑問。 

調漲學費但多付的錢也不是用在學生身上，不要再說什麼以後實習需要的屁話。 

學生並沒有享受到該有的福利。與別校相比中國醫藥大學沒有超場、宿舍也只有大一可以住甚至近期要拆除、社團社辦環境都是蚊蟲，教室到處油漆剝落等等。 

學校的公共空間已經少之又少，該有的資源都沒有，尤其球場空間的問題一直存在，醫藥大學都一直推廣大家多運動但沒有空間怎麼運動？一直調漲學費沒有解決到問題，醫院不斷賺錢，好的老師不斷被挖角到亞大，中國醫是以後都開醫院就好嗎？同樣是醫學大學憑什麼我們資源比別的醫學大學少還要付更多的學雜費？這完全不對等啊。再怎麼沒腦袋也知道這個道理吧？學生辦活動每次都有紛爭，不外乎是因為空間狹小？學校難道都沒看到嗎？自習的空間更是少的可憐，立夫教室也只有在本部大系要面試才會上漆，平常掉漆成那樣也不補漆。真心不懂到底把錢花到哪裡去？ 
學費已經夠貴了 別再拿學生家長的錢去蓋醫院。 

讀私立大學已經造成家裡不少的負擔，希望學校能多多為學生及家長著想！ 

私立學費對於學生已經是一大負擔了，學校應以教育為主，應盡量以學生著想！並且，學校未有具體說明為什麼需要將學費調漲。 

在調漲學雜費的時候應該要把所需部分一一列出。到目前為止，看不出有需要調漲學雜費的地方。況且我校學雜費本來就不便宜實在很難同意再在學生及家長身上繼續增加負擔。 

原本5萬多的學費就已經沒有讓人感覺有5萬多的水準，還要調漲？？？ 

付出的學費並沒有得到等價的校園設備，又或者說，學生的權益一再的被枉顧；提出修繕申請，學校也沒有及時處理，不值得我們繳交更高額的學費。 

學費已經名列台灣大學私校前列了，而且加上附屬機構的收入每年的收入都有所上升，不明白漲學費的理由為何。最後是學校的獎助學金名額少門檻高，學費還要漲？這讓那些弱勢家庭如何負擔？ 

做為最有錢的私校，應該把錢花在學生身上，讓學生有感覺到學校真的有在關心我們。 

若果今天學費可以對應反映出學校的改進 我會考慮調漲 但今天走在學校 可以清楚看到校園中大多設備老化 環境惡劣 而只有部分樓層是良好完善（例如立夫7樓）再看看實驗大樓 鳥籠等地方 改善空間巨大！ 

如果需要，我覺得應該要把學校的年度支出表做出來。 

系上的課程安排都沒辦法保證未來出路所需的技術與知能，學校還想漲學費會不會笑死人? 
學校這幾年根本也沒有什麼大建設，而且醫院還那麼賺錢，我真的想不到這樣罔顧學權的學校有什麼漲價權利。　　 

學費原本已經很高了，還不滿足嗎？真不懂學校拿我們學費去做什麼？還要再漲？！ 

以目前的情況來說，學費並沒有反映在學生需要的資源上。 

請問調漲學雜費教室冷氣會變涼嗎？請問調漲學雜費電子講桌會換新嗎？學費已經夠貴了，高層是沒養過小孩是嗎？我家錢都快不夠花了還給我漲學費。 

生活獎學金從120人調降到80人已經不能再可以了喔，還調學費是不是有點過分了。 

沒有增加額外的設施為什麼可以漲？說了很久的體育場，如今也沒個著落，水湳建設如果需要錢，請向能使用到的學生收費，現在漲的學費，也無法確實用於現在的學生。 

宿舍都沒有、教室的話筒和投影儀有些都壞的、爛的，還想漲學費？ 

校方應多重視學生的權益和教育品質，不應只把利益放在眼前。 

在師資設備軟硬體都這麼爛的情況下調漲學費完全不合理，學生的學費根本沒有回饋在學生身上。 

請問附屬醫院，附屬兩個字，賺錢了不是應該回饋了嗎？烏鴉返哺。 

請把中國醫學生繳的錢用在中國醫，不要拿去別的地方用後還要學生多繳錢。 

沒有感受到學校的教育資源有如何的提升，調漲學費實在不合理。 

請先讓學生看到學校的建樹，其實有很多金錢的使用可以更透明化，學校應該多多聽取學生的意見。 

而且學費並無直接反應到教學品質和學習環境，因為至始至終都不怎麼優良。 

學費已經很貴了！！且無法呈現在教學品質跟校園環境上！！調漲學費完全不合理！！ 

在學期間即擬訂的學費標準不宜更動，且學校每位學生每學期收了5-7萬不等的學費，早就已經比很多私校貴很多，然而學校硬體設備還是如此破舊，到底錢用在哪了？如果學校對學生真的很好，很照顧學生，又積極打造優質的學習環境，我們當然沒有理由反對，但是眼見學校只重視研究，硬體設備破舊不更新（請高層去看看，尤其互助大樓除了3A01、3A02以外，課桌椅是什麼樣子？立夫一樓的小講堂，那些桌椅又是什麼樣子?還有同學要拿出小講堂的桌子被劃傷，學校根本不重視學生的安危！）、師資又不足（校務評鑑只是人事大搬風，校方當學生傻）。 

醫院常常利用學校資源，請醫院的盈餘撥一部分給學校先，不要老是找學生要錢，請學校公開程序。 
現在的學費已經夠高了，這些錢在學生身上看不到實質的效益，如今又要調漲學費，不僅讓現在學生對學校失望，也讓往後新生更加三思考慮是否要來讀中國醫。 

學校這麼少的資源給我們是要收那麼多的學費幹嘛？ 

學校對於教學師資的過濾篩選實在不太確實，多堂醫學系必修課依舊必須依靠學生自讀 
學習成效怎麼可能會好到哪裡去？這樣的學習費用竟然還要提升？而且無論如何反應都不見改善，北南多所醫學院皆設有powercam並且習以為常，得知醫院也設有這樣的設備，上課聽爛老師上課已經很困難了，連幫助上課吸收與複習的powercam都沒有，希望學校可以為學生的學習未來感到擔憂，在思考學雜費調漲前，先讓學生感受到學校的教育意志吧。 

設備沒有比較好，教室普遍偏老舊，校園環境也很小，球場的數量和品質都不佳，但學費卻要比別人貴，不合理。 

學校目前的發展狀況我沒有不滿意（雖然也沒有非常滿意），所以我不願多花錢弄校務發展 

學校目前真的有把學生的錢花在對"學生"有利的校務發展上嗎？如果有請透明化讓繳錢的我們和父母可以確認。 

醫學系學費已經高達7萬多元，對於需要自行負擔學費以及生活費的學生壓力已經相當龐大，若再調漲學費會嚴重影響此類學生的學習品質。況且學校打著增加教學軟硬體設施的口號收了這麽多的學費，也完全不見校園硬體設備的更新與進步，自修教室不足、運動場地不足、學生宿舍床位不足且老舊，唯有醫院佔地與設施不斷更新。身為中國醫學大學的一員感到相當的羞恥與無奈。 

請將蓋醫院的錢給學生更好的讀書環境，這是200大應有的氣度。 

身為私立大專院校資產排行第一名怎麼會需要學生的學雜費呢？宿舍都蓋成癌症醫院了，跟你們最愛的病人收不是很好嗎　？　　 

學費已經不便宜了，再次調漲有些家庭壓力會變很大。 

太貴了，不要調漲，家長會很辛苦。 

錢都花在不需要更換的東西，像是改學生資訊系統，很多設施都不更新，理由是沒錢，再收取更多的學費，這樣真的很不行。 

學費已經夠貴了幹嘛還要漲？醫院蓋很多不是賺很多錢了？ 

學校應該明確的說明我們學費都花在哪裡，需要一個詳細的細目。況且，我覺得目前所繳的學費已經很貴了！希望校方不要調漲我們的學費。 

1. 蓋水湳校區沒錢並不應該用增加學生的學雜費來增加經費，經費不足校方應該要再想其他辦法增加經費，比如園遊會義賣，增加學生學雜費絕對不會是選項。 
2. 增加學雜費的運用我並不認同，無法接受。 

學校有些建設不是很新，而且現在學費已經有點貴，請問學校都將我們的學費用在哪？ 

希望學校可以體諒我們僑生，我們來這裡讀書已經離開了自己家鄉而且又沒辦法打工，特別住在北巷的時候。而且學費本來就不便宜，再加上明年很多學生要租房子，本部宿舍又要拆，希望學校可以體諒學生，不要給學生壓力，謝謝。 

學費經濟已經很有負擔了，家裡也不只一個子女要付學費，拜託別再漲了。 

不要只會蓋醫院 連個像樣的運動場地都沒有，儀器設備這麼爛，全台灣最賺錢的醫院，還要漲學費是怎樣，以為每個人都富二代啊。 

學校已經賺很多錢了，再漲下去學生也很有負擔。 

中國醫應詳細列出學校的開支細項，而不是含糊列出幾個統計數字就要調漲學費，而且調漲之後學校的教學品質會得到改善嗎？還是要拿這些費用去建設水湳校區？還是只是進到某些人的口袋裡？中國醫沒有理由只為了少數人的利益而調漲學費。有傳聞中國醫的教授主任的薪水與其他私校相較之下少很多，而中國附醫又是國內數一數二賺錢的醫院，這樣還要調漲學雜費來平衡學校支出？我覺得非常不合理。很多學生都是背負著學貸的壓力入學，學校不應該這樣壓榨學生，把學生當作搖錢樹，教育部應該詳細審查學校的開支細項，不能單單相信學校呈交的表面數據。 

關於這次學校漲學費一事，我堅持反對立場。 
第一，學校完全沒有拿出學費支出細項，我們不知道現在的學費被用在哪些部分，更不知道未來調漲的費用會帶給我們什麼福利，如果不是用在學生身上，請不要要求學生繳錢。 
第二，學校設備不如其他大學這是眾所皆知的事，沒有操場也沒有體育館，然而學校並沒有更新設備的意圖，甚至還剋扣學校場地去蓋醫院，我同意醫院比較賺錢，但既然如此就請不要用教學名義去買地，學校的醫院叫附設醫院，我們不是醫院附設學校。 
第三，身為一個全球百大學校，學校並沒有把學生當人而是作為繳錢機器。 

完全沒在顧家境困難的人，位出社會就已經先負債了還要負債更多嗎，令人傻眼，完全沒在關心學生吧。 

中國醫藥大學是一間真正的學習店堂! 

調漲太多了！！你以為我們很多錢啊 

學校在北港提供的資源匱乏，且高醫、北醫、中山醫等學校也沒有要漲價。 

請學校不要說要給學生更多的資源等等的而提升學雜費，而是檢查一下目前花了多少開銷在不必要的事情上，如果去查台大、清大等等的學校學雜費，便可知道我們的學雜費已經相對的貴很多了，但是他們的資源卻不比我們遜色（甚至更突出），為何我們還需要再提高呢？ 

沒有調整的必要，學校不缺錢。設施也沒有在改善或提升， 相比其他大學校區已經很小了，設施又少。 

家裡沒錢了...別漲... 

學費明明就很貴，已經快要付不起了， 
為什麼要漲學費？？？

不要再漲學費了，每天三餐都有問題了， 
再漲就要去跳樓了。

看看手邊的附件， 
我們已經篩選掉較極端激烈的用詞， 

還有這麼多的同學表達了自己的立場...



107學年度學雜費 
不建議調整

中國醫藥大學 第二十二屆學生會 行政部門 學雜費調整專責小組

綜合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