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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年度學雜費收費基準調整案相關資料摘要 

一、適用法規及作業流程 

1. 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 

 調整時應符合審議基準表要求、資訊及研議公開程序。 

 學士班收費基準調整採核定制，每學年基本調幅另行公告。 

 103/5/5 教育部來函通知 103 學年基本調幅為 1.37%，並應於 6/6

前備妥調整案相關表件報部審議。 

 如備有完善計畫者，調幅可放寬 1.5 或 2 倍。 

 碩/博士班、在職專班收費基準調整採備查制，不限調幅。 

2. 本校學雜費調整作業要點 

 102/6/25 第 174 次校務會議通過。 

 調整學雜費應公開相關資訊並經下列決策程序： 

(1) 計畫提案：由教務處統整後向學雜費審議小組提案。 

(2) 學雜費審議小組審議：副校長召集，行政主管代表、未兼任行政主

管之教師代表及學生代表各五人組成。 

(3) 學生意見陳述及回覆：應舉辦公聽會向學生公開溝通說明，並設置

學生意見陳述及校方回覆管道。 

(4) 校務會議審議。 

(5) 依規定報教育部核定或備查。 

(6) 成效檢核：學雜費調整滿一年後，每學年由教務處彙整各單位計畫

執行狀況向該學年第一次校務會議報告。 

3. 教務處已完成之作業流程 

 102/12/20、103/1/7  召開跨單位工作會議 

 103/2/7  完成調整計畫書  

 103/2/10、3/3、3/10  提送學雜費審議小組審議 

 103/5/2  公告公聽會資訊於學校、教務處網站和 Facebook 學生會社團 

 103/5/3  寄發全校信通知公聽會資訊、張貼實體海報於校園內公佈欄 

 103/5/27、5/29  辦理公聽會  

 103/6/4  函請教育部准予展延繳件日至 6/30 

 103/6/25  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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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雜費審議小組簡介 

1. 委員名單 

 行政主管代表：蔡連康副校長、李蔡彥主任秘書、魏如芬主計主任、

徐聯恩執行長、李明昱會計師。教師代表：教師會周祝瑛代表、教務

會議陳良弼委員、研發會議葉玉珠委員、國合會議張冠群委員、學務

會議張愛華委員。 

 學生代表：學生會張家閎代表、行政會議張修齊委員、教務會議王淳

芳委員、總務會議林奕志委員、學務會議潘彥璋或曾韋霖委員。 

2. 會議決議 

 第一次會議 103/02/10 星期一 10：30~13：00 

(1) 請教務處依委員建議修改計畫書內容後，提下次會議討論。 

(2) 本校未來如有與教育部爭取經費之場合，將邀請學生代表一同參

與。 

 第二次會議 103/03/03 星期一 10：00~13：00 

(1) 請教務處依委員建議修改計畫書內容，並於下次會議補充委員所需

資料。 

(2) 因部分委員有事已先行離席，故今日暫不作成決議，俟下次會議再

表決，並請相關單位再依表決結果處理後續。 

 第三次會議 103/03/10 星期一 13：30~15：30 

(1) 補充之資料經討論、溝通後，9 票同意、5 票不同意，通過將計畫書

送公聽會說明，蒐羅師生意見後再送校務會議審議。 

3. 個別委員意見摘要 

委員提問或建議 校方初步回應 

 學生代表反應內容 

(1) 學校財政困難應優先向外（教育部或

企業）爭取經費而非對內調整學雜

費。 

(2) 財務資訊仍不夠透明的情況下，無法

檢核調整後經費有確實專款專用。 

(3) 若校方刪減項目預算再將調整後學

雜費外加回去，如何達成新增教學資

源之目的？ 

 教師代表反應內容 

(4) 校務基金持續短絀或頂大補助縮減

對學校的影響為何？  

(1) 本校一直都有積極對外增取

經費，未來將邀請學生代表一

同參與相關場合。 

(2) 若調整學雜費，教務處會依規

定在校務會議向委員報告經

費使用情形。 

(3) 學校預算分配會視前一年度

整體實際支用情形作為額度

調整之參考，並不會任意刪減

各項目經費。 

(4) 若短絀情形未改善，將使校園

環境與院館的維護以及未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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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調整學雜費外，是否有其他開源節

流方式可改善財務狀況？例如增收

各項設施使用費、停發教師節禮金、

呼籲教師自動捐款...等。  

(6) 研究生的學雜費調幅應高於大學

生，此外，學雜費調整後應加強重視

對經濟弱勢學生的照顧。 

 行政主管代表反應內容 

(7) 學雜費調整是以學年度來計算，記帳

則以會計年度為準，兩者的時間差如

何處理？  

(8) 若頂大計畫縮減教發中心的預算低

於增收學雜費後撥補的預算將如何

處理？ 

(9) 未來預算分配時，若學校刪減各單位

業務費時，學生公費及獎助學金應等

比例刪減後，再將增收之學雜費外加

回去。 

建設受限，至於頂大補助縮減

後，原業務如要繼續進行，亦

會產生經費排擠效果。 

(5) 本校近兩年已就收支並列專

帳業務，進行單位賸餘目標管

控，並積極對外募款，亦會將

委員意見轉知相關單位研議。

(6) 擬將增收之學雜費總額提撥

18%作為獎助學金。 

(7) 經費計算時間的差異可依比

例調整或遞延至下一年度核

配。 

(8) 如頂大縮減之預算少於學雜

費增收後之撥補，則增加部分

應優先用以提升教學發展之

相關支出。 

三、學雜費調整計畫書內容摘要 

1. 符合教育部審議基準表要求 

 財務指標 

(1) 近三年自籌數高於學雜費收入→檢核結果：平均約高出 7 億 

(2) 近三年常態現金結餘率未超過 15%→檢核結果：平均約-1.17% 

 助學指標 

(1) 提撥之獎助學金達前一學年度學校總收入 1.5%以上→檢核結果：4% 

(2) 獎助學金之助學金比率逾 70%→檢核結果：85% 

 辦學綜合成效指標 

(1) 最近一次大學校務評鑑無二個以上較弱項目→檢核結果：無 

(2) 近三年無違背本辦法所定指標或程序之情事→檢核結果：無 

(3) 近三年無校（財）務違法或不當，情節重大，經 教育部糾正或要求

限期改善→檢核結果：無 

(4) 該一學年度上學期日間學制生師比在 25 以下→檢核結果：21.12 

2. 近 3 年收支概況 

 主要收入：學校教學研究補助收入，約 14.8 億，占總收入 38%；學雜

費收入，約 9 億，占總收入 24%。 

 教育部補助（經常門+資本門）每年約 16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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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支出：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約 22.5 億，占總支出 56%。 

 用人費用每年約 19.9 億元。 

 開源節流措施：自 101 年起力行後，降低部分短絀數。 

 近 3 年短絀金額：100 年 2.34 億、101 年 1.05 億、102 年 1.04 億。 

 開源措施-對外募款：100 年 5299 萬、101 年 7400 萬、1.857 億。 

 節流措施-縮編預算：100 年度各單位業務費預算統一縮減 8%、101

年度行政單位業務費預算分配，依 100 年度分配數 80%辦理，各學

院系所中心業務費以 100 年度分配數 90%辦理。 

3. 人員及學習資源概況 

 生師比 

類別             年度 100 學年度 101 學年度 102 學年度 

日間（不含在職專班） 20.14 18.99 21.12 

全校（含在職專班） 23.14 21.67 24.25 

 各類圖書資料藏量 

類別             年度 100 年 101 年 102 年 

資料庫（種） 346 319 318 

期刊報紙（種） 5,128 4,064 3,841 

電子期刊（買斷） 50,437 58,185 66,219 

電子書（種） 599,355 628,065 644,026 

圖書視聽資料（冊/件） 3,338,451 3,472,411 3,492,337 

4. 學雜費使用情況 

 本校每年對每位學生所付出的教學成本高於教育部補助及學雜費收入

合計的 1.2 倍左右。 

 研究生的教學成本、獲得之獎助學金均高於大學生，但繳交之學雜費

卻低於大學生。 

各項目 100~102 年平均值 大學生 研究生 

每人年獲得教育部補助  11.4 萬 11.4 萬 

每人年繳交學雜費  5.0 萬 4.3 萬 

每生教學成本  18.9 萬 21.6 萬 

學雜費收入占教學成本比率  26.5% 20.0% 

每人年獲得獎助學金  0.7 萬 2.2 萬 

 獎助學金支出分析 

項目             年度 100 年 101 年 102 年 

獎學金發放金額（千元） 21,310 23,267 23,353

獎學金領取人次 2,289 2,270 2,309

助學金發放金額（千元） 154,709 147,587 140,428

助學金領取人次 35,796 33,328 3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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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雜費調整理由 

 人事成本漸增  

 每年約增加 2000 多萬元：因應自然調薪、二代健保等政府政策，

自 100 年的 19.7 億成長為 102 年的 20.2 億。 

 校園公共資源支出增加 

 水電費及物價調漲：節約措施的效果仍不及漲幅甚遠。 

 增設無障礙設施：分年施作電梯、坡道、座位等工程。 

 圖資經費需求增加：訂購費持續漲價，每年約 5~10%。 

 其他外部因素 

 高教經費偏低：美/英/日/韓的公立大學學雜費一年約台幣 15~24 萬

元以上。 

 教育階段之成本考量：高等教育非義務教育，學生應分擔較多教育

成本。 

 公私立大學之公平負擔：國立大學學生之社會經濟地位向來高於私

立大學學生，且享受較佳之教育資源，不宜由政府負擔較多之教育

成本。 

 學雜費凍漲之可能後果 

 員額凍結或縮減：將使生師比上揚、教學品質下降及相關業務 （例

如國際化推動、諮商輔導等）受到直接衝擊。 

 逐年縮編各項業務預算：將導致學習品質及環境品質下降，進而使

學校及學生整體競爭力不足。 

 雖然本校過往之現金結餘仍足以彌補近年來本校每年的經費短絀，

使本校仍得以正常營運，但長久來看，若收入與支出的差異幅度無

法縮小，對本校的未來發展勢必造成重大的傷害。 

6. 學雜費調整建議方案 

 大學部 

 學雜費及學分費均調漲約 1.5%。 

 本校每年約可增加 730 萬元學雜費收入。 

 平均每位學生每年約增加 750 元學雜費支出。 

 大學部學雜費收費標準調整對照表 
單位：元

項目 收費標準一 收費標準二 收費標準三

每學期 
學雜費 

調整前 24,510 24,890 28,430 
調整後 24,875 25,260 28,855 
差額 365 370 425 

每學分 
學分費 

調整前 1,020 1,040 1,133 
調整後 1,035 1,055 1,150 
差額 15 15 17 

註： 
1. 100 學年度以後入學之外國學生、陸生收費標準為上述費用之 2 倍。 
2.收費標準一適用之學院為文學院、社會科學院（不含地政系）、外國語文學院、
法學院、國際事務學院及教育學院；收費標準二適用之學院為：商學院（不含
資管系）；收費標準三適用之學院及學系為理學院、傳播學院、地政系及資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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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所 

 一般學制研究所：學雜費基數及學分費均調漲約 5%。 

 在職專班及特殊學位學程：學雜費基數調漲約 5%。 

 本校每年約可增加 930 萬元學雜費收入。 

 平均每位學生每年約增加 1500 元學雜費支出。 

 研究所學雜費收費標準調整對照表 
單位：元

項目 收費標準一 收費標準二 收費標準三

每學期 
學雜費基數 

調整前 12,300 12,480 14,280 
調整後 12,910 13,100 14,990 
差額 610 620 710 

每
學
期
學
分
費 

一般學制 
調整前 1,576
調整後 1,655
差額 79

在職專班
及特殊學
位學程 

調整前 3,500 以上
調整後 3,500 以上
差額 0

註： 
1. 100學年度以後以外國學生或陸生身份申請入學之學生收費標準為上述費用之2倍。
2.特殊收費之學位學程係指：企業管理研究所（MBA 學位學程）、亞太研究英語碩士

學位學程及國際經營管理英語碩士學位學程。 
3.收費標準一適用之學院為文學院（不含圖檔所）、社會科學院（不含地政系）、外國

語文學院、法學院、國際事務學院及教育學院；收費標準二適用之學院為商學院（不

含資管系、科管智財所）；收費標準三適用之學院及學系為理學院、傳播學院、圖

檔所、地政系、資管系及科管智財所。 

7. 學雜費調整用途規劃 

項目 預算分配 分配比重 用途說明 

人事經費 760 萬 46% 各單位聘用專任教師及輔導專業行政人員薪資 

教發經費 300 萬 18% 教發中心推動教學發展之工作及業務所需 

獎助學金 300 萬 18% 設置獎助學金扶助經濟弱勢學生 

圖儀經費 200 萬 12% 維持圖書資源不減量 

其他 100 萬 6% 辦理畢業生流向調查專案 

合計 1,660 萬 100% 大學部約增收 730 萬，研究所則約 93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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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聽會發言意見摘要 

1. 人數統計 

 5/27（二）12：20~14：10 

 簽到人數：56 人，包含提案單位代表：13 人、職員：5 人、教師：

1 人、學生：35 人、校外人士：1 人、其他：1 人。 

 學生發言次數：12 次。 

 5/29（四）12：20~14：00 

 簽到人數：62 人，包含提案單位代表：13 人、職員：7 人、教師：

1 人、學生：37 人、校外人士：2 人、其他：2 人 

 學生發言次數：16 次。 

 兩場均出席之學生及職員人數分別為 9 人和 2 人。 

2. 意見摘要 

同學提問或建議 校方初步回應 

(1) 學校可否提出學費、經費有效率

運用的說明？而非花冤枉錢後

再向學生增收學費。 

(2) 財務帳目不夠透明化，應該公開

經費使用細項，才能落實監督。

(3) 執行成效除了向校務會議進行

報告外，是否也能辦公聽會進行

說明或主動提供資料給師生檢

視或定期開會檢視投入成本的

使用情形？ 

(4) 審議小組會議或校務會議是否

能開放列席或線上轉播，讓同學

們更清楚討論過程。 

(5) 審議會議紀錄、公聽會簡報及計

畫書內容不夠詳實明確。 

(6) 希望反對的意見均能如實呈現

至校務會議及教育部。 

(7) 相關資料下載的路徑太過曲

折，不易搜尋。 

(8) 可以架設學雜費調整討論平

台，使公開溝通管道更暢通。 

(9) 很多同學對公聽會及相關資料

不知情，宣傳應再加強。 

(1) 本校開源節流措施如計畫書所述，

對於經費使用均合於相關規定之要

求。 

(2) 本校財務狀況均依規定公告於本校

財務公開資訊專區，如有不明白之

處，可洽業管單位詢問。 

(3) 未來如有必要，教務處將會舉辦說

明會或製作文宣品向全校師生解釋

經費使用情形及成效。 

(4) 將會申請校務會議於討論本案時進

行線上轉播或錄影。 

(5) 資料不夠充足部分，將持續改善。

(6) 會將所有建議提送校務會議或教育

部審議。 

(7) 除宣傳品有放置QR Code方便掃瞄

連結外，另也已請電算中心協助於

本校網站首頁設立快速連結。 

(8) 日後會和相關單位研議平台架設事

宜。 

(9) 日後會加強宣導，讓同學能及時瞭

解並參與，並另設有網路意見反應

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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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校方如何和家長進行溝通？ 

(11) 助學金預算逐年減少，不應再

調整研究生學雜費。 

(12) 研究所與大學部的學雜費調幅

應同比例增加，而非因研究所調

幅不限就藉以教學成本較高或

所領獎助學金較多為由而提高

研究所調幅。 

(13) 未來將如何照顧經濟弱勢者？

(14) 看不出調漲理由與支用計畫項

目的有直接的關連性。 

(15) 預估增收之學雜費並無法滿足

支用需求，且調漲後無法彌補虧

損和改變收入結構，漲的必要性

為何？又如何能實質提升教學

品質？ 

(16) 調漲後如經費使用成效不佳或

解雇教師，可否調降學雜費或退

費？ 

(17) 受限法規，陸生的權益與外籍

生不同，調幅應差別化。 

(10) 目前依教育部規定及本校作業要

點，並未設計與家長溝通之程序。

(11) 本校近三年助學金雖減少，但獎

學金有增加，且合計數仍遠高於教

育部要求。 

(12) 基於衡平原則，故於計畫書中規

劃研究所有較高的調幅。 

(13) 除現行原有補助措施外，調整後

學雜費收入將增編獎助學金供經濟

弱勢同學申請。 

(14) 調漲目的是希望能在教學品質上

持續加強，剩下的經費缺口則會另

覓財源解決。 

(15) 除調整學雜費外，學校未來也會

努力持續向教育部、企業或校友爭

取經費補助，來滿足調整計畫的支

用需求。 

(16) 在滿足一定條件的情況下，本校

也可以調降學雜費，至於解雇教師

後員額還在，只是另聘，並不涉及

退費。 

(17) 本次編列之獎助學金可供陸生申

請，未來亦將請各單位在合法前提

下設計獎助機制。 

五、相關資料下載路徑 

1. 直接輸入網址 http://ppt.cc/x9Hf  

2. 利用智慧型手機掃瞄 QR Code 

 

3. 連結本校網站首頁→「相關連結」區→點選「學雜費收費調整資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