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海大學 110 學年度學雜費審議小組會議記錄 

時    間：111 年 04 月 28 日（星期四）下午 03 時 00分 

地    點：本校第一會議室 

主    席：張國恩校長  

出席人員：張嘉修副校長、詹家昌副校長、劉正教務長、龍鳳娣學務長、柯耀宗

總務長、林國平主任秘書、廖敏旬國際長、林惠真研發長、電算中心

楊朝棟主任、林佳慧會計主任、學生會會長呂紹齊、學生議會議長廖

若婷、研究生學生聯合會主席施元凱、進修部學生聯合會主席王良安 

列席人員：生物多樣性學程江智民主任 

記    錄：黃慧珊 

壹、 報告事項 

本校設置學雜費審議小組以擬定各學年學雜費收費標準。本次會議將研議 111學

年學雜費及各項使用費收費標準，審議結果須提報行政會議議決。 

貳、 討論事項： 

提案一、111 學年度大學部及研究所之學費、雜費及學分費收費標準是否調整，

請討論。 

說  明： 

一、學雜費調整(訂定)規定： 

1. 教育部 111 年 04月 19 日函知(參閱附件 P.1-2)，111 學年度學雜費收

費基準調幅為 0.44%；另，依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第 10 條

規定，學校符合審議基準指標且具有完善之助學計畫、學雜費調整支

用計畫、資訊公開程序及研議公開程序者，得於基本調幅 1.5 倍(即

0.66%)內提出申請。 

2. 擬調整大學日間學制學士班學雜費者，需符合審議基準指標，及完成

「資訊公開」及「研議公開」之校內程序後，填報送審表件於 111年



06 月 10日前報部審議。 

3. 擬調整碩士班、博士班、在職專班及進修學士班學雜費(學分費)者，

由學校調整後報部備查。(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第 8 條) 

4. 大陸地區學生之學雜費收費基準，由學校依教學成本訂定(大陸地區

人民來台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第 14 條)；外國學生(不含經駐外管

推薦、具永久居留身分及教育合作協議)，依學校所訂收費基準，並

不得低於同級私立學校收費基準(外國學生來台就學辦法第 21 條)。 

二、本校上次調整學雜費時間為 97學年度，調幅 1.97%。 

三、本校調整學雜費審議基準指標執行情形，(參閱附件 P.3)。 

決  議：本校 111 學年大學部及研究所之學費、雜費及學分費收費標準，因通

貨膨脹之因素，不予調整。 

提案二、111 學年度學生就學期間應繳各項使用費之收費標準，請討論。 

說  明： 

一、110 學年各項使用費，每學期收費標準如下： 

1. 住宿費(不含宿舍網路使用費)：依棟別不同，8,200 元~12,200 元 

2. 語言教學費：1,020 元（108 學年收費標準） 

3. 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 

(1) 105 學年起入學之新生(含大學部、進修學士班及轉學生)第一年

1,200元；二年級(轉學生第二年)以上 500 元。(105學年收費標準) 

(2) 104 學年以前入學之大學部及進修學士班 2 年級以上(含延畢

生)300元。 

(3) 碩、博士班(含在職專班)500元。（95 學年收費標準） 

4. 宿舍網路使用費：105 學年起入學新生 500 元、104學年以前入學者

400 元。(105 學年收費標準) 

5. 音樂指導費：主修 13,000 元(103 學年收費標準)、副修 7,900 元。(94

學年收費標準) 

6. 樂器維護費：3,000 元（87學年收費標準） 

7. 設計指導費： 

(1) 建築系 5,000 元(107 學年以前入學者)、工設系 2,000 元(104-107

學年入學者)、景觀系 1,600 元(104-107 學年入學者)。 

(2) 108 學年起入學者：建築系 5,750 元、工設系 2,600 元、景觀系 2,400

元。 

8. 國際菁英組指導費：20,000 元(108 學年收費標準) 

 



 

決  議： 

1. 通過 111學年各項使用費除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收費標準外，不

予調整。  

(1) 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收費標準，會後將授權學生會會長呂紹

齊及電算中心楊朝棟主任商討之後，簽請校長同意修訂。 

(2) 依電算中心 111 年 05 月 02 日簽呈(公文文號:1113800044)自

111學年度起，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修正為： 

新生(含大學部、進修學士班及轉學生)第一年上下學期，每學

期 1,250 元；碩博士生（含在職專班）、大學部及進修學士班二

年級以上，每學期 550元 

2. 請會計室及各相關單位共同檢視及討論，是否往後關於各項使用費，

訂定相關收費漲幅標準，以適當反映成本。 

提案三、112 學年度理學院「生物多樣性國際研究生博士學位學程」收費標準是

否調整，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校 108 學年度學雜費審議小組會議(參閲附件 P.4-5)【提案二】決議通

過「生物多樣性國際研究生博士學位學程」總學雜費合計 76,800 元/學

期。與「中央研究院與東海大學合作辦理國際研究生學程協定」(參閲

附件 P.6-19)之簽署內容：一般生 55,820 元/學期，外籍生 66,984 元/學

期）內容不符。 

二、 學程設立及招生依「中央研究院與東海大學合作辦理國際研究生學程協

定」辦理，110 年 09 月 24日依生物多樣性學程簽呈(參閲附件 P.20-22)

說明及鈞長簽核意見，簽准由本校準備金補助該學程註冊學生 110 及

111 兩學年度學雜費差額。 

三、 109學年報部通過之收費標準：學費每學期62,950元、雜費每學期13,850

元、每學分學分費 2,260 元、延修生雜費每學分 690 元。 

決  議： 

1. 依據「中央研究院與東海大學合作辦理國際研究生學程協定」，中研

院提供研究人員參與分項學程並與本校教師共同授課，中研院提供

之師資但未支領本校鐘點費用。 

2. 為落實該協定，通過自 112 學年度起，理學院「生物多樣性國際研

究生博士學位學程」一般生及外籍生之收費標準皆一致，學費每學

期 41,970 元、雜費每學期 13,850 元、每學分學分費 1,508 元、延



修生雜費每學分 690 元。 

參、 臨時動議：無 

肆、 散會：下午 16 時 45 分  



電子計算機中心
 

簽呈日期：111年05月02日
承辦人及聯絡電話：林秀霞 04-23590121#30237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　　件：關於調整電腦使用費討論0502.pdf

 

主旨：關於111學年度調整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方案，敬請核
示。

說明：
一、依據111年4月28日學雜費審議小組，校長指示辦理。
二、本中心已於5月2日與學生會會長針對此項使用費調整討

論，方案如下：
(一)、新生(含大學部、進修學士班及轉學生)第一年上下學

期，每學期1200元微調至1250元。
(二)、碩博士生（含在職專班）、大學部及進修學士班二年

級以上，每學期500元微調至550元
三、詳細說明及試算，敬請參閱附件。

 

敬　陳
 

單位主管
一級主管
校　　長 職

林秀霞謹簽
決行層級：校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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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 於

檔　　號：

保存年限：

序 單位 姓名 意見 辦理時間

 1 電子計算機中心 林秀霞 敬請鈞長核示。 111/05/02
15:53:55(
承辦)

 2 電子計算機中心 楊朝棟 敬請核示電腦使用費調整方案
。

111/05/02
16:31:21(
核示)

 3 會計室 歲計組
職稱 黃慧珊 代

詹潔安 陳請核示，奉核後配合辦理。 111/05/02
16:39:51(
會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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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會計室 歲計組 李美蓉 陳請核示，奉核後配合辦理。 111/05/02
16:52:04(
會辦)

 5 會計室 林佳慧 擬：

一、本案依111/4/28東海大學
110學年度學雜費審議小組決
議，辦理調整「電腦及網路通
訊使用費」事宜。

二、由於Google服務政策改變
(縮減容量)，每年約增加
150萬元支出，業經討論(如附
件)111學年起每學生微調增收
50元/每學期，每學年共計約
154萬元。

三、本案奉核後，會計室將彙
辦110學年學雜費審議小組提
案二決議事項，辦理結案事宜
。

111/05/03
11:45:55(
會辦)

 6 秘書室 朱作宜 敬陳 校長、張副校長。【擬
：陳請 核示。】

111/05/03
12:31:28(
核示)

 7 秘書室 林國平 陳請 核示。 111/05/03
16:03:23(
核示)

 8 秘書室 張嘉修 陳請 核示。 111/05/04
13:33:01(
核示)

 9 秘書室 張國恩 同意，並如會計
室所擬辦理。

111/05/04
15:24:29(
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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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調整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討論 
 

 

緣由： 

1. Google 政策的改變 (111/7/1)，所有使用者面臨到容量縮減，由無上限降成全校共用 100TB。 

2. Google Meet 會議的使用人數受限、錄影功能取消。(111/1/9) 

3. Classroom 多項功能受限制。 

 

費用： 

目前在學(含休學)人數為 16,692 人，以全校學生 17,000 人計算。 

每年$ 1,500,000 元，無限空間延長至 113/6/30 

須綁約三年，總價 4,500,000 元。 

(依購買數量贈送 25%教職員授權數：4,250) 

 
 

計算方式 

1. 學生每人 3.4 美元約台幣 100 元(以匯率 29.5 計算) 

2. 1500000 元/17000 人，每人約 88.2 元取整數 90 元 

3. 1500000 元/21250 授權數（學生 17000+職員 4250），每人約 70.6 元取整數約 70 元 

 

 

預期效益： 

1. 許多老師利用此空間放置教材及研究資料，提供使用者充足的儲存空間以方便現有師生教

學所需。 

2. 不需在期限內（111/6/30）前完成搬遷。 

3. 使用者已習慣使用 Google 相關服務，購買授權後，可提供全校師生及單位完整的 Google 

Meet 服務。包括 Google Meet 的錄影功能、需要更多人數容量的會議功能、完整的 Google 

Classroom 服務。 

 

 

 

 



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微調方案 

目前收費標準 

 
 

電腦使用費統計表(大學部二至四年級, 每人 500元, 104學年前入學才收 300元) 

  人數 每學期 小計 

 大學部一年級 3322 1200 3986400 

 大學部二至四 9917 500 4958500 

 碩士班 1976 500 988000 

 博士班 241 500 120500 

 合計     10,053,400 

  

 

111 學年度起 

關於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的微調方案 

 

1. 調整新生(含大學部、進修學士班及轉學生)第一年上下學期，每學期 1200 元1250 元 

2. 碩博士生（含在職專班），大學部及進修學士班二年級以上，每學期 500550 元 

 

111 學年起微調方案試算(大一 1250,大二以上及碩博士 550) 

電腦使用費統計表 
   

  人數 每學期 小計 

大學部一年級 3322 1250 4152500 

大學部二至四 9917 550 5454350 

碩士班 1976 550 1086800 

博士班 241 550 132550 

合計     10,826,200 

 

此方案一學期收入約增加 77 萬元，一學年增加 154 萬元 

增加的收入擬使用在 

1. 購買全校用電腦軟硬體設備(如 Adobe 授權)、Google 雲端空間。 

2. 提升全校有線及無線網路通訊速率，汰換舊設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