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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 103 學年度學雜費審議小組會議記錄 

 

時    間：103 年 3 月 26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30 分 

地    點：本校第一會議室 

主    席：湯銘哲校長                                            

出席人員：蔡禎騰副校長、范聖興教務長、陳世佳學務長、郭奇正總務長、蔡瑞明研發

長、呂炳寬主任秘書、電算中心楊朝棟主任、黃秋月會計主任、管理學院詹

家昌院長、高少凡國際長、學生會會長林泰瑋（請假）、研聯會主席劉冠暐、

學生議會議長周家瑜（楊子民代）、進聯會主席楊敦雅（請假） 

紀    錄：羅惠芹 

壹、 報告事項： 

    有關學雜費收費標準之調整，教育部訂有一定之作業程序，為使能於學期末前完成

必要程序，以及讓學校與學生間有充分時間溝通，特於此時點先啟動討論。 

 

貳、 討論事項： 

一、 103 學年度大學部及研究所(不含碩士在職專班)學雜費、學分費之收費標準是

否調整，請 討論。 

說明： 

1. 依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規定，學校審酌財務狀況、助學機制

及辦學綜合成效(審議基準)，得於基本調幅內調整學雜費。另符合審

議基準，以及有資訊公開及研議公開等程序，並有助學計畫及學雜費

調整支用計畫者，調幅上限得為基本調幅的 1.5 倍；符合審議基準及

前述規定，以及最近一次大學校務評鑑校務項目均為佳、受評系所學

位學程均為通過者，調幅上限得為基本調幅的 2 倍。 

2. 教育部 102 年 11 月 7 日函知 102 學年第 2 學期學雜費收費基本調幅

為 0.75%。103 學年學雜費基本調幅，教育部尚未公布。 

3. 本校上次調整學雜費時間為 97 學年度，調幅 1.97%。 

4. 本校 102 學年學雜費收費標準，參見附件。 

        會計主任補充說明： 

一、本校各審議基準項目執行狀況說明如下： 

(一)財務指標項目： 

本校 99-100 學年度行政管理、教學研究訓輔及獎助學金三項支出佔學

雜費收入分別為 118%、121%、125%，符合教育部規定不低於 80%之規

定。近三年常態現金結餘率為 2.5%、11%、3.4%，符合教育部未超過 15%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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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助學指標項目： 

本校 102 學年獎助學金預算佔 101 學年學校總收入的 3.9%，符合就學

措施之獎助學金須達前一學年度學校總收入百分之 2 以上之規定。 

(三)綜合成效指標項目： 

本校最近一次校務評鑑（100 年度下半年），五個評鑑項目，均通過認

可。最近一次系所評鑑（98 學年），32 個系所評鑑全數通過。本校 102

第 1 學期生師比為 21.7，亦符合生師比規定 25 以下。 

二、本校上次調整學雜費是在 97 學年度，已有五年未調整。這五年間各項辦

學開支成長情形，如人事費用約成長 6%，電費約調漲 23%，消費者物價

指數 97-102 年的累積指數年增率達 7.76%。因此本校教學成本負擔由 97

學年每位學生 12.6 萬元提增至 101 學年每位學生 13.15 萬元，增加 4.34%。 

 ＜綜合意見＞ 

  研聯會主席： 

請學校說明所謂教學成本包含哪些開支，學校除學雜費收入外還有哪些收入

來源，以及研究生學雜費與大學部相同，但修習學分數卻比大學部少，是否

大學部與研究所學雜費之調整可分開討論。此外，學校是否有檢討過去幾年

經費是否有用於該用的地方，對服務態度不佳之行政人員是否給與教育訓練

等，這些因素將影響學生對學校調整學雜費的認同感。 

  校長： 

本校對各費用的開支均訂有嚴謹的辦法加以管控，經費的使用應比國立大學

更用在刀口上，希望學校用在教學的支出能讓學生感受到，同時也要求老師

能將全部精力放在教學上。關於行政人員服務態度不佳部分，學生的抱怨已

逐漸降低，本學期已大幅減少，各處室均有進步。為進一步提升服務品質，

已請人事室於近期舉辦研習會，讓在教學及行政單位服務的同仁了解本校立

校精神－用僕人的精神為服務的態度。 

學校在教學成本逐年增加的情況下，為能維持辦學品質，調整學雜費是不得

不的作法，希望同學能體認學校辦學的困境。 

   會計主任： 

按教育部規定計入教學成本的項目包括用在行政及教學相關事務的開支(如

教職員的薪資、水電費、教學行政所需業務費等）、獎助學金及圖書設備等。 

學校的收入以 101 學年為例約 26 億元，其中學雜費約佔 62%、教育部的補助

收入約佔 10%、產學合作收入約佔 10%，其餘 18%為學校自營收入，如推廣

教育、募款、附屬機構盈餘等收入。 

學雜費若調漲 0.5%，每位學生學期約增加 240 元至 280 元之負擔；若調增

1%，學校一年約增加 1600 萬元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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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秘書： 

研究生修習學分數雖較大學部學生少，但因開課人數少，每生的教學成本相

較大學部高，因此僅以修習學分數的多寡，來衡酌學雜費金額，則有失準。

至於行政同仁服務態度部份，可透過相關管道，如感心服務滿意調查，向學

校反映。 

    教務長： 

教室是學生學習的第一線，學校近年來已完成部分教室空間整建及大部分教

室教學設備的建置，本學期暑假將持續改善，以滿足學生需求。 

   

  決議：103 學年學雜費調整幅度依教育部公告的 1.5 倍規畫，請擬訂支用計畫書提

下次會議審議。 

 

二、 103 學年度新增設之國際學院－國際經營管理學位學程（學士班）及運動休

閒與健康管理學位學程（進修學士班）學雜費、學分費收費標準，請  討論。 

說明： 

1. 國際學院國際經營管理學位學程之收費標準， 經教務處、國際學院

籌備處及會計室於 103 年 1 月 9 日召開研商會議，建議「學費」按管

理學院各系收費標準的 1.5 倍收取，「雜費」則與管理學院各系相同。 

2. 運動休閒與健康管理學位學程屬進修學士班，依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

收取辦法第 6 條規定，進修學士班收費標準，由學校調整後報教育部

備查。其學分學雜費，擬參照資工進修學士班收費標準收取。  

 

    決議： 

1. 同意國際學院國際經營管理學位學程 103 學年度學雜費之收費標準，「學

費」部分按管理學院各系收費標準的 1.5 倍收取、「雜費」部分與管理學院

各系相同。 

2. 同意運動休閒與健康管理學位學程 103 學年度學分學雜費，參照資工進修

學士班收費標準收取。 

 

三、 就讀本校之外國學生及陸生之學雜費收費標準，請 討論。 

說明： 

1. 外國學生就學應繳之費用，係依「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第 21 條規

定（略以）「..依其就讀學校所定外國學生收費基準，並不得低於同級

私立學校收費基準」辦理。 

2. 陸生就學應繳之費用，係依「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

法」第 16 條規定（略以）「大陸地區學生之學雜費收費基準，由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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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依教學成本訂定，報本部備查。前項學雜費收費基準之下限，由

本部參考國內同級私立學校前一學年度收費及當學年度學雜費調幅定

之。…」 

3. 本校目前外國學生及陸生之學雜費，係比照本國生標準收取。 

     

決議：基於招收 103 學年境外生之相關資訊已公告，調整境外生(外籍生及陸生)學

雜費之收費標準，緩衝一年實施，自 104 學年起全部按本國生的 1.2 倍收取。 

 

四、 103 學年各碩士在職專班一年級新生之學雜費，擬改收取「雜費」及「學分

費」二項，請  討論。 

說明： 

1. 依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第 6 條規定，碩、博士班學雜費收費

基準，由學校調整後報教育部備查。 

2. 本校目前僅向各碩士在職專班學生收取「學費」一項費用，因基於對

此學制學生，學校亦提供同樣的教學行政相關服務，以及考量各專班

修習學分數之不同，擬參照他校作法，改收取雜費及學分費二項目。 

3. 各碩專班每學期之收費標準，審酌學校教學投入成本，建議如下： 

1)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雜費：10,500 元、每學分之學分費：

7,000 元。 

2)其他各碩士在職專班，雜費：10,500 元、每學分之學分費：6,000

元 

4. 修習學分數包含論文學分。 

    

    決議：通過管理學院各碩士在職專班(含高階經營管理、會計及財金專班)先行試辦  

自 103 學年一年新生之學雜費，改收取「雜費」及「學分費」，其收費標準

如下: 

(1) 雜費：每學期 10,500 元。 

(2) 學分費：每學分 7,000 元。修習學分數包含論文學分。 

 

五、 擬自 103 學年起大學部及研究所延修（畢）生，按修習學分數加收雜費，請  討

論。 

說明： 

1. 教育部於 101 年 11 月 29 日函請各校研議合理之延修（畢）生收費標

準，以避免學生技術性延修（畢）而導致資源配置不公平情形。 

2. 為提升學校教學品質及資源能更公允配置，擬自 103 學年起，大學部

學士班延修（畢）生及研究所碩、博士班三年級以上學生，每學期修

習學分在 9 學分(含)以下者，按修習學分數加收雜費，大學部每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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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收 400 元~710 元；碩、博士班，每學分（含論文學分）加收 910

元~1720 元。 

   ＜綜合意見＞ 

   研聯會主席： 

請說明研究所第三年如何收費，另外在資源使用上，如管理學院的同學，第

三年多數只需上網蒐尋論文資料，使用到學校資源極少，相對與需要做實驗

的科系不同，是否應有不同的收費標準。學校擬針對研三學生加收雜，個人

沒意見，但無法代表所有研究生的看法。 

   會計主任： 

研究所三年級學生擬自 103 學年起依所修習學分數加收雜費，但若僅修習論

文者，則將依論文學分數收取雜費，但不收論文的學分費。 

    

決議：同意自 103 學年起大學部及研究所延修（畢）生，按修習學分數（含論文）

加收雜費。收費標準如下： 

文學院各系所，每學分 400元。 

理學院各系所，每學分 690元。 

工學院各系所，每學分 710元。 

管理學院各系所，每學分 440 元。 

社科院各系所，每學分 400元。 

農學院各系所，每學分 690元。 

創藝學院各系所，每學分 710 元。 

法律學系所，每學分 400 元。 

 

六、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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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目前各項使用費，每學期收費標準如下： 

1) 住宿費：依棟別不同，5700 元~12200 元。（97 學年收費標準，不

含宿舍網路使用費） 

2) 語言實習費：850 元（89 學年收費標準） 

3) 電腦及網路使用費：大學部、進修學士班一年級及轉學生第一年

1000 元、大學部 2 年級以上 300 元、碩博士班

500 元。（95 學年收費標準） 

4) 宿舍網路使用費：400 元（97 學年收費標準） 

5) 樂器個別指導費：主修 11870 元、副修 7900 元。(94 學年收費標準) 

6) 樂器維護費：3000 元（87 學年收費標準） 

7) 建築設計指導費：2500 元（92 學年收費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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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校已規劃男生宿舍 1~10 棟、12~15 棟及 17 棟暨女生宿舍 1~10 棟、

14~17 棟裝置冷氣，裝置完成後，其住宿費擬參照已設冷氣棟別方式，

調增 1000 元。 

 

    決議：除樂器個別指導費主修調整為 13,000 元及建築設計指導費調整為 5,000 元

外，其餘項目之使用費不予調整。 

參、 臨時動議： 

國際長提案：建請再考量 104 學年 2-4 年級境外生學雜費之收費標準。 

決議：提下次會議再討論。 

肆、 散會：下午 1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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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學雜費審議小組委員 

 

學雜費審議案之後續說明        

會計室 103.05.05 

    有關本校 103 學年度大學部及研究所學雜費、學分費之收費標準是否調整

案，經 3 月 26 日學雜費審議小組決議，調整幅度以教育部公告基本調幅的 1.5

倍規畫，擬訂支用計畫書提下次會議審議。惟，教育部所訂是否得調整學雜費審

議基準之助學指標之計算基礎，會後經與教育部確認，此獎助學金不含政府補助

款項。因本校 101 學年獎助學金執行數扣除政府補助款後，未能符合助學金達佔

獎助學金 70%的規定，故本校 103 學年無法調整學雜費。另當日會議，國際長於

臨時動議時，提請再考量 104 學年 2-4 年級境外生學雜費之收費標準案，考量因

無需於近日即做決定之急迫性，故不再召開會議確認與討論，特此告知。 

 

    本室將依教育部規定，就延修（畢）生加收雜費及管院碩專班新生收費調整

案，向學生舉辦說明會，第一場由管院詹院長主持，第二場由蔡副校長主持，敬

請各委員(主管)撥冗出席（如不克參加，請指派代表與會），以回應學生所提意見。 

說明會時間安排如下： 

第一場 管院碩專班新生收費調整之說明會 

 日期 : 103 年 5 月 8 日(星期四) ，晚上 6 時 30 分。 

地點：管院大樓 M143 教室 

第二場 延修（畢）生(含大學部及研究所)加收雜費之說明會 

 日期 : 103 年 5 月 9 日(星期五)，下午 1 時整 

地點：人文大樓 H103 教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