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中部

收費項目 金額(元) 說明及依據

學費 22,800 教育部訂定

雜費 4,510 教育部訂定

實習實驗費 110或390 教育部訂定

宿舍費 6,700 教育部訂定

書籍教材費 8,000-8,500 教科書及材料費/按實際金額核實收費

平安保險費 175 政府公開招標後訂定/按實際金額核實收費

家長會費 100 依教育部規定/全額撥付給家長會

假日課程費 17,257 全校假日課程費用

高一新生制服費 12,355-13,935 按實際金額核實收費

交通車費 400-910 依地點核實收費

夜間安全及使用費 1,800 全校夜間安全、水電及假日留宿校舍清潔維護消毒等

伙食費 3,950 每天三餐餐費

洗衣費 850 每天洗衣費

生活照顧費 5,000 每生照顧費

語文學習費 2,574 語文學習費

小計 14,174

辛班外語加深加廣費 15,360 外籍老師授課費用

國中部

收費項目 金額 說明及依據

雜費 28,955 南投縣政府訂定

寄宿費 5,895 南投縣政府訂定

學生家長會費 100 依南投縣政府規定/全額撥付給家長會

學生平安保險 175 政府公開招標後訂定

教科書費 8,000-9,000 教科書及材料費/按實際金額核實收費

學習輔導費 17,390 全校假日課程費用

國一新生制服費 11,795-11,920 按實際金額核實收費

交通車費 400-910 依地點核實收費

外語加深加廣費 29,696 外籍老師授課費用

夜間安全及使用費 1,800 全校夜間安全、水電及假日留宿校舍清潔維護消毒等

洗衣費 850 每天洗衣費

伙食費 3,450 每天三餐餐費

生活照顧費 5,200 每生照顧費

語文學習費 4,650 語文學習費

小計 15,950

外語加深加廣費 11,589 外籍老師授課費用

每月生活輔導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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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生活輔導費

辛班費用

國三辛班費用

國二辛班費用



普台高級中學 107 學年度收取學生學雜費及代收代辦費計價協商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7 年 7 月 31 日（星期二）下午 16 時 30 分 

二、地點：本校行政大樓護學會辦公室 

三、主持人：校長  林秋惠                                     紀錄：張月馨 

四、出席人員：如簽名單 

五、主席報告： 

    各位家長委員及同仁大家好，今天我們召開 107 學年度收取學生學雜費及代收代辦費計價協

商會議，係針對本學期高、國中的收費項目進行討論。現在請大家參看手上的費用項目表，請業

務單位註冊組逐一說明收費內容。 

 

六、收費項目討論 

 

(一) 高中部收費項目實習實驗費 110 或 390 元。 

說明：依教育部規定，高一 110 元，高二、三自然組 390。 

決議：107 學年度通過收費金額，高一 110 元，高二、三自然組 390 元，依不同年級收費。 

 

(二) 高中部宿舍費 6,700 元。 

說明：依教育部規定上限。 

決議：107 學年度通過收費金額 6,700 元。 

 

(三) 高中部書籍教材費 8,000 或 8,500 元。 

說明：依教科書及教材費實際金額核實收費，裡面包含學生讀卡卡片費用，依年段使用數量核實 

      收費。本學年度高一 8,000 元，高二及高三 8,500 元。 

決議：107 學年度通過收費金額高一 8,000 元，高二及高三 8,500 元。 

 

(四) 高中部平安保險費 175 元。 

說明：依「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平安保險辦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由教育部統籌辦理，其收費金額 

按當年度教育部公開招標後所頒布之標準收費。 

決議：107 學年度通過收費金額 175 元。 

 

(五) 高中部家長會費 100 元。 

說明：係依據「高級中學學生家長會設置辦法」第十六條第二項之規定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定之，全額撥付家長會。 

決議：107 學年度通過收費金額 100 元。 

 

(六) 高中部假日課程費 17,257 元。 

說明：全校全學期假日課程學習費，含夜間課業督導及自主學習費用。因為我們學校是兩週才回 

      家一次，不回家的那一週週末學生在學校亦安排各項才藝課程、自主學習、通識課程、綜 

      合講座、校外教學等安排，所以這一筆費用是在開學的時候收取。 

決議：107 學年度通過收費金額 17,257 元。 



 

(七) 高一新生制服費，男生 12,355-13,755 元，女生 12,480-13,935 元。 

說明：新生制服費用，內含新生泳衣費用，男生 230 元，女生 400 元。 

決議：107 學年度通過收費金額男生 12,355-13,755 元，女生 12,480-13,935 元。 

 

(八) 高中部校車費 400-910 元。 

說明：每趟來回依地點核實收費。 

決議：107 學年度通過收費金額 400-910 元。 

 

(九) 高中部夜間安全及使用費 1,800 元。 

說明：全校夜間安全、水電及假日留宿校舍清潔維護消毒等。 

決議：107 學年度通過收費金額 1,800 元。 

 

(十) 高中部伙食費 3,950 元。 

說明：學生每天三餐餐費。 

決議：107 學年度通過收費金額 3,950 元。 

 

(十一) 高中部洗衣費 850 元。 

說明：每天洗衣費。 

決議：107 學年度通過收費金額 850 元。 

 

(十二) 高中部生活照顧費 5,000 元。 

說明：全校學生的生活輔導老師照顧費。 

決議：107 學年度通過收費金額 5,000 元。 

 

(十三) 高中部語文學習費 2,574 元。 

說明：每位學生的各種語文學習費。 

決議：107 學年度通過收費金額 2,574 元。 

 

(十四) 高中部辛班費用 15,360 元。 

說明：辛班有外語加深加廣的課程，費用包含外籍老師的費用。 

決議：107 學年度通過每月收費金額 15,360 元。 

 

(十五) 國中部寄宿費 5,895 元。 

說明：依南投縣政府規定上限。 

決議：107 學年度通過收費金額 5,895 元。 

 

(十六) 國中部學生家長會費 100 元。 

說明：係依據「高級中學學生家長會設置辦法」第十六條第二項之規定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定之，全額撥付家長會。 

決議：107 學年度通過收費金額 100 元。 

 



(十七) 國中部學生平安保險 175 元。 

說明：依「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平安保險辦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由教育部統籌辦理，其收費金額 

按當年度教育部公開招標後所頒布之標準收費。 

決議：107 學年度通過收費金額 175 元。 

 

(十八) 國中部教科書費 8,000 到 9,000 元。 

說明：依教科書及教材費實際金額核實收費，裡面包含學生讀卡卡片費用，依年段使用數量核實 

      收費。本學年度國一 8,000 元，國二 8,000 元，國三 9,000 元。 

決議：107 學年度通過收費金額國一、二 8,000 元，國三 9,000 元。 

 

(十九) 國中部學習輔導費 17,390 元。 

說明：全校假日課程學習費，含夜間課業督導及自主學習費用。收費原因同高中部假日課程費。 

決議：107 學年度通過收費金額 17,390 元。 

 

(二十) 國中部國一新生制服費，男生 11,795 元，女生 11,920 元。 

說明：國一新生的制服費用，內含新生泳衣費用，男生 230 元，女生 400 元。 

決議：107 學年度通過收費金額男生 11,795 元，女生 11,920 元。 

 

(二十一) 國中部校車費 400-910 元。 

說明：每趟來回依地點核實收費。 

決議：107 學年度通過收費金額 400-910 元。 

 

(二十二) 國二辛班費用 29,696 元。 

說明：國二辛班有外語加深加廣的課程，費用包含外籍老師的費用。 

決議：107 學年度通過每學期收費金額 29,696 元。 

 

(二十三) 國中部夜間安全及使用費 1,800 元。 

說明：全校夜間安全、水電及假日留宿校舍清潔維護消毒等。 

決議：107 學年度通過收費金額 1,800 元。 

 

(二十四) 國中部洗衣費 850 元。 

說明：每天洗衣費。 

決議：107 學年度通過收費金額 850 元。 

 

(二十五) 國中部伙食費 3,450 元。 

說明：學生每天三餐餐費。 

決議：107 學年度通過收費金額 3,450 元。 

 

(二十六) 國中部生活照顧費 5,200 元。 

說明：全校學生的生活輔導老師照顧費。 

決議：107 學年度通過收費金額 5,200 元。 

 



(二十七) 國中部語文學習費 4,650 元。 

說明：每位學生的各種語文學習費。  

決議：107 學年度通過收費金額 4,650 元。 

 

(二十八) 國三辛班費用 11,589 元。 

說明：國三辛班有外語加深加廣的課程，費用包含外籍老師的費用。 

決議：107 學年度通過每月收費金額 11,589 元。 

 

七、臨時動議︰無。 

 

八、結論：經與會人員討論後，通過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各項代收代辦費收費標準。 

   

散會：下午 17 時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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