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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 時間

1. 校務發展委員會 105/5/10  AM10:30

2. 學雜費審核小組會議 105/5/10  AM11:30

3. 校務會議 105/5/18  AM10:00

4. 學生公開說明會 105/5/19  PM12:10

5. 報部審核 105/5/30  PM17:00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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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學雜費調整之相關規定

․依 教 育 部 105 年 4 月 12 日 臺 教 高 通 字 第
1050045200號函辦理。

․依「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第5條規
定核算，105學年度學雜費基本調幅為1.44％
，其前1學年度（104學年度）未調漲學雜費
者，基本調幅上限為2.5％。

․如學校符合「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審議基準
表」規定指標且具有完善助學計畫及學雜費
調整支用計畫，或所屬系、所、學位學程評
鑑成績優良之學院，得於基本調幅1.5倍（3.5
％）內提出調整學雜費收費基準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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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雜費調漲原因-1

一、依教育部臺教高通字第1050045200號函辦理。

 本校自98-104學年度已7年均未調整學雜費，依教育部
公告之98-105學年基本調幅累計已達4.89%，該物價指
數即反應學校經營成本增加之事實。

例如：工讀時薪從97年度每小時95元，至105年度已調漲為每小時
120元，累計漲幅達26.3%。

 因應政府法令規定辦理，每學年學校負擔支出增加約
2,488.58萬：
(1)工讀生投保勞保及勞退(不含計劃案)：400萬
(2)工讀生健保補充保費：105萬
(3)弱勢學生-學雜費減免：1,166.4萬
(4)弱勢學生-生活助學金：472.7萬
(5)弱勢學生-免費住宿：344.48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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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雜費使用情況

 101-103學年三項支出占學雜費收入比分別為
124%、122%、119%，皆高於教育部要求之80%

 101-103學年五項支出占學雜費收入比分別為
133%、130%、127%，皆高於教育部要求之100%

 101-103學年學雜費收入減五項支出短絀分別為
4.9億元、4.6億元、4.3億元

 獎助學金支出/總收入分別為
4.91%、 4.51%、 4.68% ，皆高於教育部要求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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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雜費調漲原因-2



101-103學年學雜費使用情形

101學年 % 102學年 % 103學年 %

收入 (單位：元)

學雜費收入 1,479,719,444 100% 1,517,323,153 100% 1,556,549,455 100%

支出 (單位：元)

行政管理支出 358,939,612 24% 331,609,245 22% 319,076,196 20%

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 1,360,970,004 92% 1,411,795,811 93% 1,417,471,890 91%

獎助學金支出 120,485,570 8% 112,487,559 7% 120,506,659 8%

三項支出合計(>80%) 1,840,395,186 124% 1,855,892,615 122% 1,857,054,745 119%

機械儀器設備 103,474,526 7% 87,265,934 6% 98,163,434 6%

圖書博物 25,378,339 2% 35,103,252 2% 27,332,609 2%

五項支出合計(>100%) 1,969,248,051 133% 1,978,261,801 130% 1,982,550,788 127%

學雜費收入-五項支出
之餘(絀)

-489,528,607 -33% -460,938,648 -30% -426,001,333 -27%

獎助學金支出/總收入
(>2%)

4.91% 4.51% 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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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雜費調整前後收費基準表

學年/收費領域 工學院 理學院 商管學院 文學院 國際學院 醫學院
醫學系
後中醫系

104

學年度
學雜費標準 55,373 54,232 47,994 45,405 72,500 55,495 72,500

105

學年度

增加金額 597 0 596 1,585 0 1,195 2,500

增 幅 1.1% 0 1.2% 3.5% 0 2.2% 3.5%

學雜費標準 55,970 54,232 48,590 46,990 72,500 56,690 75,000

※學雜費收費基準之核定，以「醫學系」、「牙醫系」、「醫學院」、「工學院」、
「理農學院」、「商學院」、「文法學院」等7大類收費領域作區分，由學校按學院及
系所性質或類型自行歸類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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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用計畫-調整後預計增加之學習資源

項目 增加收入數 預計增加之學習資源 支用說明

學雜費調整增加數 20,547,499
學雜費調整增加數概估：104學年學雜費收
入1,533,395,440* 1.34% = 20,547,499元

改善學生校園生活
及運動空間

20,000,000
提供學生優質運動場館，並符合節能減碳
的綠能概念，促進提升體育教學、運動休
閒與生活機能及既有場域維護保養

教學設備擴充 10,000,000
新購學習資源之軟硬體設備，提供學生教
學暨實作實習及既有設備維修

獎助學金 6,000,000

為使本校學生安心就學並努力向學，如弱
勢學生助學金、弱勢學生海外專業研習助
學金、大武山獎學金等
1.104學年獎助學金預算1.2億元
2.105學年新增數600萬元

圖資設備 7,520,000

E化教室(及醫學院區)與媒體實作空間收音
系統改善、醫學院區網路核心交換器更新
建置、雲端軟體平台更新與擴充設備、教
學資源平台系統服務品質提升、智慧圖書
館

合計 20,547,499 43,520,000
學雜費調整增加數不足以支應各項預計投
入資源所增加之支出。

(本表不包含每年常態性之經資門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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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學近年學雜費調整學校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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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連續7年未調整學雜費，且105學年平均調幅1.34%為近三年全國最低

103學年學雜費
調整通過案

104學年學雜費
調整通過案

105學年學雜費
調整申請案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1.37%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2.50%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2.0%
I

3.5%

國立嘉義大學 1.37% 國立宜蘭大學 2.50%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1.37%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2.50% 國立空中大學

崑山科技大學 2.06% 中華大學 2.50%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37% 正修科技大學 2.50% 世新大學

龍華科技大學 1.37% 景文科技大學 2.49% 中原大學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1.37% 實踐大學 1.89% 輔仁大學

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2.06%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 1.89% 淡江大學

大葉大學 1.89% 長庚大學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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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耀與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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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特刊》全球最佳大學排行榜，名列前800大，其中
「產學合作」排名第344名。

 管理、觀光餐旅及國際三學院通過AACSB國際商管教育認證，全球唯一。

 《遠見》雜誌「企業最愛大學生」調查，名列私立大學前10名。

 成立原住民族學院，為台灣西部大學唯一。

 進榜美國發明專利協會全球前百大，為「創新卓越大學」之一。

 世界綠能大學評比，排名全國第四、全球第55名。

 全校工程系所皆通過中華工程教育學會(IEET)認證

 2013成立學士後醫學系外國學生專班開辦、醫學院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
所評鑑全數通過

 天下文化Cheers雜誌最佳大學指南調查：「大陸交換生」、「外籍學位生
數」、「跨國雙聯學位數」名列前茅。

 連續8年獲教育部評選為教學卓越大學迄今。



重要教學設備-醫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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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院區 大體教學大樓



重要教學設備-醫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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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帶醫學教學實驗室/878萬臨床技能中心/466萬

中醫生物技術實驗室/440萬 組織學教室/200萬



重要教學設備-電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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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熱蒸鍍系統、圖案定義平台、電子束真空
鍍膜系統、快速升降溫系統/600萬

智慧型綠能系統實驗室、智慧型機器人實驗
室、無線感測技術實驗室/4,041萬

多媒體專業教室/270萬 通訊網路實驗室/672萬



重要教學設備-理工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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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器分析實驗室/高效能液相層析儀29萬儀器分析實驗室/氣相層析質譜儀200萬

精密分析實驗室/
穿透式電子顯微鏡1,295萬

財務分析研究室/199萬



重要教學設備-語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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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情境教室/467萬

多功能資源教室 國際學院&語文學院教學大樓



重要教學設備-傳設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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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互動設計教室/340萬網路廣播電台/788萬

3D system ThermoJet 快速原型機室/245萬 環繞錄音室/154萬



重要教學設備-觀餐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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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餐烹調教室/324萬實習旅行社

房務示範中心 旅遊管理資訊教室/475萬



重要教學設備-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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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金融與財會教學研究室/426萬企業e化經營決策研究室/74萬

國際商務模擬實驗室/216萬 智慧型製造系統研究室/493萬



重要教學設備-國際學院(79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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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教室1博弈教室

情境教室2 情境教室3



 校級電腦教室共10間(校本部8間、醫學院區
2間)，平均座位數：校本部64人/間；醫學
院區70人/間。10間教室每6年定期汰換更新
整體設備。

 校本部與醫學院區各設置1間自由上機電腦
教室(30~40人) ，醫學院區該教室於104年
暑假新設。

 學期中，各電腦教室開放時間於課程空堂時
段皆可自由使用。週六下午另開放校本部與
醫學院區各1間電腦教室。

重要教學設備-圖書與資訊資源

電腦教室/ 3,48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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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共享空間 / 162萬
(Knowledge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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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休憩區@校本部科技大樓4F

學習中心@校本部總館3F自在閱讀區@校本部總館3F

自在閱讀區醫學院區分館3F館外



知識共享(Knowledge Commons)

媒體實作空間(Media Commons)
@校本部科技大樓4F

小組討論室
(校本部總館3F；醫學院區分館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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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化教室(提供遠距教學活動)＠校本部科技大樓4F / 723萬
卓越教學、特色研究、優質服務、國際接軌 24

校本部國際學院圖書館
- 提供iPad 館內使用
- 桌上型電腦 資料檢索

重要教學設備-圖書與資訊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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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信箱：

tuition@is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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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首頁/學雜費資訊公開專區連結網址：
http://www2.isu.edu.tw/ipages/336-1-17162.html

學雜費意見反應



感謝聆聽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