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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計畫五：學費政策第一次會議議程 
 

會議時間：104年3月16日(星期一) 下午 13：30 ~ 15：00      記錄：梁素燕 

會議地點：行政大樓貴賓室 

主  席：李秉乾校長 

出席人員：李秉乾校長、楊龍士資深副校長、邱創乾副校長、蕭堯仁副校長、林哲彥

副教務長、江向才財務長、招生組郭添保組長、會計組康美玲組長 

壹、討論事項： 

一、 104學年度擬與銀行合作提供陸生跨境代收第三方支付平台。 

二、 碩士在職專班及博士班新生學雜費收費基準。 

  

 

 

 

 

 

 

三、 各校及本校外籍生收費概況。 

貳、臨時動議： 

叁、散會 

會議日期 會議名稱 主持人 參與人員 學生 

2015/3/16(一) 
學雜費政策啟動 

會議 
校長 

副校長 

招生組 

 

2015/3/2(一) 
學雜費收費調整 

討論會議 
校長 

欲調整 

院系主管 

 

2015/4/06(一) 
各系所調整規劃 

書繳交截止日 
 

  

2015/4/13(一) 
學雜費調整審議 

小組(第 1 次) 
校長 

學雜費 

審查委員 
 

2015/4/14(二) 
公告「學雜費調 

整案說帖」 
 

 
 

2015/4/20(一) 
向學生公開溝通 

說明會議 
秘書長 

 
 

2015/4/30(四) 
學雜費調整審議 

小組(第 2 次) 
校長 

學雜費審查委
員 

 

2015/5/27(三) 行政會議 校長   

2015/6/10(三) 
第 145 次校務會 

議 
校長  

 

2015/6/12(五) 報教育部備查    

預計學雜費調整作業時程 





 

文件單位：財務處 

文件日期：2015年 3月 16日 

 

分項計畫五：學費政策第一次會議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04年 3月 16日（一）下午 13:30 ~ 14:50 

會議地點：行政大樓貴賓室 

主   席：李秉乾校長 

出席人員：李秉乾校長、楊龍士資深副校長、邱創乾副校長、蕭堯仁副校長、江向才   

財務長、招生組郭添保組長、會計組康美玲組長 

請假人員：林哲彥副教務長 

紀  錄：梁素燕 

壹、主席報告(略) 

貳、討論事項： 

一、「學雜費採報部備查」收費基準調整案。 

決 議：(一)依「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大學碩士班、博士班、進修學

士班、二年制在職專班、國內大學與外國大學合作並經本部專案核

定之學位專班學雜費收費基準，由學校調整後報本部備查。 

    (二)依教育部「臺教高通字第1030060280號」函，擬調整大學日間學制

學士班學雜費收費基準之學校，請先行檢視學校是否符合「專科以

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有關「財務指標」、「助學指標」及「辦

學綜合指標」之審議基準後，完成「資訊公開」及「研議公開」之

校內程序。 

   (三)碩士班、碩專班及博士班開設的班級課程成本在考量交叉補貼及在

收支平衡的原則下，應依不同的學生人數規模，開設差異化的課程

數，以期營造辦學特色。請財務處協助提供開課班級相關的收支及

成本的計算。 

二、本校境外生學雜費收費標準調整。 

決 議：比較各校對外籍生的收費標準後，本校： 

(一)自104學年度起入學的陸生學雜費金額調整為我國學生的收費1.2

倍。 

(二)外國學生收費標準調整於下次會議提案聽取國際長意見。 

三、學雜費代收-第三方支付。 

決 議：為協助陸生跨境學費代收，陸續與第一、玉山及元大銀行洽談合作，經

審慎評估後元大銀行104學年度願以專案簽准方式免除學生第三方支付

手續費，以後年度仍會繼續協助爭取手續費免收業務，條件優於其他銀

行。 

四、本校外籍生學雜費緩繳概況。 

決 議：每學期均有占40%以上的境外生人數辦理學雜費緩繳。基於本國學生與

境外生緩繳的公平起見，應邀請相關單位國際處協調並檢視相關辦法是

否需要修改。 

叁、臨時動議 

肆、散會(下午 14:50) 
 



 

分項計畫五：學費政策第二次會議議程 

會議時間：104 年 3 月 31 日（二）下午 13:10 ~ 15:00 

會議地點：行政大樓第一會議室                        紀錄：梁素燕 

主   席：李秉乾校長 

出席人員：李秉乾校長、楊龍士資深副校長、邱創乾副校長、蕭堯仁副校長、

楊明憲秘書長、工學院黃錦煌院長、資訊電機學院竇其仁院長、商

學院王葳院長、金融學院劉純之院長、國際科技與管理學院曾明哲

院長、建築專業學院(籌備)黎淑婷院長、劉霈國際長、進修暨推廣

教育處賴文祥進修推廣教育長、教務處林哲彥副教務長、商學博士

學位學程邱世寬主任、金融博士學位學程及金融碩士在職專班許文

彥主任、商學院商學專業碩士在職專班謝耀智主任、國際經營管理

碩士學位學程黃禮林主任、資訊電機工程碩士在職專班王壘主任、

工業工程與系統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吳美芳主任、江向才財務

長、招生組郭添保組長、陳彥樺小姐 

 

報告事項： 

1. 確認學費政策第一次會議紀錄(附件一) 

2. 學雜費調整之公開程序 

 

討論事項： 

1. 研議博士班、進修學士班、二年制在職專班實施責任中心可行性 

2. 研議 104 學年度新設系所學程學費及雜費標準 

3. 研議外國學生學雜費標準 







 文件單位：財務處 

文件日期：2015年 3月 31日 

 

分項計畫五：學費政策第二次會議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04年 3月 31日（一）下午 13:30 ~14:55 

會議地點：行政大樓第一會議室 

主    席：李秉乾校長 

出席人員：李秉乾校長、楊龍士資深副校長、邱創乾副校長、蕭堯仁副校長、工學院

黃錦煌院長、資訊電機學院竇其仁院長、商學院王葳院長、國際科技與管

理學院曾明哲院長、建築專業學院(籌備)黎淑婷院長(陳佩瑜小姐代)、劉

霈國際長(陳玉笙秘書代)、進修暨推廣教育處賴文祥進修推廣教育長、教

務處林哲彥副教務長、商學博士學位學程邱世寬主任、商學院商學專業碩

士在職專班謝耀智主任、金融博士學位學程及金融碩士在職專班許文彥主

任、江向才財務長、註冊課務組胡淑真組長 

請假人員：楊明憲秘書長、金融學院劉純之院長、國際經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黃禮林

主任、資訊電機工程碩士在職專班王壘主任、工業工程與系統管理學系碩

士在職專班吳美芳主任、招生組郭添保組長 

紀  錄：梁素燕 

 

壹、主席報告(略) 

 

貳、討論事項： 

一、本校境外生學雜費收費標準調整 

決 議：目前多所大學校院訂定之外國學生收費標準，為本國學生收費的1.1倍

至2倍，衡酌教學成本等因素，本次調整案適用對象為 104 學年度入學

之陸生及外國學生學雜費基準調高為本國生收費的1.2倍。 

二、研議博士班、進修學士班、二年制在職碩專班實施責任中心可行性 

決 議：目前先以商學院商學專業碩士在職專班實施責任中心營運模式，為支持

責任中心運作，教務處同時對於授課的相關要點進行修改使其發揮營運

效率，會後將邀集國際科技與管理學院、商學博士學位學程、金融博士

學位學程、金融碩士在職專班及商學專業碩士在職專班等相關承辦人員

進行學雜費收支試算表討論，並提第3次學費政策會議討論。 

 

叁、臨時動議 

 

肆、散會(下午 14:55) 

 



 

分項計畫五：學費政策第三次會議議程 

會議時間：104 年 4 月 20 日（一）中午 12:10 ~ 15:00 

會議地點：行政大樓第一會議室                        紀錄：梁素燕 

主   席：李秉乾校長 

出席人員：李秉乾校長、楊龍士資深副校長、邱創乾副校長、蕭堯仁副校長、

楊明憲秘書長、工學院黃錦煌院長、資訊電機學院竇其仁院長、商

學院王葳院長、金融學院劉純之院長、國際科技與管理學院曾明哲

院長、建築專業學院(籌備)黎淑婷院長、劉霈國際長、進修暨推廣

教育處賴文祥進修推廣教育長、教務處林哲彥副教務長、商學博士

學位學程邱世寬主任、金融博士學位學程及金融碩士在職專班 

許文彥主任、商學院商學專業碩士在職專班謝耀智主任、國際經營

管理碩士學位學程黃禮林主任、資訊電機工程碩士在職專班王壘主

任、工業工程與系統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吳美芳主任、財經法律

研究所林俊宏所長、江向才財務長、招生組郭添保組長、註冊課務

組胡淑真組長、陳彥樺小姐 

 

報告事項： 

1. 確認學費政策第二次會議紀錄(附件一) 

2. 104 學年度收費標準調整系所報告： 

項

目 
學院 系所 報告事項 時間 

1 金融 

學院 

金融博士學位學程 

調整學分費 

後收支狀況 

12:30~12:45 

2 金融碩士在職專班 12:45~13:00 

3 
商學院 

商學博士學位學程 13:00~13:15 

4 商學專業碩士在職專班 13:15~13:30 

5 

國際科

技與管

理學院 

國際經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新設學程學費及

雜費收費標準 
13:30~14:00 

物流供應鏈管理與創新創業

碩士學位學程 

逢甲大學與澳洲皇家墨爾本

理工大學雙學位學程 

3. 陸生、外國學生學雜費收費基準調高為本國生的 1.2 倍的說帖 

 

討論事項： 

1. 104 學年度收費標準調整系所，提 104 學年度學雜費會議討論 

 







 

文件單位：財務處 

文件日期：2015年 4月 20日 

 

分項計畫五：學費政策調整第三次會議紀錄 

◎會議時 間：104年 4月 20日（一）下午 12:10 ~ 13:30 

◎會議地點：行政大樓第一會議室 

◎主 席：李秉乾校長 

◎出席人員：李秉乾校長、楊龍士資深副校長、邱創乾副校長、楊明憲秘書長、工學

院黃錦煌院長(陳文正秘書代)、資訊電機學院竇其仁院長(許芳榮秘書

代)、商學院王葳院長(江怡蒨副院長代)、金融學院劉純之院長、國際科

技與管理學院曾明哲院長(張莉足秘書代)、建築專業學院(籌備)黎淑婷

院長、劉霈國際長(朱樹萱秘書代)、進修暨推廣教育處賴文祥進修推廣

教育長、教務處林哲彥副教務長、商學博士學位學程邱世寬主任、商學

院商學專業碩士在職專班謝耀智主任、資訊電機工程碩士在職專班王壘

主任、工業工程與系統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吳美芳主任、財經法律研

究所林俊宏所長、江向才財務長、招生組郭添保組長、註冊課務組胡淑

真組長、商學博士學位學程林春秀小姐、金融博士學位學程及金融碩士

在職專班靳芸芬小姐 

◎請假人員：蕭堯仁副校長、金融博士學位學程及金融碩士在職專班許文彥主任、國

際經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黃禮林主任 

◎紀  錄：梁素燕 

壹、主席報告(略) 

貳、討論事項： 

一、確認學費政策第二次會議紀錄(附件一) 

二、104學年度學雜費收費標準調整系所報告 

決 議：(1)國際科技與管理學院(國際經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物流供應鏈管理     

與創新創業碩士學位學程、逢甲大學與澳洲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雙學

位學程)商學博士學位學程、金融博士學位學程、金融碩士在職專班

及商學專業碩士在職專班等7個系所收費標準調整照案通過。 

        (2)學雜費收費方式改變的班級，對於課程配當、修業規定、教授授課相

關規定及開課相關規則等相關要點需同步修改，明確規範避免產生疑

慮。 

        (3)會後將邀集資訊電機工程碩士在職專班、工業工程與系統管理學系碩

士在職專班、財經法律研究所等3個單位相關承辦人員進行學雜費收

支試算表討論，並提第4次學費政策會議討論。 

        (4)擇期與國際處開會研擬陸生、外國學生學雜費收費基準調高1.2倍調

整項目及內容說明。 

叁、臨時動議 

肆、散會(下午 13:30) 

 



 

分項計畫五：學費政策第四次會議議程 

會議時間：104 年 4 月 28 日（二）上午 9:00 ~ 11:00 

會議地點：行政大樓第一會議室                        紀錄：梁素燕 

主   席：李秉乾校長 

出席人員：李秉乾校長、楊龍士資深副校長、邱創乾副校長、蕭堯仁副校長、

楊明憲秘書長、工學院黃錦煌院長、資訊電機學院竇其仁院長、商

學院王葳院長、劉霈國際長、進修暨推廣教育處賴文祥進修推廣教

育長、教務處林哲彥副教務長、資訊電機工程碩士在職專班王壘主

任、工業工程與系統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吳美芳主任、財經法律

研究所林俊宏所長、江向才財務長、招生組郭添保組長、註冊課務

組胡淑真組長、陳彥樺小姐 

 

報告事項： 

1. 確認學費政策第三次會議紀錄(附件一) 

2. 104 學年度收費標準調整系所報告： 

項目 學院 系所 報告事項 時間 

1 工學院 
工業工程與系統管理學

系碩士在職專班 

調整學分費 

後收支狀況 
9:15~9:30 

2 商學院 財經法律研究所 
調整學分費 

後收支狀況 
9:30~9:45 

3 資電學院 
資訊電機工程碩士在職

專班 

調整學分費 

後收支狀況 
9:45~10:00 

 

 

討論事項： 

1. 104 學年度收費標準調整系所，提 104 學年度學雜費會議討論 

 





 

文件單位：財務處 

文件日期：2015年 4月 28日 

 

分項計畫五：學費政策調整第四次會議會議紀錄 

 

◎會議時 間：104年 4月 28日（一）上午 9:00 ~ 11:00 

◎會議地點：行政大樓第一會議室 

◎主 席：李秉乾校長 

◎出席人員：李秉乾校長、楊龍士資深副校長、蕭堯仁副校長、工學院黃錦煌院長

(陳文正秘書代)、商學院王葳院長、劉霈國際長、進修暨推廣教育處賴

文祥進修推廣教育長、資訊電機工程碩士在職專班王壘主任、工業工程

與系統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吳美芳主任、財經法律研究所林俊宏所

長、江向才財務長、註冊課務組胡淑真組長 

◎請假人員：邱創乾副校長、楊明憲秘書長、資訊電機學院竇其仁院長、教務處林哲

彥副教務長、招生組郭添保組長 

◎紀  錄：梁素燕 

 

壹、主席報告(略) 

 

貳、討論事項： 

一、確認學費政策第三次會議紀錄(附件一) 

二、104學年度學雜費收費標準調整系所報告 

決 議：(1)工業工程與系統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及資訊電機工程碩士在職專班

等2個系所收費標準調整照案通過，提送104學年度學雜費會議討論。 

        (2)財經法律研究所收費標準調整，提送105學年度學雜費會議討論。 

叁、臨時動議 

 

肆、散會(上午 1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