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1 

 臺中市立大甲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111學年度第一、二學期各項費用收費標準 111年 8月 5日       單位：元 

項目 第一學期收費金額 第二學期收費金額 承辦單位 備註 

學 
雜 
費 

學費 

日校：6240元 

實用技能學程：6240元 

進修部：6240 元 

日校：6240元 

實用技能學程：6240 元 

進修部：6240元 

教務處註冊組 

1.依教育部訂定之 111 學年收費標準收費。 

2.日校及進修部 103學年度起入學之學生免學

費。 

3.實用技能學程學生三年免繳學費 

4.綜合科學生免收學費(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

向學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第 8 點規定收費) 

雜費 

日校：1495元 
實用技能學程：1025元(進修部) 
實用技能學程:1490元(日間部) 
進修部：1025 元 

日校：1495 元 
實用技能學程：1025 元(進修部) 
實用技能學程: 1490 元(日間部) 
進修部：1025 元 

教務處註冊組 

1. 依教育部訂定之 111學年收費標準收費。 

2. 自 107學年度第 1學期起實用技能學程免

雜費。 

3. 綜合科學生免收雜費(臺中市高級中等學

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補充第 8點規定) 

代 

收 

代 

付 

費 

實習實驗費 
日校：1900 元 
實用技能學程：1900 元 
進修部：1300 元 

日校：1900 元 
實用技能學程：1900 元 
進修部：1300 元 

教務處註冊組 
依教育部訂定之 111學年收費標準收費 

電腦使用費 
專業群科:550 元  
實用技能學程:400元 

專業群科:550 元  
實用技能學程:400元 

教務處註冊組 

1.依教育部訂定之 111 學年收費標準收費。 

2.資訊科、製圖科及實用技能學程微電腦修護科不

收電腦使用費。 

重補修費 

一般科目專班：320 元 (一學分 8節*40 元) 
一般科目自學：240 元(一學分) 
實習科目專班：420 元(一學分)(內含實習材料費) 
實習科目自學：340 元(一學分)(內含實習材料費) 

一般科目專班：320 元 (一學分 8節* 40 元) 
一般科目自學：240 元(一學分) 
實習科目專班：420 元(一學分)(內含實習材料費) 
實習科目自學：340 元(一學分)(內含實習材料費) 

教務處試務組 

1.依臺中市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學 生重修及補

修學分補充規定收費。 

2.依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就學

費用減免辦法第 5 條規定減免，同一科目重

修、補修者，以 1次為限。 

宿舍費 
一般生：4810 元    
體優生、技選生：2000 元 

一般生：4810 元    
體優生、技選生： 2000元 

學務處生輔組 

1.依教育部訂定之 111 學年收費標準收費 

2.寒暑假期間住宿學生，依實際住宿時間比例

收費(暑假 675元/3週；寒假 220 元) 

課業輔導費 

暑期課業輔導費(每節 20元) 
二年級(60 節)：1200 元 
三年級(60 節)：1200 元 
平時課業輔導費(依實際上課時數收費，每節  20元) 
一年級( 89 節)：1780元 
二年級( 89 節)：1780元 
三年級( 86節)：1720 元 

寒假課業輔導費(每節 20 元) 
三年級( 40 節)：800 元 
平時課業輔導費(依實際上課時數收費，每節收費 20元) 
 教務處教學組 

依臺中市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課業輔導及學

藝活動實施要點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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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立大甲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111學年度第一、二學期各項費用收費標準 111年 8月 5日       單位：元 

項目 第一學期收費金額 第二學期收費金額 承辦單位 備註 

代  

辦  

費 

升學模擬測驗費 710元(設計類 1010 元；應用外語類 860元)  教務處試務組 

依校內採購契約價格收費費用含一年
5 次之模擬考上學期收取一整年測驗
之費用（多退少補） 

家長會費 100元 100元 學務處 
依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
取費用補充規定第 6點收費 

班級費 50 元 50 元 學務處訓育組  

校外教學參觀費 4500元                學務處訓育組 依校內採購契約價格收費 

畢業紀念冊費 元  學務處訓育組 依校內採購契約價格收費 

團體保險費 175元 175元 學務處衛生組 依共同供應契約招標價格收費 

學生健康檢查費 460元  學務處衛生組 依校內採購契約價格收費 

交通車費 依各站價格收費 依各站價格收費 學務處生輔組 依校內採購契約價格收費 

書籍費 

日校： 
機械科一：3357 元； 製圖科一：3319元；電機科一：2996元 

電子科一：3330 元； 資訊科一：3310元；建築科一：3366 元 

機械科二：3519 元； 製圖科二：3082元；電機科二：3422 元 

電子科二：3391 元； 資訊科二：3412 元；建築科二： 2224元 

機械科三： 2897元； 製圖科三：1983元； 電機科三：2744 元 

電子科三：1679元； 資訊科三：1283 元； 建築科三：1283 元 

餐飲科一:：198 元  ； 

機械加工科一： 3641 元；機械加工科二：2373 元； 

電腦修護科一： 3787 元；電機修護科一： 2380 元； 

電機實二： 2654 元；電腦實二： 3490 元； 

進修部：建築科進一：2131元；建築進二：1618元： 

建築進三：1010元；電機修護科三：      元 

 
教務處設備組 

進修部教務組 
依校內採購契約價格收費 

午餐費 每餐 50元 每餐 50元 學務處委請員生社代辦 依員生社採購契約價格收費 

住宿生晚餐 每日 55元 每日 55元 學務處委請員生社代辦 依員生社採購契約價格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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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立大甲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111學年度第一、二學期各項費用收費標準  111年 8月 5日    單位：元 

項目 第一學期收費金額 第二學期收費金額 承辦單位 備註 

代  

辦  

費 

服裝費 
日校男生：4805 元；日校女生：4761 元 

進修部男女生：3466元 
 

學務處生輔組委請員
生社代辦 

依員生社採購契約價格收費 

工具費 

日校： 

資訊科：3299元；建築科：4819元；製圖科：1172元； 

機械科：4907 元 ；電子科：2998元；電機科：2801元。 

機械加工科：4907 元。 

進修部：     

建築科：3383元；電機修護科：2801元； 

微電腦修護科：3299元 

 

實習處委請員生社代辦 依員生社採購契約價格收費 

冷氣使用及
維護費 

電費以班級為單位依實際用電度數收費，每一度依台灣電力

公司高壓三段式夏月用電調整每度收費整數計算（無條件進

位） 

冷氣機維護與汰換費 200元（進修部 100元） 

班級 IC 儲值卡及冷氣遙控器工本費為新台幣 700

元 

電費以班級為單位依實際用電度數收費，每一度依台灣

電力公司高壓三段式夏月用電調整每度收費整數計算

（無條件進位） 

冷氣機維護與汰換費 200元（進修部 100元） 

班級 IC 儲值卡及冷氣遙控器工本費為新台幣

700元 

總務處庶務組 依本校冷氣使用、收費及管理要
點收費 

在校生丙級
技能檢定報
名費 

1.工業配線：1940元；2.工業電子：1870 元 

3.測量：1360元；4.電腦硬體裝修：1570元 

5.機電整合：2755元；6.車床：1140元； 

7.機械加工：1590元； 

8.建築製圖應用-電繪項：1540 元。 

 實習處 依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
中心 111年公告金額收費 

 
【備註】：代辦費係依照學生家長意願收費，繳完費後如需退費者請洽業務承辦單位，並依其規定辦理退費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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