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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大甲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103 學年度第一、二學期各項費用收費標準   103.6.26 審議通過             公告  單位：元 

項目 第一學期收費金額 第二學期收費金額 備註 學費 日校：5400 元 實用技能學程：3700 元 進修學校：3700 元 日校：5400 元 實用技能學程：3700 元 進修學校：3700 元 依教育部訂定之 103 學年收費標準收費 日校及進修學校 103 學年度起入學之學生免學費，102 學年度及以前學年度入學者家庭年所得 148 萬元以下者免繳學費 實用技能學程學生三年免繳學費 學 
雜 
費 雜費 日校：1495 元 實用技能學程：1025 元 進修學校：1025 元 日校：1495 元 實用技能學程：1025 元 進修學校：1025 元 依教育部訂定之 103 學年收費標準收費 實習實驗費 日校：1900 元 實用技能學程：1900 元 進修學校：1300 元 日校：1900 元 實用技能學程：1900 元 進修學校：1300 元 依教育部訂定之 103 學年收費標準收費 電腦使用費 550 元  550 元 

依教育部訂定之 103 學年收費標準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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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教育部訂定之收費標準收費 
宿舍費 一般生：4800 元    運動選手：2000 元 一般生：4800 元    運動選手：2000 元 依教育部訂定之收費標準收費 暑假：四週900元/二週450元 寒假：220 元 代 

收 

代 

付 

費 課業輔導費 暑期課業輔導費 一年級(60 節)：1,030 元 二年級(120 節)：2,060 元 三年級(120 節)：2,060 元  平時課業輔導費(每節 16 元) 一年級(68 節)：1,088 元 二年級(88 節)：1,408 元 三年級(85 節)：1,360 元 
寒假課業輔導費 三年級(40 節)：690 元    平時課業輔導費(依實際上課時數收費，每節收費16元) 一年級(65 節)：1,040 元 二年級(81 節)：1,296 元 三年級(44 節)：  704 元 

 
升學模擬測驗費 510 元（設計類 735 元、外語群英文類 61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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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

辦
費
 班級費 50 元 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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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大甲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103 學年度第一、二學期各項費用收費標準   103.6.26 審議通過              公告 單位：元 

項目 第一學期收費金額 第二學期收費金額 備註 校刊費  80 元 依104.1.16訓育組公告修正(原82元) 校外教學參觀費 4320 元  依校內採購契約價格收費 畢業紀念冊費  790 元 依校內採購契約價格收費 國際教育旅行費   依校內採購契約價格收費 團體保險費 158 元 157 元 依共同供應契約招標價格收費 學生健康檢查費 33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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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校內採購契約價格收費 住宿伙食費 110 元(每日) 110 元(每日) 依實際天數收費 

書籍費 
日校： 機械科一：3,392元；製圖科一：3,215元；電機科一：3,641元； 電子科一：3,700元；資訊科一：3,415元；建築科一：3,392元； 機械科二：3,680元；製圖科二：3,088元；電機科二：3,422元； 電子科二：3,417元；資訊科二：3,392元；建築科二：2,401元； 機械科三：2,021元；製圖科三：2,224元；電機科三：2,218元； 電子科三：2,714元；資訊科三：2,220元；建築科三：1,433元。  進修學校： 機械加工一：1,314元；微電腦修護科一：1,389元； 電機修護科一：1,049元；建築科一：1,914元； 機械加工二：1,588元；微電腦修護科二：1,457元； 電機修護科二：1,455元；建築科二：1,517元； 機械加工三：1,549元；微電腦修護科三：2,387元； 電機修護科三：1,845元；建築科三：786元。 

日校： 機械科一：2,407元；製圖科一：2,669元；電機科一：2,357元； 電子科一：2,861元；資訊科一：2,980元；建築科一：3,187元； 機械科二：2,652元；製圖科二：2,641元；電機科二：3,045元； 電子科二：3,028元；資訊科二：2,374元；建築科二：2,010元； 機械科三：1,098元；製圖科三：1,098元；電機科三：715元； 電子科三：715元；資訊科三：715元；建築科三：790元。  進修學校： 機械加工一：731元；微電腦修護科一：1,085元； 電機修護科一：1,102元；建築科一：1,868元； 機械加工二：945元；微電腦修護科二：608元； 電機修護科二：950元；建築科二：1,384元； 機械加工三：1,174元；微電腦修護科三：868元； 電機修護科三：1,143元；建築科三：721元。 

依員生社採購契約價格收費 

午餐費 每餐 45元 每餐 45元 依員生社採購契約價格收費 

 

代

辦

費 

服裝費 日校男生：5,092 元；日校女生：5,146 元 進修學校男女生：4,182 元  依員生社採購契約價格收費 
 

103.8.21 

1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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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大甲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103 學年度第一、二學期各項費用收費標準   103.6.26 審議通過                公告 單位：元 

項目 第一學期收費金額 第二學期收費金額 備註 工具費 日校： 資訊科：2,627元；建築科：3,098元；製圖科：1,161元； 機械科：4,620元；電子科：2,260元；電機科：2,501元。 進修學校： 建築科：2,258元；機械加工科：4,620元； 電機修護科：2,501元；微電腦修護科：2,627元。  依員生社採購契約價格收費 
車輛停放費 腳踏車免費 機車停放費 0元 汽車停放費 0元 腳踏車免費 機車停放費 0元 汽車停放費 0元   

代

辦

費 冷氣使用及維護費 電費電費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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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氣機維護與汰換費冷氣機維護與汰換費冷氣機維護與汰換費 200 元（夜校 100 元） 班級 IC 儲值卡及冷氣遙控器保證金為新台幣 700 元 電費電費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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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氣機維護與汰換費冷氣機維護與汰換費冷氣機維護與汰換費 200 元（夜校 100 元） 班級 IC 儲值卡及冷氣遙控器保證金為新台幣 700 元 依本校冷氣使用、收費及管理要點收費  
 

103.8.21 

1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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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年度交通車票價                             103.08.14 公告 站別 單價 站別 單價 站別 單價 站別 單價 站別 單價 站別 單價 烏日（五光路） 74 舊社 54 弘光 48 北新國中 54 龍井公所 48 豐原火車站 46 成功嶺 74 梅子 54 黃金水世界 48 五福 46 清水電信局 38 永安新村 33 台中車站 74 頭家村 54 翁子 48 竹林國小 46 清水國中 38 海墘 33 王田交流道 70 潭子公所 54 龍井車站 48 天仁街口 46 中華、鰲蜂路口 38 三田警所 33 中山醫院 70 今井加油站 54 豐南加油站 48 葫蘆墩國小 40 山腳 33 頂南廣播站 33 追分 70 石岡 54 社口警所 48 豐原國中 40 北堤 33 月眉國小 30 科博館 70 坪頂 54 岸裡國小 48 媽祖廟 40 大安國小 33 西安 30 忠明國小 70 加工區 54 西勢里 48 光田醫院 40 清水郵局 33 日南 30 農會前 70 山陽村 54 中港國小 48 慈興宮 40 中華、五權路口 33 甲南 30 社腳 70 雅州新城 54 豐原醫院 46 苑裡 40 三豐甲后路口 33 四塊厝 30 太平旱溪東路 70 竹坑口 52 南華社區 46 台大加油站 40 銅安厝 33 松雅 30 新光三越 70 六張梨 52 南陽路口 46 沙鹿郵局 40 社苓口 31 番仔寮 27 福興宮 60 校栗林 52 紅竹巷 46 溪底 40 祝福加油站 33 7－11 超商 28 教師新村 60 上楓國小 52 光田宿舍 46 新天地 40 中庄 33 九輪 30 中富國宅 60 二號橋（龍津橋） 52 東大庄 46 中正國小（大莊） 40 幼獅 33 順天國中 30 朝馬 60 半張 52 文化中心向陽路口 46 國都 40 高美路口 33 頂店 27 蔗部村 60 清泉里 52 大洲路口 46 沙鹿童醫院 40 臨海高美路 33 文曲路 29 東勢南站 60 合作街口 52 賢德工商 46 客庄 38 社苓農會 33 外埔圖書館 29 太原路口 60 龍心診所 52 龍井山腳 46 鹿寮丹聯大樓 38 后里鄉公所 33 水尾橋 29 大肚公所 60 縣警局 52 弘明藥局 46 初中路 36 五里牌 33 大同醫院 29 自強新村 60 通宵郵局 52 梧棲國小 46 槺榔 38 山柑 31 甲中側門 29 文心路口 60 神岡圖書館 52 豐洲國小 46 大智中央路口 38 龜殼 33 大甲車站 29 工業區 60 工業路口 48 太平路口 46 西瓜寮 38 下南里 33 中正紀念堂 29 新莊村 54 公明里 48 永寧國小 46 鹿寮稅捐處 38 臨海三美路 33 大甲東 29 東海別墅   房裡 38 榮達店 33 中華、長春路口 38 三田國小 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