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雜費 104-2收費金額 收費對象 收取方式及時間 承辦處室 法令依據或說明

學費
普通科（如說明）

職業類科（如說明）
全校高中、職學生 註冊時收取 會計室

依教育部臺教授國部字第1040076826A號公告收費

高中職學費另補助：

●102學年度以前入學－家戶年所得148萬元以下可享有：

【高職免學費】：補助學費全額$22530元

【齊一高中學費】：補助學費$16560元

未符合以上條件者，仍可請領高中職學費定額補助$5000元

●103學年度以後入學－高職全面免學費，補助$22530元

普通科/家戶年所得148萬以下者，補助$22800元

普通科/家戶年所得148萬以上者，補助$5000元

雜費
普通科 $4510、餐飲科 $3365、

觀光科 $3250、應外科 $3300
全校高中、職學生 註冊時收取 會計室 依教育部臺教授國部字第1040102210A號公告修正收費

代收代付費項目 104-2收費金額 收費對象 收取方式及時間 承辦處室 法令依據或說明

實習實驗費

普通科高一 $110

普通科高二社會組 $110、自然組 $390

普通科高三自然組 $390

餐飲科高一、二、三年級 $2970

觀光科高一、二、三年級 $1520

應外科高二、三年級 $1230

全校高中、職學生 註冊時收取
會計室

教務處
依教育部臺教授國部字第1040102210A號公告修正收費

電腦實習費
普科高一 $400. (每週1節)

觀科高一、高三 $400. (每週1節)
高一、二、三學生 註冊時收取 教務處

依教育部臺教授國部字第1040102210A號公告修正收費

每週排課1節者400元，2節者550元，3節者700元，４節以上者

850元

臺中市私立葳格高級中學
【104學年度第2學期收費標準】

※依本校104年12月31日「代收代付(辦)費」審核會議通過之項目及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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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私立葳格高級中學
【104學年度第2學期收費標準】

代辦費項目 104-2收費金額 收費對象 收取方式及時間 承辦處室 法令依據或說明

學生平安保險費 $171 全校學生 註冊時收取 會計室
依據104.7.22臺教國署學字第1040084793號函辦理。

104-1學保應收$165-實收$158=104-2補收$7。

104-2學保應收$164+補收$7=$171

家長會費 $100 全校學生 註冊時收取 會計室 依據103.8.1臺教授國字第1030024178A號令修正生效

冷氣電費/維護費 $700 全校學生 註冊時收取 會計室 依據103.8.1臺教授國字第1030024178A號令修正生效

課業輔導費(第八節) 高一、高二 $1800、高三 $1530 全校高中、職學生 註冊時收取 會計室 依據103.8.1臺教授國字第1030024178A號令修正生效

社團費 $400 高一、二、三學生 註冊時收取 學務處 學務處規劃（高三為讀書會含升學輔導）

文創園地 $150 全校學生 註冊時收取 學務處 學務處規劃

羽球課程 $450 高二學生 註冊時收取 學務處 學務處規劃（共６次，含門票及交通費）

葳格生活手札 $50 全校國、高中學生 註冊時收取 輔導室 輔導室規劃

午餐費

國中1-2年級 $5940.

高中1-2年級 $6060. (觀一 $6000)

國/高中3年級 $5340. (餐三/應三 $5280)
全校學生 註冊時收取 總務處

※104-1午餐天數少收104/11/16~11/20共5天，於104-2補收.

●國中1-2年級=(104-1補收5天+104-2共94天)*60元=5940

(104-2應收午餐費96天扣3/31-4/1童軍研習2天餐費)=實收94天

●高中1-2年級=(104-1補收5天+104-2共96天)*60元=6060

(另觀一應收午餐費101天扣校外餐訪1天餐費)=實收100天*60元

=6000

●國/高中3年級(104-1補收5天+104-2共84天)*60元=5340

(另餐三、應三應收午餐費89天扣校外餐訪1天餐費)＝實收88天

*60元=5280

晚餐費 國中1-2年級 $2580.

國中3年級 $2340.
全校國中學生 註冊時收取 總務處

(夜輔每週1.3.4)

●國中1-2年級=43天*60元=2580

(應收晚餐費44天扣3/31童軍研習1天餐費)=實收43天

●國中3年級=39天*60元=2340

晚餐費-住宿生

國中1-2年級 $1680.

國中3年級 $1440.

高中1-2年級 $4560 .

高中3年級 $4020.

全校住宿學生 註冊時收取 總務處

(無夜輔日及每週2)

●國中1-2年級=28天*60元=1680

●國中3年級=24天*60元=1440

●高中1-2年級=76天*60元=4560

●高中3年級=67天*60元=4020

ESL菁英班

特色課程費

普通科一年丙班 $6500.

普通科二年丙班 $6500.

普一丙、

普二丙學生
註冊時收取 教務處 教務處規劃,每學期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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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私立葳格高級中學
【104學年度第2學期收費標準】

代辦費項目 104-2收費金額 收費對象 收取方式及時間 承辦處室 法令依據或說明

iwagor行動學習教

材費

國一甲、國二甲 $8000.

國一乙丙丁、國二乙丙、普一 $6000.

國三 $1718.

普二丙 $3200.

國一甲、國一乙丙丁、國二

甲、國二乙丙、國三、普一、

普二丙學生

註冊時收取 外語部
外語部規劃,每學期收費

數位學習教材費
國一甲、國二甲 $4800.

國二乙、普一乙 $3800.

國一甲、國二甲、國二乙、

普一乙個案學生
註冊時收取 外語部 外語部規劃,每學期收費

英文自傳與英文面

試訓練教材
普三$1250. 普三學生 註冊時收取 外語部 外語部規劃,每學期收費

書籍簿本費 視各科各年級實際訂購課本 全校國、高中學生 註冊時收取 會計室 由各任教老師推薦辦理

校車交通費 依各站票價 乘坐校車學生 按學期收取 總務處 依公里數不同定價,並依學生意願辦理,不乘車者免繳

國中部男 $10610、女 $11455

高中部男 $12515、女 $11940

餐飲科 $5100

觀光科 $2200

餐飲科男 $6340、女 $7210

觀光科男 $5490、女 $7170

一週1堂*20週*600/每堂=12000(每班)

(本學期提供免費教學課程)
高職一、二年級

一週4堂*20週*600/每堂=48000(每班)

(本學期提供免費教學課程)
應外科二、三年級

法式料理外師授課

鐘點

一週4堂*20週*800/每堂=64000(每班)

(本學期提供免費教學課程)
餐飲科學生

按學期收取

(本學期免費)
實習處 實習處規劃

腳踏車 本學期提供學生免費停用 全校學生
按學期收取

(本學期免費)
總務處 總務處規劃

制式用品費 轉學生另購 註冊時收取 總務處

實習工具費 轉學生另購 註冊時收取 總務處

實習服裝費 轉學生另購 註冊時收取 總務處

ESL外師授課鐘點
按學期收取

(本學期免費)
外語部 外語部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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