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學雜費項目 本學期金額 收費對象 收取方式及時間 法令依據或說明

普通科 $23,484

職業類科 $23,484

國中部$28,955

普通科 $4,510

餐飲科 $3,365

觀光科 $3,250

應用英語科(三年級) $3,300

※依本校111年1月4日「代收代辦費」審核會議通過之項目及標準

一、代收代付費

序號 項目 110-2收費金額 收費對象 收取方式及時間 說明

普通科高一 $110

普通科高二-修習自然學科4學分者收費：$110

普通科高二-修習自然學科5學分者收費$390

普通科高三自然組$390

餐飲科高一、二、三年級$2,970

觀光科三年級$1,520

應用英語科 (三年級)$1,230

普一$400(每週1節)

普二$400(每週1節)

餐一$400(每週1節)

應三$550(每週2節)

二、代辦費

序號 項目 110-2收費金額 收費對象 收取方式及時間 說明

國一、國二$8,000

國三$6,000

2 菁英特色課程費 普一甲$33,920 普一甲 註冊時收取 教務處規劃

3 第二專長課程費 普一甲$18,000 普一甲 註冊時收取 教務處規劃

普一乙$4,032

普一丙$4,032

餐一甲$4,032

5
校本課程及精緻

美語費
$48,500 國中部學生 註冊時收取 外語部規劃

普一乙(ESL班)$18,980

普二丙(ESL班)$18,980

普三丙(ESL班)$14,740

普一丙(非ESL組)$13,025(含書籍費$475)

普一甲(非ESL組)、普二甲乙(非ESL組)$12,550

普三甲乙丁(非ESL組)$8,070

應三甲$14,740

餐一、餐二、餐三、觀三$4,920

7 學生平安保險費 $175 全校學生 註冊時收取
依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110.8.20中市教體字第1100063542

號函辦理。

8 家長會費 $100 全校學生 註冊時收取 依據106.6.16中市教高字第1060050519號函辦理。

9 社團費 $400 高中一、二、三學生 註冊時收取 學務處規劃

10 羽球費 $990 高二 註冊時收取 學務處規劃

11 學生IC卡 $400 轉學生 註冊時收取 教務處規劃

12 文創園地(校刊費) $150 全校國、高中學生 註冊時收取 一學年一本校刊(學務處規劃)

13
冷氣電費/

維護費
$1,000 全校國、高中學生 註冊時收取 依據106.6.16中市教高字第1060050519號函辦理。

高一、二年級：$2,752

高三年級：$2,336

國一、國二、普一二及職一二：8,075

國三、普三及職三：6,715
午餐費15 每餐85元*實際上課天數註冊時收取全校國、高中學生

課業輔導費14 註冊時收取全校高中、職學生 依據109.11.24中市教高字第1090102485號函辦理。

4
第二專長課程費

(週六社團)
教務處規劃註冊時收取普一乙、普一丙、餐一甲

臺中市私立葳格高級中學
【110學年度第2學期收費標準】

1 學費 全校高中、職學生 註冊時收取 依教育部臺教授國部字第1100094807A號公告收費

2 雜費 全校國中、高中、職學生 註冊時收取

一、國中：依臺中市教育局110年4月30日中市教中字第

1100030884號函辦理。

二、高中：依教育部臺教授國部字第1100094806A號公告

收費。

2 電腦實習費
普一、普二、餐一及應三

學生
註冊時收取

依教育部臺教授國部字第1100094806A號公告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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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實習實驗費 全校高中、職學生 註冊時收取 依教育部臺教授國部字第1100094806A號公告收費

6

外語特色課程

費、ESL/第二外

語課程費

普科、應三、餐飲科及觀

三學生
學期收取 外語部規劃

1
特色課程系統使

用費
國中部學生 學期收取 外語部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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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私立葳格高級中學
【110學年度第2學期收費標準】

序號 項目 110-2收費金額 收費對象 收取方式及時間 說明

國一、國二及普一甲：3,655

國三：2,890

國一、國二及普一甲：2,805

國三：2,380

高一(普一甲除外)及高二：6,460

高三：5,270

國一二、高一二：5,760

國三、高三：4,800

國中男生：$10,650

國中女生：$11,495

高中部男生：$12,495

高中部女生：$13,270

20 實習工具費 餐飲科 $5,300 餐飲科轉學生 註冊時收取

餐飲科男生：$6,410

餐飲科女生：$7,350

22 臂章 $150 餐飲科轉學生 註冊時收取

23 書籍簿本費 依110-2教科書書籍費用收費 全校國、高中學生 註冊時收取 由各任教老師推薦辦理

24 校車交通費 依學生申請，按各站票價核算。 乘坐校車學生 按學期收取 依公里數不同定價,並依學生意願辦理,不乘車者免繳

餐一甲$5,520

餐二甲$2,520

26
法式料理特色課

程
$1,960 選課學生 註冊時收取 教務處規劃

國一、二：$570

國三：$480

28 興趣/性向測驗 $35 普一、職一 註冊時收取 輔導處規劃

29
國中部事務費及

班級費
$500 全校國中學生 註冊時收取 教務處國中部

30 看考場交通費 $150 國三 註冊時收取 教務處規劃

31 畢業袍 $200 國三、高三 註冊時收取 學務處規劃

32 實驗衣 $560 701、801班轉入生 註冊時收取 教務處國中部

33 腳踏車停車處 不收費 全校學生 按學期收取 總務處規劃

國中部雙語週報27 註冊時收取全校國中學生 教務處國中部規劃

早餐費-住宿生18 註冊時收取全校住宿學生 每餐60元*實際上課天數

晚餐費16 註冊時收取普一甲、全校國中學生 每餐85元*實際上課天數

19 制式用品費 轉學生 註冊時收取

17 晚餐費-住宿生 全校住宿學生 註冊時收取 每餐85元*實際上課天數

21 實習服裝費 餐飲科轉學生 註冊時收取

25 ESP特色課程 餐一甲、餐二甲 註冊時收取 教務處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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