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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大里高級中學九十七學年度第二學期代辦費用收取標準表 
98.01.20 經本校 97 學年度第 2 學期代收代辦審議委員會修訂通過 

收費標準 編

號 
項目 

高一 高二社會組 高二自然組 高三社會組 高三自然組
承辦單位 備註 收費時間 

1 交通車 依實際招標金額收取 (98.03 重新招標) 生輔組 本項自由參加 登記參加 
2 重補修費用 專班重修 40 元/節      自學輔導 240 元/學分 教學組 依本校重補修辦法辦理 登記報名 

3 寒假課業輔導費 589 608 

二類  627 
三類  665 
213   646 
214   646 

608 
二類  608 
三類  665 

教學組 請參閱附註說明 1 註冊 

4 學期課業輔導費 1474 1596 
二類  1995
三類  1596

1596 
二類  1197
三類  1995

教學組 請參閱附註說明 1 註冊 

5 適性輔導費 
1. 每節課每人收費 60 元整 
2. 依上課總節數分為 2000、2800 元兩種金額。 
3. 第一次段考後一週內加入者，收費以 7 折為原則計算。 

教學組 
1. 本項自由參加 
2. 請參閱附註說明 2 
3. 原住民補助一科半價 

報名時 

6 實驗班適性輔導費 201 班 1260 元   213 班 2280 元   214 班 1200 元   314 班 720 元 實驗組 低收入戶生免收 註冊 
7 複習考費 無 140 無 試務組 清寒經教務處核定者免收 註冊 

8 教科書費 1597 1626 1988 957 
二類  725 
三類  923 

合作社 

1.持有同版教科書者，可至

教學組驗書後申請免購。 
2.低收入戶學業成績及格

且操行80分者以上全免。 

由合作社另

定時間 

9 餐費 每餐 45 元 合作社 
全校提供 42 名減免，原則

上每班 1 名 
由合作社另

定時間 
10 校刊 120 訓育組 低收入戶免收 註冊 

11 畢業紀念冊 無 無 670 訓育組 
1. 本項自由購買 
2. 提供清寒減免名額 28名 

註冊 

12 校外參觀活動費 無 依實際招標金額收取 無 訓育組 
1. 本項自由參加 
2. 提供清寒減免名額 14名 

報名時 

13 國防通識射擊教育 無 113 無 教官室  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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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大里高級中學九十七學年度第二學期代收費用收取標準表(續) 

收費標準 編

號 
項目 

高一 高二社會組 高二自然組 高三社會組 高三自然組
承辦單位 備註 收費時間 

1 
98 學年度大學指定

考試費用 
無 無 無 

依大學考試中心 
公告之標準收費 

註冊組 本項自由參加 報名時 

2 升大學各項簡章費 無 無 無 
依大學入學委員 
訂定標準辦理 

註冊組 本項自由購買 登記購買 

3 班級費 50 50 50 50 50 訓育組  註冊 
4 游泳池水電管理費 100 100 100 100 100 庶務組 清寒學生免收 註冊 
5 冷氣使用費 600 600 600 600 600 庶務組 清寒學生免收 註冊 
6 家長會費 100 100 100 100 100 圖書館 本項不需審議 註冊 

7 團體保險費 152 152 152 152 152 衛生組 
依據 98 年 1 月 20 日部授字

教中(四)字第 0980500902號
函辦理 

註冊 

 
 
 

國立大里高級中學九十七學年度第二學期代收代付費用收取標準表 

收費標準 分

類 
項目 

高一 高二社會組 高二自然組 高三社會組 高三自然組
承辦單位 備註 收費時間 

1 
學生宿舍水電與管

理維護費 

學期  套房 4500 (每月 900 元)、雅房 3000 (每月 600 元) 
暑期  套房 900、雅房 600 
寒假  套房 225、雅房 150 

生輔組 
學期住宿費用含： 
1. 住宿費 1000-2500 
2. 維修管理費 2000 

註冊 

2 電腦實習實驗費 740 120 120 120 120 資訊組  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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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1. 退費規則說明：依本校各項學雜費減免及退費相關規定辦理（參閱學生手冊） 
2. 家境清寒經教務處審查核准者免收。 
 
附註 2： 
1. 每班達 25 人即開班。 
2. 上課後二週內退出者退費：退費以 7 折為原則計算。 
3. 第一次段考後一週內退出者：退費以 5 折為原則計算。 
4. 逾期退出者不予退費。 
5. 各班次徵熱心服務工讀生 1 名，費用全免。家境清寒經核可者，併入工讀生分配工作，費用亦全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