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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八、本校學雜費調整後收費標準

 註:研究所在職專班已於107年1月2日行政會議決議，調整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學雜費收費方式改為比照本校日間部研究所碩士班。故本表研究所在職專班為調整後的結果調漲學雜費2.5%。 
 

表二十九、學雜費調整後每學期收入變化預估表(單位:元) 

    

    

伍伍伍伍、、、、學雜費學雜費學雜費學雜費調整之支用計畫調整之支用計畫調整之支用計畫調整之支用計畫    

    未來本校會因人事費用、物價和能源調漲等因素增加支出，與擬調整學雜費

所增加之收入因調幅有限，故收入與支出兩者仍無法平衡，本校仍會積極向外申

請計畫及補助，並研擬開源節流之措施，以改善財務狀況，永續發展校務，藉由

聽取師生意見，綜合具體可行方案，擬定此次支用計畫。依計算後，107學年將

增加1,885萬元，誠如先前學雜費調整理由說明，本校於提升教學及辦學成效之

學 制 年 級 學 費 雜 費 學分學雜費 合 計 學 費 雜 費 學分學雜費 合 計五專一~三年級 23,983 7,556  31,539  24,583  7,745   32,327  788     五專四~五年級 30,171 9,506  39,677  30,925  9,744   40,669  992     二技/四技 39,173 12,341 51,514  40,152  12,650  52,802  1,288   進修部 二技/四技 1,514      1,552      38      日間部日五專 1,439      1,475      36      日間部二技、四技 1,514      1,552      38      進修部二技、四技 1,514      1,552      38      研究所 39,173 12,341 51,514  40,152  12,650  52,802  1,288   研究所(在職專班) 39,173 12,341 51,514  40,152  12,650  52,802  1,288   

107學年度收費標準(調整2.5%)107學年度收費標準(調整2.5%)107學年度收費標準(調整2.5%)107學年度收費標準(調整2.5%)106學年度收費標準106學年度收費標準106學年度收費標準106學年度收費標準文藻外語大學107學年度學雜費調整說明文藻外語大學107學年度學雜費調整說明文藻外語大學107學年度學雜費調整說明文藻外語大學107學年度學雜費調整說明 差異

延修生
日間部

調整幅度 估計學雜費總收入 估計學雜費增加數106學年度預估學雜費收入 753,500,000     107學年度學雜費調整前 753,939,830     107學年度學雜費調整2.5% 772,788,325     18,848,495      
學雜費調整後收入預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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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費及學生獎助學金仍有增強之必要。調漲學雜費後增加之學雜費收入主要用

途如表三十。 

表三十、調漲學雜費後增加之學雜費收入主要用途(單位:元) 

 

 

一、 增加就學補助助學金支出增加就學補助助學金支出增加就學補助助學金支出增加就學補助助學金支出 

基於教育機會平等及資源共享理念，應保障每位學生在受教過程中得到公 

平，不應受限於經濟因素而阻礙求學及生涯發展，為了能讓弱勢及經濟上有困難

但又不符合任何補助條件之學生能夠在足夠的資源下安心學習，本校增列或補強

相關助學內容，故擬將調漲學雜費後預計增加之金額預撥約900萬元於獎助學

金。 

(一)就學補助金 

本校目前補助經費包含弱勢助學金、生活助學金、緊急紓困助學金及低收入

戶住宿優惠等四大項措施，將增撥預算於弱勢學生及一般學生，提升學習成

效，鼓勵學生專心完成學業。本校助學金在現有資金下，近幾年已無法再增

編預算，提供其他就學協助，未來學雜費調整後，將預撥450萬元支應就學

補助金，預計受惠人數將能達到920人。 

表三十一、近三年助學金統計表 

項目 
103 學年度 104 學年度 105 學年度 

補助人次 補助金額 補助人次 補助金額 補助人次 補助金額 

助學金     941   29,398,500     910   11,732,000     802   10,263,000 

生活助學金      25      960,000      73    1,440,000     243    1,902,000 

緊急紓困助學金      44      530,000      21      607,928      23      270,000 

低收入戶住宿優惠      51      576,000      88    1,056,000      95    1,140,000 

合計   1,061   31,464,500   1,092   14,835,928   1,163   13,575,000 

項目 收入 支出 百分比調漲2.5%學雜費後預計增加之學雜費金額 18,850,000   增加就學補助助學金支出 9,000,000  47.75%  提升師資支出 6,000,000  31.83%  系院國際化支出 2,850,000  15.12%  支應小班教學支出 1,000,000  5.31%合計 18,850,000 18,85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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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十二、就學補助金增加項目表 

項目 經費(元) 實施內容 預計受益學生數 

生活助學金

(上修人數) 
840,000 一、申請資格：（三項擇一） 

1. 已申請弱勢助學金。 

2. 已申請學雜費減免。 

3. 已申請緊急紓困金。 

    每學期透過單位遴選後錄 

    取約 50 位學生。 

二、助學金額： 

    每月服務 30小時，享團   

    體保險，每月請領 6000   

    元生活補助。 

三、實施期程： 

每學期可用 50 人，上、下

期共執行 8個月。 

50 人 

(2 學期共 100 人) 

書籍補助 500,000 一、有實質經濟困難，提出證

明經認列者。 

二、實支實付方式。 

三、上限補助金額為 5,000/人 

50 人 

(2 學期共 100 人) 

特殊境遇

(含無法就

學貸款、海

外交換、突

遭變故等) 

2,700,000 一、具特殊境遇資格者。 

二、未有相關資格者，經約訪

並經認列。 

三、每人補助學費一半 

    27,000/人。 

50 人 

(2 學期共 100 人) 

勞作教育中

隊長清寒助

學金 

100,000 

 

一、具清寒資格。 

二、5,000/人。 

10 人 

(2 學期共 20 人) 

弱勢全勤獎

勵金 

360,000 一、每學期全勤未缺課。 

二、600/人。 

300 人 

(2 學期共 600 人) 

 

(二)國外學習補助金 

此項目可包括國外交換、國外實習、國外志工、服務學習及其他相關國際性 

學習活動等補助項目，將預撥200萬元支應國外學習補助金，預計受惠人數將能

達到59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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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十三、國外學習補助金增加項目表 

項目 性質 經費(元) 實施內容 
預計受益

學生數 

文藻桌

實習生 

助學金 500,000 一、申請資格：適用對象為依「文

藻外語大學國際暨兩岸交流

學生甄選辦法」所甄選之國

際交流學生。 

二、助學金額:文藻桌海外實習

生之住宿費、交通費補助(含

機票及國內通勤費)，亞洲國

家每人每學期補助 1 萬元，

歐美國家每人每學期補助 2

萬元。 

三、實施期程: 107 學年度。 

13 人 

提升學

生國際

移動力

計畫 

助學金 900,000 

 

一、申請資格：適用對象為依「文

藻外語大學國際暨兩岸交流

學生甄選辦法」所甄選之國

際交流學生。 

二、助學金額:出訪交換生學雜

費增額補助，每人每次出訪

補助 3,000 元。 

三、實施期程: 107 學年度。 

300 人 

國外移

地學習 

助學金 300,000 一、申請資格：符合申請條件或

先行報名者(依每團申請標

準訂定之)。 

二、助學金額:海外移地學習每

團補助每團最高 5 萬元，預

計每學年度補助 6團。 

三、實施期程: 107 學年度。 

180 人 

國際活

動服務 

助學金 300,000 一、申請資格：學生擔任海外國

際活動或校級國際性活動志

工。 

二、助學金額:每人每次(出訪)

活動補助 3,000 元。 

三、實施期程: 107 學年度。 

1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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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讀助學金 

    為減輕學生就學負擔，協助學生在學期間以工讀進行生活學習、增加就業經

驗、培養工作倫理與態度、體認工作之價值與意義，近年來為了因應每年均調漲

基本工資及工讀生全面納入勞健保，本校雖逐年增編助學金，但仍無法滿足校內

工讀需求，在有限的預算內壓縮學生工讀時數，致學生在校工讀意願降低，人數

亦從103學年度約180名迄今106學年度減少至120名左右，盼望能將經費提高，讓

學生能在校獲得工讀的機會，增加就業經驗，將預撥250萬元支應工讀助學金，

預計受惠人數將能達到60人次。 

 

二、 提升師資支出提升師資支出提升師資支出提升師資支出 

本校自96學年度起迄今，近11年學雜費用即未調整，本校除需支應每年固 

定教職員晉級調薪外，98 年針對約僱人員調薪約 6%、100 年亦針對部分公保教

職人員職務加給調薪，又 102 年始實施二代健保，學校雇主負擔保費額外增加，

並於 107 年度始因應政府政策調漲薪資 3%，此次調漲經核算年增 1,163 萬元，

另每年晉級調薪增約 600 萬元；另培育國際化人才為本校關鍵教學使命，為了達

到此宗旨，延攬及留任優秀教師以教導學生是本校持續進行的任務，故預撥 600

萬元部分支應人事調薪外，新聘師資進而提升教學品質，提供學生良好的師資環

境。107 學年度預計新聘教師統計表如表三十四。 

表三十四、107 學年度預計新聘教師統計表 

系所/教師身分 專任 專技 專案 兼任 合計 

英國語文學系 2   1 3 

國際企業管理系 1    1 

法國語文學系 2   2 4 

德國語文學系 2  1 2 5 

西國語文學系 1   4 5 

傳播藝術系  1   1 

數位內容應用與管理系   1  1 

通識教育中心 2    2 

合計 10 1 2 9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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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系院國際化支出系院國際化支出系院國際化支出系院國際化支出 

因應社會與產業的國際化趨勢，外語人才的需求日增，以全人教育之理想 

培育兼具優秀外語能力與全人涵養特質國際化專業人才，一直是本校的教育宗旨。

在課程上，本校致力推動廣泛閱讀、融入外語於專業之課程，鼓勵學生廣泛閱讀，

涉略各項領域，並加強課程國際化來增加學生國際移動力。本校擁有眾多實質交

流姊妹校之優勢易於拓展多元化之國際學習管道及辦理國際服務學習活動，以培

育學生的國際移動力與世界公民素養，故長期推動國際交換生計畫、海外實習、

赴姊妹校移地學習與國際志工等多項計畫，增進學生跨語言文化經驗及強化學生

跨領域及國際化之實務經驗，進而拓展學生國際觀，開展國際視野。本校學生近

年赴國外交換、實習、移地學習及海外跨服務學習人數逐年攀升，103學年度起

迄今，從560名左右至今1,000多名學生參與國際化活動，綜合以上，故預撥285

萬元致力培育國際化外語人才，提供系院師生國際化計畫需求，包含定額及交通

費補助等。支用計畫如表三十五。 

 

表三十五、系院國際化各院支用項目統計表 

學

院 
項目 

經費

(元) 
實施內容 

預計受益

學生數 

英英英英

語語語語

暨暨暨暨

國國國國

際際際際

學學學學

院院院院    

補助海外移地學習

(含實習、交換) 

550,000 一、鼓勵本校學生至海外姊妹校進行

移地學習，拓展國際視野。 

二、提供補助 40 位赴海外實習之英國

語文系學生。 

三、提供補助6位出國交換之國企管理

系學生。 

四、餘規定由各系訂定辦理。 

46 人 

補助參加國際研討

會(論文發表)    

100,000 

 

一、補助國事系及碩士學位學程學生。 

二、前往海外姊妹校進行論文發表交

流，及進行當地產官學單位拜會行

程。 

三、申請參加出訪之人數如超過定額

時，以各該申請人之學業及擬發表

論文之品質為決定標準。 

四、經費補助機票(經濟艙)，每人以一

萬元為上限。 

10 人 

國際志工/服務學習 200,000 一、配合本校國際化政策鼓勵學生參 2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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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相關國際性

學習活動    

與國際志工/服務學習及其他相關

國際性學習活動，前往國外進行國

際體驗學習。 

二、提供補助 10 位赴海外之翻譯系學

生。 

三、提供補助2位赴海外之國際事務系

學生。 

四、提供補助8位赴海外之英語教學中

心學生。 

五、餘規定由各系訂定辦理。 

文文文文

教教教教

創創創創

意意意意

產產產產

業業業業

學學學學

院院院院    

暑期海外實習培訓

活動 

40,000 一、辦理學生海外實習前之相關培訓

活動。 

二、每系每年補助一萬元。 

80 人 

補助海外移地學習

(含實習、交換)    

560,000 一、鼓勵本院學生參與海外移地學習

活動。 

二、經費補助機票(經濟艙)，每人以兩

萬元為上限。 

28 人 

補助參加國際研討

會(論文發表)    

90,000 一、鼓勵研究生參與國際性論文及作

品創作之發表。 

二、經費補助機票(經濟艙)，每人以一

萬五千元為上限。 

6 人 

補助參加國際競賽

領獎    

160,000 一、鼓勵本院學生參與國際競賽。 

二、經費補助機票(經濟艙)，每人以兩

萬元為上限。 

三、若為團隊競賽，則以每隊四萬元為

上限。 

8 人 

歐歐歐歐

亞亞亞亞

語語語語

文文文文

學學學學

院院院院    

補助海外移地學習

(含實習、交換)    

50,000 一、鼓勵本系學生赴海外進行學期實

習，且當年度未支領其他計畫之補

助或獎助金。 

二、凡在學學生赴海外實習者(含中國

大陸、港、澳地區)皆可申請，且

提供每位海外學期實習生一萬元

助學金。 

5 人 

赴海外姊妹校研習    468,500 一、鼓勵學生赴海外姊妹校進行研習

或交流。 

二、提供補助4位赴海外研習之法國語

文系學生。 

三、提供補助 30 位赴海外研習之德國

3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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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系學生。 

四、提供補助5位赴海外研習之西班牙

語文系學生。 

五、餘規定由各系訂定辦理。 

海外實習獎學金    250,000 一、完成實習且實習成績達85分以上。 

二、每學期 25 名，申請人數超過上限

則依成績高低排名取前 25 名給予

獎學金。 

三、1 人五仟元。 

四、提供補助日本語文系學生。 

50 人 

補助參加國際競賽

領獎    

40,000 一、代表本校至海外進行競賽。 

二、補助參賽者 1 人一萬元。 

三、比賽結束後2個月內提出由主辦單

位發給之參與證明。 

四、比賽結束後2個月內提出由主辦單

位發給之獎狀或獎盃。 

五、提供補助日本語文系學生。 

4 人 

國際志工/服務學習

及其他相關國際性

學習活動    

20,000 一、代表本校至海外進行志工活動。 

二、補助 1 人一萬元。 

三、志工活動結束後2個月內提出由主

辦單位發給之志工證明或其他相

關證明。 

四、提供補助日本語文系學生。 

2 人 

東南亞碩士生赴東

南亞研訪補助    

10,750 一、「東南亞碩士學位學程」發展特色

延續文藻近年來積極推動的「複合

式」與「跨領域」教學設計，以「外

語」加上「學術專業」並重方式進

行。為使研究生有機會將個人的學

術專業實際應用到東南亞各國，規

定研究生畢業前須赴東南亞國家

累計至少 60 天。 

二、修讀「東南亞碩士學位學程」之研

究生。檢具研習規劃報告及申請表

提出申請。 

三、補助1人至多一萬零七百五十元赴

東南亞之機票費及生活費。 

四、補助 1 人至多 60 天赴東南亞。 

1 人 

研究生出國補助    10,750 一、凡本歐洲研究所之學生，學業總成 1-8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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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在 75分以上者，皆可提出申請。 

二、每學期申請一次，名額及金額將視

實際申請人數狀況決定，至多不超

過 8 人。 

人人人人

文文文文

教教教教

育育育育

學學學學

院院院院    

短期清寒優秀學生

留學助學金 

100,000 一、配合本校國際化政策，並鼓勵學生

進行國際 短期交換留學，以擴展

學生學習視野。 

二、家庭年收入低於70萬元(需檢附中

低收入戶證明)且前一學期成績為

全班 10%。 

三、家庭年收入低於 70 萬元，且前一

學期成績為全班 7%。 

四、交通費:五仟元為上限。 

五、生活費:換期程內，補助上限為二

萬元。依學生辦理交換生期程為

準。 

六、回國後需提交 2,000 字，出國交流

心得報告，以利結案。 

4 人 

補助學生參與國際

天主教活動 
200,000 

一、補助學生參與國際性天主教活動報 

名費及部分機票，活動如下： 

   1.IUYC(International  

     Ursuline Youth Camp)。 

   2.ASEACCU(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nd East Asian 

Catholic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 

   3.FVC(Francis Volunteer Camp)。 

   4.ACUCA(Association of  

     Christia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n Asia) 

二、具備外語溝通能力及簡報者。 

三、具天主教信仰、且積極參與相關活

動者。 

四、雖不一定具備基督信仰，但能對它

開放、且在其他活動中展現

Serviam 精神者。 

五、參與活動後能有使命感願意在校園

起服務領導之行動者。 

2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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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每位學生機票費至多補助 10,000 

元，報名費 ASEACCU、FVC、ACUCA(國 

際性活動報名費 500美金)、

IUYC(報名費 200美金)。 

 

五五五五、、、、支應小班教學支出支應小班教學支出支應小班教學支出支應小班教學支出    

本校持續推動系統化教學理念與適性化教學策略，先以標準化測驗評估學 

生的起點行為與能力，再針對不同起點行為與能力的學生進行分級教學與輔導，

實施適性分級之菁英教學，以小班輔導或專題帶領的方式，提供程度較佳之學生，

發展進階專業能力以提升學習效率；另推動外語重點課程小班教學，針對全校之

外語對話、寫作、教學實習及演練、翻譯等課程，進行小班教學規劃，而非語言

系，實作課程也會提供小班開課的方式進行教學。有賴於本校近幾年實施全校學

生均需修習英文24學分以及貫徹共同英語小班教學的措施，在扎實的外語教學基

礎上，並加強學生在相關專業（產業）領域的知能，本校於社會上樹立良好的口

碑，為了持續推動小班教學機制，藉由優秀的外籍及本國教師的專業教學，培養

出優質化的國際事務人力，近3年每年投入此經費約780萬元，扣除獎補助款，本

校仍需自籌300萬元左右，故預撥100萬元彌補此資金缺口。 

 

陸陸陸陸、、、、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財務狀況攸關於學校整理校務發展，唯有足夠的經費支援，方能打造良好的

學習環境、延攬優秀師資及人才、永續經營維持國際上的競爭力。本校已 11 年

未調整學雜費，且係以外語教育為特色之大學，外語學習資源包含語多元語種課

程、各種提升語言能力活動，包括語言學習用軟硬體設備及國際交流等都較他校

多元，相關外語投入軟硬體與外語培育支出亦較高，然而，學校現在必須要謹慎

面對日益嚴峻的財務狀況，若無適切的經費挹注，學校各項活動及設備僅能維持

現狀且無法創新。本校除了撙節各項支出及加強各項自籌收入外，為了反映教學

成本，不得不在適度的範圍內調整學雜費，已增加學校收入。倘若學雜費獲准調

漲，用於學生就學補助金、新聘師資、增強國際移動力及打造優質的小班教學環

境，以期達成培育兼具優秀外語能力與全人涵養特質國際專業人才，且成為亞太

地區培育外語專業人才的典範大學為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