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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管理學院在職專班工業工程與管理組 

學分費收費基準調整計畫書 

 
壹、學分費經費使用情況 

 
一、經費來源： 

管理學院各碩士在職專班經費來源為學分費，學雜費基數全歸學校統籌運用(水、電

費之支付、軟硬體設備、圖書資源之充實與汰舊換新等)。目前本組專班每學分學分費為

6,000元，其中1,000元為學校行政費，因此每學分本專班的實際收入仍與過去16年相同為

5,000元。經費運用以自給自足為原則，若有年度結餘得繼續使用。 
 

二、經費運用細則： 
本專班之經費運用與其他專班相同，包含教師鐘點費、論文指導費及學位口試費、專

班課程助教費、組長工作費 (1 人)、助理薪資工作費(1 人)、工讀生工讀費等相關費用。

除此之外，專班學生與本系日間學生在硬體設備及空間設備皆共享資源，故專班費用亦支

援系上各項設備（如電腦教室之硬體、一般教室之修繕、建置階梯教室、冷氣裝修、替換

等）。本校不另支援專班教師員額，因此教師之授課鐘點費標準給予彈性空間，由各組專

班自行決定。 
 

貳、專班經費使用情況 
 
管理學院工業工程與管理組近年經費使用情況如下： 
1. 人事費含教師鐘點費、課程助教費、工讀生工讀費、專班主管加給、專班助理薪資、

協助專班課程及相關規劃工作委員等工作費等。 
2. 業務費含論文指導費、計畫書口試費、畢業論文口試費、演講費、行政費用相關支出—

課程影印費、辦公室用品費用、電話費、耗材費等。 
3. 設備費包含教學空間設施牆面油漆、電腦教室軟體、硬體設備更新、授課老師研究室、

實驗室等設備更換整修費、冷氣維修、更換、設置階梯教室、演講廳階梯整修等。 
 

參、 調整對象與理由 
 
一、調整對象：106 學年度(含) 以後入學之專班新生，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學分費可能調

整之資訊亦公告於 106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招生簡章。 
二、調整理由 

(一) 招生名額減少 
本專班自 102 學年開始招生名額由 30 名降減至 27 名，影響整體專班學分費收入

甚鉅。每年收入約短少 36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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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事成本漸增 
1. 100 年 7 月 1 日配合政府調薪政策，影響專班教師鐘點、助理薪資、工讀生等人

事成本。 
2. 102 年起開辦二代健保，人事成本又再次大幅增加。 
3. 104 年因應教育部「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所有勞動型

兼任助理及工讀生皆需納入勞保，對於人事成本負擔影響甚鉅。 
 

(三) 教育階段之成本考量 
1. 隨著教育階段之提昇，教育選擇權增加且教育效益更直接反映於學生個人職業與

成就，研究生處於最高教育階段，教育成本最高（平均班級較小、空間較多、設

備較多等），加上學生自主性提高，要求開課單位能有更多的課程提供他們做選

擇。因此，為滿足學生求知之需求，增加開課數也勢必將再提高各項成本。 
2. 相較於學費，在職研究生更重視教學、研究資源、產業與學術交流等品質及內涵

之多元。為培育優秀業界人才，與國際接軌，調整後的經費能提供更多元化的產

業學術交流、精湛的研討會或演講、前瞻性課程與研究補助。 
 

(四) 硬體設備更新：在資訊管理與行政領導上更要跟上時代的腳步，所以軟、硬體設

備必須汰舊換新。使學生能有更好的學習環境，進一步提昇教學品質與成效。98
學年度至 102 學年度間，全面更新系上空間設備： 

1. 採購電腦，建置 MB415 電腦教室。 
2. 教室投影機設備添購、更新。 
3. 教學教室及教授研究室冷氣設備更新。 
4. 教室 MB520 更新固定式木作講台、階梯高架地板換以及教室插座配線設施。 
5. MB419 整修 PVC 無縫地毯。 
6. 教室及系辦公室油漆粉刷。 

 
(五) 維持競爭力： 

相較其他學校而言，過去幾年其他標竿學校在成本、教學與服務品質考量下，紛

紛調漲學分費，成效良好。本專班自 88 學年度成立以來，學分費(實際收入)從未

增加，藉由本次學分費之調整，可維持競爭力及良好的教學品質。 
 

(六) 小結： 
碩士在職教育為帶動我國企業轉型的重要推手。然近幾年水、電費及物價上漲，

研究經費需求上升，以致營運成本與教師教學負荷增加。碩士在職專班經費來源

為學分費，目前雖本專班過往之結餘可彌補經費短絀，但長遠來看，若收入與支

出的差異幅度無法縮小，對教學與服務等品質與環境影響極大。加上學生對課程

多元性選擇的要求，以及教學環境等需求，本專班加以參考其他大學碩士在職專

班學分費之收費標準（表 1），為提高教學研究效能，調整學分費是不可避免的

方式。 
 
 
 
 



3 
 

 
 

表 1：本校與他校碩士在職專班 103 學年度收費標準對比較     單位：元 

交通大學 
電機、資訊、工學院在職專班 管理學院在職專班 

學雜費基數 每學分費 學雜費基數 每學分費 
13,470 6,000 12,980 6,000 

台灣大學 

工學院工業工程所 

 
學費 雜費 

54,180 31,820 
合計：86,000 

清華大學 

工學院在職專班 科技管理學院 
學雜費基數 每學分費 學雜費基數 每學分費 

12,980 
5,250(101 學年度以前入學) 

11,080 8,000 
8,000(102 學年度以前入學) 

台灣科技 
大學 

管理學院 EMBA 碩士在職專班 
 學雜費基數 每學分費 

15,380 8,200 
 
 
肆、計算方法 

 
依據 103.01.03 本校行政會議通過修訂 「碩士在職專班作業辦法」，自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

始，專班之學分費提撥每學分 1,000 元歸校統籌運用。目前本組專班開課現況而言，每學分

6,000 元，實收仍為 5,000 元。每學期平均開設 10 門課，初估一學年下來，收支呈現虧損 (表
2，收費標準一)。若以收費標準二而言，每學分 7,000 元，實收為 6,000 元，在增加開課數的

情況下，收支可略有結餘。以收費標準三為例，每學年 8,000，實收 7,000 元，結餘可供應專

班更彈性運用，穩建發展及經營。(以下尚未計入外系學生選課) 
 

                  表 2：學分費調整表              單位：元 
項目 收費標準一 (現況) 收費標準二 收費標準三 
開課數 10 門課 

   學分

費 

調整前 6,000* 調整後 7,000* 調整後 8,000* 

收支 -235,224 收支 439,776 收支 1,114,776 

開課數 11 門課 

學分費 
調整前 6,000* 調整後 7,000* 調整後 8,000* 
收支 -378,806 收支 296,194 收支 971,194 

開課數 12 門課 

學分費 
調整前 6,000* 調整後 7,000* 調整後 8,000* 

收支 -522,389 收支 152,611 收支 827,611 
       *註:以上學分費含學校收取 1,000 元行政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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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支用計畫及調整後預計增加之資源 

 

提高學分費除成本考量外，也在於增加系所資源以提供學生更好的學習環境，以下為本專

班調整學分費後，預計增加之資源：  

 

 

一、增進課程之多元性： 

本組為強化高等教育體系在職進修功能，建構終身學習之社會，提供多元彈性的高等

教育在職進修管道，以提供產業界人士進一步學習新知的機會，並滿足其對管理專業

知識及個人生涯成長之需求。因此在課程的規劃上，特別著重於理論與實務應用之結

合以及個案之研討。 

以目前本組專班開課情況，每學年(含暑假)約開設 10 門專業課程提供本組及開放其

他各組專班學生選課。本專班於 104 年度舉辦自我評鑑當中，學生更提出課程增加之

需求。為使課程有更多元之選擇，擬增設課程以符合學生學習需求。 

 

二、增聘專業教師： 

由於高科技產業所面臨的是一個快速變遷、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的經營環境，因此其所

需要的人才除了要具備產業之特殊技術背景外，對於管理能力、企劃能力的提昇更是

刻不容緩。在任課教師安排上，將整合校內外之教師資源，或聘請產學界（甚至國外）

經驗豐富之專家學者，與本校教授合作開課或單獨授課之。 

 

三、提昇教學環境品質 

學校及系所提供適足之軟硬體設備以營造優質之學習環境。系上於歷年不斷整合規劃

現有空間，整頓各學習教室。本系所屬之管理學院在教學研究空間的設計上，基於資

源共享的理念下，已規劃階梯教室可供各系所一起使用，以提升空間及軟硬體設備之

使用率。本組未來擬再規劃專班專屬多媒體階梯教室，提供專班同學專用。 
 

四、辦理畢業生流向調查 

近年來教育部對於高等教育的評鑑，不論是校務評鑑或系所評鑑，均日益重視學習成

效，其中畢業生就業狀況是學習成效重點評量項目之一。畢業生流向調查是建立學生

學習成效指標追蹤的重要依據，對於系所評鑑，甚或課程修訂，都有正面良好的效益。

因應教育部希望各校進行學生畢業後之流向調查之需，並考量系所課程修訂意見參考，

擬將聘用助理或工讀生，持續辦理畢業生流向調量。 
 

五、小結 
本次學分費收費標準調整後所增收之學分費收入將專款專用，以前述四大類項目支出

為主。除了調整學分費方案之外，本組未來自當持續努力推動各項開源節流措施來避

免財務惡化，使本組能正常營運及穩建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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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103 年度在職專班工管組學分費使用情況            單位：元 

項目 

收入 

支出 

當年度 

總支出 當年度收支 
(含他系學生選

修本組) 

年度 學費 人事費 業務費 設備費 小計 

98 4,505,039 2,035,378 1,369,516 1,415,927 4,820,821 -315,782 
99 4,072,340 2,044,146 1,057,015 691,082 3,792,243 280,097 
100 4,973,100 2,418,253 1,315,050 793,058 4,526,361 446,739 
101 4,035,000 2,249,204 962,981 67,135 3,279,320 755,680 
102 3,535,640 2,164,413 1,835,455 275,917 4,275,785 -740,145 
103 3,859,780 2,332,588 876,232 43,274 3,252,094 607,686 

資料來源：本校主計室 

 
 

         98-103 年度各項支出平均值       單元：元 

人事費 業務費 設備費 支出 

2,207,330 1,236,042 547,732 3,991,104 
 
 
 

附件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