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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管理學院企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G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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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B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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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本學程學分費每學分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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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程之經費運用比照專班，包含教師鐘點費、論文指導費及學位口試費、課程助

教費、主任工作費 (1 人)、助理薪資工作費(1 人)、外籍生獎學金配合款、工讀費等相關

費用。除此之外，學程課程獲得本院支持優先安排使用 MB110 及 EMBA 光寶廳，在硬

體設備及空間設備共享資源，學程費用缺口因無須支援各項設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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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得以減壓，然因英語授課教

師不足，且本校不另支援學程教師員額，因此教師之授課鐘點費標準給予彈性空間，由

學程自行決定，歷年來因支援教師多數已升等，且本學程需經驗豐富之教授，授課鐘點

費逐年上升，已成為本學程大型支出。此外，外籍生幾乎全靠獎學金支撐，無法收到學

分費收入，因此年度結餘逐年減少中。 
 

貳、學程經費使用情況 
 
管理學院 G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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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程主管加給、學程助理薪資、論文指導費、畢

業論文口試費等。 
2. 業務費含演講費、補助學生國際技能競賽費、工讀生工讀費、學程宣傳費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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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維修等。 
3. 設備費包含空間設施汰換、電腦軟體、硬體設備更新、研究室等設備更換整修費、冷

氣更換等。 
 

參、 調整對象與理由 
 
一、調整對象：109 學年度(含) 以後入學之學程新生，109 學年度入學新生學分費可能

調整之資訊亦公告於 109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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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調整理由 
(一) 招生名額減少 

本學程自 97 學年開始招生名額由 25 名降減至 20 名，106 學年開始降減至 18
名，影響整體學程學分費收入甚鉅。每年收入約短少 70 萬。 
 

(二) 人事成本漸增 
1. 100 年 7 月 1 日配合政府調薪政策，影響學程教師鐘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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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07 年 7 月 1 日配合政府調薪政策，再度調升學程教師鐘點、工讀生等人事成

本。 
5. GMBA 授課鐘點費可選擇英語授課獎勵或支領鐘點費，然因支援師資多數已升

等為副教授或教授，GMBA 課程為應授課時數以外負擔，因此相較往年多數課

程由新進教師及專案教學人員支援，授課鐘點費已大幅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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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A 學生更重視教學、在學資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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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創團隊媒合與國際競賽補

助。 
 

(四) 硬體設備更新：在資訊傳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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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年度至 107 學年度間，在現有經費底下，依舊盡力更新學程空間設

備： 
1. 研究室冷氣設備及影印機更新。 
2. GMBA 官網建置 
3. 辦公室搬遷及研究室空間整修。 
4. 建置 MB202 小型會議室、新購冷氣。 

 
(五) 維持競爭力： 

相較其他學校而言，過去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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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程自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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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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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小結： 
全英語學程為因應全球競爭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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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上升，以致營運成本與教師教學負荷增加。GMBA 經費來

源為學分費，目前本學程過往之結餘尚可彌補幾年經費短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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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教學環境等需求日益提升，在少子化的高度競爭下，本

學程加以參考其他全英語碩士學程學分費之收費標準（表 1），為提高教學以及

與產業接軌之效能，調整學分費是不可避免的方式。 

表 1：本校與他校 MBA 英語授課學程 108 學年度收費標準對比較               單位：元 

交通大學 

管理學院 GMBA  電機、資訊、工學院學程 

學雜費基數 每學分費 學雜費基數 每學分費 

本地生 12,980 3,000 本地生 13,470 1,590 

外籍生 25,960 3,180 外籍生 26,940 2,385 

台灣大學 

GMBA 本籍、外籍同費率 
學雜費 學分費 

TWD 30,250(USD 1,009) TWD 11,000(USD367) 

成功大學 

管理學院 AMBA 管理學院 AMBA 以外之系所 
學雜費基數 每學分費 學雜費基數 每學分費 

11,580(本籍生) 5,000(本籍生) 11,580 1,600 
34,740(外籍生) 7,500(外籍生) 34,740(外籍生) 2,400(外籍生) 

政治大學 

企業管理研究所(MBA 學位學程) 國際經營管理英語碩士學位學程(IMBA) 
學雜費基數 每學分費 學雜費基數 每學分費 

NT$13,100 本籍生 
(US$436.67) 

NT$5,000 本籍生 
(US$166.67) 

NT$13,100 本籍

生(US$436.67) 
NT$8,800 本籍生 

 (US$293.33) 
NT$13,100 

(US$436.67) 
NT$6,000 外籍生 

(US$200) 
NT$13,100 

(US$436.67) 
NT$8,800 外籍生 

 (US$293.33) 

中山大學 

管理學院國際經營管理碩士學程

(IBMBA) 
具有外國國籍之學生 

(101 學年度起入學之國際學生適用) 
學雜費基數 每學分費 學分學雜費 

11,370 (USD 390) 

106學年度以前

3,000 (USD 103)  

63,560(USD2,180) 

延 
修 
生 

9學分以下每學分3,140(USD108)，學雜費

22,740 

107學年度以後

4,000 (USD 137) 
10學分以上每學期54,140(USD1,857) 

清華大學 

工學院全球營運管理碩士雙聯學位學程 
學雜費基數 每學分費 

33,000 8,000 
國內學生跟境外學生基準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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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計算方法 
 

目前本學程開課現況而言，每學分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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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學分費之預估收支表)。若提高每學分 4,000 元，收支可略有結

餘，若提高為每學分 5,000 元，預估每年約有結餘 180 萬，可使學程更彈性運用，增加學程

穩建品質及永續經營之可能性。 
         表 2：調整學分費之預估收支表         單位：元 

 

  
平均付費 

學生數 
學生身分 

總畢業 

學分數 
每學分 預估總收入 預估收支 

調整前 
17 本籍生 50 3,000  2,550,000  

-453,110 
1 外籍生 50 3,180  159,000  

調整 1 
18 本籍生 50 4,000  3,600,000  

837,891 
2 外籍生 50 4,000  400,000  

調整 2 
18 本籍生 50 5,000  4,500,000  

1,837,891 
2 外籍生 50 5,000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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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程調整學分費後，預計增加之資源：  

 

一、增進課程之多元性： 

本學程為為配合國內商管專業教育之未來發展趨勢與需求所設立，在全球唯科技馬

首是瞻的趨勢下，善盡利用本校在資訊科技之既有優勢來規劃專門知識與管理實務

課程、加强産學合作，培養具備國際競爭力之專業經營領導人才，提升本校管理學

院之國際能見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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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目前本學程開課情況，每學年約開設 10 門專業課程提供本學程及部分開放其他系

所交換學生選課。本學程為符合全英文授課之「全球化」教育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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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超競爭的經營環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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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研究環境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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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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院歷年不斷整合規劃

現有空間，整頓各學習教室。基於管理學院在教學研究空間的設計資源共享的理念

下，本學程可優先使用階梯教室，以提升空間及軟硬體設備之使用率。未來擬再整

修學程專屬研究室，提供學程同學個案討論空間及研究使用。此外，GMBA 官網於

102 學年度建置，至今已歷時 7 年，網站版本已老舊，資訊中心通知須更新 
IONCube 加密版本以利移至新主機存放。GMBA 將使用結餘經費，採用大宗商業網

站內容管理系統來建置平台，並使用交大主機，一方面避免系統問題重複發生，未

來亦可友善管理網站。 
 

四、補助師生參加國際商業競賽 

為持續擴大學生實作練習，提升創業校園風氣，並提升交大 GMBA 知名度及為學生

首創精神丶創新意識丶發現和發展創業機會以及整合創業資源的能力，透過參與國

際商業競賽，使參賽同學體驗創業團隊管理，接觸更多天使與風險投資人，為創業

融資創造條件與機會。此外，亦帶領學生與世界知名 MBA 學生相互交流，躍昇國際

舞台。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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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小結 

本次學分費收費標準調整後所增收之學分費收入為專款專用，以前述四大類項目支

出為主。除了調整學分費方案之外，本學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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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本學程能正常營運及穩建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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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107 年度 G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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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 學費 人事費 業務費 設備費 小計 

102 3,074,790 1,919,336 2,116,255 47,244 4,082,835 -1,008,045 
103 2,463,080 1,649,896 1,466,456 107,041 3,223,393 -760,313 
104 2,860,800 1,836,677 1,361,765 104,769 3,303,211 -442,411 
105 2,968,800 1,837,153 1,324,804 44,125 3,206,082 -237,282 
106 2,621,220 1,745,507 966,034 0 2,711,541 -90,321 
107 2,498,160 2,077,630 320,057 47,908 2,445,595 52,565 

       資料來源：本校主計室 

 
         102-107 年度各項支出平均值       單元：元 

人事費 業務費 設備費 支出 

1,844,367 1,259,229 58,515 3,162,110 

 

附件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