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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各級學校學生家長繳交學雜費及各項代收代辦費疑義
Q&A 

一、 就讀私立高中職學費補助 

Q1：學生申請學費補助之條件為何？ 

A1： 

1. 高職免學費：學生家戶年所得在新臺幣 114 萬元以下。 

2. 私立高中齊一學費差額補助：學生家戶年所得在新臺幣 114 萬元以

下，家戶年利息所得未達新臺幣 10 萬元，且家戶僅擁有二筆以下

不動產(或家戶擁有三筆以上公告現值總和在新臺幣650萬元以下)。 

3. 家戶之計算成員包括學生及學生父母或其法定代理人。但已婚學生

則採計學生本人及其配偶。 

 

Q2：就讀私立高中職學生如果不符合齊一公私立學費差額補助或高職

免學費的條件，還有其他補助嗎？ 

A2：設籍臺北市之私立高中職學生，與父親或母親或法定監護人共同

設籍本市滿一年以上，就可以申請定額補助每學期 6,000 元；若不

符前述設籍條件則可申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費定額補助，每

學期補助 5,000 元，如有轉學、轉科、重讀、留級、重修情形，其

於重複就讀之年級，不得再申請補助，每生在學期間最多補助 6 學

期。 

 

Q3：實施高職免學費及齊一公私立高中學費等方案後，每位學生每學

期實際還需繳交什麼費用？ 

A3：現行方案係針對學費進行減免或補助，學生仍需依原有規定繳交

雜費及各項代收代辦費（如網路使用費、宿舍費、學生團體保險費、

家長會費、教科書費、冷氣使用費等）仍應依原有規定繳交。 

 

Q4：若某私立高中職經核定實施彈性收費或因評鑑績優而提高學費收

費額度，該校學生每學期實際補助學費額度應如何計算？ 

A4：私立高中職若經核定實施彈性收費試行措施，或因評鑑績優而經

教育局核定提高學費收費額度，以至於該校的學費收費額度高於當

學年度公告私立學校學費標準上限時，實際補助學生額度分項說明

如下： 

1. 「高職免學費」：依教育局公告之當學年度學費收費標準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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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齊一公私立高中學費」：依教育局公告之當學年度私立學校學費

標準上限與公立學校學費標準之差額。 

 

Q5：已獲得補助款的學生若因故休學、退學是否需繳回補助款？  

A5：學生若因故休學、退學，應繳回已核撥之學費補助的比例計算方

式如下： 

1. 學生於註冊後開學日前離校：全數繳回。 

2. 學生於開學日後未逾學期三分之一時離校：繳回三分之二。 

3. 學生於開學日後逾學期三分之一、未逾學期三分之二時離校：繳回

三分之一。 

4. 學生於開學日後逾學期三分之二時離校：不須繳回。 

 

參考法規：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及五年制專科學校前三年學生學費

實施要點 

 

二、 學雜費繳費方式 

Q6：為什麼學雜費繳費單需分次繳納？ 

A6： 

1. 有關學雜費繳費單分為 4 聯單及 3 聯單，4 聯單為本局依據「臺北

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雜費及代收代辦費收支辦法」、「臺北

市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收取學生費用辦法」所規定之學雜費及核定

必收的代收代辦費項目，再由各校據以製作收費 4 聯單。 

2. 另繳費 3 聯單係學校自行或代為處理學生相關事務之費用所製，如

課後輔導、校外教學等，學校應依個別學生的參與意願與需求合併

製作 3 聯收費單，並根據繳費項目之實際狀況而有不同期程或辦理

方式。 

3. 因此，將繳費單分為 4 聯單及 3 聯單係為確實辨別必收費用項目和

依學生個別需求收取之費用項目，以避免收費爭議。 

 

Q7：能否增加學雜費繳費地點及方式以減少家長排隊等候繳費時間？ 

A7： 

1. 本市各級公立學校之收費 4 聯單皆可至臺北市內各銀行(不含郵

局)、信用合作社及農會臨櫃繳費、ATM 轉帳、信用卡線上繳費或

便利商店繳費(需另付手續費)等方式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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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另有關學校自行或代為處理學生相關事務之費用所製的 3 聯單，是

由各校自行研議決定繳費方式。另為考量學生攜帶現金到校繳納使

部分家長及校方有安全上之顧慮，3 聯單亦可委託銀行代收。 

三、 家長會費 

Q8：為什麼要收取家長會費？ 

A8：家長會的任務是參與學校教育發展、提供改進建議事項、協助學

校處理重大偶發事件與學校、教師、學生及家長間之爭議，為了

維持家長會務的順利運作，家長會得於每學期向學生家長收取一

次會費。低收入戶學生得免繳家長會費。另家長會費之收取係以

學生家長為單位，若有就讀同校之子女，則僅需繳交一次家長會

費。 

參考法規：「臺北市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收取學生費用辦法」及「臺北

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雜費及代收代辦費收支辦

法」第 4 條；「臺北市中小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自治條例」

第 17 條。 

 

Q9：家長會費的用途為何？ 

A9：家長會費係運用於辦理家長會日常業務及會務所需經費，家長會

費經委託學校統一代收後，交由家長會管理運用。 

參考法規：「臺北市中小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自治條例」第 17 條。 

 

Q10：學校若有校務活動需求得否請家長會提供經費支援？ 

A10：學校若有校務發展或活動需求需要家長會經費支援時，可提請家

長會運用家長會費提供支援與協助，學校應向家長會提出計畫

書、預算書及學校相關預算編列或會計文件，家長會也應於會員

代表大會決議通過後始得執行。 

參考法規：「臺北市中小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及運作監督準則」第 21 條。 

 

四、 教科書費 

Q11：教科書費是否有統一規定的收費額度？ 

A11：教科書費屬代辦費，是依學生實際購買使用之書籍費用核實收

取，但未請學校代辦購買教科書的學生則免繳交教科書費。 

參考法規：「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雜費及代收代辦費收支

辦法」及「臺北市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收取學生費用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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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條。 

 

五、 制服費、畢業紀念冊及校外教學費用 

Q12：制服費、畢業紀念冊及校外教學費收費合理嗎？是否有一致的收

費額度？ 

A12： 

1. 制服費、畢業紀念冊費用及校外教學屬代辦費，各校收取制服費、

畢業紀念冊費用及校外教學等費用須經學校行政會報決議通過，並

應邀請家長會授權之代表參加，經過決議後學校才能收取前述費

用，但未請學校代購制服、畢業紀念冊或參加校外教學學生則免繳

交前述費用。 

2. 另因教科書費、制服費、畢業紀念冊費及校外教學費係依據學生意

願及需求請學校代辦購買後核實收取，並無統一的收費額度。 

參考法規：「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雜費及代收代辦費收支

辦法」及「臺北市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收取學生費用辦法」

第 5 條。 

 

六、 冷氣設備費及冷氣使用費 

Q13：學校可以收取冷氣設備費嗎？有無收費金額之規定 

A13：有關冷氣機裝設及收費問題，因冷氣並非學校基本設施，故本局

並未編列預算供學校班級裝設冷氣；惟本局尊重各校及其學生

家長會裝設冷氣意願，家長會可自行募款裝設冷氣，但應尊重

學生家長之意願採自由捐獻，不得強迫繳交該筆費用，亦不得

要求定額之捐款。 

參考法規：「臺北市中小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自治條例」第 17 條。 

 

Q14：學生家長會可以要求家長定額捐贈冷氣設備費嗎？ 

A14：家長會募捐經費應採自由捐獻，尊重學生家長之意願，不得強迫

繳交冷氣設備費用，亦不得要求定額之捐款。學校及學生家長

會應於募集冷氣設備捐款時，妥善說明裝設冷氣理由及相關費

用收取及支付方式。 

參考法規：「臺北市中小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自治條例」第 17 條。 

 

Q15：學校可以收取冷氣使用費嗎？有無收費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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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5： 

1. 學校已裝設冷氣之班級得向學生收取冷氣使用費，收取費用事項須

經班級學生家長會決議，並提經會員代表大會決議確認後，提送學

校行政會報決議通過後，始得收取冷氣使用費。 

2. 冷氣使用費可載入收費 4 聯單，公立學校收費上限為 400 元、私立

學校收費上限為 1000 元。 

參考法規：「臺北市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收取學生費用辦法」及「臺北

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雜費及代收代辦費收支辦

法」第 5 條。 

 

Q16：學校收取冷氣使用費的用途為何？ 

A16：冷氣使用費由學校收取後統籌運用於班級冷氣設備之維修及保養

或支付冷氣電費，冷氣使用費於學生因故無法就學或轉學時不

予退費。 

參考法規：「依據臺北市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收取學生費用辦法」及「臺

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雜費及代收代辦費收支辦

法」第 9 條。 

 

Q17：學生須繳交冷氣電費嗎？ 

A17：因冷氣並非學校的基本設施，故本局未編列學校裝設冷氣之預

算，但學校及其學生家長會可自行募集款項裝設冷氣。目前各校

冷氣電費是依各班實際使用冷氣狀況收費，部分學校為各班裝設

電表，依使用度數收費；部分學校則由班級購買儲值卡，插卡付

費，係採使用者付費原則收取冷氣電費。 

 

七、 班級經營費 

Q18：為何班費收費金額很高又要求班上其他家長分攤低收入戶學生免

繳的費用？ 

A18： 

1. 班級經營費的用途是供各班環境佈置及競賽活動等班級經營活

動，經費的收取與支用應由班級學生家長會以公正、公開之程序決

議並報經學校核定後，始得收費，並應由班級學生家長會切實開立

收據；另依規定低收入戶學生得免繳班級經營費。 

2. 班級學生家長會討論班級經營費相關事項，須有應出席人員過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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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出席，始得提案討論；並經出席人員過半數之通過，始得決議；

出席人數不足得以出席人數過半數之同意為假決議，並應就假決議

內容進行書面調查。調查表回收率如過半數，且調查表經統計有過

半數之家長同意，視同有效之決議。 

3. 班級經營費應依據前述規定收支，其他代收代辦費用，如講義費、

參考書費、畢業旅行費用及家政教材費等，不得以班級經營費名義

合併收取。 

4. 另有關低收入戶免繳優惠措施，亦應經由班級學生家長會議公開討

論並決議；各校亦有仁愛基金、教育儲蓄戶等管道可協助低收入戶

學生繳交費用。 

參考法規：「臺北市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收取學生費用辦法」及「臺北

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雜費及代收代辦費收支辦

法」第 4 條。 

 

八、 幼稚園收費事項 

Q19：就讀幼稚園請假是否可退費？ 

A19：就讀幼稚園學期中如果因為天災或法定疾病，導致全班或全園依

相關規定連續停課達 5 日以上(不含假日)，則可退還停課期間繳

交的午餐費及點心費，午餐費及點心費的計算以 30日為計算基

準。 

參考法規：臺北市 100 學年度公私立幼稚園收費標準應行注意事項。 

 

九、 數位學生證及簡訊服務收費 

Q20：換發數位學生證是否需要學生繳交任何費用？ 

A20：學生的首張數位學生證是免費的，其費用由教育局編列費用支

應，但學生如因遺失或破損等人為損害申請補發時，補發之費

用由學生自行負擔。 

 

Q21：自費補卡費用為何？ 

A21：學生自費補卡價格由本局每年招標後公布， 99 學年度價格為 70

元。 

 

Q22：學生如何申請卡片掛失與領取退費金額？ 

A22：學生可直接向就讀學校申請學生證掛失，學校經必要之處理後由



 7 

悠遊卡公司將儲值金餘額開立退費通知單後，並送至學校轉交

學生，學生即可持退費通知單及身分證明文件至任一捷運站詢

問處領取退費金額。。 

 

Q23：數位學生證掛失手續費由誰負擔？ 

A23：學生若已加值悠遊卡儲值金，將會自儲值金中扣除掛失手續費 20

元；若尚未儲值，則掛失手續費 20 元由本局負擔。 

 

Q24：製卡內容錯誤重製時學生是否需繳交費用？ 

A24：卡片之內容印刷錯誤若是因為製卡過程或學校行政人員疏失所

致，則重製時學生不必繳交費用；但如係因學生提供錯誤資料

所致，則重製時須由學生自行負擔所需費用。 

 

Q25：學生到校上學、放學刷卡簡訊服務收費方式為何？ 

A25：學生上學、放學刷卡後，家長可收到簡訊通知刷卡之時間，本項

服務需由家長自費，可選擇僅收到上學或放學刷卡時間(費用於

每年招標後公布，100 年每月 15 元)之簡訊通知，或同時選擇上

學、放學刷卡時間(費用由每年招標後公布，100 年每月 30 元)，

本項費用由學校調查後代收。 

 

十、 學生團體保險費 

Q26：有關學生團體保險，除了家長自付部份保費外，是否市府也有補

助？相關規定應如何查詢？ 

A26： 

1. 依據 95 年新修訂之臺北市團體保險自治條例第六條規定，保險應

繳之保險費，由市政府負擔三分之一，其餘由被保險人之法定代理

人或家長負擔三分之二。但被保險人之法定代理人或家長為低收入

戶者，應由學校審核其有關證明文件，造具名冊送保險人彙計，函

送市政府依規定予以補助。  

2. 依據臺北市團體保險自治條例第五條之一：「被保險人死亡時，由

市政府另發給慰問金新臺幣十萬元；致殘廢時，另發給保險理賠金

額十分之一之慰問金。」  

3. 相關規定可逕行至教育局網站相關法規下載。或臺北市現行法規查

詢系統查「臺北市學生團體保險自治條例」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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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aw.taipei.gov.tw。 

 

Q27：學生團體保險門診費是否理賠？ 

A27：向醫院申請醫療證明及門診掛號費是屬於行政費用，並沒有包含

在本市學生團體保險理賠項目。 

 

十一、 學生午餐費用補助 

Q28：對於本市之清寒學生及弱勢家庭學生無法繳交營養午餐費用是否

有提供協助？ 

A28： 

1. 本市提供設籍臺北市學生餐費補助之申請資格如下： 

(1) 就讀公立國中、小及所有高中職（含私校及就讀外縣市學校者持有

本市「低收入卡」之家庭子女。 

(2) 社會局安置育幼院之國小院童。 

(3) 家戶收入年所得 30 萬元以下，其中利息收入低於 10 萬，經濟困難

（父與母之前一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收入合計，未報

稅者亦請申請，查無資料視同無收入）之公立國中小學生。 

(4) 因家庭突發因素，經濟困頓，亟需協助之國民中、小學學生，經導

師認定者。 

2.  99 學年度配合教育部「安心就學溫馨輔導方案」，擴大補助對象如

下： 

(1) 非設籍本市，就讀本市公立國中、小學及公私立高中職學生，得比

照本市市民申請前揭補助。 

(2) 家戶收入年所得 30 萬至 60 萬元（其中利息收入低於 10 萬之元）就

讀本市公立國中小學生（原只有 30 萬以下）。 

2. 99 學年度補助額度：國小 5,150 元/人/學期；國中 5,665 元/人/學期。 

 

十二、 暑期泳訓營費用 

Q29：暑期泳訓營收費標準為何？可以退費嗎？有優惠或免費嗎？ 

A29： 

1. 收費標準（以每期 5 次課程為收費基準）：普通票 800 元（大學以上

及成人），學生票 700 元（限高級中等以下學生），上開票價內含保

險費。 

2. 退費規定說明如下（以下所稱全額需扣除已繳納之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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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未開課前全額退費。 

(2)開課 2 日內退全額之二分之一。 

(3)開課第 3 日起不得退費。 

3. 免費生資格：本市公私立無游泳池學校之國民小學升 4、5、6 年級

(1~3 年級不開放報名)不具游泳能力之學生，並以領有低收入戶或

身心障礙手冊之家庭子女或本人優先錄取，其餘名額以報名時先後

順序為準。免費生仍須自付保險費，保險費繳付後無法退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