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業訓練．貼心服務．自我提昇．在職進修． 
依據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   

(民國 108 年 02 月 21 日 修正) 

弘光科技大學推廣教育中心 110學年第 1學期隨班附讀學分班招生簡章 

報名步驟，

請按照步驟

進行報名繳

費手續 

第一步驟：上網查詢課表→弘光科技大學網站→首頁上方〝校友來賓〞→學生整合資訊系統→訪客

→40班級課表或 60 課程資訊_A3(依學制系所班級) 

課表查詢網址：http://www.hk.edu.tw/people3/super_pages.php?ID=people301 

（1）請選擇班級課表，「學年」下拉選單選 110（一定要填），「學期」輸入 1（一定要填）， 

（2）「別部」選擇『日間部』即可查詢日間各系課程-上課時間、教室；同理「輸入日夜間別」選

擇『夜間部』即可查詢夜間部課程，另外有在職專班（一定要選）。 

（3）「學制」→「系所」→「班級」選擇您想要選擇的科系班別（一定要選）。 

如有出現錯誤訊息請確認已上輸入是否錯誤或是確認是否有此班級 

第二步驟：報名繳費  大學部課程編號:1101B001 研究所課程編號: 1101B002  

報名方式: 

（1）親自報名：請攜帶報名表(請貼妥身分證件及 1吋照片兩張)、學歷證明、學分費至弘光科大 L

棟生活應用大樓 1 樓推廣教育中心。 

（2）信件 E-mail 報名：請將報名表(請貼妥身分證件及 1吋照片兩張)、學歷證明 e-mail到

cont@sunrise.hk.edu.tw後，並確認隔天是否有回傳信件。(*請於開課日繳交報名表正本) 

繳交費用:大學部每小時收費$2,350元；研究所每小時收費$5,000元，新生收費 500元報名費 

繳費方式: 

（1）現金(學費超過 2000元方可刷卡) 至弘光科技大學推廣教育中心繳費 

（2）郵政劃撥帳號：22026721  戶名：弘光科技大學。 

（3）ATM轉帳/匯款: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代號:812)建北分行，帳號:2068-10-0009320-2，戶名:弘光科技大學」，劃撥、

ATM轉帳，繳款完成請務必直接線上填寫匯款資訊https://goo.gl/forms/1Ewn9oLmfrI23Mur2 

第三步驟：開課當週當日領取資料。 

（1） 開課當週第一個上課日，需先至推廣中心領取上課資料袋。 

（2） 開學第 1、2週為加退選週，學員需待正規學制學生選課結束後才能確定是否能選修課程，但

第 1、 2週還是需上課，否則為曠課計算。 

報名 
時間 

報名截止日期至 110年 09月 08日（星期三）下午 4:30前完成， 
逾時不候請注意報名時間。 

上課期間 110年度第 1學期（開學日 110.09.13-111.01.17，行事曆若有重新擬訂，待報教育部核定後會另行公告） 

學分證明 

各科出席率達三分之二以上且成績及格者，由弘光科技大學發給『推廣教育學分證明書』，每人每

學期以至少修習 2 學分為原則，總修習上限為 18學分（碩士級修習學分上限為 9學分），每人總學

分不可超過各科系規定之總時數。 

報名資格 18歲以上或學士級-高中職或同等學力以上；碩士級-大學學歷以上（請繳交最高學歷證件影本） 

課程時間及

地點 
查詢各科上課時間、上課教室，網頁內容時有更新，開課前請務必上網確認課程時間無誤。 

課程大綱 

查詢 
輸入科別、日夜間別、學期、年級、班別，即可查詢課程大綱。 

上課方式 
大學部各科目（已經開班之學分班除外）採隨班附讀方式上課，與本校具學籍之進修部或日間部學

生一起上課，研究所隨班附讀須先安排會簽方可隨班附讀。 

收費標準 
大學部課程 (不含書籍費)。學分課程費用計算以小時 2,350計費，新生報名費用：新台幣 500元。 

研究所課程 (不含書籍費)。學分課程費用計算以小時 5,000計費，新生報名費用：新台幣 500元。 

招生人數 每班隨班附讀人數為 6人為限。依各科繳費順序錄取，額滿不錄取，並且歸還資料。 

注意事項 

1. 若需申請學校”線上學習系統”者請務必於報名表上填寫完整 e-mail信箱。 

2. 合乎結業標準者(缺課未超過課程規定之時數)，原則上於課程結訓老師繳回成績一個月後，核

發弘大推廣中心學分證明書。未領證書協助保管期限從結業日起算，最多保留兩年的時間，如

期限過後想要補領取，請自行至本部一樓櫃台繳交 300元補印證書。 

開課資料 

開課當日先至推廣教育中心辦公室取上課資料及車證申請至 110年 09月 24日止 

申請車證必備資料：報到時到辦公室填寫車證申請表表格，影印汽車行照、駕照影本各 1份，費用

500元，當日下課方可領取。 

轉科規定 
註冊選課後欲轉修他科，限於 110年 09月 24日前提出轉科申請，（受理申請以一次為限，但已額

滿之科目不受理轉入申請），逾期概不受理。 

弘光科技大學 推廣教育中心   電話：04-26318652分機 6152~6153 

http://www.hk.edu.tw/people3/super_pages.php?ID=people301
mailto:ndu@sunrise.hk.edu.tw
https://goo.gl/forms/1Ewn9oLmfrI23Mur2
http://moodle.hk.edu.tw/moo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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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教育中心 110 學年第 1 學期隨班附讀會簽表 

編 
號 

 班   別 
隨班附讀 □大學部  
         □研究所  

填表日期 
(學員勿填寫) 

              年    月    日 
推廣收件人: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性   別  一吋照片浮貼處 

生   日 民國    年     月     日 最高學歷  科   系  一吋照片實貼處 

連絡電話 (行動)09   -             (H 家用)  
傳真 
電話 

 

 

通訊地址 □□□-□□ 

電子信箱                   @ 

繳交確認 □最高學歷影本ㄧ份    □相片 2 張    □身分證影本 1 份 

 □期末需申請寄發學分證明書(請另繳郵寄掛號費現金 50 元，會將學分證明書掛號寄至通訊地址) 

修課原因 □檢定／證照考試      □其他： 

身份證正面影本浮貼處 身份證背面影本浮貼處 

選課號 部別/科系/班級 選修課程名稱 任課老師 時數 學分 備註 

      
擋修 □否 □是 
大班 □否 □是 
遠距 □否 □是 

      
擋修 □否 □是 
大班 □否 □是 
遠距 □否 □是 

      
擋修 □否 □是 
大班 □否 □是 
遠距 □否 □是 

      
擋修 □否 □是 
大班 □否 □是 
遠距 □否 □是 

      
擋修 □否 □是 
大班 □否 □是 
遠距 □否 □是 

      
擋修 □否 □是 
大班 □否 □是 
遠距 □否 □是 

      
擋修 □否 □是 
大班 □否 □是 
遠距 □否 □是 

      
擋修 □否 □是 
大班 □否 □是 
遠距 □否 □是 

      
擋修 □否 □是 
大班 □否 □是 
遠距 □否 □是 

      
擋修 □否 □是 
大班 □否 □是 
遠距 □否 □是 

本校依教育部規定，每人每學期修讀碩士程度學分班，最多選讀 9 學分；學士程度學分班，最多選讀 18 學分抵免按照科系抵免最高上限為主 

以下資料由學校行政人員填寫 學時合計  學分合計  

推廣中心 
承辦人-辦理隨班附讀行政流程 行政組長-瞭解學生辦理 主任-瞭解學生辦理 

   

系科單位 
承辦人-確認是否擋修並通知任課老師 系所主任-瞭解學生辦理系 學院院長-瞭解學生辦理 

   

教務處 
註冊組-確認是否有學籍 課務組-確認是否為大班及遠距 教務處-瞭解學生辦理 

 □否 □是  

繳費 
狀況 

收費日期  方式 
□ 現金 □ ATM 轉帳□ 劃撥  
□ 刷卡______________ 

收據推字第            號 

金  額：__________學時*學時費_________________=收取金額_________________ 收款人： 

退款       年      月      日 退款金額： 承辦人： 



                         專業訓練．貼心服務．自我提昇．在職進修． 
依據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   

(民國 108 年 02 月 21 日 修正) 

 

隨班附讀注意事項切結書 

1. 學員不得用其隨班附讀資格辦理兵役緩徵及申請本校宿舍等；男生未服兵役者，

不得以就讀學分班為由辦理緩徵。 

2. 本課程性質非屬正式學籍制度，有各項獎助學金申請需求者請自行確認資格。 

學員未來如通過本校入學考試，取得學籍，其已修之科目學分得依推廣教育實施

辦法辦理，學分證明為新生入學考試資格用者，入學後，不得再予抵免學分，學

分抵免認定依照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及系所規定辦理，抵免後在校修業時間，

不得少於該學制修業期限及畢業應修學分數二分之一，且不得少於一年。 

3. 學員在校之行為應遵守本校規定。如有不當行為或影響授課或其他學生(員)之學

習，經通知而仍未改善者，得取消其修讀資格，且不予退費。 

4. 修讀學分班學員資格不得具有學籍(含休學)。 

5. 學員修讀期間若發現報名資格不符規定，或所繳證件有偽造、假借、塗改等情事，

即取消錄取資格或開除附讀資格，且不發給任何有關學分之證明。如係在取得學

分後始發覺者，除勒令撤銷其學分證明外，並公告取消其已取得學分資格。 

6. 為確保同學修讀學分後抵免學分之權益，特此說明，修讀期滿，成績及格者發給

「學分證明」，如經本校入學考試通過者，取得學籍後，即依各系學分抵免辦法

向本校教務處辦理學分抵免。 

7. 學分班退費方式（請至弘光科技大學推廣教育中心填寫學員退學（訓）申請表）： 

若因個人因素辦理退費一律依照推廣教育辦法扣除部分行政費用並以匯款退還

費用 

 開課前辦理退費(不含開課當天)，退還已繳費用（包含報名費）之九成； 

 開課後逾課程 1/3前辦理退費，退還已繳費用（包含報名費）五成； 

 開課後逾課程全期 1/3 者，不予退還。 

8. 本校保有接受隨班附讀與否之權力。 

9. 報名即同意弘光科技大學及所承辦之專案因業務之需要，得蒐集、電腦處理、傳

遞或使用本人之個人資料。 

10.我已閱讀並接受弘光科技大學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FM-11400-A18)內容(如

QRCODE)。                   □ 本人已詳讀並願意遵守以上隨班附讀注意事項。 

                              學員簽名: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