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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推廣教育中心

隨班附讀學分班報名 S O P

隨班附讀



注意事項
隨班附讀



注意事項(請務必詳讀)
修讀學分班學員資格不得具有學籍(含休學)，本校保有接受隨班附讀與否之權力

01
非正式學籍制度

不得用隨班附讀資格申請學校宿舍、就學貸款等；男生未服兵役者，不得以就讀學分
班為由辦理緩徵；各項獎助學金申請，請自行確認資格。

報名資格

02 學士級-18 歲以上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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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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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學分抵免

通過本校入學考試取得學籍，依推廣教育實施辦法抵免，若學分證明為新生入學考試

資格用則入學後不得再抵免，學分抵免認定依照本校及系科抵免學分辦法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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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且不得少於一年。



注意事項(請務必詳讀)
修讀學分班學員資格不得具有學籍(含休學)，本校保有接受隨班附讀與否之權力

05
遵守本校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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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報名資料請詳實填寫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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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分班退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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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課程除因故未能開課外，全額無息退還已繳交費用
若因個人因素申請退費，依下列方式退還費用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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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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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開課後逾課程全期 1/3 者，不予退還。



✎報名步驟
(報名課程依報名繳費順序優先)

01 選擇課程

上網查詢課表→弘光科大首頁點選校友來賓→學生整合資訊系統

02 填寫報名表

報名方式；親自報名、E-mail報名，另需繳交報名相關附件

03 繳交學分費

繳費方式:現金、信用卡、劃撥、ATM轉帳

04 開課當天領取資料

開課第一天至本中心領取上課資料袋及注意事項資料



STEP 1
選擇課程



選擇課程
若您選擇的課程因正規學制學生加選後額滿或是人數不足不開課，皆會再與您聯繫換課或是全額退費

01 02 03 04

進入弘光科技大學首
頁，選擇“校友來
賓”

進入“校友來賓”，
下載“學生整合資訊
系統(舊)”

下載完成後，開啟
“學生整合資訊系
統 (舊)”，選擇訪
客身分

依照班級課表查詢請選
“40_班級課表”，依
照課程名稱查詢請選
“70_課程資訊 A3  依
科目選課號

https://www.hk.edu.tw/


“
選擇課程

若您選擇的課程因正規學制學生加選後額滿或是人數不足不開課，皆會再與您聯繫換課或是全額退費

40_班級課表

1. 輸入「學年」，「學期」
2.「別部」選擇『日間部/進修部/在職專

班/等』即可查詢各系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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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在職專班等。

3.「學制」→「系所」→「班級」選擇您

想要選擇的科系班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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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_課程資訊A3依科目選課號

1. 輸入「學年」，「學期」
2.「科目」請輸入關鍵字搜尋，此欄只會

搜尋與關鍵字相同之科目，例如:輸入“幼

兒教育心理學”，本校開學期並未開示此

科目課程，如輸入“心理學”可查詢到此

學期各系所有開課所有課程名稱含心理學

之課程

上課地點、時
間、授課老師
課表上都有喔!

學年、學期、部別、學制、系所、班級每項皆需選擇

HUNGKUANG



STEP 2
填寫報名表



HUNGKUANG

填寫
報名表

報名方式:

(1)親自報名：請攜帶報名表(請貼妥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 2 張 1 吋大

頭 照)、切結書、最高學歷證明影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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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報名：報名表(請貼妥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 2 張 1 吋大頭照)、

切結書 及最高學歷證明影本 mail 到 cont@hk.edu.tw，並自行確認隔

天是否有回傳信件。

報名表注意事項

(1)各項資料皆需詳實填寫，申請線上學習系統請務必填寫 E-MAIL (2)

學士每學期至多修習上限 18 學分（碩士級修習學分上限為 9 學分）

mailto:cont@hk.edu.tw


STEP 3
繳交報名費



繳交學分費
(報名課程依報名繳費順序優先)

收費標準
大學部課程 (不含書籍費)。學分課
程費用計算以學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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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計算以學時 5,000計費，新
生報名費用：新台幣 500 元。

計算方法
例如:大學部-中餐烹調實驗2學分3
小時，學分費用以 3 小時計算，$2,
350*3 小時=$7,050 元，若新生需
另加500元報名費

汽車通行證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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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C D 其他注意事項

☼報名課程依報名繳費順序優先
☼請於開課前完成報名並且繳費
，否則本中心有取消報名之權利
☼學分班課程優惠
本校永久校友會學員【出示影本、
學費 95 折不含報名費】



繳交學分費
(報名課程依報名繳費順序優先)

繳費方式3

郵政劃撥

請至郵局劃撥

郵政劃撥帳號：

22026721；戶

名：弘光科技大
學

繳款完成請線上填寫匯
款資訊

繳費方式2

ATM轉帳

請至ATM轉帳

台新國際商業銀
行(812)建北分
行，帳號2068-1  
0-0009320-2，
戶名:弘光科技大
學

繳款完成請線上填寫匯
款資訊

繳費方式1

現金/

信用卡
需至本中心繳交

學費超過

$2,000 元方可

刷卡

繳費完成後即可現場開

收據給您喔~

劃撥、ATM轉帳繳款完成，
請務必直接線上填寫匯款資
訊

(1)銀行/戶名

(2)帳號後五碼
<匯款帳號後五碼(若同時有信
用卡及提款卡功能，請提供帳
號後五碼，非卡號唷!>

(3)姓名+報名的課程

★若尚未繳費,請勿填寫此
表單★



STEP 4
上課當天領取上課資料袋



領取上課資料袋
若您選擇的課程因正規學制學生加選後額滿或是人數不足不開課，皆會再與您聯繫換課或是全額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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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課當天
開課
前兩周

開課當週第一個上課日
，需先至推廣中心領
取上課資料袋 (注意:請
於老師點名需告知老師
本人為隨班附讀之學員)

上課中

請假

需自行了解班級狀況，例
如期中(末)考試、放假、
停課，如需事先請事假，
應事前與老師請假，否則
以曠課論，若臨時請假請
以LINE@方式告知中心，
並於下週上課告知老師

隨班附讀學生該科目上課
總時數，若達 1/3曠缺課
(含事、病、公假及調課)  
該科目扣考，學期成績零
分計算

出缺席 期末考

學期結束待老師打完成
績上傳至系統，中心完
成製證後，會再通知領
取時間。



Tel ：04-26318652 Ext.6152-6153  

Fax ：04-26319280

E-Mail ：cont@hk.edu.tw 

LINE@ ID :  @aoj0240h 

Add：43302 臺中市沙鹿區台灣大道六段 1018 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