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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空中大學 推廣教育中心 107年第二季推廣教育學分班 

文化行政類、教育行政類、會計類 課程招生簡章 

學分班開課一覽表： 

 

 

編

號
課程名稱

學

分

數

時數 學分費 上課日期 時間 上課時段 上課方式 上課地點

1 文化資產概論與法規 3 54 7,500 4/20-6/20 三五 晚1830-2130 無

2 教育行政學 4 72 10,000 4/20-8/11 五六 晚1830-2130

3 教育哲學 3 54 7,500 4/22-5/27 日
早0900-1200

午1330-1630

4 教育測驗與統計 3 54 7,500 4/23-7/9 一四 晚1830-2130

5 教育心理學 4 72 10,000 4/24-7/11 二三 晚1830-2130

左列編號1至5的學分班課程

採 網路同步視訊 方式上課

不開放實體教室

請務必先行確認電腦、行動裝

置之軟硬體設備規格，確認設

備可以支援網路視訊後，再進

行報名、選課。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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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級會計 3 54 7,500 4/16-6/13 一三 晚1830-2130

7 審計學 3 54 7,500 4/22-7/1 日
早0900-1200

午1330-1630

8 社會工作實習 2 36 5,000

9 社會福利實習 2 36 5,000

實習課程須通過修課資格審查

，符合資格者，本中心會主動

寄發課程繳費單。

校本部南院

推廣中心

5008教室

左列編號6至7的學分班課程皆可透

過：1.網路同步視訊 或 2.實體面授

兩種方式上課
*選擇網路同步視訊：請務必先行確認電

腦、行動裝置之軟硬體設備規格，確認設備

可以支援網路視訊後，再進行報名、選課。

校本部南院

推廣中心

5008教室

6/9、12/8 (六)上課時間為0830-1230

7/27、8/31、9/28、10/26 (五)

上課時間為1830-2130

6/9、12/8 (六)上課時間為1330-1630

8/3、9/7、10/5、11/2 (五)

上課時間為1830-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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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班報名須知： 

一、報名資格：十八歲以上。未滿十八歲者，應分別具備報考專科學校及大學之資格。 

二、招生名額：學分班每班限收六十名。 

三、報名日期：即日起至開課前一週截止報名。【未額滿班別至開課前仍可報名，請來電洽詢。】 

四、報名方式：1.網路線上報名(網址路徑：國立空中大學-推廣教育-報名課程) 2.傳真或 E-mail報名 3.現場報名  鼓勵線上自行報名，若不便使

用電腦，我們將另外代為印製繳費單。本中心不代收學費，現場報名需自行處理後續繳費事宜，完成繳費後請將繳費單據傳真至 02-22896991或

E-mail 至 noueec@mail.nou.edu.tw。 

五、社會工作實習、社會福利實習需先通過修課資格審查，符合資格者，本中心會主動寄發課程繳費單。若要上課請先至推廣教育中心網站下載「社

會工作/福利實習報名-資格審查申請表」，填妥後附上相關修課證明文件，傳真至 02-22896991或 E-mail至 noueec@mail.nou.edu.tw。本中心資

格審查時間於 107年 4月 16日 起至 107年 5月 14日 下午 5點截止，逾期不受理。5月 15日至 5月 18日本中心會主動通知學員審查結果，通

過資格審查者，請於收到繳費單後，在三天期限內完成繳費，回傳繳費單據後，即完成報名。(資格審查申請表下載路徑：推廣教育中心-下載專

區-課程相關表單 http://myec.nou.edu.tw/content8.php?u=5a34c67f6dfb0) 

六、收費標準：學分費每學分 2,500元。社會工作實習、社會福利實習兩門課新生報名費為 300元。【以上所述費用不包含書籍及各類教材費用，書

籍、教材依老師規定，若有需要請自行購買。】 

七、學費優惠方案：1.舊生限定-早鳥優惠：推廣中心舊生只要在期限內報名繳費完成即享 9折優惠。早鳥優惠期限：3/20-3/30 凡舊生報名會計學

分班、文化行政學分班、教育行政學分班 即享學費 9折優惠。 2.新生限定：三人行必有好康折扣：找 3位以上夥伴，一起上網報名並完成全額

繳費，填妥「3人成行優惠單」，回傳繳費單、優惠單，符合資格者，本中心將於課程開始上課三分之一後退還 1成折扣。 

八、上課方式：1.網路同步視訊、實體面授皆可：可選擇其一方式上課，透過網路遠距上課，或親自至國立空中大學校本部上課。 

2. 網路同步視訊：不開放實體教室，僅能透過網路遠距上課，請先行確認軟硬體設備是否符合課程規格。 

九、上課地點：有開放實體面授之課程歡迎至本校上課，上課地址為新北市蘆洲區中正路 172號，國立空中大學校本部 南院 推廣教育中心。 

十、上課時間：請查閱學分班開課一覽表上所列之時間，惟實際上課時間請依據本中心最新公告訊息為準，或請主動來電詢問課程時間異動資訊。 

十一、 退費標準及退費辦法：退費規定依據國立空中大學推廣教育實施辦法第 15 條辦理。 

學員完成報名繳費後，因故申請退費，應依下列方式辦理： 

1.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開班上課日前申請退費，退還已繳學分費、雜費等各項費用之 9 成。 

2.自開班上課之日起算未逾全期三分之一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分費、雜費各項費用之半數 3.開班上課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始申請退費者，

不予退還。 

4.學校因故未能開班上課，如：報名繳費人數不足停開、延期開課、天然災害或政策…等無法開課或致學員無法配合時，則全額退還已繳費用。

5.若因學員個人因素辦理退費，報名費一律不予退還。 

http://myec.nou.edu.tw/content8.php?u=5a34c67f6dfb0


4 

 

十二、 上課重要須知 

1. 若選擇網路同步視訊上課，請務必確認設備規格是否有符合上課需求，電腦系統、行動裝置系統、瀏覽器等等軟體設備，以及喇叭、螢幕、

手機等等硬體設備，請詳閱推廣教育中心網站-報名須知中有關「視訊設備規格與設定」之規定，提早測試設備並設定為上課所需之模式，一

旦報名繳費，選擇網路同步視訊上課，則恕不接受因個人設備問題提出全額退費之要求。 

2. 證明書發放標準：學分班經任課老師評量成績及格(60 分)，且缺席時數未超過課程總時數 1/3 者，得領取學分證書，學分證書會於當季學

分班結束之後(約 1至 2個月)，由校方主動掛號寄出。 

3. 缺課處理辦法：上課開始後需於 30分鐘內進入教室點名，如點名未到則視為缺席。課程並無請假機制，若之後課程將會缺席，可以提前告知

助教或 E-mail知會老師，以利上課時助教及老師掌握班級學員人數。若有缺課，可於課程結束約 3~7天至「空大校園影音雲」觀看複習影

片。收看課後複習影片，並無法列入出席時數的採計，若缺席時數超過總時數的三分之一將不予發放學分證書。 

4. 空大學分採認手續：空中大學每年度有二次採認時間，即 2 月及 9 月各為期約一週(依本校教務處公告為準)，可至學分抵免網站查詢

(http://credit.nou.edu.tw/)。請學員攜帶欲辦理學分採認的學分證書至國立空中大學蘆洲校本部-推廣教育中心，現場辦理之；若不便至

現場辦理者，請將學分證明書並載明空大或專科部學號及聯絡電話，傳真至 02-22896991，行政人員查核登載後，即以電話或簡訊通知，再請

上網自行辦理採認。(請注意：106上入學之新生，皆必須於入學當學年提出學分採認申請，逾期不再受理。) 

5. 修讀推廣教育學分班課程可於課程結束後，申請登錄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 

十三、 洽詢電話：國立空中大學校本部推廣教育中心 免付費服務專線：0800-899-355。 

十四、 相關報名資訊及課程規定、辦法可至國立空中大學推廣教育中心網站查詢，網址：http://myec.nou.edu.tw 。或關注「國立空中大學推廣

教育中心」臉書粉絲專頁，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noueec。 

十五、 本中心保留本簡章所錄學分班課程資訊異動權利，並會於本中心官網及臉書粉絲專頁公告異動內容。 

 

 

 

 

 

 

 

國立空中大學 推廣教育中心 網站 QR Code                     國立空中大學推廣教育中心 臉書粉絲專頁 QR Code 

 

https://www.facebook.com/noue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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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班限定3 人成行優惠單

一、 「三人成行9折優惠」方案適用於新生報名107年學分班課程(不包
含社工實習課)。

二、 此優惠需以三人(含)以上團體報名同一門課程，並於開課前繳交此
優惠單和所有人的全額繳費證明。

三、 團報學員於開課後上課時數超過三分之一仍有三人以上修習同一
門課程，本中心即使用退費方式退還一成優惠。

四、 如團報學員於開課後上課時數超過三分之一，有團報學員退費或轉
班導致團報不滿三人修習同一門課程，則本中心將不退還優惠。

注意事項：

編號 姓名 身分證字號 電子信箱 手機

1

2

3

4

5

6

報名課程：

fb粉絲專頁推廣中心官網

請幫我們填一個小問卷
Q : 請問您是從何得知此優惠活動？
□ FB粉絲專頁
□ 官網訊息
□ 夾報
□ DM傳單
□ 其他_____________

國立空中大學   推廣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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