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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進修推廣學院推廣教育學分班招生簡章 

「110 學年第 2 學期隨班附讀學分班」 
 

一、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1 年 2 月 7 日止（本校開學日：111 年 2 月 14 日） 

二、報名資格：申請學士班隨班附讀者之學歷須具有報名學士學位資格，申請碩士班隨班附

讀者之學歷須具有報名碩士學位資格。 

三、報名方式：一律線上報名。 

四、報名費：每人新臺幣 600 元整，跨系、所選填志願者，每增一系、所，加收新臺幣 200

元整，可採信用卡或 ATM 轉帳方式繳費。 

五、報名手續： 

（一）線上報名：請到本學院網站（https://www.ntuspecs.ntu.edu.tw）點選「110 學年第 2

學期隨班附讀學分班」，然後請依線上操作步驟進行報名。 

（二）繳交最高學歷證件影本：完成線上報名、繳交報名費後 2 個工作天內（於截止

日 2 月 7 日報名者，需在 2 月 7 日當日完成所有報名程序），請將最高學歷證件

影本掃描成清晰電子檔透過電子郵件寄送至「scl78122@ntu.edu.tw」，主旨請註明

「110 學年第 2 學期隨班附讀證件資料」，逾期未傳證件資料者，視同未完成報

名程序，將不予保留名額。 

請注意：寄送學歷證件影本後，請來電確認是否寄達。（電話：02-23620502#218

林先生） 

（三）經報名後，所繳報名費及證件一概不退還。 

六、招生之課程科目： 

（一）可隨班附讀之課程依學校排定時間上課，與本校具學籍正式學生一起上課；招

生之課程詳如本簡章(第 4-5 頁)所列，係本校為校內學生所開設，報名隨班修讀

者是否可就讀，將依各系所、學位學程審查結果而定。 

（二）選修學分限制：於本校修讀學分不得高於 9 學分  

（三）每人修讀科目於線上報名時勾選(上限為 9 學分)，報名後，志願不得更改或增

減。 

七、甄選方式：學經歷審查 

八、錄取方式：依照申請選填該課程報名者之成績高低排定之。報名者之成績計算，依課程

所屬系所學經歷審查決定。 

※ 報名至 111 年 2 月 7 日截止 

https://www.ntuspecs.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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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繳交學費：確定錄取後，本院將最晚於 2 月 14 日 email 寄送「確定錄取暨註冊繳費通知 

」，並請於規定期限內繳交學費，方得完成可修讀課程資格，逾期未繳將視

同放棄資格。 

              學士班課程每學分收費為 4,500 元；碩士班課程每學分收費 6,000 元。學費 

              不含書籍費、上網費用等，實習（驗）材料費另計，其金額由各系所決定。 

              ※本學期校友報名修讀，第一科學費免費，第二科以上學費半價。 

十、注意事項 

（一）學分班學員之身分為「推廣教育學員」，僅修習課程與學分，不授與學位，該

修習學分不得作為取得合格教師資格之證明。 

（二）修得之學分均為推廣教育學分。 

（三）本班採每學期報名，確定錄取之學員不得辦理保留入學資格及休學。 

（四）上課依本校行事曆為準，110 學年第 2 學期開學日期為 111 年 2 月 14 日。 

（五）上課時間及教室以本校課程網（https://nol2.aca.ntu.edu.tw/nol/guest/index.php）公

佈為依據；如有調整，應行配合，不得異議及要求退費。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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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所修讀課程之系所及進修推廣學院通知，仍未改善者，得取消其修

讀資格，且不予退費。 

（七）學員不得申請學員（生）證、宿舍、停車證、游泳證、校友證等。 

（八）學員不得辦理兵役緩徵。 

（九）報名者於報名後，若經複審作業或日後發現不符報名資格者，則取消其報名及

錄取資格，報名者不得異議。 

（十）經確定可附讀之報名者，如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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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取消錄取資格或取消附讀資格，且不發給任何有關學分之

證明。如係於取得學分後發覺者，除勒令撤銷其學分證明外，並公告取消其取

得學分資格。 

（十一）學員繳費後，如因故無法繼續修讀，不得申請延期就讀，所繳費用僅學分費

得依「國立臺灣大學進修推廣學院推廣教育班次學員退費及延期就讀辦法」

之退費規定辦理，其餘費用一律不予退還。 

（十二）課程修讀期滿，缺課未超過該課程全期上課時數三分之一且成績及格，學士

班課程以 C-（60 分）為及格，碩士班課程以 B-（70 分）為及格，由本校進

修推廣學院發給推廣教育學分成績證明。依本校規定，99 學年開始，成績

單以等第制成績顯示。 

（十三）學員未來如通過本校入學考試，取得學籍，其已修得之科目學分之得否抵

https://nol2.aca.ntu.edu.tw/nol/guest/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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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依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及系所規定辦理。 

（十四）本班課程若臨時有異動或停開決定（以學校公告為準），學員不得異議。 

（十五）本班無補課機制，請於排定的上課時間到課。 

 

‧洽詢電話：（02）2362-0502#218 林先生   

‧電子信箱：scl78122@ntu.edu.tw         ‧臺大推廣教育網：https://www.ntuspecs.ntu.edu.tw   

‧服務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 9 點至下午 5 點（年假及國定假日公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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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隨班附讀課程 

※學分、上課時間及教室等課程資訊請以本校課程網（https://nol2.aca.ntu.edu.tw/nol/guest/index.php）公佈為依

據；如有調整，應行配合，不得異議及要求退費。 

※請確認符合學歷資格再行報名，課程識別碼第 4 碼為 U 或 M 為「碩士課程」，其餘為「學士課程」。 

學院 系所 課程識別碼 班次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102 12050   感染與思想 陳重仁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102 22312 02 西班牙文一下 馬德睿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102 22312 08 西班牙文一下 馬德睿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102 22312 09 西班牙文一下 馬德睿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102 22312 10 西班牙文一下 馬德睿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102 22822 02 義大利文一下 圖  莉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102 23180   維多利亞時期英國文學 陳重仁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102 23420   與法語人士交談 歐德尼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102 32322 05 西班牙文二下 馬德睿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102 34490   義大利文閱讀：文學與媒體選讀二 圖  莉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102 43040   十九世紀美國文學 曼紐爾 

文學院 圖書資訊學所 126 U1030   管理心理學 陳書梅 

文學院 圖書資訊學所 126 U1340   書目療法專題 陳書梅 

理學院 心理學系 207 10120   大一研討課 梁庚辰 

社會科學院 經濟學系 303 20020   經濟史二 魏凱立 

社會科學院 經濟學所 323 U0200   市場與台灣經濟發展二 魏凱立 

醫學院 毒理學所 447 M1150   環境毒理與醫學 劉秉慧 

醫學院 毒理學所 447 U2300   臨床毒理學 劉秉慧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 703 11000   個人理財規劃 陳彥行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 703 31600 02 總體經濟學 劉憶如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所 723 M8510   高階財務管理 陳彥行 

電機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學所 922 U0280   數值方法 林智仁 

電機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學所 922 U3020   人工智慧 許永真 

電機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學所 922 U3090   計算機圖形 歐陽明 

電機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學所 922 U3150   數位視覺效果 莊永裕 

電機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學所 922 U3330   賽局理論 呂學一 

電機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學所 922 U3910   高等電腦視覺 傅楸善 

電機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學所 922 U4620   高效能巨量資料與人工智慧系統 洪士灝 

法律學院 法律學系 A01 29100   英美法導論 張文貞 

法律學院 法律學所 A21 U0270   法律人的易經講座(二) 蔡茂寅 

法律學院 法律學所 A21 U1130   行政訴訟審判實務與裁判寫作 張國勳 

https://nol2.aca.ntu.edu.tw/nol/guest/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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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隨班附讀課程 

※學分、上課時間及教室等課程資訊請以本校課程網（https://nol2.aca.ntu.edu.tw/nol/guest/index.php）公佈為依

據；如有調整，應行配合，不得異議及要求退費。 

※請確認符合學歷資格再行報名，課程識別碼第 4 碼為 U 或 M 為「碩士課程」，其餘為「學士課程」。 

學院 系所 課程識別碼 班次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生命科學院 生命科學系 B46 301B2   生物化學乙下 管永恕 

生命科學院 生命科學系 B46 303A2   生物化學甲下 余榮熾 

生命科學院 生化科學所 B46 M1240   醣質生物學 邱繼輝 

生命科學院 生化科學所 B46 M1420   結構生化學 陳佩燁 

生命科學院 生化科學所 B46 U0870   文獻中的研究方法與技術 2 余榮熾 

生命科學院 生化科學所 B46 U1070   去氧核糖核酸損傷、修復、和癌症 冀宏源 

生命科學院 生化科學所 B46 U1100   冷凍電子顯微鏡在結構生物學的應用 何孟樵 

生命科學院 生化科學所 B46 U1120   醣化學 呂桐睿 

生物技術研究中心 生物技術學程 P05 U4590   前瞻生命科學論壇 丁照棣 

生物技術研究中心 生物技術學程 P05 U9700   廚房科學 丁照棣 

創新設計學院 創意創業學程 P37 U0250   新世代創新創業的機會與挑戰 王崇智 

 

https://nol2.aca.ntu.edu.tw/nol/guest/index.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