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清華大學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文化資產教育學程學分班] 隨班附讀
招生簡章
一、 目的：為推廣文化資產保存的基本觀念，提升國內一般非專業科系學生了解文化資產的
多元價值並加強建立文化資產教育推廣，招收對於文化資產保存有興趣的社會人士隨班
附讀。
二、 開設班次、師資、上課時間：（因開課前有可能再變更，本校保留變更、調整之權利)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上課期間：106 年 9 月 11 日（開學）～ 107 年 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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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修課規定：隨班附讀學員修課標準之要求，與具正式學籍之一般學生相同，缺課時數未
超過三分之一且經考評及格，由本校發給「推廣教育學分證明書」。
四、 報名資格及人數：
1.十八歲以上
2.未滿十八者,應具有報考大學之資格
3.每班以 5 人為上限。
五、 收費標準：(單科收費不能與其他課程折扣、不含書本費、材料費及電腦實習費)
每學分收費 2,500 元。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補助每學分 1,000 元）
六、 報名日期及方式：
(一)報名時間：106 年 9 月 11 日(星期一)起至 106 年 9 月 22 日（星期五）止。
(二)填寫報名表，由各開課系所任課教師審核決定，獲得任課教師同意後簽名，並完成
繳費。
七、 繳費時間及方式：
(一)繳費時間：106 年 9 月 1 日(五)至 106 年 9 月 22 日(五)
(二)繳費方式：
1.現金繳費：攜報名表至南大校區行政大樓 1 樓出納組櫃檯繳交現金後，再連同收
據攜至 3 樓推廣中心 1309 辦公室辦理繳件。
2.ATM 轉帳：土銀代號【005】帳號【016056000015】戶名【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
407 專戶】(需自行負擔各行庫規定之手續費)

3.臨櫃匯款：銀行名稱【土地銀行新竹分行】戶名【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 407 專
戶】(匯款單請寫姓名)
(請到各地 ATM 或臨櫃或網路轉帳匯款後，將交易明細表黏貼於報名表背面)
八、 報名表繳交時間、地點及方式
(一) 報名證件：
1.報名表。
2.選課繳費證明單。（請自行黏貼於報名表背面）
3.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請自行黏貼於報名表背面）。
4.學歷證件及相關報名資格佐證文件影本。
(二)繳交時間：至 106 年 9 月 22 日(五)下午 5 時前，逾期恕不受理。
(三)繳交地點及方式
1.通訊：備妥報名證件，於繳交時間內郵寄至：300 新竹市南大路 521 號 國立清華
大學南大校區推廣教育中心收（信封請註明報名文化資產學程隨班附讀）。
2.傳真：備妥報名文件於報名時間內傳真至：03-5617836（傳真之文件如太過模糊，
需請您補寄文件）。
3.E-MAIL：請將報名證件掃描後之電子檔傳送至 cee.service@g2.nhcue.edu.tw
e-mail 標題請註明【XXX(姓名)- 報名文化資產學程隨班附讀】字樣。
九、 取得資格：缺課時數未超過三分之一且經考評及格，由本校發給推廣教育學分證明書。
該修習學分不得作為取得合格教師資格之證明。學員未來如通過本校入學考試，取得學
籍，其已修之科目學分是否得以抵免，依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及系所規定辦理。
十、 退費規定：
(一)依「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第十七條規定，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實際上課
日前退學者，退還已繳學分費、雜費等各項費用之九成。自開班上課之日算起未逾
全期三分之一者退還已繳學分費、雜費等各項費用之半數。開班上課時間已逾全期
三分之ㄧ者，不予退還。
退選退費日期
備註
自繳費後開學日之前申請
可退 90%學分費
106 年 9 月 11 日至 106 年 10 月 20 日
第一階段退選，可退 50%學分費
106 年 10 月 21 日之後申請
第二階段退選，不退學分費，逾期不受理
(二)因人數未達開班下限，以致不開班時，由本校於報名截止日後一個月內退費至學員所
提供之銀行帳號。
十一、

汽車停車收費：
依據本校校園車輛管理要點，進修及推廣班研習課程機車停車不需繳費，如欲申請
校內汽車停車者，以學期制(例 9 月~1 月)收費 1000 元及磁卡工本費 300 元，磁卡請妥
善保管，不得辦理退卡可接續下個學期儲值使用(如遺失補發應繳交工本費 300 元)，如
欲新申請者請於開課後至出納組繳費 1300 元，憑繳費單至本處領取停車卡。(如舊生舊
卡需儲值接續使用，請開課後至出納組申請續用繳費 1000 元，憑繳費單及停車卡片至事
務組設定期限即可繼續使用)。
十二、 附註：
(一)學員在報名時，請注意課程是否有衝堂情形。
(二)隨班附讀學員修課標準之要求，與具正式學籍之一般學生相同。

(三)錄取之隨班附讀學員發給當期有效之上課證，憑上課證得申請 email 帳號；雖得於本
校圖書館內使用圖書館檢索相關設備和閱覽，惟不得辦理借書或使用電子期刊，其他
有關規定悉依校外人士使用本校圖書館規則辦理。
(四)本簡章連同報名表免費提供，並歡迎從網頁下載。
(五)本校推廣教育中心網址：http://ndcee.web.nthu.edu.tw/bin/home.php
(六)修讀學分人員應遵守本校各相關規定，違反規定情節重大或行為有損本校名譽者，本
校得停止其修讀資格，且不予退費。

服務地點：新竹市南大路 521 號 南大校區推廣教育中心 (行政大樓 3 樓 1309 室)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8:30-17:30
洽詢電話：（03）5715131 轉 78215 林小姐。

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
106 第 1 學期 [文化資產教育學程學分班] 隨班附讀報名表
傳真號碼：03-5617836 (傳真完請來電確認 03-5715131 轉 78215)
※因涉及製作學分證書，每項皆為必填，請仔細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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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之銀行帳號 _________銀行(郵局)_________分行(支局) (請填寫本人之正確帳號)
(土銀或郵局為佳)

帳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填轉帳後五碼：

註 一、請自我簡介及說明選修的目的：(約 50-100 字內)

備

二、繳交：1.學歷證件影本及課程資格條件證明文件
2.郵局匯票或 ATM 轉帳收據(影本)請貼於下方空白處。
《個人資料同意聲明》本人同意國立清華大學在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與相關法令之規範下，將本人所提
供之個人資料，做為課程管理需要蒐集、儲存、分析、訊息傳遞之用(如：活動訊息、課程通知、研討會等)。
本人為上述授權後，日後仍可於上班時間向承辦人員聯絡，要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或請求刪除。

□同意

簽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