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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 109 學年度第 1學期學士學分班(隨班附讀) 
招   生 簡  章 

台北校區 
E-mail:ichi@mail.mcu.edu.tw      

洽詢電話: (02)28824564-8221 李小姐 或 傳真:(02)2883-5554  

 

桃園校區 
 E-mail:twhsu@mail.mcu.edu.tw 

 洽詢電話: (03)3593856 徐小姐 或 傳真：(03)359-3855    

  
1. 依據：依「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之規定辦理 

2. 上課期間：109學年度第1學期  

3. 上課地點：台北校區:台北市中山北路5段250號 

桃園校區:桃園市龜山區大同里德明路 5 號 

4. 報名截止：109/8/15前完成報名程序，逾期視同棄權不予受理 

5. 報名資格：高中職畢業或具備報考大學學士班同等學力資格者。 

6. 報名程序：請檢具下列各項文件，以掛號寄達 

「111台北市士林區基河路130號 銘傳大學產學暨推廣處」，信封

上註明「學士學分班(隨班附讀)」。 

(1)報名表（填妥選課資料、注意事項及個資聲明簽名） 

(2)學歷證件影本  (3)身分證影本   (4)1吋照片1張（申請學員證） 

7.收費標準： 學分費2,100元/學分，共同必修0學分以2學分計。 

每學期雜費3000元。 

 

補修科目及學分：以參加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 

學士學分班升學管道：

1. 修業(滿80學分)達二專畢業學分者，得以專科畢業同等學力報考本校所舉辦性質相近

學系之「轉學考試」。 

2. 學員未來如通過本校轉學考試，取得學籍，其已修畢之科目學分得依本校學生抵免學

分辦法及系所之規定辦理學分抵免。 

 3.修業未滿80學分，可參加本校『多元入學管道方案』入學後抵免(學科能力測驗申請

入學方案或七月份指定科目考試分發案) 
 

資源分享： 在班級有效期間： 

1. 得憑學員證免費進出圖書館、體育館。 

2. 如欲借閱本校圖書館藏書，則須完成辦理「學員卡」並繳交押金後始享有圖書館借書

之權益。申辦學員卡，需提供：個人大頭照電子檔(jpg檔)及製卡費200元、押金1000元

(課程結束後，書還清者，退還押金)。 

mailto:ichi@mail.mcu.edu.tw
mailto:twhsu@mail.m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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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學士學分班」重要日程表 

 

日期 事項 備註 

即日起至109年8月15日 開放報名 https://forms.gle/x5GVpGK

kWp75cQYT9 

 
109年8月17日~8月21日 選課日 由本處依學員報名先後順序

及報名表email通知辦理選課 

109年8月24日至109年8月28日 繳納學分費及雜費  依照報名表上繳費方式繳費  

109年9月XX日 上課 依照學校行事曆開始上課 
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辦理退費： 

(1)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開班日上課前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分費、雜費等各項費用之九成。 

(2)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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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費等各項費用之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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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士學分班招生系所一覽表 

〈一〉『台北校區』 

招生系所 系所代號 上課校區 

管理學院     

國際企業學系 57 台北校區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56 台北校區 

會計學系 52 台北校區 

企業管理學系 11 台北校區 

財務金融學系 54 台北校區 

傳播學院     

廣播電視學系 32 台北校區 

新聞學系 33 台北校區 

廣告暨策略行銷學系 26 台北校區 

新媒體暨傳播管理學系 31 台北校區 

法律學院     

法律學系 41 台北校區 

財金法律系 65 台北校區 

國際學院    

國際企業與貿易學士學位學程 91 台北校區 

新聞與大眾傳播學士學位學程 27 台北校區 

時尚創意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25 台北校區 

https://forms.gle/x5GVpGKkWp75cQYT9
https://forms.gle/x5GVpGKkWp75cQYT9
http://web.ms.mcu.edu.tw/zh-hant
http://web.ib.mcu.edu.tw/zh-hant/
http://web.risk.mcu.edu.tw/
http://web.ba.mcu.edu.tw/
http://web.fin.mcu.edu.tw/
http://web.comm.mcu.edu.tw/
http://web.rtv.mcu.edu.tw/
http://web.jour.mcu.edu.tw/
http://web.adv.mcu.edu.tw/
http://web.cm.mcu.edu.tw/
http://web.lawschool.mcu.edu.tw/
http://web.law.mcu.edu.tw/
http://web.fld.mcu.edu.tw/
http://ic.mcu.edu.tw/
http://ibm.mcu.edu.tw/zh-hant
http://jmc.mcu.edu.tw/
http://icfim.m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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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1.為了確保您的權利，本課程與活動等相關內容，若有異動，請以報名現場資訊為

主；本處保有招生系所及課程異動權利。 

2.學分班學員不具學籍，若涉及兵役問題，則依兵役法相關規定自行處理，校方不

出具證明辦理緩召。若因兵役而涉及退費問題另依退費規定辦理。 

〈一〉『桃園校區』 
 

 招生系所 系所代號 上課校區 

資訊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 13 桃園校區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 16 桃園校區 

資訊工程學系 36 桃園校區 

電腦與通訊工程學系 05 桃園校區 

電子工程學系 37 桃園校區 

觀光學院     

觀光事業學系 14 桃園校區 

休閒遊憩管理學系 18 桃園校區 

餐旅管理學系 19 桃園校區 

教育暨應用語文學院     

應用中國文學系 43 桃園校區 

應用英語學系 42 桃園校區 

應用日語學系 44 桃園校區 

    華語文教學學系 45 桃園校區 

設計學院     

商業設計學系 21 桃園校區 

商品設計學系 23 桃園校區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09 桃園校區 

都市規劃與防災學系 04 桃園校區 

建築學系 24 桃園校區 

動漫文創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50 桃園校區 

社會科學院     

公共事務學系 07 桃園校區 

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 08 桃園校區 

犯罪防治學系 38 桃園校區 

健康科技學院     

生物科技學系 39 桃園校區 

醫療資訊與管理學系 40 桃園校區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67 桃園校區 

金融科技學院     

經濟與金融學系 22 桃園校區 

應用統計與資料科學學系 17 桃園校區 

金融科技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46 桃園校區 

國際學院    

國際事務與外交學士學位學程 59 桃園校區 

旅遊與觀光學士學位學程 48 桃園校區 

資訊科技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47 桃園校區 

http://web.soit.mcu.edu.tw/
http://www.im.mcu.edu.tw/
http://www.cce.mcu.edu.tw/?page=bulletin&lan=chin
http://web.csie.mcu.edu.tw/
http://www.ite.mcu.edu.tw/
http://ee.mcu.edu.tw/zh-hant
http://web.tourism.mcu.edu.tw/
http://web.tourismdp.mcu.edu.tw/
http://lra.mcu.edu.tw/
http://hm.mcu.edu.tw/
http://web.eduapplang.mcu.edu.tw/zh-hant
http://web.ac.mcu.edu.tw/
http://web.dae.mcu.edu.tw/
http://daj.mcu.edu.tw/
http://web.tcsl.mcu.edu.tw/
http://web.sd.mcu.edu.tw/zh-hant
http://mcucd.mcu.edu.tw/
http://web.pdd.mcu.edu.tw/
http://www.dmd.mcu.edu.tw/
http://web.updm.mcu.edu.tw/zh-hant
http://web.arch.mcu.edu.tw/zh-hant
http://www.dmd.mcu.edu.tw/anime_index.html
http://web.social.mcu.edu.tw/
http://web.pa.mcu.edu.tw/
http://web.ciop.mcu.edu.tw/
https://www.mcu.edu.tw/department/smd/index.asp
http://web.sht.mcu.edu.tw/
http://bio.mcu.edu.tw/
http://www.him.mcu.edu.tw/
http://web.bme.mcu.edu.tw/
http://web.fintech.mcu.edu.tw/zh-hant
http://web.economics.mcu.edu.tw/zh-hant
http://web.asis.mcu.edu.tw/zh-hant
http://fta.mcu.edu.tw/
http://ic.mcu.edu.tw/


4 
 

  銘傳大學產學暨推廣處學員基本資料暨報名表 

     系所代號:________                                 □非學分班      ■     學分班 109學年第 1學期  

姓 名  身分證 
字號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學 員 類 別 
□一般生 □舊生 □校友 □銘傳大學在校生 □特約廠商（代碼：           ） 

□本校同仁（服務證號：         ） □其他                   

電       話 
(手機)： (家)：  

照片黏貼處 

(非學分班不須繳交照

片) 

(公司)： (傳真)：  

E-mail  

通 訊 地 址 郵遞區號：□ □ □ 

服 務 單 位  職    稱   

學 歷 □國小（以下）；□國中；□高中職；□專科；□大學；□碩士；□博士；□其他_________ 

課 程 代 碼 課 程 名 稱 學費(學分費) 雜費 實 收 金 額 收 據 編 號 

      

      

      

      

      

公司抬頭/統編  

本表單蒐集之個人資料，僅限於「學分班課程」電腦處理與利用，為提供良好服務、課程需求或推廣業務之需要目的使用，
非經當事人同意，絕不轉做其他用途，亦不會公佈任何資訊，並遵循本校資料保存與安全控管辦理。 
(詳細個資管理可參閱「銘傳大學個人資料保護管理要點」與「銘傳大學個人資料保護專區」http://pims.mcu.edu.tw )。 
□ 本人同意以下銘傳大學進修推廣處退費暨轉班之相關規定。 

一、報名繳費後，因故辦理退費者，退費標準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推廣實施辦法第十七條」辦理。 

1.本處因故未能開班上課，全額退還已繳費用。 

2.學員完成報名繳費後因故無法上課，依下列標準退費: 

(1)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開班上課日前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費、雜費等各項費用之九成。 

(2)自開班上課之日起算未逾全期三分之一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費、雜費等各項費用之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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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報名繳費後，因故申請轉班者，依據本處轉班規定辦法辦理: 

1.未開成班者可申請轉班，但不足額之費用需補足差額，如有多餘差額可全退。 

2.開課日起一週內可依個人狀況提出轉班申請(一次為限)，學費差額不退費、不足者需補足。 

學分班學員： 

(1) 若經查證繳交學力證件不實或不完整，將不發予學分證書。 

(2) 本處僅提供學分選讀，本人同意學分抵免細則將依各系所規定。 

                                  學員簽名:                     

學分班報名繳交資料:  □照片一張  □學歷證件影本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經辦人員:               日期: 

  請辦理以下繳費手續，完成報名程序: 

1.櫃台繳費：請備齊相關證件至本處櫃檯現金或刷卡繳費。 

2.ATM 轉帳：請到各地金融機構 ATM 轉帳，並將繳費證明及本

報名表傳真至本處。 

行庫代碼：請輸入０１２(台北富邦銀行)大同分行 

轉帳帳號：10348+學員身份證字號後九碼（不含英文字母） 

 諮詢電話：(02)2880-9008                          

傳    真：(02)2883-5554    

 地    址：111台北市士林區基河路 130號 3樓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9:00~20:30、週六 10:00-

17:00 

   3.臨櫃繳費：請到各地金融機構臨櫃繳費，並將繳費證明及本報名表傳真至本處。 

    銀行名稱：台北富邦銀行大同分行  戶名: 財團法人銘傳大學進修推廣處    帳號：3801020896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