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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課須知  
  

 

報名資格  不限學歷、戶籍，免入學考試，年滿 18 歲，即可報名。 
報名日期  103 年 01 月 06 日至 103 年 02 月 22 日止 
          週一～週五下午 2：30 至晚上 8：00；週六上午 10：00 至中午 12：00 
開學典禮  103 年 03 月 08 日  上午 10：00 
開 學 週  103 年 03 月 10 日（週一）起陸續開課 
加選、改選日期  103 年 03 月 10 日至 103 年 03 月 22 日止 

報名須知 
一、報名地點  淡水  淡水社區大學校本部    

新北市淡水區鼻頭街 22 號（殼牌倉庫，淡水捷運站旁）  
2622－7590 分機 111～116 

              八里、三芝報名請電洽校本部 
二、攜帶證件： 

新生：須繳一吋照片兩張（背面請填姓名、身份證字號）、身份證正反面影印本乙份。 
舊生：攜帶學生證。(學生證遺失者，須補一吋照片一張及繳工本費 100 元) 

三、相關費用： 
     報名費： 

                       身份 

時間   
新生 102 秋季班學員 

102 秋季班學員優惠報名時間 

12/16〜12/28 
 100 

一般報名期間(含逾時) 200 

 
學分費： 

1 學分 2 學分 3 學分 

1000 2000 3000 

說明：選修 2 學分的課程即每次 2 小時×18 週或每次 3 小時×12 週，以此類推。 

※ 12 週之課程，課程時數不包含公共論壇週之時數。 

※ 18 週之課程，課程時數包含公共論壇週、成果展週之時數。 

 
保證金：免學分費課程須繳交保證金 500 或 1000 元（視課程而定）， 

含免學分費等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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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  費： 

校本部場地維護及冷氣費 

6 週通識講座 一般課程／12 週通識講座 優質導覽人才培力 

50 100 150（內含講義費） 

 

其他場地維護費（含水電、冷氣費用） 

國中（小）             非國中（小） 

一般教室 特殊教室 布埔頭─社交舞 布埔頭─非社交舞 

       0 100 100 200 

 大崁國小 天使樂舞 老師工作室 

 100 100 100 

  程氏古厝 真理大學 

  200 100  

 
 

其他費用 

電腦設備維護費 器材維護費 學生證補證費 

700 500 100 
 
 
※ 課程所需之「材料費」及「教材（影印）費」，由各班上課時，自行處理。  

 

 
旁聽費：課程第 3 週起，每門課程旁聽費 250 元／次；學期第 16、17 週為本校期末

旁聽週，優惠當學期學員免費旁聽；旁聽須經該門課程授課教師同意後實施。 

※ 本校保留開課與否權利；每門課程原則上規劃 18週次，學期間若因國定假日或其他不

可抗力因素（天災等）停課因故而無法補課者，上課週數只要滿 16 週（含「社區本位

公共論壇週」、「成果展週」），課程即可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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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選、改選、退選與退費 （依據新北市教育局社區大學退費注意事項草案辦理  附註 1） 
     項目 
時間 

報名費 學分費 雜費 備註 

歸責社區大學之事由 
（含停開課之課程） 

100% 
開學第 2 週結束之前，

請至校本部辦理退費。 

開學前 100% 
100% 

不含補證費 
退（改）選   加收

手續費 100 元／每門 

開學後第 2 週（3/22）內 100%  

開學後第３週（3/29）內 

不退費 

70% 

不退費 

 

開學後第４週（3/31）起 不受理任何改選、退選 

不可歸責學員之事由 
（如：重病、奉派出國） 

不退費 
最高 
70% 

不退費 
開學第 9 週結束之前，

請攜帶相關證明至校

本部辦理申請。 

 
二、辦理方式 

1.辦理地點：親洽淡水社區大學校本部。 

2.辦理日期：請於 103/03/10~03/22 期間辦理加選、改選、退選課程或退費，逾期

恕不受理；若因課程選課人數未達開課標準，致使無法開課，請於同期間內辦

理全額退費。  

3.攜帶文件：請攜帶選課單暨註冊收據；選課單暨註冊收據遺失，欲辦理加選、

改選或退選、退費者，請攜帶本人身份證證件（若由代理人辦理者，請同時攜

帶代理人證件），無證明文件則無法辦理。 

辦理課程保證金退款（103 年春季班） 
辦理資格：凡繳交保證金學員，累積出席次數達三分之二以上者 （16~17 週課程須出席 12

次、12 週課程須出席 8 次、9 週課程須出席 6 次、6 週課程須出席 4 次）。 

辦理流程及日期：保證金於課程最後一堂課辦理領款手續；若未於課堂退款者，請於 103

年 7 月 18 日前至校本部校務行政辦公室辦理退款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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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費優惠減免須知 
 

一、多元學習護照 
1.說明：凡選修通識講座以及參加社區本位公共論壇、期末成果展、相關專案講座

者，皆可在學習護照上加蓋學習戳印，累積點數。 

2.點數累積方式：每累積 10 點（每學期最高 33 點），於次一學期可折價每門課程學

分費 100 元之優惠，以此類推。 

3.為鼓勵不中斷學習，另訂定「百元累計」獎勵機制，凡在四學期內累計至 100 點 

 （不論是否已兌換）可於次一學期再換算叁佰元折價優惠，但以一門課程為限，

不可重複計算。 

4.多元學習護照限本人使用，請妥善保管，遺失恕不補蓋點數。 

5.以上詳細說明，請參考學員手冊。（於註冊報名時發放） 

 
二、優惠對象 

申請對象  申請所需證件  優惠辦法  

當學期聘任教師 無 

身心殘障朋友 身心殘障手冊影本 

低收入戶 低收入戶證明影本 

原住民朋友 戶口名簿影本 

滿 71 歲以上人士 身份證等證明文件 

外籍配偶 相關證明文件 

每門課程學分費 5 折優惠 

滿 65 歲（含）~70（含）歲

人士 
身份證等證明文件 每門課程學分費 7 折優惠 

102 年秋季班優良班代 
經評獲選為 
優良班代者 

每門課程學分費 85 折優惠 

家庭共學者 身份證等證明文件 
三等親內受推薦家庭共學者酌

收學分費 1000 元  

 
備註：（1）學費優惠限定學分費優惠減免，其餘費用（報名費、電腦維護費、器材維護費

等）不予優惠減免。 
     （2）以上辦法請擇一最優惠減免方式辦理，本辦法不適用半價課程、家庭共學課程

等課程。 

 
※以上資料若有異動，學校另行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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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新北市教育局社區大學退費注意事項草案辦理》之退費項目暨額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報名費：報名費不退；但歸責社區大學之事由，以致未開課，則退報名費。 
(二)學分費 

1. 於開學第 2 週(含)以內辦理退選課程，學分費應全額退還。 
2. 於開學第 3 週(含)以內辦理退選課程，最高得退學分費總額之 70%。 
3. 於開學第 4 週(含)後，不辦理退選課程及退費。 
4. 其他不可歸責學員之事由，如懷孕、重病、因公搬遷至外縣市或奉派出國等，致無
法完成學業者，於第 9 週結束前，仍得依第 2 款規定辦理退費。 

5. 其他可歸責社區大學之事由，致未如期開課，應於開課日前通知學員，並全額退還
(含報名費)學員已繳納之費用。 

(三)雜費：退費規定由社區大學根據場地租借學校退費標準另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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