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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8.19公告版 

 

國立空中大學 推廣教育中心  

108 年第四季推廣教育學分班課程招生簡章 

 

 第四季課程網路報名時間：108年 8 月 23日 (星期五) 起 

 本簡章所錄課程： 

法律類、一般行(民)政類、人事行政類、會計類、其他 

 11 門課程 舊生早鳥學分費 9折優惠期： 

開放網路報名起 至 108 年 9月 2日(星期一)截止!  

 108 年第四季網路同步視訊測試時間預告 

(一)108 年 8月 26 日 至 108 年 8月 30 日 

(二)108 年 9月 2 日 至 108 年 9月 6 日 

(三)108 年 9月 9 日 至 108 年 9月 12 日 

(四)108 年 9月 16 日 至 108 年 9月 20 日 

(五)108 年 9月 23 日 至 108 年 9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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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修課前請注意： 

1. 106上以後入學之空大大學部、專科部新生，皆必須於入學當學年提出學分採認申請，

逾期不再受理；若學號以 106或 107開頭之空大大學部及專科部學生，修讀本簡章所錄

11門課程，修畢後無法採認至空大畢業學分! 若非本校大學部、專科部在學學生，則沒

有學分採認之問題!  

2.課程上課時間若衝堂，同學無法同時報名、修讀，報名時請留意上課時間，若誤報衝堂

課程，將依規定辦理其中一門課程退費。 

3.推廣中心學分班課程時間為平日晚上及假日，可能與本校大學部、專科部「跨中心網路

面授」、「面授日」、「期中、期末考」時間衝突，報名時請多加留意! 

4. 若選擇網路同步視訊方式上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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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課程不開放實體教室，只可用網

路同步視訊方式上課，請特別留意課程上課方式! 

 

 網路報名時間：108 年 8 月 23 日(星期五) 早上 10：00 起! 

 108年第四季學分班開課一覽表： 

上課日期

時段

9/21-11/30

星期六

9/23-11/26

星期一、二

10/6-12/8
午 1330-1730

晚 1830-2130

星期日
午 1400-1700

晚 1800-2100

10/16-11/27

星期三、五

實際課程日期以開課後行事曆為主! 請同學留意各課程的上課時段!   衝堂課程請勿同時報名!

4
智慧

財產權法
2 36 5,000

2 晚 1830-2130

3 行政法 3 54 7,500

民事訴訟法 3 54

無

網路同步

視訊上課

*備註：行政法10月、11月每次上課7小時(1330-1730、1830-2130)，12月起每次上課6小時(1400-1700、1800-2100)。

校本部

南院

推廣中心

5008教室

編

號
課程名稱

學

分

數

時

數
學分費 上課時段

1 3 54 7,500
早 0900-1200

午 1330-1630

7,500

上課方式
上課

地點

民法

校本部

南院

推廣中心

5008教室

晚 1830-2130

無

網路同步

視訊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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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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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網路同步視訊 或

2.實體面授 兩種方

式上課可自由選擇

1.網路同步視訊 或

2.實體面授 兩種方

式上課可自由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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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第四季學分班開課一覽表： 

*請注意：報名前請確認上課時間及上課方式皆可配合，在於網路報名! 

 

上課日期

時段

9/18-11/18

星期一、三

9/21-11/30

星期六

10/1-12/3

星期二、五

10/17-1/6

星期一、四

10/15-12/17

星期二、五

10/28-12/26

星期一、四

10/19-12/15

星期六、日

晚 1830-2130

左列編號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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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行政學10月、11月星期四上課，12月、1月起星期一、四上課，與公共管理課程時間不衝突。

無

網路同步

視訊上課

校本部

南院

推廣中心

5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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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網路同步視訊 或

2.實體面授 兩種方

式上課可自由選擇

校本部

南院

推廣中心

5002教室

6

3 54

實際課程日期以開課後行事曆為主! 請同學留意各課程的上課時段!  衝堂課程請勿同時報名!

11
永續發展

政策規劃
3 54

10 7,500543

7

8

9

3心理學

2 36 5,000 晚 1730-2130

晚 1830-2130

校本部

南院

推廣中心

5008教室

上課方式
上課

地點

編

號
課程名稱

學

分

數

時

數
學分費 上課時段

5 公共管理

校本部

南院

推廣中心

5008教室

無

網路同步

視訊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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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網路同步視訊 或

2.實體面授 兩種方

式上課可自由選擇

晚 1830-2130中級會計學 7,500

行政學 3 54 7,500

晚 1830-21303 54 7,500

審計學

7,500 晚 1830-2130

晚 1830-2130

7,50054

刑法總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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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第四季學分班課程表： 

 

 

 

 

星期

教室

民事訴訟法 民事訴訟法 智慧財產權法 智慧財產權法 行政法

無實體教室 無實體教室 無實體教室 無實體教室 5008教室

1830-2130 1830-2130 1830-2130 1830-2130 1330-2130

公共管理 心理學 公共管理 心理學 民法 刑法總則

5008教室 無實體教室 5008教室 無實體教室 5008教室 5002教室

1830-2130 1830-2130 1830-2130 1830-2130 0900-1630 1730-2130

行政學

5008教室

1830-2130

審計學 中級會計學 審計學 中級會計學

無實體教室 5008教室 無實體教室 5008教室

1830-2130 1830-2130 1830-2130 1830-2130

永續發展政策規劃 永續發展政策規劃

無實體教室 無實體教室

1830-2130 1830-2130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視訊教室

【四】

視訊教室

【五】

視訊教室

【二】
行政學

5008教室

12月、109年1月起

1830-2130

此表僅為學分班課程每週預定上課時間，實際上課日期依開課行事曆為主!

本中心保有異動課表之權利!

衝堂課程無法同時報名、修讀，選課時請多加留意!

國立空中大學推廣教育中心  108年第四季 學分班課程表 

星期日

視訊教室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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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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8 月 23日(星期五)起至開課前一週截止報名。 

    報名額滿系統會自動關閉並下架，恕無法再開放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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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教育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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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費標準：學分費每學分 2,500元，新生報名費每門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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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學費優惠方案： 

 
1. 舊生限定-早鳥優惠： 

凡推廣中心舊生，在早鳥優惠期限內報名本簡章所錄的，法律類、一般行(民)政

類、人事行政類、會計類、其他，共計 11門課程，即享有學分費 9折優惠。 

必須在早鳥優惠期限內完成繳費，才能享有 9折優惠，逾期需繳全額學分費。 

 

舊生於早鳥優惠期間至本中心網路報名系統，選課時系統會直接判定
舊生資格，若為舊生即可以學分費 9 折的優惠價格，報名課程! 

早鳥優惠期限： 

開放網路報名起 至 108 年 9月 2日(星期一) 截止! 
 

 

 
 

 

https://eec.nou.edu.tw/pop/signup/PopMainAction.do?method=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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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生限定-報名費優惠： 
新生同時報名兩門以上學分班課程，完成學分費及報名費全額繳費後，填妥「報

名費優惠單」(如附件二)，並於已完成報名繳費課程中最早開課日前，將繳費證

明單據及報名費優惠單回傳本中心，可傳真至 02-22896991或 E-mail至

noueec@mail.nou.edu.tw。符合新生資格者，本中心將於每門課程上課三分之一

後優惠退還第二門以上之報名費。逾期送交報名費優惠單將不符合本方案優惠資

格，若因個人因素申請退費，該門課的報名費不退還，且已繳全額費用的課程未

達兩門以上，將不符合本方案優惠資格! 

 

*新生限定報名費優惠注意事項： 

A. 「報名費優惠」方案適用於新生報名本簡章

所錄學分班課程(不包含社工實習課、委訓

班)。 

 

B. 此優惠需符合新生資格，且同時報名兩門以

上課程，並於已完成報名繳費課程中最早開

課日前繳交「報名費優惠單」及全額繳費證

明。 

 

C. 開課後上課時數超過三分之一，本中心即使

用退費方式退還第二門以上之報名費。退費

時將請學員提供本人存摺封面影本，存摺以

郵局帳戶為佳，郵局以外帳戶因需支付跨行

手續費，將於退款中直接扣繳，學員如申請

本優惠方案，視同同意前述扣款方式。 

 

D. 若因個人因素申請退費，該門課的報名費不

退還，且已繳全額費用的課程未達兩門以

上，將不符合本方案優惠資格! 

(報名費優惠方案流程圖如右所示) 

 

 

 

 

 

 

① 新生同時報名 2 門以上
課程，並完成全額繳
費。 

③ 於報名課程中最早開課
日前，將優惠單+繳費
證明回傳給推廣中心(信
箱或傳真都可以)。 

② 到推廣中心官網下載
「報名費優惠單」，並
附上繳費證明、存摺影
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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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舊生拉新生-同享 95 折優惠： 
舊生推薦新生一同修讀推廣中心學分班課程，報名同一門課程，填妥「舊生拉新生優

惠單」(如附件三)，並於開課日前，將繳費證明單據及舊生拉新生優惠單回傳本中

心，可傳真至 02-22896991或 E-mail 至 noueec@mail.nou.edu.tw。符合舊生拉新生

資格者，本中心將於課程上課三分之一後退還學分費 95 折優惠。逾期送交舊生拉新生

優惠單將不符合本方案優惠資格! 

 

*舊生拉新生同享 95折優惠注意事項： 

A. 「舊生拉新生」方案適用於舊生(專指曾修讀空大推廣、

專科部、大學部學分班)及新生團報 108年學分班課程

(不包含社工實習課、委訓課程、非學分班等)。 

 

B. 此優惠需以舊生推薦新生報名同一門課程，並由舊生負

責填寫此優惠單並收齊新生的全額繳費證明後，於開課

前繳交此優惠單及證明文件，則舊生、新生皆享學分費

95折優惠，此優惠不與早鳥優惠活動衝突舊生推薦優惠

可累計(以原價 95折價錢累計)，至多推薦 5人。 

 

C. 學員於開課後上課時數超過三分之一仍有修習同一門課

程，本中心即使用退費方式退還優惠折扣。退費時將請

學員提供本人存摺封面影本，存摺以郵局帳戶為佳，郵

局以外帳戶因需支付跨行手續費，將於退款中直接扣

繳，學員如申請本優惠方案，視同同意前述扣款方式。 

 

D. 如舊生或新生學員於開課後上課時數超過三分之一，有

退費或轉班則本中心將不退還優惠。 

    (舊生拉新生優惠方案流程圖如右所示) 

 

 舊生拉新生優惠舉例說明： 

EX：1位舊生於早鳥優惠期間推薦 2位新生，3位一起上 3學分 7500元的課程。 

計算方式： 

舊生： 7500元 X0.9-(7500元 X0.05X2)=6000元 

       (早鳥 9折將直接折扣，課後退還 750元) 

新生每人： 7500元 X0.95=7125元(課後退還 375元) 

 

 

*本中心保留隨時於網站上公告變更、修改或終止本簡章所錄
各項學費優惠方案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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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網路同步視訊測試說明 

若選擇網路同步視訊方式上課，請於報名、開課前進行網路同步視訊測試，測試方

式請參考下圖「測試路徑」說明，或可至本中心官網線上收看「電腦版+手機版上課

方式影片教學」! 

 網路同步視訊測試時段： 

八、 上課方式 

推廣教育中心上課方式有兩種，各課程上課方式請參考「學分班開課一覽表」上課方式欄位所列

為準。本中心上課方式說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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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時不須

特別選擇，可依同學需求自行安排當天上課方式。) 

2. 網路同步視訊(純視訊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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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myec.nou.edu.tw/content8.php?id=Class%20approach
http://myec.nou.edu.tw/content8.php?id=Class%20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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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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課後，若課程上課時間有異動，本中心會於官網、臉書粉絲專頁公告時間異動內容，並

以電子郵件、手機簡訊通知學員，請上課學員留意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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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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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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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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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以後入學之空大大學部、專科部新生，皆必須於入學當學年提

出學分採認申請，逾期不再受理；若學號以 106或 107 開頭之空大大學部及專科部學

生，修讀本簡章所錄 11門課程，修畢後無法採認至空大畢業學分! 若非本校大學部、

專科部在學學生，則沒有學分採認之問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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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申請路

徑：國立空中大學推廣教育中心官網-其他申請作業-公務人員終身時數登錄申請) 

 

 

 

 

http://myec.nou.edu.tw/content8.php?id=offical_hour_a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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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課程開課通知：約開課前一週，本中心會陸續寄發開課通知至學員電子信箱，並同時以手機簡

訊提醒同學收信! 

開課通知信附檔及大致內容如下： 

① 課程行事曆：有關上課教室、視訊教室代碼、上課時間、上課用書等資訊  

② 國立空中大學推廣教育中心學分班學生手冊：有關上課方式、網路學苑複習平台登入說明 

③ 當季開放網路測試的時段 

 

5. 學分班缺課處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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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大網路學苑複習平台」觀看複習影片，有兩種路徑

可以至網路學苑： 

① 進入空大推廣教育中心首頁，點選首頁右上方「網路學苑」連結，即可進入空大網路學苑

複習平台網站，接著點選右上方「登入」，輸入帳號密碼之後即可進入收看課程複習影

片。 

② 進入空大推廣教育中心首頁，點選首頁-最新消息下方「網路學苑複習平台」連結，即可

進入空大網路學苑複習平台網站，接著點選右上方「登入」，輸入帳號密碼之後即可進入

收看課程複習影片。 

 

請注意：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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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網路學苑複習平台 為修課學員複習使用，課程進行中可無限次登入複習，課程結束後約

2至 3個月會下架，不再開放學員登入觀看。 

 

6. 學分證明書發放規定： 

① 上課缺席時數未超過課程總時數三分之一 

② 經授課教師評量成績及格(60分) 

符合上述兩點發放標準，得於課程結束後領取學分證明書，學分證書會陸續印製並於當季學分

班結束之後(約 1至 2個月)，由校方主動以郵局掛號寄出，約課程結束 1個月左右學員可來電

查詢成績。 

若未符合兩點上述規定，將無法領取學分證明書，本中心僅以郵局掛號寄出學員的課程繳費收

據，收據正本僅乙份，若因學員個人因素遺失恕無法辦理補發或申請影本。 

*若學員要修改學分證明書郵寄地址，請於課程結束前自行至推廣教育中心網路報名系統更新個

人資料，修改後請致電推廣中心確認。若因地址填寫錯誤或學員逾期未領，導致郵局退件，請

學員自行負擔二次寄送之郵資，或請學員親自至空大推廣教育中心辦公室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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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注意事項： 

① 請依課程行事曆準時上課，正式上課的視訊教室以課程行事曆上公告為主，若有調課、停

課請留意本中心網站及臉書粉絲專頁公告! 

② 本中心課程皆有助教點名，上課開始後 30分鐘內如未進入教室，且點名未到則視為缺

席。遲到及早退也視為缺席，並計算缺席時數。遲到學員可以私訊方式主動找助教補點

名，補點名以當下時間計算缺席時數，補點名請在下課前 30分鐘完成，逾期一律不接受

補點名 

③ 課程助教主要工作為協助老師、學員處理系統操作問題、點名、處理其他突發狀況，有關

課程內容的問題請於課堂上詢問老師或寫信、電洽推廣教育中心，或留下問題請助教協助

轉達。 

④ 請同學依課程行事曆所列時間準時上課，若有其他重要事項需轉達學員，助教才會以電話

和同學聯絡，請同學勿依賴助教打電話提醒才上課，感謝配合，以免影響自身權益! 

⑤ 課後觀看複習檔之瀏覽紀錄不會計算出席時數，網路學苑平台僅供學員複習使用! 

⑥ 網路學苑課後複習平台，僅供修課學員登入瀏覽影片，新生帳號開通後會寄通知信至學員

信箱，約開課後 3~5天開放學員登入，課程複習影片將於課程結束後 2至 3個月下架! 

⑦ 其他課程相關規定，依授課老師上課說明為主 

 

十三、 國立空中大學推廣教育中心 校本部聯絡方式： 

1. 免付費服務專線：0800-899-355。 

2. 傳真：02-2289-6991 

3. 課程洽詢、服務信箱：noueec@mail.nou.edu.tw 

4. 主任信箱：eecdirector@mail.nou.edu.tw 

(有任何本中心行政服務及課程內容建議或抱怨，可寫信至主任信箱，來信時請 

提供姓名及聯絡方式，本中心主任會詳細了解案由後，並盡快做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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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中心保留本簡章所錄學分班課程 

資訊異動之權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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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myec.nou.edu.tw/index8.php
https://www.facebook.com/noue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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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勵透過本中心網路系統自行線上報名，若使用傳真、E-MAIL報名，請以正楷填寫附件一課程報名

表，傳真至 02-22896991或 E-mail至 noueec@mail.nou.edu.tw 。 

 

國立空中大學推廣教育中心課程報名表  

報名班別 □學分班    □非學分班 *課程名稱  

*中文姓名 (必填) *身分證字號  

*生日 西元          年           月         日                               

*通訊地址 (郵遞區號)                                                   

電話(H)  *行動電話  

電話(O)  傳真  

*E-mail (必填) 

 

*號均為必填欄位，請務必填寫正確資料，以利日後報名作業。 

*本人同意個人基本資料，供國立空中大學推廣中心及所屬單位運用，以從事教務作業。 

  (個資法專用) 

           報名日期：      年    月    日        報名學員簽章：                             

 

 

 

 

 

 

 

 

 

 

 

 

 

 

附件-課程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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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報名費優惠單 



14 

 
 

附件三-舊生拉新生優惠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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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空中大學推廣教育中心成立於2002年，為勞動力發展署頒發TTQS銅牌獎優良訓
練機構運用本校多元的媒體教材，多元的學習管道，全時、開放、積極推動推廣教育，
同時整合本校學習指導中心遍及全台各地區之優勢推廣各種教育課程服務，對滿足民眾
多元化、專業化、社區化、個別化之彈性學習需求，提升大眾學識技能及社會文化水準
卓有貢獻。

     國立空中大學本終身學習之精神，配合時代變遷需求，以多元傳播媒體實施全時、
開放、永續之成人進修及繼續教育，以培育重視生活與文化素質，具備社會責任與專業
素養的現代公民。

『本校成立於1986年，是國內第一所採用視聽傳播媒體教學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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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分費：學分班一學分2500元，新生報名費300元，非學分班請看官網簡章說明。

本中心學分班課程皆可透過以下兩種方式上課：1.網路同步視訊 
                                                                                    2.實體面授 

      本中心學分班課程適合現職公務人員轉職系和報考國家考試修習，或提供一般民眾
進修，本中心還開設許多非學分班課程，讓您的生活更加多元精采。

√ 學分班課程內容豐富
     

√ 可以在家視訊上課或現場面授
     

√ 課後雲端複習容易

加入本中心的心動理由

公車
225，232，306，508，659，14，261，806，264，
704，北門至泰山，北門至觀音山，板橋至淡水捷運。

捷運
搭乘蘆洲線至三民高中站，於1號出口左轉沿三民路
步行約八分鐘到達本校後門。
   
搭乘蘆洲線至三民高中站，於1號出口左轉沿三民路
步行約2分鐘左轉接保和街，步行約4分鐘右轉接中
正路步行約2分鐘到達本校前門。(參照左圖)

自行開車
新北市蘆洲區中正路172號。

        「 各類課程在人數未滿的情況下，於開課前一日皆可報名，若報名額
滿，將提前關閉報名系統。開課後則不予接受報名。」

本中心採網路線上報名

長期開設的學分班：

報名網站：https://goo.gl/VuA3Az

1

1

推廣中心7-11

蘆洲
李宅

蘆洲
國小

空大
〈南院〉

三
民
路

中
正
路

保和街

三民
高中

蘆洲

社工學分班
法律學分班
一般(民)(人事)行政學班
教育行政學分班
會計學分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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