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區域 開課大學院校 課程中文名稱 授課形式 繳費資訊 住宿資訊 聯絡資訊

微積分(一) 停開

普通物理(一) 停開

英文(一) 停開

日語(一) 停開

微積分 停開

程式設計 停開

經濟學 線上授課

大一英文:聽力與會話 線上授課

日文（一）A 線上授課

微積分 實體授課

日語會話１ 實體授課

日文聽力（一）A 實體授課

會計學(一) 線上授課

微積分甲(一) 停開

化學一 線上授課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陽明校區）
生物學 (上) 線上授課

1.請至本校推廣教育中心網頁 ( https://cec.ym.edu.tw/ ) 註冊為會員，選課報

名。

2.確認選課資訊與上課費用。

3.完成報名並繳費：完成報名後，請於三日內繳納費用。

4.低收入戶同學經專案審核通過後得免學分費，請於系統檢具各級機關開立之低

收入戶證明文件（非清寒證明），並主動與承辦窗口聯繫。

無提供住宿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陽明校區

校址：(11221)台北市北投區立農街二段155號

電話：02-28267000

分機：共同教育中心62201

E-mail：jocelyn@nycu.edu.tw

微積分一 線上授課

普通物理一 線上授課

普通化學一 線上授課

生命科學導論 線上授課

程式設計導論 線上授課

Python語言程式入門 線上授課

經濟學原理 線上授課

資訊工程導論 線上授課

計算機概論 線上授課

經濟學 線上授課

會計學(一) 線上授課

會計學實習(一) 線上授課

社會心理學 線上授課

110年度全國大學先修課程課程相關資訊

國立清華大學

110年6月11日(星期五)將以e-mail通知繳交學分費相關事宜，請務必留下可供聯

繫之電子郵件信箱， 以便通知繳費及後續上課相關事宜。

無提供住宿

■繳費相關資訊，於 110/06/15(二)前以電子郵件通知。

■繳費期限：110/06/15(二) ~ 06/20(日)。(未於期限內繳費，則視同退選)

無提供住宿 國立中央大學教務處課務組 蔡宛螢

校址：(32001)桃園市中壢區中大路300號   

電話：03-4227151 分機 57166

E-mail：candytsai@g.ncu.edu.tw

國立中央大學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交大校區)

學生分發成功後，將於110年6月10日前以e-mail通知繳費訊息，請須於於110年

6月25日前至本校線上金流系統(網址

https://starap.ntnu.edu.tw/OnlineCash/memberLogin.action)註冊並繳納學

分費，始算完成選課事宜。

系統操作流程參考下列連結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37Wb5IP3exyDOEzKB-

JnzBQV8F8gqLZ9/view?usp=sharing

無提供住宿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務處課務組

校址：106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162號

電話：02-7749-1180

E-mail：nicloas@ntnu.edu.tw

傳真：02-2369-0746

上課事宜：

姓名、職稱：曾建維(助理研究員)

連絡電話：03-5162244

電子信箱：darkdreams0802@gmail.com

考試事宜：

姓名、職稱：林虹君(行政助理)

連絡電話：03-5712625

電子信箱：curricul@my.nthu.edu.tw

考試地點在清大校本部，若有住宿需求．歡迎洽

詢下列2個校本部住宿處

清華會館、清齋十樓會館►https://affairs-

guesths.vm.nthu.edu.tw/guest10/

學生選課按學校暑修規定收費每學分1,200元。經錄取後由系統產出個人專屬繳

費帳號，請留有效E-mail以便通知繳費作業。

無提供住宿

北區

北區

大同大學

國立政治大學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北區

北區

北區

無 無 無

6/14(一)起學校寄發電子郵件通知學生繳費，請學生務必填寫正確之電子郵件信

箱，並於6/23(三)前依信件說明完成繳費。

無提供住宿 國立政治大學

校址：11605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64號

電話：02-29393091 註冊組小總機63279

傳真：02-29387081（註冊組）

承辦人：教務處註冊組　林婉婷小姐

電話：02-29393091 分機63276

E-mail：tinging@nccu.edu.tw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交大校區

校址：(30010)新竹市大學路1001號

電話：03-5724-045

E-mail：molisa@g2.nctu.edu.tw

傳真： 03-5720615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進德校區‧地址：50007彰化市進德路一號

寶山校區‧地址：50074彰化市師大路二號

註冊組連絡電話：04-7232105 分機5615 

課務組聯絡電話：04-7232105 分機5623

中區

北區

※外校生(非清大生)請於110/6/1，完成全國大學先修課程平台的選課與資料填報

►https://cis.ncu.edu.tw/ApcourseSys/ 逾期者無法參與清大舉辦的基本科目免

修測試。

※線上課程(課程報名時程於5/1~8/15)：請登入清華雲操作► 

https://mooc.nthu.edu.tw/ 

註冊與繳費時，請注意個人基本資料正確性，避免影響將來基本科目免修測試資

格。

如為準大一新生者，可於課程結束後，另外報名參加在清華大學所舉辦的基本科

目免修測試，報名費及考試日期等詳見網址：

http://curricul.site.nthu.edu.tw/p/404-1208-179164.php?Lang=zh-tw

https://cec.ym.edu.tw/
https://cis.ncu.edu.tw/ApcourseSys/
https://mooc.nthu.edu.tw/
https://starap.ntnu.edu.tw/OnlineCash/memberLogin.action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37Wb5IP3exyDOEzKB-JnzBQV8F8gqLZ9/view?usp=sharing
https://affairs-guesths.vm.nthu.edu.tw/guest10/


區域 開課大學院校 課程中文名稱 授課形式 繳費資訊 住宿資訊 聯絡資訊

南區 國立中山大學 普通生物學（二） 線上授課

1.寄發繳費文件：110年6月15日以email方式寄發學費2000元繳費單，請於6月

25日前完成繳費。

2.繳費方式：線上繳費（中山大學線上收款全方位管理系統：

https://payment.nsysu.edu.tw/olprs70/），收款單位點選「全球產學營運及

推廣處」，收款款別點選「全國大學先修普通生物學(二)第3期」。

無提供住宿 國立中山大學

校址：(80424)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70號

電話：(07)525-2000

傳真：(07)525-2017

承辦人：產學處推教組黃小姐／生物系李小姐

分機：2701／3626

E-MAIL：chiungyao@mail.nsysu.edu.tw

chunying@mail.nsysu.edu.tw

南區 國立成功大學 心理學 實體授課

學分費

每學分1,080元(本課程為2學分，共2,160元整。)

繳費方式

* 至繳費平台登入選擇繳費方式(提供ATM、網路銀行、台銀臨櫃及超商繳費)，

依指示進行繳費。

繳費平台

http://cash.ufo.ncku.edu.tw/payment/index.php?c=auth&type=Sign

* 繳交期限：110/06/10 (四)~06/20(日)。(未於期限內繳費，則視同退選)

 退費方式

* 若未能開課，將自動退費。

* 退費預計於8月中旬後撥款，如有疑問請電洽。06-2757575#50192 國立成功

大學 招生組 李小姐

無提供住宿 國立成功大學 招生組

電話: 06-2757575轉50192 李小姐

Emai：z10709049@email.ncku.edu.tw

普通物理學（I） 實體授課

普通化學 實體授課

生命科學導論 線上授課

初級程式設計-

Scratch與Python
線上授課

日語(一) 線上授課

英語線上學習三級 線上授課

※線上課程(課程開放報名時程於5/13~6/18)，請至東華大學語言中心報名。

課程資訊網址：https://rc040.ndhu.edu.tw/p/406-1077-

177465,r11.php?Lang=zh-tw

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m34WD98CkFaEmgH26

繳費日期：確認報名人數後，另行通知。

無提供住宿 國立東華大學語言中心

負責人：陳小姐

校址：974301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路二段一號  

電話：03-8905497

E-mail：mei1686@gms.ndhu.edu.tw

南區 國立嘉義大學

110年6月1日於線上報名後，以e-mail通知繳交學分費，請務必留下可供聯繫之

電子信箱， 以便通知繳費及後續上課相關事宜。

無提供宿舍

東區 國立東華大學

國立東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負責人：李小姐

校址：974301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路二段一號  

電話：03-8906602

E-mail：fen19@gms.ndhu.edu.tw

1.學生選課按學校規定收費每學分1,000元。經錄取後由系統產出個人專屬繳費帳

號,請留有效EMAIL以便通知繳費作業。

2.繳交期限：110/06/10(四) ~ 06/25(五)。(未於期限內繳費，則視同退選)

無提供宿舍(宿舍整修) 國立嘉義大學

校址：(600355)嘉義市鹿寮里學府路300號

行政單位

電話：(05)271-7020

傳真：(05)271-7178

承辦人：註冊與課務組買先生

Email：register@mail.ncyu.edu.tw

教學單位

電子物理學系

TEL:05-2717911、Email: dap@mail.ncyu.edu.tw

應用化學系

TEL:05-2717899、Email:

appchem@mail.ncyu.edu.tw

生化科技學系

TEL:05-2717786、Email: biotech@mail.ncyu.edu.tw

https://payment.nsysu.edu.tw/olprs70/
http://cash.ufo.ncku.edu.tw/payment/index.php?c=auth&type=Sign
https://rc040.ndhu.edu.tw/p/406-1077-177465,r11.php?Lang=zh-tw
https://forms.gle/m34WD98CkFaEmgH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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