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南藥理大學推廣教育實施辦法 

民國 103 年 10 月 29 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9 年 8 月 19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 1 條  嘉南藥理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推動終身教育理念，提升社會大眾學識技能及社會

文化水準，特依據教育部頒訂之「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訂定「嘉南藥

理大學推廣教育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2 條  本校推廣教育辦理方式分為自辦、委辦及協辦三類。 

一、自辦類：由推廣教育中心統籌辦理開設班次、招生對象、招生計畫、經費預算

及收支等各項教務經費與行政業務，各教學單位負責規劃課程及安排師資。 

二、委辦類：依委辦單位需求，由推廣教育中心主辦該項推廣教育班次，並協調相

關教學單位承辦。 

三、協辦類：依主辦單位需求，由各教學單位或推廣教育中心協辦該項推廣教育班

次，協辦類申辦原則為場地租借、校網頁上架班別資訊、電訪諮詢及辦理停車

證等。(各專業教室租借，推廣教育中心保留最終審查權) 

第 3 條  各班次招生，應符合公平、公正、公開原則。 

第 4 條  本校推廣教育，分為學分班及非學分班二類，得採校外教學、遠距教學或境外教學

方式辦理。其學分班之課程、授課時數、成績考核及學分計算，應符合大學法、專

科學校法及其他法令規定。 

第 5 條  本校推廣教育學分班所招收學員，應具備報考專科以上學校之資格；非學分班學員

資格，依各不同班別訂定之。 

第 6 條  本校學校辦理推廣教育應妥適規劃課程，並應組成推廣教育審查委員會，審查每學

期各班次開班計畫；審查通過後，除境外教學開班計畫依第 10 條規定，應報教育部

核定外，其餘國內辦理之開班計畫及審查紀錄，應留校存查。 

第 7 條  推廣教育各班次，招生計畫及辦理推廣教育之學校所出具各項相關證明文件，均應

冠以「推廣教育」字樣，並載明其為「學分班」或「非學分班」，及修讀學年度與學

期，並應明訂有關學員權利義務 (如學雜費、退費標準 )等注意事項。              

推廣教育非學分班學員修讀期滿，由學校發給證明，協辦類則由主辦單位發給證明。 

        推廣教育學分班學員修讀期滿經考試及格者，由本校發給學分證明，其經入學考試

錄取本校就讀，學分之抵免認定，依各校學則或相關規定辦理。但抵免後在校修業，

不得少於該學制修業期限及畢業應修學分數(碩士學分班不含畢業論文 6 學分)二分

之一，且不得少於一年。 

        推廣教育採遠距教學方式辦理者，於發給修讀證明或學分證明時，應加註「遠距教

學」字樣。 

第 8 條  學士學分班，每學期至多修習十八學分，碩士學分班每學期至多修習九學分，每一

學分須至少修讀十八小時，不得以短期密集授課方式進行。但有特殊原因報經教育

部核定者，不在此限。 

推廣教育學分班實習或實驗課程學分之應修讀時數，及推廣教育非學分班之修讀時

數，應於招生資訊中載明。 

第 9 條  推廣教育學分班師資，應具有專科以上學校教師、專業技術教師或專業技術人員資



格，並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學分班至少應有三分之一時數，由本校專任師資授課為原則。 

二、非學分班至少應有五分之一時數，由本校專任或兼任師資授課為原則。 

前項時數，以全學年推廣教育課程時數合併計算。 

第 10 條 非學分班(協辦類)本校專任教師授課若超過三分之一時數(含)，則須列為非學分班    

        (自辦類或委辦類)。 

第 11 條 本校推廣教育得採下列方式進行： 

一、校外教學方式： 

1. 屬洽借公、私立學校、公務機關（構）或教學醫院現有合格之場地辦理者，應

檢具借用協議書，報主管機關備查。 

2. 利用前款以外之場地辦理者，其場地之建築使用類組，應符合建築法規所定

D-5 使用組別，並不得使用補習班之場所，且應於開班一個月前，檢具使用協

議書、該場地建築物使用執照、消防檢查及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

查報告等相關文件，報主管機關核定。必要時，須檢附衛生檢查文件。 

二、境外教學方式： 

1. 開班計畫應詳細敘明教學場地、課程、師資、招生資格、人數及授課方式等，

且應於開班三個月前報主管機關核定，逾期不予受理。 

2. 應洽借當地學校之現有場地，且能提供足供該境外教學之圖書、儀器及設備，

檢具借用協議書，併同報核，並應重視教學品質、維護國家形象、尊嚴及對等

原則，且須遵守當地法令。 

三、大陸地區辦理： 

1. 須符合第 10 條第二款規定。 

2. 所開設之課程，其授課及教材內容使用中文者，以正體字為原則，對於大陸地

區相關機關增刪學校教材之要求，應審酌其合理情形；其有違反學術自主精神

者，不得接受其要求，並應將增刪內容及處理情形，報主管機關備查。 

第 12 條 本校為辦理推廣教育，應設置「推廣教育審查委員會」，審查開班相關事項。審查委

員會委員由教務長、研發長、圖資館館長、會計室主任、各學院院長、推廣教育中

心主任及校長遴選校內教師若干名組成，主任委員由校長指派並召集會議。 

第 13 條 本校教學單位所辦理之推廣教育學分班，應將招生相關資料送教務處推廣教育中心

彙整，以便召開推廣教育審查委員會議，審查通過後辦理招生。非學分班則依實際

需要開設招生。 

第 14 條 本校自辦班經費預算，以有賸餘為原則，行政管理費之分配方式，另訂定實施要點。 

第 15 條 協辦類場地租借收費標準如附件一，場地租借協議書如附件二。 

第 16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嘉南藥理大學辦理推廣教育場地租借收費標準 

場所名稱 數目 

場地保養清潔費 

含冷氣暨照明設備 

(新台幣) 

管理費 

管理費三 

(開班剩餘款回流開班

單位，不列管理費回饋) 

階梯教室 

(約 120 人) 
一間 

全天、晚間：3,000 

半天：2,500 

1. 未滿 3天課程須另

支付 50 元/人 

2. 4-5 天課程須另支

付 100 元/人 

3. 5 天以上課程須另

支付 150 元/人 

※依上課人數計算 

 

專業教室 

(不包含  

實驗室，  

約 50 人) 

一間 

全天、晚間：4,000 

半天：3,500 

僅含基本設備使用，

不包括重要機具、耗

材、其他水電以外之

能源。 

場地費中編列 1,500 元 

為管理費三 

(回饋教室管理單位) 

普通教室 

(約 50 人) 
一間 

全天、晚間：2,500 

半天：2,000 

 

電腦教室 

(約 60 人) 
一間 

全天、晚間(平/假)： 

5,000 / 7,000 

半天(平/假)： 

3,000 / 4,500 

場地費中編列 1,500 元 

為管理費三 

(回饋教室管理單位) 

備註： 

1. 上例收費標準以一個時段為計算，上述收費如有專案簽准者，依專簽辦理收費。 

2. 時段說明全天：8:00-17:00，半天：8:00-12:00、13:00-17:00，晚間：17:30-21:30。 

3. 場地超時費用之計算： 

(1) 第 1~30 分鐘，依使用場地時段租借價格四分之一收費。 

(2) 第 31~120 分鐘，依使用場地時段租借價格二分之一收費。 

(3) 第 121 分鐘依使用場地時段租借價格全額收費，須場地下一時段無人使用方可租借。 

(4) 本校保有最後租借決定權。 

4. 本校出借場地之對象，包括政府機關、學校及經合法登記有案之機關團體，但以本校教

職員生之使用為優先。 

5. 租借單位於場地使用完畢，應負責清理善後，經現場管理單位檢查場地、器材等設備，

確定無毀損之情事或已履行損壞賠償。 

6. 各項活動辦理均須獲准後方得舉辦，如與校方重大慶典或活動日期衝突者，須配合學校

通知另行擇期舉辦。 



附件二 

○○○○○○○○與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 

場地租借協議書 

立協議書人    ○○○○○○○○○○○○        （以下稱甲方） 
              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    （以下稱乙方） 

茲雙方為○○○○○○合作案之相關事宜，經商議後同意訂立場地租借協議書如下： 

第一項   辦理活動或班次：○○○○○○  

第二項 租借日期及時間：自○○○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 

第三項 租借場地名稱及費用：嘉南藥理大學○○棟○○○教室，已符合消防安全相關法規

之教學場地，費用共計新台幣○○○○元整。 

第四項 乙方僅協助場地租借、課程公告及諮詢、停車事宜辦理，其餘由甲方負責。 

第五項 甲方於開課前 1 週內須將該款項匯入乙方公司帳戶。 

第六項 協議簽訂後，有關刊登本班之所有廣告於報紙、雜誌、海報等資訊原稿，須經甲乙

雙方書面同意後始得刊登。 

第七項 租借乙方場地，如遇下列情事之一者，乙方有權要求立即改善或停止租用，並不退

還所繳租金及不作任何賠償： 

一、 違反政府法令。 

二、 使用事實與申請內容不符且未事先告知。 

三、 有損本校場地或設施。 

四、 參與活動人員經勸導後仍不遵守本校之規定。 

五、 有出售門票或商品販售等商業行為。 

第八項 各場地進場佈置費用：1 小時內免費；1~2 小時場地時段之半價；2 小時以上場地

全額收費。 

第九項 甲方之活動因故取消、改期或調整內容，而有解除協議、縮減租賃範圍或期間之必

要時，應以七日前書面通知乙方，否則應以原租借協議之約定，履行場租給付之義

務。場地一經確認匯款且完成租借手續，則不接受更換縮減場地退差價事宜。 

第十項 甲方如因天災或不可抗力因素，導致無法履約，於書面說明後，得全額退還預繳費

用。 

第十一項 甲方於場地使用完畢，應負責清理善後，經現場管理單位檢查場地、器材等設備，



確定無毀損之情事或已履行損壞賠償。 

第十二項 當乙方發現甲方有違約或影響乙方名譽之情事，乙方得書面終止與甲方之合作關

係。 

第十三項 本協議書當事人因本協議事項涉訟者，雙方同意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

法院。 

第十四項 本協議書如有未盡事宜，得經雙方協議修正之。 

第十五項 本協議書自雙方簽訂之日起生效，正本一式二份，由甲乙雙方各執一份為憑。 

 

 

 

 

 

 

 

 

 

 

 

 

 

中    華    民    國    ○○○   年   ○○  月  ○○ 日 
 

甲方 

○○○○○○○○○ 

代表人：○○○ 

聯絡人：○○○ 

地  址：○○○○○○○○○○○○ 

電  話：○○○○○○○○○ 

 

乙方 

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 

校長：○○○  

聯絡人：○○○ 

地  址：臺南市仁德區二仁路一段

60 號 

電  話：06-2664911 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