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大安社區大學 111 年第二期招生簡章 
本校官網：https://daancc.tw/、課務系統 https://daan.twcu.org.tw/ 

報名須知 
一、 入學資格：年滿 18歲免試入學，歡迎對課程有興趣者皆可跨區、跨縣市報名就讀。 

二、 上課地點：金甌校本部(臺北市大安區杭州南路二段 1號)；        洽詢專線：2391-5081#9；傳真：2391-1418。 

東方教學點(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 11巷 52號)； 洽詢專線：2706-9285。 

開平教學點(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二段 148巷 24號)；洽詢專線：2706-3758#100、102。 

三、 上課期間：111年 9月 2日(五)至 112年 1月 7日(六)止，共計 18週(一年二期)。 

四、 課程時數：一年二期，每期 18週(三學分 54小時)為原則。另亦開設 12週(2學分)課程。  

五、 報名服務時間：111年 6月 27日(一)起至 9月 1日(四)止(各課程報名額滿為止)平日週一至週五 15:00-21:00。 

☆8月 1日(一)～8月 5日(五)辦公室暫停受理報名作業。 

☆若課程於 8月 19日(五)招生人數未達開課基本人數，則該班停止招生。 

因招生人數不足當期決定不開課之班級，本校會主動通知學員，並請於9月16日(五)晚間21:00前持收據及身分 

證件至原繳費報名教學點辦公室辦理改選(課程轉班)或退費。而確定開立之課程，不另行通知上課時間。 

六、 重要提醒： 

(一) 111-2期開學日：9月 2日(五)起。 

(二) 本校停止辦公、報名、上課時間如下： 

(1)適逢中秋連假 9月 9日(五)～9月 11日(日) 

(2)適逢國慶連假 10月 8日(六)～10月 10日(一) 

(3)適逢元旦紀念日連假 111年 12月 31日(六)～112年 1月 02日(一) 

(三) 111-2期課程標示♁符號為【多元彈性教學課程】：倘因疫情、天災等無法預期因素造成停課時，得視需求

調整線上遠距教學方式；未標示之課程，則須待校園開放再恢復實體課程(請自行斟酌同意後再行報名繳費)。 

(四) 教育部 111年 4月 28日公告，為強化教育部等相關部會等部分場所(域)人員 COVID-19疫苗接種規範， 

社大講師必須完整接種 3劑疫苗，社大學員必須完整接種 1劑疫苗，以嚴守社區防線。故凡大安社大講師

及學員入校者，敬請主動出示疫苗接種證明卡或快篩檢測陰性證明，相關證明說明如下所示。 

(1)敬告入校者，請主動提供完成疫苗接種且滿 14日之證明。 

(2)疫苗接種未滿 14日或未接種者，請主動提供 3日內抗原快篩檢測陰性證明，之後每 3-7日進行 1次 

抗原快篩檢驗為原則。 

(五) 本校防疫規定： 

(1)防疫期間，進入校園敬請配合落實每日自我健康監測並全程配戴口罩、常洗手或使用酒精手部消毒。 

(2)防疫期間若快篩陽性或有肺炎或出現發燒(耳溫≧38°C；額溫≧37.5°C)、呼吸道症狀、嗅覺味覺異常或 

不明原因腹瀉等疑似 COVID-19症狀或曾接觸或疑似接觸確診者，為了維護自身及他人健康安全，禁止 

入校。 

(3)本市校園防疫措施將持續依據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公告防疫措施滾動修正，敬請多加留意本校官網、FB 

及 Line@公告之相關訊息。 

七、 報名方式：請親洽各教學點辦公室辦理。 

八、 學分費優惠減免須知： 

(一)優惠最低為 5折。 

(二)各項優惠僅能擇一辦理。 

(三)同一學員報名 111-2期三學分全額課程任三門，第四門課程可依下列優惠方案擇一辦理： 

1、加贈當期 5折課程乙門(免收學分費)。 

2、加贈當期免學分費課程乙門(不收保證金)。 

3、任選當期乙門全額課程以 5折優惠。 

(四)免學分費課程須於開設課程所屬教學點報名，並繳交 NT$500 元整保證金，實際缺課週次未超過應上課週次五分之一

《三學分課程為四週次(含)以下；二學分課程為三週次(含)以下》，期末保證金全數退還，最遲於當期課程結束後兩週內

持收據辦理退款作業。 

(五)未繳交證明文件者，以全額收費，三個工作天內補證者退還差額。 

(六)一學分課程，不適用「學分費」優惠對象與減免辦法。 

(七)本期「學分費優惠對象與減免辦法」及課程優惠之適用，僅受理至 9月 23日(五)晚間 21:00止。 

https://daancc.tw/
https://daan.twcu.org.tw/


◎『學分費』優惠對象與減免辦法：(不含其他費用) 

✽本期「學分費優惠對象與減免辦法」及課程優惠之適用，僅受理至 9月 23日(五)晚間 21:00止。 

 優惠對象 申請所需證件 
(需出具正本供影印備查) 

備註 

全

免 

(1)本年度績優志工(限壹門) 代表本校領獎、受獎證書 洽各教學點行政人員 

(2)年滿八十歲以上長者 身份證 
年滿八十歲第一期須檢附證明文件 

需繳保證金 NT$500元整，缺課未超過 1/2 期末退還。 

(3)本校志工前期服務時數滿 100

小時者(限壹門) 
 洽各教學點行政人員 

(4)開課滿一學期之現任大安社大

講師 
講師證 需繳保證金 NT$500元整，缺課未超過 1/5 期末全額退還。 

五

折 

(1)身心障礙人士  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 每期報名須檢附證明文件 

(2)低收入戶 本年度低收入戶證明 每期報名須檢附證明文件 

(3)金甌、開平、東方現職教職員工

及大安社大職員工 
教職員證 每期報名須檢附證明文件 

(4)大安區現任鄰、里長及大安區內

正式立案社團負責人 

鄰、里長證 每期報名須檢附證明文件 

法人登記證 
經內政部社會司、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核發立案證明，並取得法院公

證之法人登記證。(每期報名須檢附證明文件) 

(5)本校志工前期服務時數滿 54小

時者(限壹門) 
 洽各教學點行政人員 

(6)本校特約商店負責人(限壹門) 職員證與身份證 
詳各教學點特約商店簽訂合約書 

每期報名須檢附證明文件 

(7)原住民 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 
原住民族血統 

第一次享優惠時須檢附證明文件 

八

折 

(1)年滿七十歲以上長者 身份證 年滿七十歲第一期須檢附證明文件 

(2)新住民 居留證或其他證明文件 第一次享優惠時須檢附證明文件 

(3)本校特約商店員工(限壹門) 職員證與身份證 詳各教學點特約商店簽訂合約書 

(4)本校前一期班代 

(每班限一位壹門) 
班代當選證明書 

洽各教學點行政人員 

每期報名須檢附證明文件 

(5)金甌、開平、東方校友 畢業證書、校友證 
洽各教學點行政人員 

第一次享優惠時須檢附證明文件 

(6)本校志工前期服務時數滿 36

小時以上者(限壹門) 
 洽各教學點行政人員 

(7)特殊境遇婦女 特殊境遇婦女證明 
(特境婦女之證明文件由中央/地方主管機關開立，相關身分定義

詳見「特殊境遇婦女家庭扶助條例」) 

(8)大安區公所現任職員(含里幹事) 大安區公所職員(工)識別證 每期報名須檢附證明文件 

九

折 

(1)夫妻選修同期課程 身份證(正反面) 
限同時報名 

每期報名須檢附證明文件 

(2)家庭共學(二等親以內) 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 
限同時報名 

每期報名須檢附證明文件 

 



◎學分費優惠時段：(須於優惠時段內完成報名繳費，始得享有優惠)  

     金甌校本部因配合國家相關考試暫停受理報名作業，實際影響之日期及原因請以大安社大官網公告為主。 

優惠期間 新生 舊生 

疫情期間為分散人流報名，85折優惠期間調整為

6/27(一)～7/08(五)止 
85折 

7/11(一)～7/29(五)止 95折 9折 

8/01(一)～8/05(五)辦公室暫停受理報名作業。 

8/08(一)～9/01(四)止 
全額 95折 

9/02(五)起 全額 

其他注意事項： 

(一) 6/13(一)至 7/01(五)止，111-1期原班舊生班級團報 111-2期。 

(二) 6/27(一)下午 15:00起開放新生及它期/它班舊生個別報名。 

(三) 本校停止辦公、報名、上課時間如下： 

1、9/09(五)至 9/11(日)適逢中秋連假。 

2、10/08(六)至 10/10(一)適逢國慶連假。 

3、12/31(六)至 112/1/02(一)適逢元旦紀念日連假。 
學分費優惠減免須知： 

(一)優惠最低為 5折。 

(二)各項優惠僅能擇一辦理。 

(三)同一學員報名 111-2期三學分全額課程任三門，第四門課程可依下列優惠方案擇一辦理： 

1、加贈當期 5折課程乙門(免收學分費)。 

2、加贈當期免學分費課程乙門(不收保證金)。 

3、任選當期乙門全額課程以 5折優惠。 

(四)舊生於各優惠期間報名，須出示學員證始享優惠。 

(五)未繳交證明文件者，以全額收費，三個工作天內補證明者退還差額。 

(六)本校對於所辦理之課程、活動、講座、工作坊等均保有最終變更或調整之權利。 

(七)本期「學分費優惠對象與減免辦法」及課程優惠之適用，僅受理至 9月 23日(五)晚間 21:00止。 

◎報名準備資料：(請確實詳閱課程加選、改選、退選及退費須知，並完成簽名再行報名)  

舊生 新生 

出示本校「學員證」 

(學員證遺失等須辦理補證：請自備一吋照片一張並繳納 NT$100 元整) 

☆未帶學員證者，須持有照片之身分證件1張，換證入校。 

辦理本校學員證 

1.有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 2張 

  (入校換訪客證、報名核對身分資料用) 

2.一吋照片二張 

3.學員證製作費 NT$100元整 
填寫 報名表 (確認無誤，請於表格下方簽名，方受理報名) 

↓ 

(一) 報名費：NT$200元整 (報名費無論報幾科，每期僅收一次)。 

(二) 學分費：每一學分 NT$1,000元整；免學分費課程需先繳納保證金 NT$500元整。 

(三) 其他費用： 

1. 電腦維護費：三學分電腦課程酌收 NT$1,000元整/二學分電腦課程酌收 NT$670元整。 

2. 廚房設備(瓦斯、電器)維護費：三學分烹飪課程酌收 NT$400元整。 

3. 電子琴維護費：三學分電子琴課程酌收 NT$400元整。 

(四) 團體保險費：NT$200元整/期 (臺北市 12所社區大學，擇一校區投保即可)。 

☆已先於臺北市其他社大繳交同期團體保險費NT$200元者，報名時須提供前述繳費單證明，以避免重複收取團體保險費。 

具相關優惠身份者需出具正本供影印備查 
↓ 

開立收據，完成報名手續 

☆收據為教育局規定之重要存查憑證，請務必妥善保存。 

☆上項證件不齊者，於三個工作天內補齊後受理，未補件者視同未完成報名手續。 



◎選課須知： 
☆本校對於所辦理之課程、活動、講座、工作坊等均保有最終變更或調整之權利。 

☆本校報名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15:00-21:00。 

(一) 加選及改選課程(☆9月 9日(五)～9月 11日(日)適逢中秋連假，本校停止辦公、報名、上課等各項服務。) 

(1)加選、改選須於開學二週內【9/02(五)～9/16(五)晚間21:00前】完成。 
(2)改選請持原收據辦理，第一次改選免收手續費(每人僅限一次)，第二次起每改選一次酌收手續費 NT$100元整。 
(3)改選(轉班)及跨校區課程報名加選作業，僅受理至9/16(五)晚間21:00前，逾期無法受理。 
(4)第三週【9/19(一)】起，不再受理改選(轉班)及跨校區課程報名加選作業。(9/19起報名加選作業請洽課程所屬教學點辦公室) 
(5)「學分費優惠對象與減免辦法」及課程優惠規定之適用，僅至9/23(五)晚間21:00止，逾期不適用。 

(二)退選課程及退費 

(1)請於開學二週內【9/02(五)～9/16(五)晚間21:00前】持收據及身分證件至原繳費教學點辦公室辦理退費或改選。 

因招生不足未能開課者，除製證費不退費外，其餘項目全額退費。 

(2)報名後如係個人因素申請退選者，報名費、製證費均不退費； 

第一、二週【9/02(五)～9/16(五)晚間21:00前】申請者，課業費(含雜費)與保證金全額退費； 

第  三  週【9/19(一)～9/23(五)晚間21:00前】申請者，課業費(含雜費)與保證金七折退費， 

第  四  週【9/26(一)起恕不受理任何課程退選及退費申請】。 

(3)重覆繳交臺北市社區大學團體意外保險費者，請於 9/23(五)晚間 21:00前，出示 111-2期本校及臺北市任一社大 

繳費收據(依收據繳費日期判別)至後收取團體保險費社大辦理退費退保，逾期無法受理；9/26(一)起各社大須待團險 

公司稽核並通知，請款後再行通知臺北市各社大學員至所屬社大辦理退保退費作業(請先自行收妥各社大繳費收據並 

等候通知)，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4)免學分費課程：凡符合免課業費優惠身分者，報名時請檢具本人之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至開設課程所屬教學點辦理報名；
課程僅需繳納保證金 NT$500 元整，出席次數須達課程五分之四者，方可申請退還。最遲於課程結束後兩週內持收據
辦理退還完畢。 

(5)凡欲申請課程退費者，請持原收據及身分證件至原繳費教學點辦公室辦理  

(6)報名資料一經收件登錄，概不退還。學員均不得以任何理由（如接獲入伍徵召或工作轉調等）要求延期或轉讓課程。
另限學員本人上課，不得由他人頂替或冒名上課，亦不得讓渡或交換上課資格，如經查獲，本校得取消該學員上課 

資格並且該學期繳納之相關任何費用皆不予退費。 

(三)課程旁聽辦法 

(1)旁聽辦理方式：請於當日課前 20分鐘，至各所屬教學點辦公室憑個人身分證、駕照或健保卡辦理旁聽手續。 

(2)免費旁聽：僅開放第一週和第十七週【9/02(五)～9/08(四) 和12/26(一)～12/30(五)】 

             (凡當期額滿、部分不接受旁聽之課程，恕不受理)。 

(3)付費旁聽時間：第二至八週、第十至十六週【9/12(一)～10/29(六)、11/07(一)～12/24(六)】實施。 

             (額滿及部分不接受旁聽之課程，恕不受理；凡遇國定假日、課程進行 30分鐘後，將不再受理旁聽手續)。 

(4)旁聽費用：依教育局規定旁聽費用每堂 NT$250元整。 

           (其他特殊教室除外，如電子琴課程NT$300元整，烘焙課程NT$300元整，電腦課程NT$350元整)。 

(5)注意事項： 

(5-1)凡於辦公室完成旁聽費繳納作業後，不予退費。 

(5-2)完成旁聽申請手續，始得進入該班級旁聽。敬請主動出示旁聽收據予該課程講師及班代檢視。 

(5-3)旁聽生須遵守及配合本校校園安全管制等相關規定，但不享有正式學員的各項權利與福利。 

(5-4)如未辦理旁聽程序而擅自入校上課者，經查證屬實，本校除將補收旁聽費用，同時依據民法第 184條規定， 

保留法律追訴權。 

(四)教師進修研習時數 

凡學員具教師資格欲提出申請者，請於 8月15日(一)前主動告知並完成報名及異動程序，始得完成受理。 

(五)候補登記 

如遇額滿課程請至本校課務系統 https://daan.twcu.org.tw/線上登錄候補，或詢問課程所屬教學點辦公室。 

(六)推動公共參與(符合免學分費優惠身分者，請至開設課程所屬教學點報名) 

為鼓勵學員踴躍參與校務，推動公共參與優先選課，凡擔任當期班代表善盡職責，且經任課講師認可者，另參與前期與 

當期志工服務，服務時數累積達 20小時(含)以上者，可於期末優先報名下期課程(選課時程與相關規定依學校公告為準)。 

九、 其他： 

☆敬請多加留意本校停班、停課公告： 9月9日(五)～9月11日(日)適逢中秋連假、10月8日(六)～10月10日(一)適逢國慶連假、
111年12月31日(六)～112年1月02日(一)適逢元旦紀念日連假 (本校官網相關公告：https://www.daancc.tw/)。 

☆依教育局規定，為維護校園安全，進入校園時，請學員主動出示及佩戴學員證件，未帶者需換證入校。 
☆本校將依報名人數保留開班與否之權利，並得依各班實際招生情形調整教室及設備。 
☆本校辦公室及各班講師不得代收(理)課程雜費，凡各班教具費、材料費、書籍費、講義影印費等等，請於開學後由班代表與該班
學員共同協議辦理；講師亦不得以主管機關同意範圍之外之名目收取任何費用，如有違反，經查證屬實，視情節輕重，依相關 
規定懲處，情節重大者立即停班停課。 

☆為維持上課品質，如有擾亂秩序、干擾講師上課或影響學員學習之情事，經勸導無效，本校得取消該課程上課資格且 
該學期費用不予退費。 

☆若因颱風等天災影響，依人事行政總處公告「臺北市停止上班上課」，本校則停課乙次，恕無個別通知，班級討論另 
擇日補課事宜，講師若因事/病請假停課，講師與班代表請依學期開始所建立之班級通訊錄聯絡通知該班學員；並請於
(112/1/14週六)前補課完畢。 

☆符號♁表示【多元彈性教學課程】：倘因疫情、天災等無法預期因素造成停課時，得視需求調整線上遠距教學方式。 
(請自行斟酌同意後再行報名繳費)。 

☆凡課程逾補課週(112/1/14週六後)進行校外教學、戶外課程活動之班級，敬請師生自行辦理投保相關事宜。 
☆疫情期間，宅經濟電商、網購正夯，近期詐騙集團會冒用學校、客服名義，致電學員「訂單錯誤要求操作 ATM解除 
錯誤設定或提供個資資料…等」，請您特別留意，如有以上相關說詞，必屬詐騙，請勿聽信操作！如有問題，請立即與我們聯絡
確認，金甌連絡電話：(02)2391-5081，開平連絡電話：(02)2706-3758，東方連絡電話：(02)2706-9285。 

https://www.daancc.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