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科技大學研究發展處推廣教育組 
課程簡章【 台  北 校 區 】 

目的 建立發展個人之理財規劃籃圖並鍛煉強健的體魄。 

參加對象 北、北、基、桃高中(職)生 

內容 

期別 

課程名稱 預計開課時間 時數 

投資理財致富暨籃球訓練成長營 
110/02/01-110/02/03 

週一至週三 09：00-17:00 
21 

學費 新台幣 3,150 元(21 小時)。 

課程說明 

授課時間 2/1 授課時間 2/2 授課時間 2/3 

08:30-09:00 報到 9:00-10:00 財富管理講座   

09:00-09:20 相互認識 10:00-10:10 中場休息 09:00-09:30 理財桌遊競賽 

09:20-10:20 投資理財致富講座 10:10-10:50 桌遊體驗 I 09:30-11:30 中場休息 

10:20-10:30 中場休息 10:50-11:10 交流分享 11:30-11:40 頒獎與解說 

10:30-12:00 御錢貓桌遊體驗 11:10-12:00 桌遊體驗 II 11:40-12:00 用餐 

12:00-13:00 用餐 12:00-13:00 用餐 12:00-13:00 用餐 

13:00-17:00 籃球訓練營 13:00-17:00 籃球訓練營 13:00-17:00 籃球訓練營 
 

訓練方式 桌遊體驗與籃球培訓。 

上課地點 台北校區格致樓 702、中山育樂館。 

報名期間 即日起至 01月 23日截止(25 名額滿截止)。 

報名繳費

方式 

※確認達開班人數及優惠身分後，再行繳交學費。開班人數因成本估算每班不同，將由本組以 E-mail 通知。優

惠身分成本估算每班不同，請參閱各班簡章收費說明，符合優惠身分者，敬請繳交佐證文件經本組承辦窗口確

認金額後再行繳費。 

1.至本校繳交現金：台北校區【台北校區格致樓 810 室】 或 新竹校區【新竹校區涵德樓 306 室】 

2.若無法親自辦理 

A.以匯款或ＡＴＭ轉帳繳交(並請傳真 2931-3992)    

  銀行：台灣土地銀行 文山分行            戶名：財團法人中國科技大學 

帳號：093-005-08327-1 (銀行代碼：005)   ＊請記得備註姓名及推廣班字樣(例如：王小民推廣班) 

B.以           支付，請掃描QR Code： 

請至中國科技大學推廣教育中心網頁→報名專區→報名方式網頁內，掃描 LINE PAY QR Code，謝謝！ 

交易完成請提供交易序號、姓名、支付日期、支付金額、報名班別，E-mail:cec1@cute.edu.tw 至本組，

以利對帳。 

3.採線上報名，報名後下載家長同意書，請家長簽署後 E-Mail至 cec1@cute.edu.tw，並來電確認：(02)2931-

3416分機：2608 

報名地點及時間:台北校區研發處推廣組（格致樓810室）週一至週五09:00~12:00；13:30~17:00 

洽詢專線：（02）2931-3416轉2608 傳真：（02）2931-3992 

相關網站：進入推廣教育組網頁查詢相關課程與報名資料 

http://cec.cute.edu.tw/cec_web/index.html 

本校地址：116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 56號（近捷運木柵線萬芳醫院站附近） 

備註 

1.學員自報名繳費自實際上課之日算起未逾上課時數 1/3 者，退還報名費之百分之五十，在班時間已逾上課時數 1/3 者，

不予退費。 

2.因故未能開班上課，退還已繳全額費用。 

3.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辦理推廣教育，為維護學員上課安全，若人事行政局已公告停課，本校即停止上課，該課程結訓

日期順延一週。 

※本校提供推廣教育學員停車優惠，每次 50元，併同學費一同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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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科技大學推廣教育課程報名表 

*姓 名  *性別 □男 □女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民 國 年 月 日 

*行動電話  住 宅 電 話  

*E-Mail 

 

資訊來源 

□本校推廣教育網站 □人力銀行網站 

□DM文宣 □海報、公佈欄 □校(系)友

會相關網站□其他   

介紹人  

*通訊地址 
(寄發學分(結業)證書使用，請填寫正確，若結訓後有更正地址請主動聯繫本組) 

*報名課程 2021冬令營—投資理財致富暨籃球訓練成長營 報名費  $ 3,150 

*學生身分 

就   讀   學   校   縣   市 ：                                      

就讀學校名稱(校名，請填全名)：                                      

就      讀      年      級  ：                                      

學     校     科(系)     別 ：                                      

*繳費方式 

□ 親自繳費： 

台北校區【台北校區格致樓 810 室】 或 新竹校區【新竹校區涵德樓 306 室】 

報名時間為週一至週五上午 09:00 至下午 17:00。 

□ 匯款 ATM 轉帳報名： 

銀行：台灣土地銀行 文山分行 (銀行代碼：005)   戶名：財團法人中國科技大學 

帳號：093-005-08327-1   ※匯款請記得備註姓名及推廣班字樣(例如：王小民推廣班)。 

※ATM 繳費請將繳費轉帳收據傳真至台北校區：02-2931-3992、新竹校區：03-699-1110，並註明姓

名及報名班別。 

□          支付，請掃描QR Code，如右圖： 

交易完成請提供交易序號、姓名、支付日期、支付金額、報名班別， 

E-mail:cec1@cute.edu.tw至本組，以利對帳。 

(若右圖無法掃描顯示跳出頁面，請至中國科技大學推廣教育中心網頁→報名

專區→報名方式網頁內，再次掃描LINE PAY QR Code，謝謝！) 

注意事項 

■退費規定:                                                      

1.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開班上課日前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費之九成。 

2.自開班上課之日起算未逾全期三分之一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費之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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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堂/出席管理： 

1.學分班：修讀期滿經考試及格且缺曠課未逾總訓練時數三分之一以上者，發給學分證明(非學位證明，欲取得學位應經各

類入學考試通過後依規定辦理)。                                                                           

2.非學分班：修讀期間缺席及請假達上課總時數之二分之一以上者，不發給結業證書。 

■成績考核： 

課程主要負責教師對學員成績之考核，依各班別不同而有所差異。 

■本人已詳閱相關課程內容，並已了解退費規定。 

■本人同意提供上述個人資料作為報名推廣教育班使用。 *報名者簽名：   

備註 

※此報名表資料僅限用於推廣教育班上課之相關用途，作為學員身分確認及製作學分或結業證書之用途。 

※身分證影本係製作學分證書及結業證書使用，若未提供身分證影本，且姓名、身分證字號、出生年月日等欄位字跡潦草

者，以致證書製作錯誤由學員自行負責。 

※本校提供推廣教育學員停車優惠，每次50元，併同學費一同繳納。 

* 為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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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科技大學 2021 寒假冬令營 

監護人/家長同意書 

(1)本人(監護人/家長)                茲同意被監護人(子女)                 

參加【中國科技大學 2021寒假冬令營：投資理財致富暨籃球訓練成長營】，活動

期間為民國 110 年 02 月 01 日至 110 年 02 月 03 日，共 3 日，每日上午 

9 時~下午 5 時。 

◆營隊期間本人子女願遵守營隊輔導、團隊紀律，並注意在外安全。顧及營隊整體安全

及其他參加學員之權益，若學員未能遵守規範，第一次口頭警戒；第二次通知家長協

助勸誡；第三次本校保留退訓權責，退款規定依本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規定辦理。違

反規定事宜，願自行承擔責任。 

◆營隊期間不得擅自離營，若有緊急事件須提前離營，須由家長來電告知，並簽署離營

同意書，離營後一切行為自行負責，與營隊無關。 

◆若疫情未來再次爆發，經評估後可能仍會停辦，屆時將會全額退費。但若是在確定參

加營隊名單後以營隊方無法接受之理由退出，恕無法退費。另外，請勿在參加營隊 14

天前出國，並確實向營隊方報備旅遊史，以確保參加者的健康與安全。《保護自己也保

護他人》 

◆若因天候狀況（強颱、地震等）、人數不足、流行傳染疾病及其他不可抗力之因素，本

校將以活動安全為考量，另行通知延期或退費。 

◆有氣喘、過敏、心臟病或其他特殊生、心理狀況者，請自行與醫師資訊確認後再行報

名；並於報名時主動告知。如因此發生意外或事故，本校恕不負責。 

 (2)本人【同意】對於子女參加【中國科技大學 2021寒假冬令營：投資理財致富暨

籃球訓練成長營】之活動照片/影片與姓名，在活動現場、網站宣傳頁面及成果

報告書等，有修改、編輯、重製、公開發表及非營利使用之權利。 

 (3)若有未盡事宜，得另行公告於營隊招生網頁。本校保留變更課程的權利。 

此致 

中國科技大學 

 

家長(監護人)簽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緊急聯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