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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二十七日--社社區區大大學學  成成果果展展！！  
「寶來塢印度舞」、「有氧舞蹈」、「NO BODY 熱舞」、「拉丁

舞」、「靜謐手語」、「布袋戲」等課程精彩表演，獲得熱烈迴響！ 

且看以下精彩剪影回顧； 想參與嗎？名額有限，就快給他報名去

吧！^^ 

寶萊塢式的印度舞，目不暇給的感覺中，卻又

呈現手勢與腳步快速的變化及巧妙的旋轉，令

人驚豔～！ 

 

 

 

曼妙有愛的倫巴~ 

行雲流水的華爾滋~ 

漸漸陷入優柔夢幻般的音樂舞步裡～ 

臺灣布袋戲是深入民間社會的戲劇，提供娛樂

與休閒需要，戲碼「觀世音收紅孩兒」中，現

場以彩繪布景、聲光特效及動作特效，讓動人

的戲劇魅力及想像的空間盡情揮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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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節奏鮮明的舞步，洋溢著熱帶氣氛的旋律和扭腰

擺臀的動作！ 

 

立刻參與他！讓它成為妳我熱愛的交際舞！ 

 

 

 
 

 

肚皮舞~優雅、放鬆、符合人體工學、帶有即興精神

的美麗舞蹈。 

讓妳聽到任何音樂就能隨之起舞！ 

 

 

NOBODY 女郎，緊身旗袍熱舞，精采絕倫的表演令在場

所有人為之驚豔驚呼連連！ 

 

 

 

有氧舞蹈混合了慢跑的活潑動作及舞蹈的樂趣！ 

老師與學員的叱吒有氧旗舞飛揚舞步中，充分表現出

力與美！ 

要達到運動健身目的嗎？且立即參與以領會其中的

樂趣喔！ 

更多精彩節目實錄，請參考「進修推廣部 影音成果網站」喔！ 

網址：http://www.youtube.com/user/sutinli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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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趁趁暑暑假假學學好好游游泳泳！！非非報報名名不不可可！！  

暑期游泳訓練班，熱烈招生中！ 

-- 98 學年度第四期非學分班招生簡章公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九十八學年度第四期 

推廣教育非學分班課程招生簡章 
 

一、依     據：大學推廣教育實施辦法及大學辦理推廣教育計畫審查要點。 

二、報名時間：即日起 (週一至週五上午8:30 ~ 11:30、下午1:30 ~ 4:40) ，額滿提前截止。 

三、報名地點：如附表說明。 

四、現場報名：請帶一吋相片一張、身分證、學雜費（請至郵局購買郵政匯票，受款人：國立虎

尾科技大學），於上述報名時間內至報名地點，填寫報名表後至行政大樓一樓出

納組繳費。(報名表及優待辦法請至本組網頁查詢)。 

五、通訊報名：附一吋相片一張、身分證影本、學雜費（請至郵局購買郵政匯票，受款人：國立

虎尾科技大學）並註明參加班別，掛號郵寄至虎尾鎮文化路64號推廣教育組，

並來電確認。 

六、退費規定：依據「大學辦理推廣教育計畫審查要點」第 11 條規定。 

七、課程簡介（以下費用不含書籍教材及考照認證費） 

週一至週五 

A班16:00-17:30
15 2000 

週一至週五 

B班17:30-19:00
15 2000 5 

暑期游泳訓練班 

第四梯 

08/16-08/27

週一至週五 

C班19:00-20:30
15 2000 

本校游泳池 

 (劉昭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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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虎尾科技大學進修推廣部 
     八十學分班招生 

一、報名時間：99年7月1 日至 99 年9月10日 止。 

二、上課期間：99年9月13日~100年01月22日每星期一至星期六19:00~22:00。 

三、上課地點：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四、學    費：每門課程皆為 3 學分，每門學分費為$4,200 元(可單修)  

              報名費：300 元(限新生)  

五、本期勞委會補助『平面設計』課程 80％費用，如符合申請勞委會補助者，請至本校推

廣組辦理；申請補助者每門學分費$4,500 元。 

六、報名資格：凡高中、職畢業或具同等學歷（力）之有志升學者，均可報名。 

七、進修進路：1. 凡在本班修滿規定之學分，經考試及格者，由本校發給學分證明書。 

2. 在各校累積修滿 80 學分者，取得專科同等學歷，依教育部同等學歷規

定可參加轉學考（插班考）、二技在職專班入學考試（包括推薦甄試）。 

3. 經由四技入學考試進入本校取得學籍後，所修學分依規定得予抵免。 

八、本期課程內容： 

課課程程名名稱稱  上上課課時時段段  上上課課教教室室  任任課課教教師師  

平面設計 
(勞委會 補助 80％) 

每週二 
19:00-22:00 

四期教學大樓 6樓電腦教室 朱文浩老師 

初級 Solidworks 
電腦繪圖 

每週一
19:00-22:00 

四期教學大樓 6樓電腦教室 鄧雲峰老師 

機器人與生活科技的運用 
每週一 

19:00-22:00 
四期教學大樓 3樓 C4304 教室 王榮爵老師 

電子商務 
每週二 

19:00-22:00 
四期教學大樓 3樓 C4304 教室 林建德老師 

中級商用日文 
每週三 

19:00-22:00 
四期教學大樓 3樓 C4304 教室 阮炳嵐老師 

個性化商品設計 
與製作 

每週四 
19:00-22:00 

機械工程館 1樓非傳統加工廠 許坤明老師 

Flash 介面設計 
每週五 

19:00-22:00 
四期教學大樓 6樓電腦教室 羅見順老師 

網站設計與建置 
每週六 

19:00-22:00 
四期教學大樓 6樓電腦教室 羅見順老師 

九、洽詢單位： 
連絡窗口 連絡方式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進修推廣部推廣教育組 

電話：(05)6315084.5084  進修推廣部 推廣教育組 
地址：雲林縣虎尾鎮文化路 64 號   
網址：http://ext2.nfu.edu.tw/   

  

  

NFU  免免試試入入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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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九十九年度第一學期 碩士學分班招生簡章 
一、招生對象：大專畢業或具同等學歷資格者。 
二、課程資訊： 

課程名稱 上課地點 上課時間 學分數 授課教授 備註 

光機電系統概論 

補助 80% 喔 

虎尾科技大學校

本部 

星期三 

18：30-21：30 

第一次授課日期：99/09/15 
3 

莊為群 

黃俊德 

翁豐在 

鄭慶隆 

郭文凱 

王榮爵 

在職勞工 具勞保

身分者，勞委會補

助 80% 

光電工程概論 
虎尾科技大學校

本部 

星期一 

18：30-21：30 

第一次授課日期：99/09/13 

3 
雷伯薰 

林依恩 

有志進入光電產業或

升學先驅課程！ 

金融機構與風險管理 
虎尾科技大學校

本部 

星期六 

9：00-12：00 

第一次授課日期：99/09/18 

3 張麗娟 
金融機構從業人員

必上課程！ 

多軸加工與量測特論 
台中科學園區分

部 

星期六 

9：00-12：00 

第一次授課日期：99/09/18 

3 
佘正華 

劉建宏 

建立理論基礎與實

務經驗，增強您的

專業技能！ 

通訊系統 
台中科學園區分

部 

星期六 

14：00-17：00 

第一次授課日期：99/09/18 

3 
毛偉龍 

劉建宏 

提升職場競爭力！

必上課程！ 

三、課程期間：預計 99 年 9 月至 100 年 1 月止 
四、上課地點：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校本部。 
五、學分抵免：學期總成績及格者（70 分以上），由本校發給學分證明書。學員往後經考試入學本校機械 
              與機電工程研究所、光電與材料科技研究所、電機工程研究所、創意工程與精密科技研究

所、經營管理研究所、資訊管理研究所，其修習學分可依本校學分抵免辦法予以抵免最多

9學分。 
六、報名日期：即日起至民國 99 年 8 月 31 止（郵戳為憑）。 
七、報名方式：現場報名或通訊報名，請備妥以下資料，以掛號郵寄至： 
       63201 雲林縣虎尾鎮文化路 64 號（進修推廣部 推廣教育組 林舒婷 小姐收） 

1. 報名表（正表）    2. 學歷證件影印本（請以 A4 紙影印） 
3. 郵政匯票       4. 相關能力證明文件 

八、收費標準：1.每門課（三學分），12,000 元整（含學雜費，不含書籍費） 
九、繳費方式：購買郵局匯票受款人抬頭為：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十、獲勞委會補助課程為「光機電系統概論」，如有意申請勞委會補助者，請至進修推廣部 推廣教育組辦

理，申請補助者每門學分費補助 80%。 
十一、注意事項：○1報名填寫不全及證件不齊者，恕不受理。報名資料，一經報名恕不退還。 
                ○2 已繳學費因故無法上課請求退費時，依教育部公佈之大學辦理推廣教育計畫審查要點

第十一條規定之退費規定辦退費。 
                ○3 每班以招收 30 名為限，最低開班人數 10 人。 
                ○4 為確保教學品質，學員修課時數達授課時數四分之三以上，且成績達 70 分者，可取      

得學分證明。 每門課均需舉辦考試或繳交報告，並由任課教師評定學期成績。 
                ○5 未盡事宜之處得按本校相關規定辦理，或經開課所之所務會議決議。 
                ○6 學分班預計 09/13 發佈開課通知，屆時 9/7 仍未收到通知者，惟恐遺漏敬請主動電詢。 
十二、其他：更多招生資訊，歡迎參考 http://stuext.nfu.edu.tw/ 

國 立 虎 尾 科 技 大 學 
National Formosa University

台中班 Tel：（04）25689314 或(04)25684303
疑問洽詢：週一至週五 8:30~17:00(許小姐)
虎尾班 Tel：（05）6315084 
疑問洽詢：週一至週五 08:30~17:00 
                     更新日期:99.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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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進修推廣部 

學士學分班簡介 

在多元學習的時代，升學的管道不再是單一路線，本校為輔導有志進修者充實

並提升專業知識能力且兼顧工作，依據大學推廣教育實施辦法開辦八十學分班，

提供結業學員取得專科同等學歷，可參與公私立大學轉學考試、二技入學考試或

一定年資後參與高等考試或碩士班入學考試等。 

 

 

 

凡具有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中職畢業，或同等學歷(力)符合教育部規定具

有報考專科之同等學歷(力)資格者。 

    

本學分班採學期制（約 12 週 為 1 學期），每學期各分別修業至少 15 學分至

多 18 學分，二年內完成學業，本校頒發「八十學分修讀證明書」，等同專科同等

學歷。 

上課時間 夜間班：週一至週日 18:30~22:25  

上課人數 每班 50 人（名額有限，額滿截止） 

修讀學分 合計共 80 學分，約需時 1年半～2年 

學費說明 
單選每門課程學分費與學雜費合計 4500 元，學士學分班學員優待為

4200 元；選讀 5門課程(含)以上，每門課程優待為 4000 元。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進修推廣部 推廣教育組 

地址：雲林縣虎尾鎮文化路 64 號 

電話：(05)6315081   網址：http://ext2.nfu.edu.tw 

【 E N D 】 

招生宗旨 

修滿八十學分 

取得專科同等學歷

高中畢業 
高職畢業 
高中職同等學歷 

＊ 公私立大學轉學考，插大二、大三

＊ 二技在職班、在職專班入學考試 
＊ 四技入學考試進入本校抵免學分 
＊ 一定年資後報考碩士在職專班 
＊ 一定年資後取得報考高等考試資格

報名資格 

修業方式 

上課方式 

洽詢單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