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先修學分班
管理才能發展與研究中心學分班
一、 宗旨：

105學年度招生簡章

提高準大學新鮮人的學習興趣，有效銜接大學課程，在學生進入大學之前得以修習課
程，以便複習高中所學並為大學生活準備。通過課程考試與教師指定標準後，可獲得3學分
之學分證明書，並可依元智大學「學分抵免作業辦法」申請抵免，如在其他學校則依該校學
分抵免辦法辦理。

二、 管理學院簡介：
管理學院學士班本著「國際化」、「產業化」、與「多元化」的辦學理念，熱情、創新、
彈性、活力的文化，朝向發展專業化的商業管理學院為目標邁進，並於2012年獲得國際商管
專業學院(AACSB)認證。大學部學士班共有四個主修（企業管理、財務金融、國際企業、會
計），下分七個專業學程，另外開設英語專班，提供學生國際化學習環境，大學部另開設三
大產業學程（零售產業、休閒旅遊管理、金融服務業）。結合理論與實務，產業與就業，給
同學最大的彈性選擇與適性生涯發展。

三、 高三先修學分班特色：
1. 安排與大學正規課程相同之3學分課程，完整學習、有效抵免。
2. 本班之學員依規定考取本校管理學院大學部時，已修習之相關科目及格學分，得依教育部
規定酌予抵免。本中心所開之學分班課程，待修業完成後，學期成績達60分以上者，可依
元智大學「學分抵免作業辦法」申請抵免，如在其他學校則依該校學分抵免辦法辦理。
3. 如有未盡事宜或更動，以本校管理學院大學部公告法規為準。

四、 報名資格：
全國高中三年級學生。

五、 招生名額：每班50名。（報名未達30人，本中心保留開課權利）
六、 研習時間：
微積分(上)：
106年5-7月 09:00-12:00 13:00-16:00
5/19(五), 5/26(五), 6/2(五), 6/9(五), 6/16(五), 6/23(五), 6/30(五), 7/7(五)
期中期末考時間另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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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積分(下)：
106年7-8月 09:00-12:00 13:00-16:00
7/10(一), 7/17(一), 7/24(一), 7/31(一), 8/7(一), 8/14(一), 8/21(一), 8/28(一)
期中期末考時間另行安排。
經濟學(上)：
106年5-7月 09:00-12:00 13:00-16:00
5/17(三), 5/24(三), 5/31(三), 6/7(三), 6/14(三), 6/21(三), 6/28(三), 7/5(三)
期中期末考時間另行安排。
經濟學(下)：
106年7-8月 09:00-12:00 13:00-16:00
7/12(三), 7/19(三), 8/2(三), 8/3(四), 8/9(三), 8/16(三), 8/23(三), 8/30(三)
期中期末考時間另行安排。

七、 報名時間：
即日起至105年5月12日(五)止，週一至週五 09:00~16:30。

八、 收費標準：

雙門優惠

單門學費

雙門學費

$5,500

$10,000

※備註：
(1)

兩科(經濟學、微積分上下)同時報名可享$18,000 優惠。

單門 5,500 元
費用說明

雙門 10,000 元(微積分上下 或 經濟學上下)，單科 5,000 元
雙科團報(微積分、經濟學上下) 單科 4,500 元

九、 上課地點：桃園市中壢區遠東路135號六館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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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開設課程：


104-2學期
科 目

上課時間

學分數

課程簡介
本課程教授基礎微分與積分技
巧，以及如何將其應用在財務、經

微積分（上）
元智大學兼任教師
王偉弘教授

每週五

濟、管理及其它領域。本課程包括
以下內容:

9:00-12:00

3

13:00-16:00
期中期末考時間另訂

(1)函數,圖形及極限的觀念；
(2)微分技巧及其應用；
(3)積分技巧及其應用；
(4)如何處理最適化問題。
1.積分與其應用；

微積分（下）
元智大學兼任教師
王偉弘教授

每週一

2.積分計巧；

9:00-12:00

3

13:00-16:00
期中期末考時間另訂

3.多變數函數；
4.三角函數；
5.序列與泰勒展開式；
6.積分與簡單積分應用。
本課程介紹經濟學原理與其應

經濟學（上）
元智大學專任教師
吳菊華教授

用，經過學期課程訓練應俱備經濟

每週三

學家之思維，了解經濟社會的運

9:00-12:00

3

13:00-16:00

作，本學期主要強調個體經濟決
策。主要的課題包含：供給與需求;

期中期末考時間另訂

消費者與廠商決策;商品、勞動與財
務市場;政府角色與全球經濟。
經濟學(下)的課程規劃主要以總

經濟學（上）
元智大學專任教師
吳菊華教授

體經濟概念與模型的介紹為主,內容

每週三或四

涵蓋 GDP 的介紹及影響 GDP 變化

9:00-12:00

3

13:00-16:00
期中期末考時間另訂

之變量,就業與失業議題,利率與通貨
膨脹,貨幣政策及財政政策等,透過本
學期課程規劃,建立學生總體經濟時
事分析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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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報名方式：
繳費方式

報名方法
銀行名稱：遠東國際商業銀行桃園分行，戶名：元智大學，分行代碼：805-

匯款

通

0045，帳號：004-001-00000272
將匯款單（註明轉帳者姓名、連絡方式）連同報名表傳真或郵寄至元智大學

訊

管理研究中心(03-4354624)，並以電話告知以確認完成報名程序。

報

銀行名稱：遠東國際商業銀行桃園分行，分行代碼：805，

名

ATM 轉帳

帳號：004-001-00000272
將交易明細表（註明轉帳者姓名、連絡方式）連同報名表傳真或郵寄至
元智大學管理研究中心(03-4354624)，並以電話告知以確認完成報名程序。

信用卡
現
場
報

請直接填寫報名表中的信用卡資料欄傳真
由本人或代理人攜帶匯款證明或信用卡授權書（二則一），連同報名表及應繳

臨櫃報名

相關證件、資料至元智大學管理學院（元智六館60403A 室）辦理。
現場報名時間:每週一至四 09:00-16:30。

名

十三、報名應繳證件資料：
1. 附件報名表
2. 身分證正反兩面影本一份

十四、辦理退費規定：（為維護個人權益，請務必仔細閱讀）
1. 檢附收據正本。
2. 報名繳費後至開課日前退學費90%，自開課日起未逾全期三分之一者（三堂課）退學費
50%，逾期不再退費。
3. 凡為本中心未開成班者一律全額退費。
4. 本期課程無法保留至下學期。

十五、其他注意事項：
1. 辦理停車證：
請學員自行上網辦理，辦理程序如下：
(1)

上網(http://140.138.35.130/GeneralOffice/park/)填妥汽車通行證申請表，並印出汽車
通行證申請表。
第一次辦理停車證者，須於申請表上貼妥駕照、行照影本。
舊生已申辦過停車證，但資料有變更者，亦須貼妥駕照、行照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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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將報名表及停車證申請表一起繳交或傳真至管研中心，以完成報名手續。

(3)

中心會統一幫學生繳交停車證費用及領取停車證。

2. 若未在報名結束前繳清學費而因此影響修課權益者，須自行負責。
（未繳清學費視同未完成報名手續）
3. 若因故無法開班，則學費全數退費。請學員謹慎保存收據正本，退費時須憑收據正本方得
辦理。無法親自辦理退費者，須自行負擔限時掛號費及手續費。

元智大學 管理才能發展與研究中心 校本部
聯絡地址: 320桃園縣中壢市內壢遠東路135號六館四樓 60403A 室
聯絡人: 彭本琪 秘書
諮詢專線: (03) 463-8800轉6031
傳真: (03) 435-4624
信箱: amypeng@saturn.yz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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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智大學管理才能與發展研究中心】
高三先修班 105學年度報名表
一、學生資料欄 （請詳細填寫）
姓 名

目前就讀高中

身 份 證 字 號 （製作學分證書用）

通訊地址
Email

住家電話

手機

收據抬頭

本人 公司_

繳費方式

匯款轉帳

費用合計

共計：＄

元

____________

信用卡

二、課程勾選（請在欲選修科目中勾選）
勾選課程

科 目

上課時間

學分

微積分 5-7月 09:00-16:00 期中期末考時間另行安排
（上） 5/19(五), 5/26(五), 6/2(五), 6/9(五), 6/16(五), 6/23(五), 6/30(五), 7/7(五)

3

微積分 7-8月 09:00-16:00 期中期末考時間另行安排
（下） 7/10(一), 7/17(一), 7/24(一), 7/31(一), 8/7(一), 8/14(一), 8/21(一), 8/28(一)

3

經濟學 5-7月 09:00-16:00 期中期末考時間另行安排
（上） 5/17(三), 5/24(三), 5/31(三), 6/7(三), 6/14(三), 6/21(三), 6/28(三), 7/5(三)

3

經濟學 7-8月 09:00-16:00 期中期末考時間另行安排
（下） 7/12(三), 7/19(三), 8/2(三), 8/3(四), 8/9(三), 8/16(三), 8/23(三), 8/30(三)

3

三、信用卡資料（確認開辦後再統一刷卡）

信用卡資料
信用卡別

VISA

-

卡號

年

-

-

信用卡

西元

有效期限

(EX: 03/21西元2021年3月)

金額

新台幣

持卡人簽名

聯合信用卡

MASTER

JCB

-

月

發卡銀行

元 （請以阿拉伯數字書寫）
(簽名須與信用卡背面簽名一致)

四、ATM 或匯款帳號
銀行名稱：遠東國際商業銀行桃園分行，分行代碼：805，帳號：004-001-00000272
將交易明細表或匯款單（註明轉帳者姓名、連絡方式或轉帳後五碼__________）
連同報名表傳真至元智大學管理學院(03-4354624)，並以電話(03-4638800轉6031)確認完成報名程序。
元智大學管理學院學分班招生簡章

6

傳真報名專線：03-43546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