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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當今社會強調「全球化」、「國際化」，連帶使得英文此一國際通用語言更受重視，不論在升學

或求職上，英文能力已成為基礎必備項目。有鑑於此，學校於 100 學年度起推動英文畢業門

檻認證，希望透過此認證機制的推動，督促同學養成英文自主學習習慣，並取得相關英檢考

試證照以做為未來升學或求職加分之用，進而具備「全球移動」的基本語文能力。 
 

依本校「 學士班學生英文能力培育辦法」規定，100學年度起，本校非外文系之學士班學生(含

當學年度入學之轉學生、僑生、外籍生、降轉生)畢業前，需依規定修畢「語文課程：英語文」

領域課程四學分，並通過本校「英語文能力標準」方得畢業。換言之，學生須修畢英語文課

程，取得英語文4學分並於畢業前參加相關英文檢定達到標準且完成認證12，才算完成本校英

文畢業門檻。 

 

為使同學對英文畢業門檻之規定有全面性的認識，本手冊將分別就英語文能力標準認證、英

語文課程修課規定、以及校內英文學習相關資源做概括的介紹，完整規定還是建議同學詳閱

相關辦法。 

 

 

 

 

 

 

 

 

 

 

 

 

 

 

 

 

 

 

                                                      
1 認證流程圖請見下頁，需線上登錄成績並繳交紙本文件(認證程序單、英檢成績單正本、影本)至英語文教學

中心，方完成認證。 
2
 英檢成績單效期須為測驗日起算兩年內或大學期間報考之英檢成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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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能力標準認證 

表一：英語文能力認證標準對照表 

考 試 類 別 及 格 標 準 

多益測驗 (TOEIC) 600 分(含)以上 

國際英語能力測驗 (IELTS) 5 級(含)以上 

托福網路化測驗 (TOEFL-iBT) 61 分(含)以上 

全民英檢 (GEPT) 中高級初試(含)以上 

托福紙筆測驗 (TOEFL ITP) 500 分(含)以上 

 

通過上述標準- 
-至本校英語文能力標準鑑定系統登錄並確認成績 
-列印認證程序單後，依公告時間，檢具成績單 3正本及影至英語文教學中心辦理認證。 
 
在學期間報考校外英檢但未達標準-(除了繼續參加測驗直到達到認證標準外，其他的選擇….) 

1 參加本校「校內英文能力鑑別測驗」，並通過標準。第一次參加免費，第二次起，每

次測驗費 500 元。預計每年舉辦兩次 (上下學期各一次)，分別在五月中下旬、12 月中

下旬公告測驗訊息，實際測驗次數及時間以公告為準。 
2 自費修習本校「進修英文課程」，修畢並及格。 

1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每學期開設 (視需求開設暑修班)。 
2 學期課，為零學分課程，每周 3 小時 (暑修為每周 6 小時)。 
3 配合每學期學校選課及上課時間，課程資訊可在選課網查詢。 
4 收費標準為當學年度文學院大學部學費徵收標準計費: 1,010 元 x3h=3,030 元 

(以 102 學年度徵收標準為例) 
3 繼續參加同一種本校認可的正式英文檢定考試，成績進步且達相當多益 550 分者，可

參加「英語學習歷程認證計畫」，並完成規定。依本校學士班學生「英語學習歷程認

證」計畫實施要點所列，集滿 60 點。每學期至多採計 40 點，換句話說，最快兩個學

期才能完成規定。 
 
不論選擇①②③哪一項補救措施，前提是必須於大學就讀期間先參加校外的英文檢定，未達

標準者，方得選用。完成相關規定後，仍須上鑑定系統登錄，列印程序單，檢附相關文件辦

理認證。 

                                                      
3
英檢成績單效期須為測驗日起算兩年內或大學期間報考之英檢成績單。 

http://selcrs.nsysu.edu.tw/EngTest/
http://etc.nsysu.edu.tw/ezfiles/221/1221/img/1155/686074446.pdf
http://etc.nsysu.edu.tw/ezfiles/221/1221/img/1155/68607444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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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學生英文能力標準認證流程 
       

 
 
 
 
 
 
 
 
 
 
 
 
 
 
                            
 
 
  
 
 
 
 
 
 
 
 
 
 
 
 
  
 
 
 
 
英語文能力標準鑑定系統 http://selcrs.nsysu. edu.tw/EngTest/ 
相關辦法請見英語文教學中心 http://etc.nsysu.edu.tw/files/11-1221-8398-1.php 

洽詢電話: 07-5252000 ext.3214 

選擇參加以下任一項英文檢定 (建議最晚大三結束升大四之前報考英文檢定) 

考試類別 及格標準 

多益測驗 TOEIC 600 分（含）以上 

國際英語能力測驗 IELTS 5 級（含）以上 

托福網路化測驗 TOEFL-iBT 61 分（含）以上 

全民英檢  GEPT 中高級初試（含）以上 

托福紙筆測驗 TOEFL ITP 500 分（含）以上 

 

補救辦法 1：參加本校「校內英文能力鑑別測驗」，並通過標準。 

補救辦法 2：自費修習本校「進修英文課程」，修畢並及格。 

 

 

或 

或 

持大學就讀期間英檢

成績單正本至英語文

教學中心登錄成績後： 

通
過
上
列
任
一
標
準 

未
通
過 

補救辦法 3：繼續參加同一種本校認可的正式英文檢定考

試，成績進步且達相當多益 550 分者，可參加「英語學習

歷程認證計畫」，並完成規定。 

 

以上均視同通過 

英語文能力標準 

辦理英文能力標準認

證，通過本校英文畢

業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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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文課程規劃 

同學畢業前須按入學時分級結果依序取得英語文課程四學分(必修)。 

修課規定 

 課程分：初、中、中高、高級四級 
 分級依據：學生當學年入學之學科能力測驗或指定項目考試英文成績、分級測驗結果

(轉學生、外籍生、僑生) 
 同學需按入學時所分級別逐級依序修課。 

※ 顛倒修習、未經開課單位同意逕自跳級修課，經開課單位認定後，所修學分 
不予採計為英語文課程學分。 

◦ 分至初級者需修畢：初(0 學分)、中(2 學分)、中高(2 學分) 
◦ 分至中級者需修畢：中(2 學分)、中高(2 學分) 
◦ 分至中高級者需修畢：中高(2 學分)、高(2 學分) 
◦ 分至高級者需修畢：辦理中高級課程抵免(2 學分)，並修畢高級課程(2 學分)。 

分級變更 

尚未修讀所分配之課程級別前，若具有未過期（測驗日起算兩年內）之英文檢定成績單正本，

可於入學後第一學年之上或下學期加退選結束前，持該文件申請變更英語文課程級別，逾時

申請者應依規定修習已分到之級別。 
– 變更至中級：相當多益測驗 550 分 (須修畢中、中高級) 
– 變更至中高級：相當多益測驗 600 分 (須修畢中高、高級) 
– 變更至高級：相當多益測驗 700 分 (須修畢高級、並辦理中高級學分抵 

免) 

跳級 

英語文課程當學期任課教師得視學生修課狀況，推薦英文程度優異學生於學期結束前向外文

系申請跳級修習，經外文系核可後，得於新學期跳級修習。未經外文系核可，逕自跳級修課

者，該修得之學分，不予計入「語文課程：英語文」領域學分。 

跳級標準如下： 

◦ 初級跳至中高級須達多益600分（含）以上標準以及學期成績等第A(百分制85分)（含）以上； 

◦ 中級跳至高級須達多益700分（含）以上標準以及學期成績等第A(百分制85分)（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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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抵免 

同學入學前，或在修課期間，如已通過本校訂定「英語文課程抵免標準」，可於抵免申請期

限前，檢具申請表、未過期（測驗日起算兩年內）之英文檢定成績單正本及影本至外文系申

請抵免，逾時該學期已選修之課程仍應依規定修習。  ※ 建議同時辦理英文能力標準認證 
 

表二：學士班學生英語文課程抵免標準對照表 (100學年度起入學學生適用) 

考 試 類 別 及 格 標 準 
全民英檢 (GEPT) 中高級複試(含)以上 
托福紙筆測驗 (TOEFL ITP) 527 分(含)以上 
托福網路化測驗 (TOEFL-iBT) 71 分(含)以上 
多益測驗 (TOEIC) 750 分(含)以上 
國際英語能力測驗 (IELTS) 5.5 級(含)以上 

 
圖一：英語文課程抵免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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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檢定通過獎勵 

 除英文畢業門檻規定外，為鼓勵同學參加英語文能力檢定考試，學校亦訂定了相關的獎

勵辦法，請留意每學期外文系申請公告時間。以下為檢定考試類別與獎勵的金額： 
 

表三：英檢獎勵對照表 
 

500 元 1000 元 1200 元 1500 元 

全民英檢 

中級初試及複試

通過 
中高級初試及複

試通過 
高級初試通過 高級複試通過 

中高級初試通過 

TOEIC 600 分以上 750 分以上 800 分以上 860 分以上 
IELTS 5.5 分以上 6.0 分以上 6.5 分以上 7.0 分以上 

TOEFL CBT 173 分以上 213 分以上 230 分以上 250 分以上 
TOEFL iBT 61 分以上 79 分以上 88 分以上 100 分以上 

托福紙筆測驗 500 分以上 550 分以上 570 分以上 600 分以上 

 

 
 
 
 
 
 
 
 
 
 
 

獎 
勵 檢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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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學園/English Plaza    

英語文教學中心於文學院以及 L 棟宿舍區分別設置了一處英語自學園/English Plaza，提供幽 
靜舒服的學習環境，同學可以與三五好友一同輕鬆觀賞最新的電影或利用各式的學習軟體、 
最新的英語學習雜誌練習英文。English Plaza 更於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新增「電影之夜」， 
同學可以在飄著咖啡香的環境裡觀賞老師精心為同學挑選的影片。 
除此之外，針對英語學習上有困難、疑問或想更加提昇英文能力的同學，自學園更提供了一 
對一、面對面、乃至於團體英文輔導，由外籍及本國籍專業的英語老師為你服務，幫助你解 
決與英語相關的疑難雜症，讓你在學習上更得心應手。 
 
  
    自學園位置及開放時間： 

 位置 分機 開放時間 
外文系自學園 文學院  

LA3009 室 

#3211 週一至週五 09:00 ~ 17:00  

圖書館 
(僅開放諮詢務) 

圖資大樓四樓  週一至週五  09:00 ~ 17:00  

English Plaza L 棟宿舍區 #3149 週一至週五  17:00 ~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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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諮詢服務 

  我們有英文小老師，在自學園提供同學免費諮詢。如果有任何對於英檢考試、對話、寫

作、或學習英文的問題，都可以透過預約系統預約小老師。 
 
 本國籍小老師一對一英語諮詢服務 
如果你想練習對話、聽力、閱讀、發音，或做英文作業需要幫忙，或是想知道如何有效率的

學習英文，你都可以來找英文小老師。這些小老師有很多學習英文的好點子可以與你分享! 
 
 外國籍小老師團體英語諮詢服務 
每個時段開放 2~5 同學同時預約一位小老師，藉由團體活動提升英文能力! 
   *請注意：報名人數不滿兩人，該時段預約自動取消。 
 
 
 寫作諮詢 
需要更便利的英文寫作練習管道嗎? 自學園提供線上寫作諮詢，同學們可直接前往 Call-Eng
英語專線討論區將文章上傳，會有小老師針對同學的文章做出合適的建議，文章內容只有小

老師和同學本人看的到喔。連結如下 http://zephyr.nsysu.edu.tw/self_access/forum/login.php ，
請同學們多加以利用！使用時請注意以下幾點注意事項: 

‧ 文章內容必須在 500 字之內 (每天限傳 1 篇) 
‧ 小老師將會給予對文章的建議，而不是逐字的訂正 
‧ 文章請儲存為 word 檔，以附加檔案方式 放置在你的 post 中 
‧ Post 主題註明： 日期、〝寫作諮詢〞，並在你的 post 中附姓名、學號、系級與附註

諮詢需求，如：準備考試、交作業、求職履歷、文學創作...等 
        *中心不提供論文校閱、翻譯服務，請勿分批上傳檔案。 
 
 

自學園講座 

 每學期英語文教學中心定期舉辦三至四場英語學習相關講座，講題內容包括英檢考試準

備、留遊學打工經驗分享、英語簡報、英文學習技巧等等。 
 
講座內容、日期與相關訊息請上自學園網站查詢。 
http://zephyr.nsysu.edu.tw/self_access/newweb/index.php 
 
 
 

http://zephyr.nsysu.edu.tw/self_access/newweb/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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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學園線上學習軟體資源 
更多相關資訊，請上自學園網頁查詢 http://zephyr.nsysu.edu.tw/self_access/newweb/index.php 

名稱 簡介 

 
Funday 線上英語學習網 

涵蓋每週更新的新聞時事，包含地方、政治、商業、國際、娛樂

等等類別，是自我提升英語的最佳利器。 
(館藏資料至 2013 年 8 月) 

※ 中山大學教職員生免費帳號申請:請將姓名、學校 email 信箱、

系級及聯絡電話寄至 onlinelearning@mail.nsysu.edu.tw 

My ET：我的口說英語家

教 
(網路版) 

My ET 是一套以口說練習為主的訓練軟體。配合各式不同內容的

課程，My ET 讓學習者練習發音、閱讀、並且能從發音、音調、

節拍、音量四方面，給予語音評量與分析。另有學習者成績管理

區，除可看到自己已經完成的課程與成績，更能了解自己的學習

狀況。內容涵蓋彭蒙惠英語、ICRT 全民英檢中級聽力、口說測驗、

會議談判交涉課程等。 

※ 帳號密碼同自學園帳號 

MyET-ICRT 全民英檢中

級聽力、口說測驗(網路

版) 

提供： 全民英檢中級聽力（看圖辨義、問答、簡短對話、全真模

擬試題），全民英檢中級口說（朗讀短文、回答問題、看圖敘述、

全真模擬試題）等。 

※ 帳號密碼同自學園帳號 

GEPT 全民英檢網 

設有線上 GEPT 考場、個人練習區（含中級、中高級之聽力與閱

讀題目），並可顯示個人練習記錄，同學在練習完之後，系統可

自動批改、評分。另外尚有學習資源區，內容包含情境式互動英

語 、圖解字典、Live 電子報、看聖經學英語等課程。有計畫要考

全民英檢的同學，歡迎多加利用。 

※ 帳號密碼同自學園帳號 

Live ABC 英語學習資源

網 

Live ABC 是現在英語學習雜誌的出版社之一，目前出版的刊物包

括 ABC 互動英語、Live 互動英語、All 互動英語、biz 互動英語、

以及 CNN 互動英語。登入 Live ABC 的線上學習後，這些雜誌的

互動英語影片、文章內容、生字、以及小考題目都可以看得到。

同學可以在家自己看影片練習聽力和理解能力，也可以以此當題

材與小老師互動。師長們也可以利用這個軟體資源，當做教學的

一部分。之中的使用介面簡單易懂，使用時可以選擇是否要有字

http://zephyr.nsysu.edu.tw/self_access/newweb/index.php
mailto:onlinelearning@mail.nsysu.edu.tw
http://zephyr.nsysu.edu.tw/self_access/newweb/a4_gept.html
http://zephyr.nsysu.edu.tw/self_access/newweb/a4_liveabc.html
http://zephyr.nsysu.edu.tw/self_access/newweb/a4_liveab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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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也可以調慢影音播放速度，還有錄音跟讀的功能，是一套自

學、教學都好用的軟體。  

※ 帳號密碼同自學園帳號 

EasyTest 

Easy test 為最新購置的線上學習平台，內有看影片學英語以及新多

益模擬試題可供使用或練習。影片的主題涵蓋生活層面，例如：

交通，旅遊，飲食，電影等等，影片的語音速度以及字幕出現與

否可以自行調整。之後將陸續提供多元化的內容供本校人士自我

學習。 
※ 帳號密碼同自學園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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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圖書館電子資料庫資源 

除了自學園資源外，本校圖書館亦購置多種電子英語學習資源供同學使用。詳細資訊請查詢

本校圖書館資料庫：http://service.lib.nsysu.edu.tw/www/database/index.php→點選【語言學習】 
 

資料庫名稱 

資

料

庫

類

型 

學科範圍 收錄年代 
連線範

圍 

帳號密

碼/軟體

需求 

GEPT 全民英

檢網  
全

文

型

  

設有線上 GEPT 考場、個人練習區（含中級、

中高級之聽力與閱讀題目），並可顯示個人

練習記錄，同學在練習完之後，系統可自動

批改、評分。另外尚有學習資源區，內容包

含情境式互動英語 、圖解字典、Live 電子

報、看聖經學英語等課程。有計畫要考全民

英檢的同學，歡迎多加利用。  

   不限  使用帳

號/密
碼︰請

參閱自

學園網

頁說明。  

LexisNexis 
Academic 
Universe (LN) 
[法律商學醫

學資料庫]  

全

文

型

  

提供新聞、商業（包含公司資料）、法律、

醫學、以及參考文獻，其中所收錄的國外之

報紙及廣播的內容，還可做為語文學習或針

對某些主題之各種國外媒體之報導與看法的

研究與比較(more)。  

收錄年限

依文獻類

別而異。  

140.117  免  

Live ABC 英
語學習資源網  

全

文

型

  

Live ABC 是現在英語學習雜誌的出版社之

一，目前出版的刊物包括 ABC 互動英語、

Live 互動英語、All 互動英語、biz 互動英

語、以及 CNN 互動英語。登入 Live ABC 的

線上學習後，這些雜誌的互動英語影片、文

章內容、生字、以及小考題目都可以看得到。

同學可以在家自己看影片練習聽力和理解能

力，也可以以此當題材與小老師互動。師長

們也可以利用這個軟體資源，當做教學的一

部分。之中的使用介面簡單易懂，使用時可

以選擇是否要有字幕，也可以調慢影音播放

速度，還有錄音跟讀的功能，是一套自學、

教學都好用的軟體。  
 

   不限  使用帳

號/密
碼︰請

參閱自

學園網

頁說明。  

http://service.lib.nsysu.edu.tw/www/database/index.php
http://zephyr.nsysu.edu.tw/self_access/newweb/a4_gept.html
http://zephyr.nsysu.edu.tw/self_access/newweb/a4_gept.html
http://www.lexisnexis.com/ap/academic
http://www.lexisnexis.com/ap/academic
http://www.lexisnexis.com/ap/academic
http://www.lexisnexis.com/ap/academic
http://www.lexisnexis.com/ap/academic
http://www.lib.nsysu.edu.tw/database/search/manual/LexisNexis_1.pdf
http://www.lib.nsysu.edu.tw/database/search/off_campus.htm
http://zephyr.nsysu.edu.tw/self_access/newweb/a4_liveabc.html
http://zephyr.nsysu.edu.tw/self_access/newweb/a4_liveab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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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ET：我的

口說英語家教  
全

文

型

  

My ET 是一套以口說練習為主的訓練軟

體。配合各式各樣不同內容的課程，My ET 
讓學習者練習發音、閱讀、並且能從發音、

音調、節拍、音量四方面，給予語音評量與

分析。每個學習者更有自己的成績管理區，

除了可以看到自己已經完成的課程與成績，

更能了解更新自己的學習狀況。中山大學的

師長們，只要用教師號碼申請帳號以及密

碼，就可以在線上管理班級內的學生帳號與

成績。My ET 還有一個有趣的地方，是加分

的部份。只要能?成功的完成一個課程，My 
ET 會自動給學習者紅利金，累積到一定的

數目的時候，同學可以免費購買線上的新課

程，進一步的學習喔。  

   不限  使用帳

號/密
碼︰請

參閱自

學園網

頁說明。  

Naxos Spoken 
Word Library 
[拿索斯線上

有聲圖書館]  

全

文

型

  

收錄三百五十多套榮獲國際大獎之有聲書

(Audio Books)，包含百位文學家、劇作家、

詩人等 360 個以上作品，包括文學鉅著、精

選詩作、宗教、哲學、神話、寓言、歷史、

傳記、故事及音樂教育叢書等。 
注意： 
1、2010 年 1 月 15 日以後，新系統 不再提

供支援 Window Media Player 與 Silverlight 
Audio Player 兩種播放程式，改由  Flash 
Player 程式播放音樂。 
2、請點選：Flash Player 下載  

1994 年至

今  
140.117  免  

空中英語

教室(空英)(彭
蒙惠)(studio 
classroom)  

全

文

型

  

空中英語教室線上版，僅限線上聆聽。 
若於校外連線，請經此處連結登入，通過身

份驗證後使用。  

2010.1~  140.117  免  

[TAEBD
C]《空中英語

教室 - 影音

典藏學習系

統 》  

全

文

型

  

雲科大主辦之教育部 101 年度「臺灣學術電

子資源永續發展計畫」，買斷自 101 年 6 月

1 日至 102 年 5 月 31 日之空中英語教室每日

學習頻道，同時上線人數 20 人；另因合約限

制，可查詢資料限 2 個月前的資料。102 年

度新增彭蒙惠英語 102.8-103.5 共 10 個月內

容。 
本系統是將空中英語教室教學影音經由影音

辨識及文字同步後整合而成的全新線上教學

2012.06.0
1-2013.05

.31  

140.117  免  

http://zephyr.nsysu.edu.tw/self_access/newweb/a4_myet.html
http://zephyr.nsysu.edu.tw/self_access/newweb/a4_myet.html
http://nsysu.naxosspokenwordlibrary.com/
http://nsysu.naxosspokenwordlibrary.com/
http://nsysu.naxosspokenwordlibrary.com/
http://nsysu.naxosspokenwordlibrary.com/
http://get.adobe.com/flashplayer/otherversions/
http://www.lib.nsysu.edu.tw/database/search/off_campus.htm
http://lis.nsysu.edu.tw/files/11-1240-2085.php
http://lis.nsysu.edu.tw/files/11-1240-2085.php
http://lis.nsysu.edu.tw/files/11-1240-2085.php
http://lis.nsysu.edu.tw/files/11-1240-2085.php
http://www.lib.nsysu.edu.tw/database/search/off_campus.htm
http://tccs10.webenglish.tv/
http://tccs10.webenglish.tv/
http://tccs10.webenglish.tv/
http://tccs10.webenglish.tv/
http://tccs10.webenglish.tv/
http://www.lib.nsysu.edu.tw/database/search/off_campu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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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每日自動線上更新，利用本系統得以

檢索教學影片內容。  

多益英檢知識

庫(智慧

藏)[Toeic]  

全

文

型

  

智慧藏多益英檢知識庫》由多益專業出版社

「貝塔語言出版社」整理，集六回擬真模擬

試題（共 1200 題），且備有依照七大題型設

計的多元練習題。 
※注意：限用 IE6.0 以上瀏覽器閱讀。  

   140.117  使用帳

號/密
碼︰

Ezproxy
校外連

線帳密  

常春藤生

活英語 Ivy 
Leagaue 
Enjoy English 
[HyRead]  

全

文

型

  

《常春藤生活英語》為 E 世代專用的英語學

習誌。內容及版型以貼近生活化、流行性為

主，符合時下讀者求新求變的胃口，也加入

一些簡易文法單元，以深入淺出的方式無形

中奠定讀者的英語基礎。 為區隔常春藤解析

英語雜誌閱讀對象，《常春藤生活英語》提

供較簡易之內容以便於一般大眾閱讀學習，

是適合國三~高二同學，及初級全民英檢應試

者的最佳廣播月刊。 
※ 試閱請點選線上瀏覽，同時可兩人瀏覽。

可同時借閱五人，借期七天，不使用時請點

選歸還。  

2011/07-  140.117  免  

常春藤解析英

語 Ivy 
League 
Analytical 
English 
[ACER]  

全

文

型

  

《常春藤解析英語雜誌》由賴世雄教授於一

九八八年七月發行創刊號，是一份製作嚴謹

的專業英語廣播月刊。首創全國針對大學考

及托福考試結合廣播所發行之英語雜誌。 
注意事項：本資料庫請以 IE 瀏覽器閱讀。  

2008/07-  140.117  免  

彭蒙惠英語 
Advanced 
[ACER]  

全

文

型

  

《Advanced 彭蒙惠英語》不只是一本成熟型

的英語學習雜誌，更是商界人士拓展國際視

野的一本知識雜誌。其中文章都經過精心挑

選，取材自國際知名報章雜誌，讓你遊走各

階層意見領袖的話題圈，都能侃侃而談！ 
注意事項：本資料庫請以 IE 瀏覽器閱讀。  

2008/01-  140.117  免  

空中英語教室

-職場英語系

列(空英)  

全

文

型

  

由空中英語教室提供的英語數位教材 62 個

主題，內容涵括職場英語 I~VI、科技英語、

健康生活英語等 8 大主題。 
本校教職員工及學生皆可透過網路大學系

統，登入帳號密碼後使用。 

2010~ 
2012  

不限  使用帳

號/密
碼︰網

大帳密  

http://elanguage.lib.nsysu.edu.tw/toeic
http://elanguage.lib.nsysu.edu.tw/toeic
http://elanguage.lib.nsysu.edu.tw/toeic
http://www.lib.nsysu.edu.tw/database/search/off_campus.htm
http://nsysu.ebook.hyread.com.tw/more_recommendMagazines2.jsp?jid=43&magazineclass=M04
http://nsysu.ebook.hyread.com.tw/more_recommendMagazines2.jsp?jid=43&magazineclass=M04
http://nsysu.ebook.hyread.com.tw/more_recommendMagazines2.jsp?jid=43&magazineclass=M04
http://nsysu.ebook.hyread.com.tw/more_recommendMagazines2.jsp?jid=43&magazineclass=M04
http://nsysu.ebook.hyread.com.tw/more_recommendMagazines2.jsp?jid=43&magazineclass=M04
http://www.lib.nsysu.edu.tw/database/search/off_campus.htm
http://book.eread.com.tw/
http://book.eread.com.tw/
http://book.eread.com.tw/
http://book.eread.com.tw/
http://book.eread.com.tw/
http://book.eread.com.tw/
http://www.lib.nsysu.edu.tw/database/search/off_campus.htm
http://book.eread.com.tw/
http://book.eread.com.tw/
http://book.eread.com.tw/
http://www.lib.nsysu.edu.tw/database/search/off_campus.htm
http://www.lib.nsysu.edu.tw/ref/engcourse/sc.html
http://www.lib.nsysu.edu.tw/ref/engcourse/sc.html
http://www.lib.nsysu.edu.tw/ref/engcourse/sc.html
http://cu.nsysu.edu.tw/
http://cu.nsys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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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學習課程，可強化基本工作職能到領導

統御及團隊的建造與帶領。讓使用者在短時

間能就將所學習的技巧應用於職場上。  

遠流商用英語

學習知識庫 
(遠流智慧藏)  

全

文

型

  

教材內容取材自遠流公司出版「上班族情境

英語」系列叢書，包含十大主題課程，分別

為對公眾說話、用英語開會、商業談判英語、

洽談國際貿易、國際商業禮儀、參加國際商

展、接待外國商旅、用英語做簡報、接聽電

話英語和國外商務旅遊。  

2004  140.117  使用帳

號/密
碼︰

Ezproxy
校外連

線帳密  

 
 
 
 
 
 
 
 
 
 
 
 
 
 
 
 
 
 
 
 
 
 
 
 
 
 

http://elanguage.lib.nsysu.edu.tw/ibe/
http://elanguage.lib.nsysu.edu.tw/ibe/
http://elanguage.lib.nsysu.edu.tw/ibe/
http://www.lib.nsysu.edu.tw/database/search/off_campu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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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士班學生英文畢業門檻常見問題問答集 

1. 問：按規定修完通識英語文課程後是否就算完成本校英文畢業門檻？ 
答：依本校「 學士班學生英文能力培育辦法」100 學年度起入學本校學士班學生(含當學

年度入學之轉學生和外籍生)畢業前，需依規定修畢「語文課程：英語文」領域課程四學

分，並通過本校「英語文能力標準」方得畢業。換言之，學生須修畢英語文課程，取得英

語文 4 學分並於畢業前參加相關英文檢定達到標準且完成認證，才算完成本校英文畢業門

檻。 
2. 問：為什麼一定要大四前報考校外英文能力檢定？ 

答：相關辦法並未規定同學一定要在大四前報考校外英檢，但建議同學盡可能於大四前報

考，如此一來，若考試結果未達本校英文能力標準，同學即可盡早做相關補救措施規劃，

以免影響畢業時程。 
3. 問：若未達認證標準門檻，有哪些相關補救措施？ 

 答：除了繼續參加測驗直到達到認證標準外，同學尚可選擇…. 
1) 參加本校「校內英文能力鑑別測驗」，並通過標準。 

 預計每年舉辦兩次 (上下學期各一次)，分別在五月中下旬、12 月中下旬公告測

驗訊息，實際測驗次數及時間以公告為準。 
 第一次參加免費，第二次起，每次測驗費 500 元。 

2) 自費修習本校「進修英文課程」，修畢並及格。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每學期開設 (視需求開設暑修班)。 
 學期課，為零學分課程，每周 3 小時 (暑修為每周 6 小時)。 
 配合每學期學校選課及上課時間，課程資訊可在選課網查詢。 
 收費標準為當學年度文學院大學部學費徵收標準計費: 1,010 元 x3h=3,030 元 

(以 102 學年度徵收標準為例) 
3) 繼續參加同一種本校認可的正式英文檢定考試，成績進步且達相當多益 550 分者，

可參加「英語學習歷程認證計畫」，並完成規定。 
 依本校學士班學生「英語學習歷程認證」計畫實施要點所列，集滿 60 點。每學

期至多採計 40 點，換句話說，最快兩個學期才能完成規定，詳細內容請參見

「英語學習歷程認證」計畫實施要點。 
4. 問：「英語學習歷程認證」計畫的實施方式、內容？ 

答：詳細內容請參見「英語學習歷程認證」計畫實施要點 
5. 問：「校內英文能力鑑別測驗」每年舉辦的時間以及次數？ 

答：預計每年舉辦兩次 (上下學期各一次)，分別在五月中下旬、12 月中下旬公告測驗訊

息，實際測驗次數及時間以公告為準。 
6. 問：若第一次報考校外英檢，測驗成績就達到相當多益 550 分是否可以直接參加「英語學

習歷程認證」計畫？   
   答：依據「英語學習歷程認證」計畫實施要點，未通過學士班英語文能力標準者須至英語

文教學中心辦理成績登錄後，繼續參加同一種本校認可的正式英語檢定考試，成績進步且

http://etc.nsysu.edu.tw/ezfiles/221/1221/img/1155/686074446.pdf
http://etc.nsysu.edu.tw/ezfiles/221/1221/img/1155/68607444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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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相當多益測驗550分（含）以上，始能參加本認證。是故，第一次報考校外英檢，測驗

成績就達到相當多益550分者，無法持該測驗成績單登記參加「英語學習歷程認證」計畫。 

7. 問：是否可以拿大學入學前報考的英檢成績單認證「英語文能力標準」？ 
答：認證時所檢具的英檢成績單時效以測驗日起算兩年內或大學就讀期間內所報考的英檢

為準。例如同學在高二升高三的暑假參加英檢考試且成績達到本校「英語文能力標準」，

那麼同學在大一學年結束前(請注意兩年時效)均可檢具該成績單辦理認證。 
8. 問：如何查詢自己的認證審核是否通過？ 

答：同學可以上英語文能力標準鑑定系統登入查詢。           
      http://selcrs.nsysu.edu.tw/EngTest/ 

 
 
 
 
 
 
 
 
 
 
 
 
 
 
 
 
 

洽詢單位：英語文教學中心 (文 LA3006) 

電話：07-5252000 ext.3214 

傳真：07-5253200 

Email: onlinelearning@mail.nsysu.edu.tw 

網址：http://etc.nsysu.edu.tw/bin/home.php 

 
 

http://selcrs.nsysu.edu.tw/EngTest/
http://etc.nsysu.edu.tw/bin/hom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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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英語學習歷程認證」計畫實施要點 

（100 學年度起非外文系入學學生適用） 
 

100.11.30 英語文教學中心 100 學年度第一次英語文教學中心會議通過 

101.01.05 文學院 100 學年度第二次院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依據「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英文能力培育辦法」之附件「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

生英語文能力標準」第七條訂定本實施要點（以下稱本要點）。本認證計畫（以下稱

本認證）之規劃與執行單位為本校英語文教學中心（以下稱本中心）。 
 
第二條 未通過學士班英語文能力標準者，須至本中心辦理成績登錄後，繼續參加同一種本

校認可的正式英語檢定考試，成績進步且達相當多益測驗 550 分（含）以上，始能

參加本認證。欲參加者最遲須於大三下學期開學 3 週內向本中心提出申請，本中心

將發放英語學習歷程認證計畫專用護照。開放申請時間另行公告。 
 
第三條 學士班學生於申請參加本認證之後，在學期間參加下列英語學習相關之活動且達標

準者，得獲得相對應之認證點數： 
 一、參加同一種本校認可之校外英檢考試兩次且成績進步者獲得 20 點。 

二、修讀本校開設之英語授課課程成績及格者獲得 20 點，該課程不含學生應修畢之

通識「英語文」課程。 
    三、參加下述不分類之英語自學相關活動者依自學園護照章戳累計記點，1 章戳 1

點： 
  （一）參加自學園每學期舉辦之自學講座。 
  （二）參加英語小老師諮詢。 

    （三）於自學園使用設施：使用電腦語言學習軟體、進行線上學習、閱讀英語

文學習與考試測驗書籍。 
    （四）於 L 棟宿舍英語學習中心使用設施：使用電腦語言學習軟體、進行線上

學習、閱讀英語文學習與考試測驗書籍。 
  （五）參加 English Corner 由外籍生帶領之英語討論會。 

四、須至英語系國家參加海外密集課程，遊學打工或相關交換學習活動，回程後繳

交護照紀錄證明及英語心得報告 3 篇，每篇至少 150 字。以上獲得 20 點。 
 五、參加校內外英語文相關競賽者，獲得 5 點，得獎者，再加 10 點。 
 
第四條 每學期總點數最多 40 點，於大四畢業前累計滿 60 點視同通過本校「英語文能力標

準」。欲認證者需於學期結束 3 週內持專用護照與相關證明文件主動至本中心辦理認

證，否則點數不予採計。 

 

第五條 本要點經本中心任務編組會議與院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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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英文能力培育辦法 

（103學年度起入學學生適用） 

103.03.05 英語文教學中心102學年度第3次中心會議修正通過 
103.04.29 人文社會組102學年度第2次組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 

                                        103.05.13 通識中心102學年度第4次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103.06.10 本校第140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入學本校學士班學生畢業前，需依規定修畢「語文課程：英語文」領域課程四學分

（未經開課單位核准者不得跳級修習），並通過本校「英語文能力標準」（如附件1），
方得畢業。 

第二條  適用對象：本規定適用於本校非外文系之全體學士班學生含當學年度入學之轉學生

和外籍生，外文系學生另訂之。 

第三條  分級方式： 
一、 依學生當學年度入學管道之學科能力測驗、或指定項目考試英文成績標準分

級。 
二、 資優生、轉學生、僑生、外籍生入學及上學年度保留學籍重新入學者，由本校

統一予以學科能力測驗或指定項目考試相關試題測驗後分級。 
三、 未依規定參加分級測驗學生，一律分入英文初級課程。 

第四條  課程分級： 
英文初級課程：  

‧入學考試英文成績未達均標者。 
英文中級課程： 

‧入學考試英文成績為均標以上（含）未達前標者。 
‧修習英文初級課程學期成績及格者。 

英文中高級課程： 
‧入學考試英文成績為前標（含）以上未達前10%者。 
‧修習英文中級課程學期成績及格者。 

英文高級課程： 
‧入學考試英文成績為前10%（含）以上者。 
‧修習英文中高級課程學期成績及格者。 

分級變更： 

‧尚未修讀所分配之課程級別前，若學生具有未過期（測驗日起算兩年內）之

英文檢定成績單正本，可於入學後第一學年之上或下學期加退選結束前，持

該文件至外文系申請變更英語文課程級別。逾時申請者應依規定修習已分到

之級別。成績標準如下：變更為英文中級者須達多益550分（含）以上或相對

應之其他正式英文檢定標準；變更為英文中高級者須達多益600分（含）以上

或相對應之其他正式英文檢定標準；變更為英文高級者須達多益700分（含）

以上或相對應之其他正式英文檢定標準。申請變更級別者僅限一次且僅限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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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至更高級別。 
 

第五條  修課規定： 
一、 學生應依規定修畢英文中高級以上課程，且修課成績及格，所修得之學分數，

方計為「語文課程：英語文」領域4學分。 

二、 英文初級課程為0學分課程。入學時若分至英文初級，畢業前應逐級依序修畢

英文初級、中級以及中高級課程；若分至中級，畢業前應逐級依序修畢英文中

級以及中高級課程；若分至中高級，畢業前應逐級依序修畢英文中高級以及高

級程；若分至高級，應依行事曆於抵免期限前，檢具大學入學考試成績單（若

無前項成績單者，請持未過期（測驗日起算兩年內）之英文檢定成績單正本）

至通識教育中心辦理英文中高級學分抵免，並於畢業前修畢英文高級課程，且

修課成績及格，修得之學分數，方計為「語文課程：英語文」領域4學分。申

請抵免中高級英語文課程學分對象僅限入學時被分至英文高級或依第四條規

定，申請分級變更至英文高級並獲核可者。 

三、顛倒修習、未經開課單位同意逕自跳級修課，經開課單位認定後，所修學分不

予採計為英語文課程學分。 

四、任課教師得視學生修課狀況，推薦英文程度優異學生於學期結束前向外文系申

請跳級修習，經外文系核可後，得於新學期跳級修習。未經外文系核可，逕自

跳級修課者，該修得之學分，不予計入「語文課程：英語文」領域學分。跳級

標準如下：初級跳至中高級須達多益600分（含）以上標準以及學期成績等第

A(百分制85分)（含）以上；中級跳至高級須達多益700分（含）以上標準以及

學期成績等第A(百分制85分)（含）以上。 

第六條  抵免規定：學生入學前，或在修課期間，如已通過本校訂定之相當於全民英檢中高

級複試之「英語文課程抵免標準」（如附件2），可依行事曆於抵免申請期限前，檢

具未過期（測驗日起算兩年內）之英文檢定成績單正本，至通識教育中心申請抵免

「語文課程：英語文」領域課程4學分，逾時該學期已選修之課程仍應依規定修習。 

第七條  免修規定： 
一、 英語系國家，英國、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愛爾蘭、南非等國以英語

為母語之外籍生得檢具證明文件（護照及中學(含)以上成績單）提出免修申請。 

二、 本條第一項所述學生不適用第六條規定。 

第八條 課程設計：本校「語文課程：英語文」領域課程，分為四學期四級開授，各級之課

程目標（如附件3）。學生須依第五條規定逐級依序修畢應修級數課程，且學期成績

及格，方計入「語文課程：英語文」領域課程4學分。 

第九條 本辦法經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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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英語文能力標準 

（103學年度起入學學生適用） 
 

103.03.05英語文教學中心102學年度第3次中心會議修正通過 
103.04.29人文社會組102學年度第2次組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 
103.05.13通識中心102學年度第4次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103.06.10 本校第140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標準： 

 

考 試 類 別 及 格 標 準 

多益測驗 (TOEIC) 600 分(含)以上 

國際英語能力測驗 (IELTS) 5 級(含)以上 

托福網路化測驗 (TOEFL-iBT) 61 分(含)以上 

全民英檢 (GEPT) 中高級初試(含)以上 

托福紙筆測驗 (TOEFL ITP) 500 分(含)以上 
 

二、以英文檢定成績辦理英語文課程抵免申請審核通過者，視同通過本校「英語文能力標準」

規定，但仍須辦理「英語文能力標準」認證。 
 

三、「英語文能力標準」認證程序：通過「英語文能力標準」任一標準者，需自行上教 務
處鑑定系統登錄並列印認證程序單，持認證程序單、學生證、有效期限內(測驗日起算
兩年內或大學就學期間所參加之英檢並通過本標準)之測驗成績單正本以 及影本（正
本驗證後歸還）於每學期開學後 3 週內至外文系審核辦理，核章後送回 教務處註冊組
存查。 

 

四、未通過本標準認可之任一標準者，須持在學時之英文檢定成績單至外文系辦理成績 登
錄後，得選用以下一種補救辦法： 
（一）參加本校校內英文能力鑑別測驗，通過標準（由外文系訂之）者，視同通過 本

校「英語文能力標準」。 
（二）修畢本校「進修英文課程」且成績及格者，視同通過本校「英語文能力標準」。 
（三）繼續參加同一種本校認可的正式英語檢定考試，成績進步且達相當多益測驗 

550分(含)以上者，可參加「英語學習歷程認證計畫」，完成規定者，視同通 過
本校「英語文能力標準」。 

 

五、報名參加校內英文能力鑑別測驗或修習「進修英文課程」者需付費，低收入戶學生 得
憑證明文件核予免費。 

 

六、「進修英文課程」為零學分課程，「英語學習歷程認證計畫」結合網路自學以及英語自

學活動，實施方式由外文系訂之。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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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英語文課程抵免標準 
(103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適用) 

 
103.03.05英語文教學中心102學年度第3次中心會議修正通過 
103.04.29人文社會組102學年度第2次組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 
103.05.13通識中心102學年度第4次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103.06.10 本校第140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凡通過下列語言測驗門檻之一者，得抵免英語文課程： 

考 試 類 別 及 格 標 準 

全民英檢 (GEPT) 中高級複試(含)以上 

托福紙筆測驗 (TOEFL ITP) 527 分(含)以上 

托福網路化測驗 (TOEFL-iBT) 71 分(含)以上 

多益測驗 (TOEIC) 750 分(含)以上 

國際英語能力測驗 (IELTS) 5.5 級(含)以上 
（參照行政院公告公務人員英語檢測陞任評分計分標準對照表或托福成績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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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課程：英語文」各級課程目標 
（103學年度起入學學生適用） 

 
103.03.05英語文教學中心102學年度第3次中心會議修正通過 
103.04.29人文社會組102學年度第2次組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 
103.05.13通識中心102學年度第4次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103.06.10 本校第140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英文初級 課程目標 

課 堂 英 語 文 能 力  
測驗 (EDI) 

完 成 此 級 數 後 ， 期 望 學 生 的 課 堂 英 語 文 能 力 測 驗

(English Development Indicator)能達到相當多益考試成績475到525
分。 

閱讀技能 1. 能讀懂與熟悉議題相關的短篇文章。 
2. 能運用基礎閱讀策略了解文章大意及基本文法架構。 

聽力技能 1. 能大致聽懂與熟悉議題相關的短篇對話內容。 
2. 能運用基礎聽力策略大致了解主旨、情境及目的。 

寫作技能 1. 能寫出完整句子。 
2. 能應用基本句型及字彙寫一段與熟悉議題相關的段落。 

口說技能 1. 能運用片語及簡短句子來進行基礎對話。 
2. 能利用課堂中所學的基本口說策略進行簡單對談。 

 
 

英文中級 課程目標 

課 堂 英 語 文 能 力  
測驗 (EDI) 

完 成 此 級 數 後 ， 期 望 學 生 的 課 堂 英 語 文 能 力 測 驗

(English Development Indicator)能達到相當多益考試成績525到575
分。 

閱讀技能 

1. 能讀懂與熟悉及感興趣議題相關的中篇文章。 
2. 能大致掌握文法架構及根據上下文做出正確的文法選擇。 
3. 能運用閱讀策略找出段落主旨、了解文章細節並根據讀懂之內

容作簡單推論。 

聽力技能 1. 能聽懂與熟悉及感興趣議題相關的中篇對話及短篇文章。 
2. 能運用聽力策略了解其主旨及細節，並進行簡單推論。 

寫作技能 1. 能寫一段文意連貫的段落。 
2. 能運用基礎寫作策略來思考及組織段落內容。 

口說技能 
1. 能針對聽懂或讀懂的內容做相關的口頭回應。 
2. 能運用口說策略簡短描述並解釋其感興趣與熟悉之相關議

題，並在未經準備的情況下參與相關討論。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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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中高級 課程目標 

課 堂 英 語 文 能 力  
測驗 (EDI) 

完 成 此 級 數 後 ， 期 望 學 生 的 課 堂 英 語 文 能 力 測 驗

(English Development Indicator)能達到相當多益考試成績575到625
分。 

閱讀技能 

1. 能讀懂具體主題之中篇文章。 
2. 能運用習得之文法概念來強化對文意之理解。 
3. 能運用閱讀策略辨識文章論點，整合文內相關資訊，進行適切

的推論。 

聽力技能 1. 能聽懂具體主題之中長篇對話及中篇文章。 
2. 能運用聽力策略來理解主旨、細節及語氣，並進行適切推論。 

寫作技能 1. 能寫一篇文意連貫及結構嚴謹的三段式短文。 
2. 能運用寫作策略來思考及組織文章內容。 

口說技能 
1. 能簡短重述及解釋聽懂或讀懂的內容，並做適切的口頭回應。 
2. 能運用口說策略，針對其感興趣與熟悉之相關主題進行簡短口

頭報告。 
 
 

英文高級 課程目標 

課 堂 英 語 文 能 力  
測驗 (EDI) 

完 成 此 級 數 後 ， 期 望 學 生 的 課 堂 英 語 文 能 力 測 驗

(English Development Indicator)，達到相當多益考試成績625到700
分。 

閱讀技能 

1. 能讀懂具體及抽象主題之中長篇文章。 
2. 能了解較複雜及不常見之文法結構。 
3. 能運用閱讀策略來提昇閱讀速度，連結相關文章資訊，進行適

切推論。 

聽力技能 
1. 能聽懂具體及抽象主題之長篇對話及中長篇文章。 
2. 能運用聽力策略來擷取重點，分辨及理解隱含意義，並進行適

切推論。 

寫作技能 
1. 能寫一篇論點明確及邏輯通順的三段式論述短文。 
2. 能運用寫作策略來來思考及組織文章內容與細節，強化文章論

點。 

口說技能 

1. 能重述及詳細解釋聽懂或讀懂的內容，並對聽懂或讀懂的內容
發表較深入的回應。 

2. 能運用口說策略，針對指定的議題進行口頭報告，並援用資料

來佐證所提出之意見。 
 

 



詞彙 分級變更 跳級 畢業門檻認證

定義
學生持正式英文檢定成績單申

請變換英語文課程級別。

學生修畢分到的英語文課程級

別，並於學期末經授課老師推

薦申請修讀比原修畢級別高兩

級的級別。

學生進入英語文標準鑑定系統

登錄正式英文檢定成績，並且

持相關文件至英語文教學中心

辦理認證。

適用對象 97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100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101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100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100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否 否 否

要修畢所換之級別且成績及格 要修畢所跳之級別且成績及格 為學士班學生之英文畢業門檻

，學生於畢業前必須辦理認

證。

http://selcrs.nsysu.edu.tw/EngTest

申請期間
入學後第一學年

上下學期加退選結束前

修讀英語文課程期間

按每學期公告時間辦理

大學四年內

按每學期公告時間辦理

＊限尚未修讀英語文課程前申

請

＊僅限修畢初級跳至中高級與

修畢中級跳至高級

＊須持測驗日起算兩年內有效

期限英檢成績單辦理

＊須持測驗日起算兩年內有效

期限英檢成績單辦理

＊學生只能往上換級，不得往

下

＊學生只能往上跳級，不得往

下

＊抵免中高級：僅限入學時被

分至高級或依規定辦理分級變

更後被分至高級課程者辦理。

「英文能力培育辦法」詞彙比較

標準

100學年度(含)起入學：

多益750分

托福網路71分

托福紙筆527分

雅思5.5級

全民英檢中高級複試通過

101學年度(含)起入學：

英檢成績相當多益測驗分數

換至英文中級：550分

換至英文中高級：600分

換至英文高級：700分

初級跳至中高級：

英檢成績相當多益測驗600分

(含)以上與學期成績85分(含)

以上

中級跳至高級：

英檢成績相當多益測驗700分

(含)以上與學期成績85分(含)

以上

100學年度(含)起入學：

多益600分

托福網路61分

托福紙筆500分

雅思5級

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通過

抵免

97-99學年度入學：

多益700分

托福網路測驗68分

托福紙筆測驗520分

托福電腦測驗190分

雅思測驗5級

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通過

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320分

外語能力測驗230分

劍橋大學國際商務英語能力測

驗第3級

劍橋大學英語能力認證分級測

驗第1級

大學四年內

按每學期公告時間辦理

學生須
1
上網登錄確認成績、

2

列印認證程序單後
3
持測驗日

起算兩年內有效期限英檢成績

單或大學就讀期間英文檢定

成績單至英語文教學中心辦

理。

學生持正式英文檢定成績單或其他相關文件申請，可得到英

語文課程學分。

是是否得到學分

條件限制

須持測驗日起算兩年內有效期

限英檢成績單

或

依[中山大學辦理學生抵免學

分辦法]辦理

須持測驗日起算兩年內有效期

限英檢成績單

或

大學入學考試成績單 (僅限入

學時被分至高級班學生)

或

 依[中山大學辦理學生抵免學

分辦法]辦理



進修英文 英語學習歷程認證計劃 校內英文能力鑑別測驗

對象

限制

大學就學期間曾參加過正式英文檢定

測驗，未達本校英語文能力畢業標準

者，方可修習本課程。

未通過學士班英語文能力標準者，須至英語文教學中心辦理成績登錄後，

繼續參加同一種本校認可的正式英語檢定考試，成績進步且達相當多益測

驗550分（含）以上，始能參加本認證。

大學就學期間曾參加過正式英文檢

定測驗，未達本校英語文能力畢業

標準者，方可報考。

學期間/暑假 學期間 每學期一次

*配合學校選課期間

*欲參加者最遲須於大三下學期開學3週內向英語文教學中心提出申請。

*認證者需於學期結束3週內持專用護照與相關證明文件主動至英語文教學

中心辦理認證，否則點數不予採計。

*依英語文教學中心公告為準

通過標準

修畢本校「進修英文課程」且成績及

格者，視同通過本校「英語文能力標

準」。

繼續參加同一種本校認可的正式英語檢定考試，成績進步且達相當多益測

驗550分(含)以上者，可參加「英語學習歷程認證計畫」，完成規定者，視

同通過本校「英語文能力標準」。

參加本校校內英文能力鑑別測驗，

通過標準（由外文系訂之）者，視

同通過本校「英語文能力標準」。

是 否 是

依當學年度文學院大學部

三學分費標準辦理。

100學年度第2學期為例

1,010元x3 =3,030元

第一次測驗免費，

第二次起每次測驗費用500元。

執行方式

實體課程，學期課，每週3小時。 一、參加同一種本校認可之校外英檢考試兩次且成績進步者獲得20點。

二、修讀本校開設之英語授課課程成績及格者獲得20點，該課程不含學生

        應修畢之通識「英語文」課程。

三、參加下述不分類之英語自學相關活動者依自學園護照章戳累計記點，

        1章戳1點：

        （一）參加自學園每學期舉辦之自學講座。

        （二）參加英語小老師諮詢。

        （三）於自學園使用設施：使用電腦語言學習軟體、進行線上學習、

                    閱讀英語文學習與考試測驗書籍。

        （四）於L棟宿舍英語學習中心使用設施：使用電腦語言學習軟體、

                    進行線上學習、閱讀英語文學習與考試測驗書籍。

        （五）參加English Corner由外籍生帶領之英語討論會。

四、須至英語系國家參加海外密集課程，遊學打工或相關交換學習活動，

        回程後繳交護照紀錄證明及英語心得報告3篇，每篇至少150字。

        以上獲得20點。

 五、參加校內外英語文相關競賽者，獲得5點，得獎者，再加10點。

＊每學期最多僅採計40點。

紙筆測驗。

大學就學期間曾參加過正式英文檢定測驗，未達本校英語文能力畢業標準者。

時間

收費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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