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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學生抵免英文（一）、英文（二）課程實施要點
106.05.05 105 學年度第 2 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106.07.25 處秘法字第 1060000040 號函公布

一、為使本校英語文能力優異之非英文學系學生有機會抵免英文（一）
、英文（二）課程，充
分運用教育資源，特訂定淡江大學學生抵免英文（一）
、英文（二）課程實施要點（以下
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學生（英文系除外）符合下列條件之一者，得於每學期開學後填寫「淡江大學學生
抵免英文（一）、英文（二）課程申請表」向英文系申請抵免英文（一）、英文（二）課
程：
(一)抵免英文（一）、英文（二）
1.日間部大一新生學測英文 15 級分或指考英文成績為大考中心成績前 5%。
2.全民英檢(GEPT)中高級複試以上。
3.多益測驗(TOEIC) 800 分以上。
4.托福網路測驗(TOEFL iBT) 85 分以上。
5.國際英語測驗(IELTS) 6.5 級以上。
6.劍橋大學英語能力認證分級測驗(Cambridge Main Suite) Certificate in Advanced
English (CAE)以上。
7.劍橋大學國際商務英語能力測驗(BULATS) ALTE Level 4 以上。
8.境外生、駐外人員子女，得持相關英文程度證明文件提出申請。
(二)抵免英文（一）
1.日間部大一新生學測英文 14 級分或指考英文成績為大考中心成績前 10%。
2.全民英檢(GEPT)中高級初試以上。
3.多益測驗(TOEIC) 750 分以上。
4.托福網路測驗(TOEFL iBT) 80 分以上。
5.國際英語測驗(IELTS) 6 級以上。
6.劍橋大學英語能力認證分級測驗(Cambridge Main Suite) First Certificate in
English (FCE)以上。
7.劍橋大學國際商務英語能力測驗(BULATS) ALTE Level 3 以上。
三、上列核准抵免英文（一）、英文（二）課程者，可計入畢業學分數內。
四、本要點經外語學門課程委員會議、通識教育課程委員會議並提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
核定後，自公布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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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學生抵免「英文（一）」、「英文（二）」課程申請表
Tamkang University Application Form for Waiving English I and English II
申請日期 Date of Application：

年Y

月M

日D

□我已閱讀且同意本校「個人資料蒐集、處理及利用告知聲明」
（已公告於本系網頁下方之「個人資料告知聲明」
）
。I have read
and agreed to the "Collection and Use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policy, as announced at the English Department Website.
姓名 Name

學號 Student No.

學系 Department

年級 Year

電話（手機）Mobile

電子郵件信箱 E-Mail

班別 Class

※請勾選下列抵免條件，並附上成績單或證書，正本與影本各 1 份（正本將於驗證後歸還，影本請裝訂於第 2 頁）。請於
每學期開學後提出申請。Please check the appropriate box below with the original and Xerox copies of transcripts/certificates,
and apply at the start of each semester.
□抵免「英文（一）
」、

□日間部大一新生學測英文 15 級分或指考英文成績為大考中心成績前 5%。Non-English

「英文（二）」

majors with the grade of level 15 in English in the General Scholastic Ability Test or a test

Waiving English I and II

score in English ranking within the top 5% in the Advanced Subjects Test.

※審核通過者，如已選課（含

□全民英檢(GEPT)中高級複試以上。GEPT high-intermediate level second stage or above.

學生自選與校方代選）
，將由

□多益測驗(TOEIC) 800 分以上。TOEIC score 800 or above.

教務處逕行退選課程。Those

□托福網路測驗(TOEFL iBT) 85 分以上。TOEFL iBT 85 or above.

who have been verified to

□國際英語測驗(IELTS) 6.5 級以上。IELTS 6.5 or above.

waive the credits of English I

□劍橋大學英語能力認證分級測驗(Cambridge Main Suite) Certificate in Advanced English

and II, the course(s) selected
by them or the school
authorities will be directly
dropped by the Office of
Academic Affairs.

(CAE)以上。Cambridge Main Suite CAE or above.
□劍橋大學國際商務英語能力測驗(BULATS) ALTE Level 4 以上。BULATS ALTE Level 4
or above.
□外籍生、駐外人員子女，得持相關英文程度證明文件提出申請。International students,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or students from families in the diplomatic service are allowed to
waive English I and II with valid certificates of English proficiency.

□抵免英文（一）
Waiving English I
※審核通過者，如已選課（含

□日間部大一新生學測英文 14 級分或指考英文成績為大考中心成績前 10%。Non-English
majors with the grade of level 14 in English in the General Scholastic Ability Test or a test
score in English ranking within the top 10% in the Advanced Subjects Test.

學生自選與校方代選）
，將由

□全民英檢(GEPT)中高級初試以上。GEPT high-intermediate level first stage or above.

教務處逕行退選課程。Those

□多益測驗(TOEIC) 750 分以上。TOEIC score 750 or above.

who have been verified to

□托福網路測驗(TOEFL iBT) 80 分以上。TOEFL iBT 80 or above.

waive the credits of English I,

□國際英語測驗(IELTS) 6 級以上。IELTS 6 or above.

the course selected by them or

□劍橋大學英語能力認證分級測驗(Cambridge Main Suite) First Certificate in English (FCE)

the school authorities will be
directly dropped by the Office
of Academic Affairs.

以上。Cambridge Main Suite FCE or above.
□劍橋大學國際商務英語能力測驗(BULATS) ALTE Level 3 以上。BULATS ALTE Level 3
or above.

英文系審查 Approval of Department of English
□符合申請資格 Approved
□不符合申請資格 Disapproved

（承辦人簽章 Case Staff）

（英文系主任簽章 Chair of Eng. Dep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