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共同英文」修習要點
101 年 10 月 17 日 101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102 年 12 月 18 日 102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審議修訂通過
104 年 05 月 27 日 103 學年度第 3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6 年 4 月 26 日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本校學生之英語文能力，特訂定「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共同英文修習要點」。
二、本校學生在學期間必修共同英文六學分，分為英文(一)、(二)、(三)各兩學分，且
須依序修習。
三、本校大一新生依測驗成績進行英文（一）、英文（二）課程之分班，由高至低分為
四級：進階、中高、中初及初級。大一新生於第一學期開學後二週內得視其英語文
程度及課堂學習情形，並經任課教師同意後申請轉班，轉班限轉入不同程度之級
別，同一級別間不得轉班，第二學期不得申請轉班。英文（一）、英文（二）課程
之分班、轉班及加選由共同教育委員會外文教育組統一辦理。英文（三）則由學生
自行選課。
四、本校共同英文免修標準如下：
(一)母語為英語或畢業自英語授課學校之外籍生及僑生(必要時，須經本校英語能
力檢測通過)，得免修英文（一）
、英文（二）及英文（三）
。
(二)達到以下檢核標準其中一項之本校學生得免修英文（一）及英文（二）
。
1.CEF 語言能力參考指標 B2 (高階級)
2.通過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中高級複試
3.托福 TOEFL iBT 92（含）以上
4.國際英語測驗(IELTS)6.5 級(含)以上
5.英國劍橋大學國際英文認證 (Cambridge Certificate) 3 級 FCE Grade B(含)
以上
6.多益測驗(TOEIC)聽力及閱讀 850（含）以上，且口說及寫作 300 分（含）以
上
7.大學入學考試「指定科目考試」英語科成績 92 分(含)以上
8.「學科能力測驗」成績達 15 級分並於大學入學考試中心「高中英語聽力測驗」
獲得 A 級分
(三)達到以下檢核標準之本校學生得免修英文（一）、英文（二）及英文（三）。
1.CEF 語言能力參考指標 (流利級)
2.通過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高級複試
3.托福 TOEFL iBT 110（含）以上
4.國際英語測驗(IELTS)7.5 級(含)以上
5.英國劍橋大學國際英文認證(Cambridge Certificate) CAE Grade B(含)以上

6.多益測驗(TOEIC)聽力及閱讀 945（含）以上，且口說及寫作 360 分 （含）
以上
五、符合第四點資格者，須於入（轉）學當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學前一週至開學後一週內，
持近三年之相關證明文件，向各相關單位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並須依規定修
習共同英文課程。
六、申請免修並經審核通過之共同英文課程，其學分可計入畢業學分；如已加選，應自
行於選課系統退選該科目，逾期將由教務處統一刪除。
七、英語系學生之共同英文課程另訂之。
八、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免修「共同英文(一)、英文(二) 及英文（三）課程」申請表
Application Form for Waiving Freshman English and Sophomore English, NTNU
申請日期 Date of Application：

中文姓名 Chinese Name

學號 Student No.

英文姓名 English Name

聯絡電話 Telephone No.

學系 Department

電子郵件 E-mail

年(yyyy)

月(mm)

日(dd)

申請免修科目 Course to be waived □英文（一）、英文（二）共 4 學分

□英文（一）
、英文（二）及英文（三）共 6 學分

請勾選其一 Check one

Freshman English and Sophomore English (6 credits in total)

Freshman English (4 credits in total)

共同英文免修資格
※請於下表勾選您所具之免修資格。Please select number 1 or 2 below.

一、 近三年通過以下英語能力檢核標準者，可免修英文(一) 暨英文（二）或英文(一)、英文（二）暨英文(三)。
1.

Students having the following qualifications(within 3 years) can waive either Freshman English or Freshman English and Sophomore English.

符合免修英文英文(一) 暨英文（二）
之條件 Criteria for waiving Freshman English

符合免修英文(一)、英文（二）及
英文(三)之條件 Criteria for waiving

□ B2(高階級)

□ C1(流利級)

Level B2

Level C1

各項英語能力檢核標準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

(1) CEF 語言能力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CEF)

(2)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

□ 中高級複試

General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GEPT)

High-Intermediate level, second stage

(3) 托福 TOEFL iBT

□ 92（含）以上

TOEFL Internet-Based Test

with a minimum score of 92 points

(4) 國際英語測驗(IELTS)

□ 6.5 級(含)以上

International English Language
Testing System (IELTS)

(5) 英國劍橋大學國際英文認
證(Cambridge Certificate)

Level 6.5 and above

□ 3 級 FCE Grade B(含)以上
Cambridge First Certificate in English (FCE):
Grade B and above

Test of Cambridge Certificate

(6) 多益測驗(TOEIC)
Test of English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OEIC)

(7) 大學入學考試「指定科目
考試」
(8) 大學入學學科能力測驗

□ 聽力及閱讀 850（含）以上，且
口說及寫作 300 分（含）以上
With a minimum score of 850 for Listening and
Reading tests and a minimum score of 300 for
Speaking and Writing tests.

Freshman English and Sophomore English

發證日期
Date of issue
(within 3 years)

□ 高級複試
Advanced level, second stage

□ 110（含）以上
with a minimum score of 110 points

□ 7.5 級(含)以上
Level 7.5 and above

□ CAE Grade B(含)以上
Cambridge Certificate in Advanced
English (CAE): Grade B and above

□ 聽力及閱讀 945（含）以上，且
口說及寫作 360 分（含）以上
With a minimum score of 945 for
Listening and Reading tests and a minimum
score of 360 for Speaking and Writing tests.

□ 英語科成績 92 分(含)以上
□ 「學科能力測驗」英文成績達 15
級分，並於大學入學考試中心「高
中英語聽力測驗」獲得 A 級分

二、 母語為英語或畢業自英語授課學校之外籍生及僑生可免修英文(一)
英文（二）以及英文（三）(必要時，須經本校英語能力檢測通過)
2. 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 or students who are graduates of an English-medium high school can waive
both Freshman English and Sophomore English. (If needed, the students have to take the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 held by NTNU.)

審核結果 Results
共同教育委員會外文教育組

□ 以英語為母語
Native speaker of English

□ 畢業自英語授課學校
Graduate of an English-medium school

註冊組

教務長

Division of Registry

Dean of Academic Affairs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Division

□ 同意該生免修英文（一）暨英文（二）
Agree the student can waive Freshman English

□ 同意該生免修英文（一）
、英文（二）暨英文（三）
Agree the student can waive both Freshman English and Sophomore English

□ 未達免修檢核標準，擬不同意。
The student is not qualified to waive either Freshman English or Freshman and Sophomore
English.

審核：

備註
Note

主任核章：
1、 符合以上資格者，須於入（轉）學當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學前一週至開學後一週內，持近三年之相關證明文件正本及影本各一份(正本驗後歸
還）
，向各相關單位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並須依規定修習語文通識英文課程。Students who are qualified must apply for the waiver in the first
week before the school starts and one week after the school starts of the first semester (Fall semester). Please offer the original copy and one
photocopy for verification. Late applications will not be accepted. Students who did not apply for the waiver must take Freshman and Sophomore
English according to the regulations.
2、 本國生符合上述各項英語能力檢核標準者，需檢附及格證書等相關證明文件正本及影本各一份。Local students who are qualified must attach the
original copy and one photocopy of the certificate for verification.
全
3、 本校外籍生及僑生如符合(1)以英語為母語者，需檢附護照影本。(2)畢業自英語授課學校者，需檢附護照影本、原英語授課學校畢(結)業證書
及成績單正本。本申請表，經教務長核定後，正表由註冊組收存及註記，並複印申請表乙份經系所轉發申請同學妥善留存。
文
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 must attach copy of passport. Passport must also be presen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English. Graduate of an English-medium
school must attach official transcript (in English), photocopy of high school diploma, and photocopy of passport.
完
4、 如本學期申請免修科目完成後，請自行於選課系統退選該免修課程，逾加退選期間，將由教務處統一刪除完成免修之科目。
If you finish your waiver application, please drop your course on the system. If you don’t finish this by the last day of add/drop, office of academic
affairs will delete the course you waive automatical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