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 學年度學士班大一暨大二英文免修申請注意事項
Freshman and Sophomore English for Non-English Majors (FENM/SENM)
Course Waiver Policy for 2015-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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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7 日英語中心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月 21 日英語中心中心會議通過
月 12 日英語中心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月 19 日英語中心中心會議修正通過

學系：英語中心
英語中心
Department : The English Language Center
辦理方式：

方式一：
方式一：審查

Application Options:

Option 1: Paper review

方式二：
方式二：審查及甄試
Option 2: Paper review and test

審查方式 Paper Review
申請時間:

9 月 9 日至 9 月 18 日

Application Period:

September 9 – September 18, 2015
限 104 學年度入學之學士班大一新生及轉學生
2015-2016 Freshmen and transfer students （外文系學生除
外 FLLD students not included )

申請資格：
Eligible Students:

免修申請應備資料： 申請表及相關證書或成績單
Required
Documents:

1. Application form
2. Supporting documents (test-results, certificates, or
diplomas)
(e.g., test reports/certificates or diplomas)
兩種方式擇一：Choose one of the following two options:
方式一（
方式一（審查）：
審查）：具備下列任一種證書者，得申請免修大一暨大二
）：
英文。

免修條件：
Waiver
Requirements:

Option 1 (Paper Review): Students must have an official score result
from one of the following exams.
1. 全民英檢測驗 (GEPT)中高級初試與複試（含）以上；
GEPT-High Intermediate First and Second Stage or above
2. 網路托福測驗 (IBT) 80 分（含）以上；
TOEFL iBT test score 80 or above
3. 多益測驗 (TOEIC) 780 分（含）以上；
TOEIC score 780 or above
4. 國際英語測試（IELTS）6 級（含）以上；

IELTS band score Band 6 or above
5. 外語能力測驗 (FLPT) 英文三項筆試總分 240 分（含）以上；
FLPT English score 240 or above
6. 劍橋大學英語能力認證分級測驗 (CMS) FCE（含）以上；
Cambridge Main Suite FCE or above
7. 劍橋大學國際商務英語能力測驗 (BULATS) ALTE Level 3（含）以上；
BULATS score ALTE Level 3 or above
8. 安格國際英檢 (Anglia Ascentis) Advanced（含）以上。
Anglia Ascentis Advanced or above.

方式二（
方式二（審查及甄試）：
審查及甄試）：具備下列任一種條件，且大一英文分級測
）：
驗成績在前 10%之學生，始可免修。
Option 2 (Paper Review & Test): Students who have one of the
following qualifications and score in the top 10 % of the FENM
Placement Exam are eligible to apply:
1. 指定科目考試英語科成績 80 分（含）以上；
Scoring 80 points or above on the Department Required Test (指考)
2. 學科能力測驗英語科成績達 14 級分；
Scoring Level 14 or above on the General Scholastic Ability Test
3. 具有在國內外以全英語為授課之高中文憑。
Foreign accredited high-school diploma from an English-language
institution

甄試方式: 大一英文分級測驗
Test: FENM Placement Examination
甄試時間：

9月8日（二）下午3：00 – 4：30

Test Time:

Tuesday, Sep. 8, 15:00 – 16:30

甄試地點：

中正堂（CKS）及社科院大樓（SS-Building）

Test Site:

CKS Memorial Auditorium & SS-Building

甄試內容：

筆試：包括文法、閱讀、聽力三部分。

Test Components:

Written Test: Grammar, Reading, and Listening

注意事項：

一、 申請對象：104 學年度入學之大一新生及轉學生（外文系學生
除外）。

Important Notes:

Applicants: 2015-2016 freshmen and transfer students only
(FLLD students not included)

二、 大一暨大二英文免修申請表下載：申請表請洽課務組。
Application form available at the Studies Office
(http://academic.thu.edu.tw/)
三、 所有大一暨大二英文免修申請者（含方式一及方式二申請
者），請於 9 月 9 日至 9 月 18 日期間至英語中心辦公室
（LAN106）繳交申請資料（含大一暨大二英文免修申請表及
相關證書或成績單影本），並持證書或成績單正本
正本進行驗證，
正本
以確定免修資格。逾期未辦理驗證者，取消免修資格。
All application forms along with the supporting documents are
due to the ELC office (LAN 106) between September 8-18,
2015.
四、 所有大一暨大二英文免修申請者仍皆須參加大一英文分級測
驗，其免修資格依前述方式一、方式二之免修條件規定。
ALL applicants must take the FENM Placement Exam.
五、 甄試考（大一英文分級測驗）定於 9 月 8 日（週二）下午 3
時至 4 時 30 分，在本校中正堂及社科院大樓舉行，試場將於
測驗前一週公告於英語中心網站。應考學生請攜帶本校學生
證以備查驗。
The FENM Placement Exam is scheduled for Sep. 8 (Tue), from
15:00-16:30, at CKS and SS-building. The seating charts will be
posted on the ELC website a week before the exam date at
http://elc.thu.edu.tw. Examinees should bring student IDs for the
placement test.
六、 取得免修資格者可免修大一暨大二英文，並直接取得共同必
修外文領域學分。
Students who qualify to waive FENM and SENM courses will be
granted the foreign language core course credits.

七、 免修之申請，應於入(轉)學當學期辦理。申請辦理免修以一次
為限。逾期者視為自動放棄。
Students must apply for waiver of FENM and SENM
requirement during the application period of their first semester
at Tunghai. Application may only be made once.

八、 如 有 任 何 疑 問 ， 請 洽 本 校 英 語 中 心 辦 公 室 ： E-mail:
waive@thu.edu.tw ，電話：04-23590121 ext 31928。
Should there be any questions, contact waive@thu.edu.tw or
04-23590121 ext 319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