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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 抵免「外國語言」英文課程 
 

一、有關通識「外國語言」必修英文課程抵免的辦理時程、資格說明及相關公告，請至本校外

語中心首頁 / 全校英外語課程 / 英文抵免查詢： https://flc.ncku.edu.tw/p/412-1144-

21109.php?Lang=zh-tw。外文系學生及各學系有自訂可不修英文課程者不適用。 

二、符合抵免資格者，請自行線上登記後至外語中心辦理抵免資格審核，通過審核者始完成英

文抵免的程序，逾期不予受理。 

(一) 線上登記抵免：請於110年8月2日上午9時起至110年9月30日下午5時前，至「外國語言

能力及成就檢定系統」 （http://eagle.english.ncku.edu.tw/）登記抵免。（106學年度起

入學學生以及105學年度(含)以前入學學生因抵免標準不同，線上登記抵免時，請務必

點選符合自己入學年度的標準，特別是以托福、多益及牛津英語線上測驗抵免者。若

點選錯誤，現場審核抵免資格時，將予以退件，需重新送件。） 

(二) 抵免資格審核：線上登記後，請於110年9月15日上午9時起至111年1月7日下午5時前，

持自行列印之抵免申請單及下列相關文件至光復校區修齊大樓2樓外語中心進行審核： 

1. 英語系國家之外籍生抵免4學分，請檢附有效護照正本。 

2. 曾受高中以上以英語為主要授課語言之正式教育滿兩年者抵免2學分、滿三年者抵

免4學分，請檢附相關證明正本，證明文件上需列出英文授課之科目名稱（須佔所有

選修科目的50%以上）和修業起訖時間。 

3. 以英檢成績抵免者，請檢附英檢成績單正本。 

註：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嚴峻，110-1學期英文抵免第二階段「抵免資格審核」特延長至

第十七週(111年1月7日)，以分散人流。 

三、抵免審核通過且確定不修課者，務必在當學期選課公告之補改選第3階段期限結束前，自

行上網棄選英文課程。不符合抵免資格者，仍須按規定修習英文課程。畢業前可辦理抵免

2學分及4學分各一次。 

四、每學期初皆開放辦理抵免英文課程，請於畢業當學期初前辦理完畢即可。 

 

http://eagle.english.ncku.edu.tw/


2 
 

 

成功大學通識英文抵免門檻 NCKU English Credit Exemption 

110.06.10  109 學年度第 2 次通識教育委員會修正通過 

110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適用 

Applicable to students enrolled in/after the 2021-2022 academic year 

106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適用 

Applicable to students enrolled in/after the 2017-18 academic year 

105 學年度(含)以前入學學生適用 

Applicable to students enrolled in/before the 2016-17 academic year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抵免英文課程必修 2 學分 

Qualification for a two credit exemption of English Courses 

(1) 曾受高中以上以英語為主要授課語言之正式教育滿兩年 

Receiving high school education where English is the instructional 

language for more than two years 

(2) GEPT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中高級複試以上 

Passing the GEPT second stage at the high-intermediate level 

(3) TOEFL iBT 83 分以上 

Score of more than 83 on TOEFL iBT 

(4) IELTS 國際英語測試 6.5 級以上 

Score of more than 6.5 on IELTS  

(5) TOEIC 多益測驗 860 分以上 

Score of more than 860 on TOE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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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ssing Cambridge Main Suite at the FCE level 

(7) BULATS 劍橋大學國際商務英語能力測驗 75 分以上 

Score of more than 75 on BULATS 

(8) Oxford Online Placement Test 牛津英語線上測驗 90 分以上 

Score of more than 90 on the Oxford Online Placement Test 

(9) TOEFL ITP 627 分以上 

Score of more than 627 on TOEFL ITP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抵免英文課程必修 4 學分 

Qualification for a four credit exemption of English Courses 

(1) 英語系國家之外籍生 

Foreign students from countries where English is an official language 

(2) 曾受高中以上以英語為主要授課語言之正式教育滿三年 

Receiving high school education where English is the instructional 

language for more than three years 

(3) GEPT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高級初試以上 

Passing the GEPT first stage of the advanced level or above 

(4) TOEFL iBT 95 分以上 

Score of more than 95 on TOEFL iBT 

(5) IELTS 國際英語測試 7.0 級以上 

Score of more than 7.0 on IELTS 

(6) TOEIC 多益測驗 945 分以上 

Score of more than 945 on TOEIC 

(7) Cambridge Main Suite 劍橋大學英語能力認證分級測驗 Advanced 

(CAE) 

Passing Cambridge Main Suite at the CAE level or above 

(8) BULATS 劍橋大學國際商務英語能力測驗 90 分以上 

Score of more than 90 on BULATS 

(9) Oxford Online Placement Test 牛津英語線上測驗 110 分以上 

Score of more than 110 on the Oxford Online Placement Test 

(10) TOEFL ITP 653 分以上 

Score of more than 653 on TOEFL ITP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抵免英文課程必修 2 學分 

Qualification for a two credit exemption of English Courses 

(1) 曾受高中以上以英語為主要授課語言之正式教育滿兩年 

Receiving high school education where English is the instructional 

language for more than two years 

(2) GEPT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中高級複試以上 

Passing the GEPT second stage at the high-intermediate level 

(3) TOEFL iBT 83 分以上 

Score of more than 83 on TOEFL iBT 

(4) IELTS 國際英語測試 6.5 級以上 

Score of more than 6.5 on IELTS  

(5) TOEIC 多益測驗 860 分以上 

Score of more than 860 on TOE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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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ssing Cambridge Main Suite at the FCE level 

(7) BULATS 劍橋大學國際商務英語能力測驗 75 分以上 

Score of more than 75 on BULATS 

(8) Oxford Online Placement Test 牛津英語線上測驗 90 分以上 

Score of more than 90 on the Oxford Online Placement Test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抵免英文課程必修 4 學分 

Qualification for a four credit exemption of English Courses 

(1) 英語系國家之外籍生 

Foreign students from countries where English is an official language 

(2) 曾受高中以上以英語為主要授課語言之正式教育滿三年 

Receiving high school education where English is the instructional 

language for more than three years 

(3) GEPT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高級初試以上 

Passing the GEPT first stage of the advanced level or above 

(4) TOEFL iBT 95 分以上 

Score of more than 95 on TOEFL iBT 

(5) IELTS 國際英語測試 7.0 級以上 

Score of more than 7.0 on IELTS 

(6) TOEIC 多益測驗 945 分以上 

Score of more than 945 on TOEIC 

(7) Cambridge Main Suite 劍橋大學英語能力認證分級測驗 Advanced 

(CAE) 

Passing Cambridge Main Suite at the CAE level or above 

(8) BULATS 劍橋大學國際商務英語能力測驗 90 分以上 

Score of more than 90 on BULATS 

(9) Oxford Online Placement Test 牛津英語線上測驗 110 分以上 

Score of more than 110 on the Oxford Online Placement Test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抵免英文課程必修 2 學分 

Qualification for a two credit exemption of English Courses 

(1) 曾受高中以上以英語為主要授課語言之正式教育滿兩年 

Receiving high school education where English is the instructional language 

for more than two years 

(2) GEPT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中高級複試以上 

Passing the GEPT second stage at the high-intermediate level 

(3) TOEFL iBT 79 分以上 

Score of more than 79 on TOEFL iBT 

(4) IELTS 國際英語測試 6.5 級以上 

Score of more than 6.5 on IELTS 

(5) TOEIC 多益測驗 820 分以上 

Score of more than 820 on TOE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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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ssing Cambridge Main Suite at the FCE level 

(7) BULATS 劍橋大學國際商務英語能力測驗 75 分以上 

Score of more than 75 on BULATS 

(8) Oxford Online Placement Test 牛津英語線上測驗 85 分以上 

Score of more than 85 on the Oxford Online Placement Test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抵免英文課程必修 4 學分 

Qualification for a four credit exemption of English Courses 

(1) 英語系國家之外籍生 

Foreign students from countries where English is an official language 

(2) 曾受高中以上以英語為主要授課語言之正式教育滿三年 

Receiving high school education where English is the instructional language 

for more than three years 

(3) GEPT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高級初試以上 

Passing the GEPT first stage of the advanced level or above 

(4) TOEFL iBT 92 分以上 

Score of more than 92 on TOEFL iBT 

(5) IELTS 國際英語測試 7.0 級以上 

Score of more than 7.0 on IELTS 

(6) TOEIC 多益測驗 900 分以上 

Score of more than 900 on TOEIC 

(7) Cambridge Main Suite 劍橋大學英語能力認證分級測驗 Advanced 

(CAE)  

Passing Cambridge Main Suite at the CAE level or above 

(8) BULATS 劍橋大學國際商務英語能力測驗 90 分以上 

Score of more than 90 on BULATS 

(9) Oxford Online Placement Test 牛津英語線上測驗 95 分以上 

Score of more than 95 on the Oxford Online Placement Test 

請注意：不同學年度入學學生，因抵免標準不同，線上登記抵免時，請務必點選符合自己入學年度的標準。若點選錯誤，現場審核抵免資格時，將予以退件後，重新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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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英文學分抵免線上申請操作說明 
 

1. 前往「外國語言能力及成就檢定系統」: http://eagle.english.ncku.edu.tw/ 

 

2. 登入系統：輸入學號及密碼 (同成功入口)。 

  

 

3. 登入後點選「英語課程抵免申請」。 

  

http://eagle.english.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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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請先點選「抵免學分數」。 

4-2. 根據「入學年度」點選抵免參酌項目，請參考：http://flc.ncku.edu.tw/var/file/144/1144/img/3312/218888004.pdf  

4-3. 110 學年度起入學生、106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以及 105 學年度(含)以前入學學生因抵免標準不同，線上登記抵免時，請務必點選符合自己入學年度的標準，

特別是以托福、多益及牛津英語線上測驗抵免者。若點選錯誤，現場審核時，將予以退件，需重新送件。 

抵免 2學分： 
 

抵免 4學分： 

 
 

http://flc.ncku.edu.tw/var/file/144/1144/img/3312/21888800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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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點選「送出(Submit)」(Step 1) ，再點選 「列印(Print)」(Step 2)。 
 

 
 

 

 

6. 抵免申請相關資料送至外語中心審核後，請自行至「外國語言能力及成就檢定系統」( http://eagle.english.ncku.edu.tw/ ) 點選「申請資

料查詢」，查詢抵免審查結果。若未事先查詢審核結果，於審核時間截止後要求事後補審核，恕不受理。 
 

 

 

http://eagle.english.nc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