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生權益停看聽
Must-know Information about 

English Learning at CJCU

110學年度學生適用

製作單位：語文教育中心



壹、CJCU語文課程介紹
(Course Information)

F
大一

英文I、II
(共同必修，2/2學分)

• 依入學時之指考或學測
成績，依能力分組授課

• 大一、大二共同必修英
文有固定排課時段，依
固定排課時段選課，才
不會發生衝堂。

• 其它課程說明

S
大二

外語初級I、II
(共同必修，2/2學分)

• 開課語種包含英、法、
俄、德、西、日、韓、
越…等不同語種，同學依
興趣選課。

• 上下學期可修不同語種。
(除英文為學期課，其它
語種皆為學年課）

• 外語初級－英文為專業
英文

• 其它課程說明

J
大三

外語中級I、II
(選修，2/2學分)

• 語言學習課程(英、法、
俄、德、西、日、韓、
越等多國語種)

• 英文檢定課程
• 職場相關課程
• 選修學分是否承認為畢

業學分數，由各系自行
認定。

• 其它課程說明

S
大四

(選修，2/2)

• 語言學習課程
• 英文檢定課程
• 職場相關課程
• 選修學分是否承認為畢

業學分數，由各系自行
認定。

• 其它課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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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web.cjcu.edu.tw/language/article/3455
http://dweb.cjcu.edu.tw/language/article/1091
http://dweb.cjcu.edu.tw/language/article/1091
http://dweb.cjcu.edu.tw/language/article/1091
http://dweb.cjcu.edu.tw/language/article/1091


貳、共同必修英文成績評量
(Grade Evaluation)

備註英文成績上限班級組別

含翻譯專班100A

90B

85C

★依入學時之指考或學測成績分組授課(鼓勵至語文中心辦理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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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214(5)中心會議通過



參、其它課程(Other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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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移動預備
班(暑期)

英語教育標竿計畫
(限安全衛生學院各
學系新生)

English Corner
英語輔導班

國際實習生職
前密集訓練課
程

語言精進課程
(韓、英、泰語)

http://dweb.cjcu.edu.tw/language/article/2914
http://dweb.cjcu.edu.tw/language/article/4272
http://dweb.cjcu.edu.tw/language/article/4273
http://dweb.cjcu.edu.tw/language/article/3943


肆、抵免與免修
(Credit Waiver & Course Exemption)

抵免－拿Ａ科目抵Ｂ科目
例：憑同等學歷之它校「英文Ｉ」抵本校的共同必修「英文Ｉ」

免修－入學前2年內之英檢測驗成績證明辦理免修
例：多益測驗成績785分的成績單可免修本校的共同必修「英文Ｉ、II」與「外語初級-英文Ｉ、II」，

多益測驗成績520分的成績單可免修本校的共同必修「英文Ｉ、II」。

免修標準依「長榮大學免修英文課程作業規定」實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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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web.cjcu.edu.tw/language/files/15


伍、英文免修申請說明
(Application Process of English Course Exemption)

免修標準
• TOEIC 520分以上
• GEPT 中級初試以上
• 翻譯系另訂
• 或其他同等級之測驗，詳情可

參閱網頁公告
.

申請時程
限新生入學開學第一週內完
成申請. 

證明文件
1.以開學日為基準，往前回溯測驗日

期在兩年內之成績單或證書正本

皆有效

2.護照或居留證(外籍生)
.

申請流程
至學生系統提出申請，列印
申請單後，持相關證明文件
至語文教育中心辦理(同時辦
理加退選與畢業門檻)

申請對象

1. 入學之新生且

英檢測驗成績

達申請標準者

2.英語系國家(官

方語為英語)之

外籍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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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portal.cjcu.edu.tw/student/home/


陸、英文畢業門檻
(Graduation Requirement for English Proficiency)

英文畢業門檻

•日間部學士班學生，於畢業
前應達到各系門檻標準，方
能取得畢業資格。各系畢業
門檻標準，請詳閱「長榮大
學學生英語能力及成就鑑定
實施辦法」

•請依其適用課程配當之學年
度標準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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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救課程

• 大三以上自費修習「英語綜合
成就課程」(補救課程)，成績及
格。

英語檢定

• 參加英語能力檢定考試，成績
達各系通過標準

「英語100」積點活動

在學期間完成英外語活動點數累
積達100點，包含英外語活動、
競賽、自學、全英課程、國際移
動……等皆可採計

https://dweb.cjcu.edu.tw/ShepherdFiles/C0210/Article/2021080909575985.pdf
http://dweb.cjcu.edu.tw/language/Article/1118


陸、英文畢業門檻- 「英語100」
(Graduation Requirement for English Pro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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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類

• 講座、競賽、英語檢定考試……
等英外活動

• 每場2點或5點

• 一學年至多50點

課程類

• 全英授課之課程(經語文中心認可)

• 30點

國際移動類

• 短期海外移動15點或30點

• 海外交換生50點或100點

自學類

• 自學系統1小時1點，單日最高4點

• 外語檢定考試通過，50點

• 一學年至多50點



柒、英檢測驗及英外語活動
(English Tests & Related Activities)

• 對象：選修大一英文Ｉ、ＩＩ的學生。

• 時程：於一上開學第4週進行前測，於一下第14週進行後測。

• 此兩次測驗成績僅為追踪學生英語學習之用途，不可視為英文畢業門檻。

長榮大學英語能力測驗

• (自費)校園考，資訊請上語文中心網頁查詢

1.CSEPT (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

2.TOEIC多益測驗

英檢測驗

• 英外語活動（英語增能講座、異文化體驗工作坊、語言精進工作坊、Free 

talk….)

• 請上語文中心網頁查詢相關活動資訊

英外語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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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web.cjcu.edu.tw/language/article/1244
https://dweb.cjcu.edu.tw/language/article/1927


捌、線上英外語自學
(Online Self-Learning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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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名稱 帳號管理 備註

英語學習
平台

Live ABC 帳號: 學號/ 密碼:學號
包含文法教室、閱讀測驗、字
彙百科、商用英語等學習資源

Easy Test
(New TOEIC模擬測驗)

帳號: 學號/ 密碼:學號
線上TOEIC模擬測驗，含聽力
與閱讀兩種類型

英語綜合成就課程自學網 帳號: 學號/ 密碼:學號 僅開放補救課程同學使用

MyET 學習平台 國企系申請帳號密碼
英語／華語／日語口說與聽力
訓練軟體

空中美語
AMC E-Learning

帳號: 學號/ 密碼:學號
AMC空中美語集團線上英語自
學課程

其他外語
學習平台

東和數位日語
語文中心、應日系申請帳號
密碼

油漆式速記多國語言
雲端學習系統

語文中心申請帳號密碼

https://dweb.cjcu.edu.tw/language/article/3863


玖、語文中心首頁重要連結
(Important Links)

語文教育中心

辦公地點：一教5樓（靠行政大樓側）
語中網址：http://dweb.cjcu.edu.tw/language

語中臉書：搜尋長榮大學語文教育中心 https://www.facebook.com/cjcu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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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web.cjcu.edu.tw/language
https://www.facebook.com/cjculanguage/
http://dweb.cjcu.edu.tw/language/Article/66
http://dweb.cjcu.edu.tw/language/Article/66
https://dweb.cjcu.edu.tw/language/article/65?lang=zh-TW
https://dweb.cjcu.edu.tw/language/article/65?lang=zh-TW
https://dweb.cjcu.edu.tw/language/Article/1084
https://dweb.cjcu.edu.tw/language/Article/1084
https://dweb.cjcu.edu.tw/language/article/1244
https://dweb.cjcu.edu.tw/language/article/1244
https://dweb.cjcu.edu.tw/language/Article/1118
https://dweb.cjcu.edu.tw/language/Article/1118
https://dweb.cjcu.edu.tw/language/article/1927
https://dweb.cjcu.edu.tw/language/article/19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