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分抵免・學習成果檢測・學習獎勵

學校名稱 系所名稱 用途 語言 成績 CEFR

中山醫藥大學 各系 畢業門檻 英 FLPT 筆試總分150分 B1

中山醫藥大學
醫學系、牙醫學系、

應用外國語言學系英文組
畢業門檻 英 FLPT 筆試總分195分 B2

中原大學 各系 學習獎勵 英日法德西 FLPT 筆試總分240↑/ 口試S-2+↑ C1、B2

中原大學 各系 畢業門檻 英 FLPT 筆試總分150分 B1

中原大學 應用外語系 畢業門檻 法德西 FLPT (基礎級) A2 A2

中國文化大學 各系所 學分抵免 英 FLPT 筆試總分240分 / 口試S-2+ C1、B2

中國文化大學 各系所 學習獎勵 法 FLPT 筆試總分100分 ---

中國文化大學 各系所 畢業門檻 德 FLPT A1 A1

中國文化大學 各系所 畢業門檻 英 FLPT 筆試總分195分以上，口試S-2 B2、B1

中國文化大學 英國語文學系 畢業門檻 英 FLPT 筆試總分240分，口試S-2+ C1、B2

中國文化大學 法國語文學系 畢業門檻 法 FLPT 筆試150分且口試達S-2（含）以上 B1

中國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畢業門檻 日法西 FLPT (基礎級) A1、A2 A1、A2

中國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畢業門檻 日 FLPT 筆試總分150~194分 B1

中華科技大學 各系所 畢業門檻 英 FLPT 筆試總分150分 / 口試 S-1 B1、A2以下

元培科技大學 各系 學分抵免 英日 FLPT 筆試總分150以上，口試S-1+以上 B1、A2

元培科技大學 各系 畢業門檻 英日法德西 FLPT 筆試總分150以上，口試S-1+以上 B1、A2

元智大學 各系 畢業門檻 英 FLPT 筆試總分150分以上 B1

文藻外語大學 日文系 畢業門檻 日 FLPT 筆試總分180分以上 B1

文藻外語大學 法文系 畢業門檻 法 FLPT 筆試總分150分以上 B1

文藻外語大學 德文系 畢業門檻 德 FLPT 筆試總分150分以上，口試S-2 B1

文藻外語大學 西文系 畢業門檻 西 FLPT 筆試總分170分以上，口試S-2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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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sg.csmu.edu.tw/message/MSG004.aspx?admin=0
https://msg.csmu.edu.tw/public/attachment/2018712932134677.pdf
https://msg.csmu.edu.tw/message/MSG004.aspx?admin=0
https://msg.csmu.edu.tw/public/attachment/2018712932134677.pdf
https://msg.csmu.edu.tw/public/attachment/2018712932134677.pdf
https://wp.cycu.edu.tw/lc/?page_id=304
https://wp.cycu.edu.tw/lc/wp-content/uploads/%E4%B8%AD%E5%8E%9F%E5%A4%A7%E5%AD%B8%E5%AD%B8%E7%94%9F%E5%A4%96%E8%AA%9E%E6%96%87%E8%83%BD%E5%8A%9B%E6%AA%A2%E5%AE%9A%E7%8D%8E%E5%8B%B5%E8%BE%A6%E6%B3%95%E4%BF%AE%E6%AD%A3%E5%85%A8%E6%96%87.pdf
https://wp.cycu.edu.tw/lc/?page_id=403
https://wp.cycu.edu.tw/lc/wp-content/uploads/20220824%E4%B8%AD%E5%8E%9F%E5%A4%A7%E5%AD%B8%E5%AD%B8%E7%94%9F%E8%8B%B1%E6%96%87%E7%95%A2%E6%A5%AD%E9%96%80%E6%AA%BB%E4%BD%9C%E6%A5%AD%E7%B4%B0%E5%89%87.pdf
https://wp.cycu.edu.tw/lc/?page_id=304
https://alls.cycu.edu.tw/undergraduate/english-and-foreign-language/
https://reg.pccu.edu.tw/var/file/40/1040/img/217/GL13.pdf
https://guidance.pccu.edu.tw/p/405-1042-19829,c5953.php?Lang=zh-tw
https://cuc002.pccu.edu.tw/var/file/40/1040/img/54/earth-u-109.pdf
https://reg.pccu.edu.tw/p/412-1040-6675.php?Lang=zh-tw
https://cuc002.pccu.edu.tw/var/file/40/1040/img/217/GL08.pdf
https://eng.pccu.edu.tw/p/405-1114-24734,c12010.php?Lang=zh-tw
https://french.pccu.edu.tw/p/412-1115-6646.php?Lang=zh-tw
http://cmgr.cute.edu.tw/deng/license.php?sid=19
http://cmgr.cute.edu.tw/deng/upload/1594713414.pdf
http://cmgr.cute.edu.tw/deng/license.php?sid=19
http://cmgr.cute.edu.tw/deng/upload/1594713414.pdf
http://aca.cust.edu.tw/language/constitution.html
http://aca.cust.edu.tw/language/%E4%B8%AD%E8%8F%A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E5%AD%B8%E7%94%9F%E5%A4%96%E8%AA%9E%E8%83%BD%E5%8A%9B%E7%95%A2%E6%A5%AD%E6%AA%A2%E5%AE%9A%E6%A8%99%E6%BA%96%E5%8F%8A%E8%BC%94%E5%B0%8E%E8%BE%A6%E6%B3%95-%E6%A0%B8%E5%AE%9A%E6%9C%AC.pdf
https://edu.ypu.edu.tw/p/412-1011-5916.php
https://edu.ypu.edu.tw/var/file/11/1011/img/2338/413302320.pdf
https://edu.ypu.edu.tw/p/412-1011-5916.php
https://edu.ypu.edu.tw/var/file/11/1011/img/122263720.pdf
https://sites.google.com/g.yzu.edu.tw/yzu-ilcc-web/%E6%B3%95%E8%A6%8F-regulation/%E8%8B%B1%E8%AA%9E%E6%AA%A2%E5%AE%9A%E4%BF%AE%E8%AA%B2%E8%A6%8F%E5%AE%9A
https://d001.wzu.edu.tw/category/136972
https://d001.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ocuments/%E8%AA%9E%E6%AA%A2%E8%B3%87%E6%96%99/%E8%AA%9E%E6%AA%A2%E6%A8%99%E6%BA%96_1110412_%E8%A1%8C%E6%94%BF%E6%9C%83%E8%AD%B0%E9%80%9A%E9%81%8E.pdf
https://d001.wzu.edu.tw/category/136972
https://d001.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ocuments/%E8%AA%9E%E6%AA%A2%E8%B3%87%E6%96%99/%E8%AA%9E%E6%AA%A2%E6%A8%99%E6%BA%96_1110412_%E8%A1%8C%E6%94%BF%E6%9C%83%E8%AD%B0%E9%80%9A%E9%81%8E.pdf
https://d001.wzu.edu.tw/category/136972
https://d001.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ocuments/%E8%AA%9E%E6%AA%A2%E8%B3%87%E6%96%99/%E8%AA%9E%E6%AA%A2%E6%A8%99%E6%BA%96_1110412_%E8%A1%8C%E6%94%BF%E6%9C%83%E8%AD%B0%E9%80%9A%E9%81%8E.pdf
https://d001.wzu.edu.tw/category/136972
https://d001.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ocuments/%E8%AA%9E%E6%AA%A2%E8%B3%87%E6%96%99/%E8%AA%9E%E6%AA%A2%E6%A8%99%E6%BA%96_1110412_%E8%A1%8C%E6%94%BF%E6%9C%83%E8%AD%B0%E9%80%9A%E9%81%8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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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系所名稱 用途 語言 成績 CEFR

世新大學 各系所 學分抵免 英 FLPT 三項筆試總分240分 / 口試S-2+ C1、B2

世新大學 各系所 畢業門檻 英 FLPT 筆試總分150分 B1

世新大學 英語暨傳播應用學系 畢業門檻 英 FLPT 口試S-2+(含)以上 B2

台中教育大學 各系 報名費補助 日 FLPT 筆試總分195分以上 B2

台中教育大學 各系 報名費補助 法德西 FLPT 筆試總分150分，口試S-2以上 B1

台中教育大學 各系 畢業門檻 英 FLPT 筆試總分105分以上，口試S-1+，寫作D A2~C1

台北城市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畢業門檻 英 FLPT 筆試總分150~194分，口試S-2 B1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各系 學習獎勵 英 FLPT 筆試總分150分以上，口試S-2以上 B1~C1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畢業門檻 英 FLPT B1 B1

亞東科技大學 各系 學分抵免 英 FLPT B2 B2

亞東科技大學 各系 學習獎勵 英 FLPT 筆試總分150分以上 B1~C1

亞東科技大學 各系 畢業門檻 英 FLPT 筆試總分105~149分 A2

宜蘭大學 各系 學習獎勵 英 FLPT B1~C1 B1~C1

宜蘭大學 各系 學習獎勵 法德西 FLPT A2~B2 A2~B2

宜蘭大學 各系 畢業門檻 法德西 FLPT A1 A1

宜蘭大學 各系 畢業門檻 英 FLPT 筆試總分195分 且 口試S-2 以上 B2、B1

宜蘭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畢業門檻 英 FLPT 筆試總分240分以上 C1

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 非應外系 畢業門檻 英 FLPT 筆試總分105，口試S-1+ A2

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畢業門檻 英 FLPT 筆試總分150，口試S-2 B1

東吳大學 各系所 學分抵免 英日 FLPT 筆試總分195分 B2

東吳大學 各系所 學分抵免 德 FLPT (基礎級) A1 A1

東吳大學 各系所 畢業門檻 英日 FLPT 筆試總分150分以上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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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language.wp.shu.edu.tw/chinese/%E4%B8%AD%E5%BF%83%E8%AA%B2%E7%A8%8B/%E5%A4%A7%E4%B8%80%E5%A4%96%E6%96%87%E8%8B%B1%E6%96%87%E5%85%8D%E4%BF%AE%E8%BE%A6%E6%B3%95/
https://fin.wp.shu.edu.tw/university05/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lZBJ-7B-u7ted525kyD8r_mSkHd0lwPl/view
https://dteng.wp.shu.edu.tw/%e8%aa%b2%e7%a8%8b%e8%a6%8f%e5%8a%83c/%e7%b3%bb%e6%89%80%e7%95%a2%e6%a5%ad%e9%96%80%e6%aa%bbc-8/
https://ge.ntcu.edu.tw/rule.php?pg=1&t=2
https://ge.ntcu.edu.tw/getFile.php?p=./bcontroller/upFile/20190826/156678149698546100.pdf&t=%E5%9C%8B%E7%AB%8B%E8%87%BA%E4%B8%AD%E6%95%99%E8%82%B2%E5%A4%A7%E5%AD%B8%E5%AD%B8%E7%94%9F%E5%8F%83%E8%88%87%E6%A0%A1%E5%A4%96%E5%A4%96%E8%AA%9E%E8%83%BD%E5%8A%9B%E6%AA%A2%E5%AE%9A%E8%80%83%E8%A9%A6%E8%A3%9C%E5%8A%A9%E8%A6%81%E9%BB%9E(103)_%E6%94%B9%E8%A3%9C%E5%8A%A9%E6%A8%99%E6%BA%96%E5%B0%8D%E7%85%A7%E8%A1%A8.pdf
https://ge.ntcu.edu.tw/rule.php?pg=1&t=2
https://ge.ntcu.edu.tw/getFile.php?p=./bcontroller/upFile/20190826/156678149698546100.pdf&t=%E5%9C%8B%E7%AB%8B%E8%87%BA%E4%B8%AD%E6%95%99%E8%82%B2%E5%A4%A7%E5%AD%B8%E5%AD%B8%E7%94%9F%E5%8F%83%E8%88%87%E6%A0%A1%E5%A4%96%E5%A4%96%E8%AA%9E%E8%83%BD%E5%8A%9B%E6%AA%A2%E5%AE%9A%E8%80%83%E8%A9%A6%E8%A3%9C%E5%8A%A9%E8%A6%81%E9%BB%9E(103)_%E6%94%B9%E8%A3%9C%E5%8A%A9%E6%A8%99%E6%BA%96%E5%B0%8D%E7%85%A7%E8%A1%A8.pdf
https://ge.ntcu.edu.tw/rule.php?pg=1&t=2
https://ge.ntcu.edu.tw/getFile.php?p=./bcontroller/upFile/20220112/164195087686921600.01&t=(%E5%85%AC%E5%91%8A%E7%89%88)%E5%9C%8B%E7%AB%8B%E8%87%BA%E4%B8%AD%E6%95%99%E8%82%B2%E5%A4%A7%E5%AD%B8%E5%AD%B8%E5%A3%AB%E7%8F%AD%E5%AD%B8%E7%94%9F%E8%AA%9E%E6%96%87%E5%9F%BA%E6%9C%AC%E8%83%BD%E5%8A%9B%E6%AA%A2%E6%A0%B8%E8%A6%81%E9%BB%9E_110.01.12.pdf
https://afl.tpcu.edu.tw/files/11-1013-3242.php?Lang=zh-tw
https://afl.tpcu.edu.tw/ezfiles/13/1013/img/932/149826681.docx
https://tutlaws.tut.edu.tw/Uploads/20210602153315-%E5%8F%B0%E5%8D%97%E6%87%89%E7%94%A8%E7%A7%91%E6%8A%80%E5%A4%A7%E5%AD%B8%E5%A4%96%E8%AA%9E%E7%8D%8E%E5%8B%B5%E8%A6%81%E9%BB%9E(%E5%85%AC%E5%91%8A).pdf
https://eng.hdut.edu.tw/
https://eng.hdut.edu.tw/wp-content/uploads/2022/07/%E7%95%A2%E6%A5%AD%E9%96%80%E6%AA%BB.pdf
https://gecw.aeust.edu.tw/p/412-1018-344.php?Lang=zh-tw
https://gecw.aeust.edu.tw/var/file/18/1018/img/1051/693377782.pdf
https://gecw.aeust.edu.tw/p/412-1018-344.php?Lang=zh-tw
https://gecw.aeust.edu.tw/var/file/18/1018/img/1051/703718471.pdf
https://gecw.aeust.edu.tw/p/412-1018-344.php?Lang=zh-tw
https://gecw.aeust.edu.tw/var/file/18/1018/img/1051/705759525.pdf
https://flec.niu.edu.tw/p/406-1050-35654,r693.php?Lang=zh-tw
https://flec.niu.edu.tw/app/index.php?Action=downloadfile&file=WVhSMFlXTm9MelUxTDNCMFlWOHhOekEwT1Y4NU56WTJPRGN4WHpNNU56QXhMbkJrWmc9PQ==&fname=LOGGROOKWWCGA1YX24NOIG24RK30WTIG2034USHCVX51IG40NK30OPB4LO10FGOKPOPOGG01A404ROJGKOSWTSLO34B0NOYSVXVXDCTSWSB0VSOKUSKKYW50USXWSSYXHCA041IGVWKODCXS1434YSMKIHRLQPROXWECECTWIG00YSUSYWXWMPKK00LKMOHCTWB4A1YSQOROMKNPZTNP04VSXWB4VSOK20KKGHQKMK40YXMPWWTWWWLOZSPKNPXSDGJCMP20UT51GGA5RO30YSPOB154B4OKROPOUT10JC10TXLOTWFGCGKKQOICB1XWA1RLMLCCYSTSVSQKSSA4WXFCUS4015YXDGNOPKICPKB0QLQL
https://flec.niu.edu.tw/p/406-1050-35654,r693.php?Lang=zh-tw
https://flec.niu.edu.tw/app/index.php?Action=downloadfile&file=WVhSMFlXTm9MelUxTDNCMFlWOHhOekExTUY4MU5EVTNOVE0wWHpNNU56QXhMbkJrWmc9PQ==&fname=LOGGROOKWWCGA1YXEDLKSW241430WTRL2034USHCVX510040QKTSYSEGWWOOFGOKPOPOGG01A404ROJGKOSWTSLO34B0NOYSVXVXDCTSWSB0VSOKUSKK45FCTWCCVXYXHCA041IGVWKODCXSUSB024ICQPRLQPTW34B4EC5414GG45USNO44XTYXDGVWKPGDTWXSRLYSWSROJDRLNPNP0450POMKVTLLYSGG01QKRK00LP00EDEGSXMORKB4GD25WSJCHGXSA1GDPORKKPB4YWEGFH10FCCDLOPOTX05TSVWTXWWZSHCSWKKWSMOLOMKUTMPXWFCYSZWJGVSGGPOXSB0DGLKFDJH20LK41HGTWMOCGLKWXEGZW35ZTGDQP44KP30YSEGFGSSXXPKPO04POMP
https://flec.niu.edu.tw/p/406-1050-35654,r693.php?Lang=zh-tw
https://flec.niu.edu.tw/p/406-1050-35654,r693.php?Lang=zh-tw
https://flec.niu.edu.tw/p/404-1050-31234.php?Lang=zh-tw
https://dfll.niu.edu.tw/p/412-1045-2794.php?Lang=zh-tw
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84/index.php/2017-01-12-11-35-60
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84/index.php/2017-01-12-11-35-60
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7/index.php/advanced-stuff/2017-01-22-05-04-05/2017-01-22-05-05-51
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7/attachments/article/181/1080612Eng.pdf
https://web-ch.scu.edu.tw/generaledu/law/5030/2268
https://web-ch.scu.edu.tw/storage/app/uploads/public/610/8b5/931/6108b59314b6d647784418.pdf
https://web-ch.scu.edu.tw/generaledu/law/5030/2268
https://web-ch.scu.edu.tw/storage/app/uploads/public/610/8b5/931/6108b59314b6d647784418.pdf
https://web-ch.scu.edu.tw/generaledu/web_page/5082
https://web-ch.scu.edu.tw/storage/app/uploads/public/613/6e8/35b/6136e835bfbd976440627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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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 各系所 畢業門檻 德 FLPT (基礎級) A1 A1

東南科技大學 各系 畢業門檻 英 FLPT 筆試總分105以上 A2

東海大學 各系 畢業門檻 英 FLPT 筆試總分超過195分 B2

東華大學 各系 學分抵免 英 FLPT 筆試總分195分，口試S-2+ B2

東華大學 各系、國企系 畢業門檻 英 FLPT 筆試總分195分，口試S-2 B2、B1

東華大學 英美系、管財學位學程 畢業門檻 英 FLPT 筆試總分195分，口試S-2+ B2

法鼓文理學院 各系 學分抵免 英 FLPT 筆試總分240分以上 C1

虎尾科技大學 各系(非應外系) 畢業門檻 英 FLPT總分150分以上 B1

虎尾科技大學 應外系 畢業門檻 英 FLPT總分195分以上 B2

虎尾科技大學 各系(非應外系) 畢業門檻 日法德西 FLPT 筆試總分105~149分，口試S-1+ A2

虎尾科技大學 應外系 畢業門檻 日法德西 FLPT 筆試總分150~194分，口試S-2 B1

長庚大學 各系 畢業門檻 英 FLPT 各項平均成績65分 B2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 日間部護理系 畢業門檻 英 FLPT 筆試總分128分，口試S-2 A2、B1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 日間部(民生學院) 畢業門檻 英 FLPT 筆試總分110分，口試S-1+ A2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 進修部 畢業門檻 英 FLPT 筆試總分105分，口試S-1+ A2

屏東科技大學 各系 畢業門檻 德西 FLPT (基礎級) 60分以上 A1

致理科技大學 各系 學分抵免 英 FLPT 筆試總分195~239 分，口試S-2 B2、B1

致理科技大學 非英語系 畢業門檻 英 FLPT 筆試總分125~135分，口試S-1+以上 A2

致理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畢業門檻 英 FLPT 筆試總分136~150分，口試S-1+以上 A2~B1、A2

致理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系 畢業門檻 英 FLPT 筆試總分150分，口試S-2以上 B1

致理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畢業門檻 英 FLPT 筆試總分195~239分， 口試S-2+ B2、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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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eb-ch.scu.edu.tw/generaledu/law/5031
https://web-ch.scu.edu.tw/generaledu/web_page/5082
https://aa.tnu.edu.tw/zh_tw/Curriculum_Section/page34
https://aa.tnu.edu.tw/uploads/archive_file_multiple/file/6178b34d1d41c87d78000002/%E5%AD%B8%E7%94%9F%E8%8B%B1%E6%96%87%E8%83%BD%E5%8A%9B%E7%95%A2%E6%A5%AD%E9%96%80%E6%AA%BB%E5%8F%8A%E8%BC%94%E5%B0%8E%E8%A6%81%E9%BB%9E-%E4%BF%AE%E6%AD%A3%E6%A1%881101013%E6%95%99%E5%8B%99%E6%9C%83%E8%AD%B0%E9%80%9A%E9%81%8E.pdf
http://elc.thu.edu.tw/web/downloads/list.php
http://elc.thu.edu.tw/upload/downloads_upload/%E6%9D%B1%E6%B5%B7%E5%A4%A7%E5%AD%B8%E8%8B%B1%E6%96%87%E8%83%BD%E5%8A%9B%E7%95%A2%E6%A5%AD%E9%96%80%E6%AA%BB%E5%AF%A6%E6%96%BD%E8%BE%A6%E6%B3%95(1110426)_ch.pdf
https://lc.ndhu.edu.tw/var/file/77/1077/img/1345/308691693.pdf
https://rc040.ndhu.edu.tw/var/file/77/1077/img/144869356.pdf
https://rc040.ndhu.edu.tw/var/file/77/1077/img/144869356.pdf
https://cec.dila.edu.tw/?page_id=15
https://cec.dila.edu.tw/wp-content/uploads/2016/03/5-%E6%B3%95%E9%BC%93%E6%96%87%E7%90%86%E5%AD%B8%E9%99%A2%E5%A4%A7%E3%84%A7%E8%8B%B1%E6%96%87%E8%AA%B2%E7%A8%8B%E7%94%B3%E8%AB%8B%E6%8A%B5%E5%85%8D%E9%A0%88%E7%9F%A5.doc
http://ltc.nfu.edu.tw/downs/archive.php?class=101
http://ltc.nfu.edu.tw/download.php?filename=44_3e15b862.pdf&dir=archive&title=%E5%9C%8B%E7%AB%8B%E8%99%8E%E5%B0%BE%E7%A7%91%E6%8A%80%E5%A4%A7%E5%AD%B8%E5%AD%B8%E7%94%9F%E7%95%A2%E6%A5%AD%E8%8B%B1%E8%AA%9E%E6%96%87%E6%A8%99%E6%BA%96%E6%AA%A2%E8%A6%88%E8%A6%81%E9%BB%9E%EF%BC%881091229%E4%BF%AE%E8%A8%82%E7%89%88%EF%BC%89
http://ltc.nfu.edu.tw/downs/archive.php?class=101
http://ltc.nfu.edu.tw/download.php?filename=44_3e15b862.pdf&dir=archive&title=%E5%9C%8B%E7%AB%8B%E8%99%8E%E5%B0%BE%E7%A7%91%E6%8A%80%E5%A4%A7%E5%AD%B8%E5%AD%B8%E7%94%9F%E7%95%A2%E6%A5%AD%E8%8B%B1%E8%AA%9E%E6%96%87%E6%A8%99%E6%BA%96%E6%AA%A2%E8%A6%88%E8%A6%81%E9%BB%9E%EF%BC%881091229%E4%BF%AE%E8%A8%82%E7%89%88%EF%BC%89
http://ltc.nfu.edu.tw/downs/archive.php?class=101
http://ltc.nfu.edu.tw/download.php?filename=44_3e15b862.pdf&dir=archive&title=%E5%9C%8B%E7%AB%8B%E8%99%8E%E5%B0%BE%E7%A7%91%E6%8A%80%E5%A4%A7%E5%AD%B8%E5%AD%B8%E7%94%9F%E7%95%A2%E6%A5%AD%E8%8B%B1%E8%AA%9E%E6%96%87%E6%A8%99%E6%BA%96%E6%AA%A2%E8%A6%88%E8%A6%81%E9%BB%9E%EF%BC%881091229%E4%BF%AE%E8%A8%82%E7%89%88%EF%BC%89
http://ltc.nfu.edu.tw/downs/archive.php?class=101
http://ltc.nfu.edu.tw/download.php?filename=44_3e15b862.pdf&dir=archive&title=%E5%9C%8B%E7%AB%8B%E8%99%8E%E5%B0%BE%E7%A7%91%E6%8A%80%E5%A4%A7%E5%AD%B8%E5%AD%B8%E7%94%9F%E7%95%A2%E6%A5%AD%E8%8B%B1%E8%AA%9E%E6%96%87%E6%A8%99%E6%BA%96%E6%AA%A2%E8%A6%88%E8%A6%81%E9%BB%9E%EF%BC%881091229%E4%BF%AE%E8%A8%82%E7%89%88%EF%BC%89
https://lc.cgu.edu.tw/p/404-1061-2300.php
https://lc.cgu.edu.tw/var/file/61/1061/img/108/GraduationRules.pdf
http://web.cgust.edu.tw/law.net/LawView.aspx?SID=485
http://web.cgust.edu.tw/law.net/GetFile.aspx?act=F0&fid=600
http://web.cgust.edu.tw/law.net/LawView.aspx?SID=485
http://web.cgust.edu.tw/law.net/GetFile.aspx?act=F0&fid=600
http://web.cgust.edu.tw/law.net/LawView.aspx?SID=485
http://web.cgust.edu.tw/law.net/GetFile.aspx?act=F0&fid=600
http://aa.npust.edu.tw/6.htm
http://aa.npust.edu.tw/doc/7/pdf/13%E5%A4%96%E8%AA%9E%E5%AF%A6%E5%8B%99%E8%AA%B2%E7%A8%8B%E5%AF%A6%E6%96%BD%E8%A6%81%E9%BB%9E.pdf
https://ilife.chihlee.edu.tw/newstudents/view?feed=005&_b=%5B%7B%22t%22%3A%22%5Cu65b0%5Cu751f%5Cu5c08%5Cu5340%22%2C%22lt%22%3A%22%5Cu65b0%5Cu751f%5Cu5c08%5Cu5340%22%2C%22p%22%3A%22index%22%2C%22a%22%3A%22%22%7D%5D
https://ilife.chihlee.edu.tw/newstudents/view?feed=005&_b=%5B%7B%22t%22%3A%22%5Cu65b0%5Cu751f%5Cu5c08%5Cu5340%22%2C%22lt%22%3A%22%5Cu65b0%5Cu751f%5Cu5c08%5Cu5340%22%2C%22p%22%3A%22index%22%2C%22a%22%3A%22%22%7D%5D
https://aa100.chihlee.edu.tw/p/404-1002-28046.php?Lang=zh-tw
https://aa100.chihlee.edu.tw/var/file/2/1002/img/81/799829961.pdf
https://aa100.chihlee.edu.tw/p/404-1002-28046.php?Lang=zh-tw
https://aa100.chihlee.edu.tw/var/file/2/1002/img/81/799829961.pdf
https://aa100.chihlee.edu.tw/p/404-1002-28046.php?Lang=zh-tw
https://aa100.chihlee.edu.tw/var/file/2/1002/img/81/799829961.pdf
https://aa100.chihlee.edu.tw/p/404-1002-28046.php?Lang=zh-tw
https://aa100.chihlee.edu.tw/var/file/2/1002/img/81/799829961.pdf


 學分抵免・學習成果檢測・學習獎勵

學校名稱 系所名稱 用途 語言 成績 CEFR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各系 畢業門檻 英
FLPT 筆試總分105~149分、

口試S-1+或寫作D以上
A2

馬偕護理專校 應用外語科 畢業門檻 英 FLPT 筆試總分170分以上 B1

健行科技大學 非應外系 畢業門檻 日法德西 FLPT (基礎級) A1 A1

國立中山大學 各系 學分抵免 英 FLPT 筆試總分105~239分，口試S-2~S-2+ A2~B2、B1~B2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各系所 畢業門檻 英 FLPT 各項70分以上 B2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各系所 畢業門檻 英 FLPT 筆試總分195分以上 B2

國立高雄大學 各系 學分抵免 英 FLPT 筆試總分240分以上 C1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各系 學分抵免 日 FLPT 筆試總分120分 A2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應用日語系 畢業門檻 日 FLPT 口試S-4 C1以上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各系 學習獎勵 英日法德西 FLPT 筆試總分173分以上 B1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各系 畢業門檻 英 FLPT 筆試總分150~194分，口試S-2，寫作C B1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各系 畢業門檻 日法德西 FLPT 筆試總分150~194分，口試S-2 B1

國立嘉義大學 各系 學習獎勵 英 FLPT 筆試總分240~315分，口試S-2+~S-3 C1、B2~C1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各系 學分抵免 英 FLPT 筆試總分195分 B2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各系所 學習獎勵 英法德西 FLPT 筆試總分150分以上，S-2以上 B1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各系所 學分抵免 英 FLPT 筆試總分195分以上，口試 S-2+ B2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各系所 畢業門檻 英 FLPT 筆試總分172分以上，口試 S-2 B1

國立臺南大學 各系 學分抵免 英 FLPT 筆試總分195分，口試S-2，寫作B B2、B1、B2

國立臺南大學 各系 學習獎勵 英 FLPT 筆試總分172~194分，口試S-2 B1

國立臺南大學 各系 學習獎勵 日法德西 FLPT 筆試總分150~194分，口試S-2 B1

國立臺南大學 各系 畢業門檻 英 FLPT 筆試總分195分以上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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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tcn.edu.tw/Rules_q.aspx?dept=510&deptname=%E5%85%A8%E4%BA%BA%E6%95%99%E8%82%B2%E4%B8%AD%E5%BF%83
https://www.ctcn.edu.tw/UploadFile/ctcn_web/file/Rules/1-510-004.pdf
https://web.mkc.edu.tw/File/Userfiles/0000000016/files/%E9%A6%AC%E5%81%95%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9%A6%AC%E5%81%95%E9%86%AB%E8%AD%B7%E7%AE%A1%E7%90%86%E5%B0%88%E7%A7%91%E5%AD%B8%E6%A0%A1%E6%87%89%E7%94%A8%E5%A4%96%E8%AA%9E%E7%A7%91%E5%AD%B8%E7%94%9F%E8%8B%B1%E8%AA%9E%E8%83%BD%E5%8A%9B%E7%95%A2%E6%A5%AD%E9%96%80%E6%AA%BB%E5%AF%A6%E6%96%BD%E8%BE%A6%E6%B3%95(1).pdf
http://web.uch.edu.tw/language/index.php/2012-10-12-13-45-54/2012-10-13-08-30-57
https://c.nknu.edu.tw/aca/NewsDetail.aspx?Nid=81&GI=3
https://c.nknu.edu.tw/aca/UploadFile/News/202199132851/%E5%A4%A7%E4%B8%80%E5%85%8D%E4%BF%AE(%E8%8B%B1%E6%96%87%E3%80%81%E9%80%B2%E9%9A%8E%E8%8B%B1%E8%AA%9E)%E8%AA%B2%E7%A8%8B%E7%94%B3%E8%AB%8B%E8%A1%A8.doc
https://academic.tnua.edu.tw/academic/main/law.php
https://academic.tnua.edu.tw/rule/englishpassrule101.pdf
https://gec.ntua.edu.tw/z01.asp
https://www.nuk.edu.tw/p/412-1000-1217.php?Lang=zh-tw
https://languages.nkuht.edu.tw/p/405-1011-6856,c2199.php?Lang=zh-tw
https://languages.nkuht.edu.tw/app/index.php?Action=downloadfile&file=WVhSMFlXTm9MelkyTDNCMFlWOHhOek01WHprMk9ERXpOVGRmTlRrek56TXVjR1Jt&fname=LOGGROOKYW4441XXHCLKFCZWXSMO2524RKFGDCNPQPUXFG40FCROLO54WW54FGOKRKWWVXMPDG04FCXTMKOKTSWWSTICLKXWML35XWA0UW2045UWFHHGXSFCICXWFDZXTSLKQKTXKKZWWT14STEGNKKK2135A5A4
https://jp.nkust.edu.tw/p/405-1074-15587,c84.php?Lang=zh-tw
https://jp.nkust.edu.tw/var/file/74/1074/img/736/328548274.doc
https://lgc.ncut.edu.tw/p/405-1029-12963,c85.php?Lang=zh-tw
https://lgc.ncut.edu.tw/app/index.php?Action=downloadfile&file=WVhSMFlXTm9Mell5TDNCMFlWOHhNVGswTWw4eU16TTFNemxmTlRJMU16a3VjR1Jt&fname=WSGGTSB00010A1KKEDLKFCMOQOMOWTGG2034CCGCQPRL0040QKA4OP54WW54B0OKPOCCYXKK200454HCMOXSTSLOB0MONONPLPJDDCA0YSB0VS50SSSWB5PKRO4011JHDGA041GDZSDGDCXS1434YWLKCC35UTVWSW3045KL00HGRODGICCCQPZXED10DCMOTWJGLK35WSJCDCGCMLXTPOFCSSRO54SWUSDCROFCNOXW41KKWW04DHHG
https://lgc.ncut.edu.tw/p/405-1029-3435,c85.php?Lang=zh-tw
https://lgc.ncut.edu.tw/app/index.php?Action=downloadfile&file=WVhSMFlXTm9MelF3TDNCMFlWOHlNalV4WHpjek1UazFNRjg0TkRRd05TNXdaR1k9&fname=WSGGKLQKSSCGOO0050LKSXHGKO30WTLO2034CCGCQPRL0040QKA4OP54WW54NKOKYW54WW44A404FG14YW30TS14FGMOB1XWCCMPXWTSLKA4CDPOFHPOYWFCRKPOCDYXDGA0XWZWZSB4DC35DG34YWMPCC35QPOOLKECXW5434OKSTUSVW44LPKKDGFG50GDOO14A025QOJCTWICZTA1LKQPSWYWKORK00SSPKROKK04POPO
https://lgc.ncut.edu.tw/p/405-1029-3435,c85.php?Lang=zh-tw
https://lgc.ncut.edu.tw/app/index.php?Action=downloadfile&file=WVhSMFlXTm9MelF3TDNCMFlWOHlNalV4WHpjek1UazFNRjg0TkRRd05TNXdaR1k9&fname=WSGGKLQKSSCGOO0050LKSXHGKO30WTLO2034CCGCQPRL0040QKA4OP54WW54NKOKYW54WW44A404FG14YW30TS14FGMOB1XWCCMPXWTSLKA4CDPOFHPOYWFCRKPOCDYXDGA0XWZWZSB4DC35DG34YWMPCC35QPOOLKECXW5434OKSTUSVW44LPKKDGFG50GDOO14A025QOJCTWICZTA1LKQPSWYWKORK00SSPKROKK04POPO
http://www.ncyu.edu.tw/lgc/gradation.aspx?site_content_sn=71474
http://www.ncyu.edu.tw/files/site_content/lgc/110%E5%B9%B4%E8%8B%B1%E8%AA%9E%E6%A8%99%E6%BA%96%E5%8C%96%E6%B8%AC%E9%A9%97%E7%8D%8E%E5%8B%B5%E9%87%91%E5%AF%A6%E6%96%BD%E8%A8%88%E7%95%AB1101112.pdf
https://acadaff.ncue.edu.tw/ezfiles/21/1021/img/783/EnglishExemption.pdf
https://ctld.ntue.edu.tw/file/fileList/5
https://ctld.ntue.edu.tw/ctld/fileDownload/338
https://teaching-acad.ntunhs.edu.tw/p/404-1040-57142.php?Lang=zh-tw
https://teaching-acad.ntunhs.edu.tw/var/file/40/1040/img/1465/B12-D003-02.pdf
https://teaching-acad.ntunhs.edu.tw/p/404-1040-57142.php?Lang=zh-tw
https://teaching-acad.ntunhs.edu.tw/var/file/40/1040/img/1465/B12-D003-02.pdf
http://genedu.nutn.edu.tw/lesson.php?id=39
http://lc.nutn.edu.tw/index.php?option=module&lang=cht&task=pageinfo&id=17&index=1
http://lc.nutn.edu.tw/index.php?option=module&lang=cht&task=dfile&id=17&i=1
http://lc.nutn.edu.tw/index.php?option=module&lang=cht&task=pageinfo&id=17&index=1
http://lc.nutn.edu.tw/index.php?option=module&lang=cht&task=dfile&id=17&i=1
http://lc.nutn.edu.tw/index.php?option=module&lang=cht&task=pageinfo&id=1339&index=2
http://lc.nutn.edu.tw/index.php?option=module&lang=cht&task=dfile&id=1339&i=1


 學分抵免・學習成果檢測・學習獎勵

學校名稱 系所名稱 用途 語言 成績 CEFR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各系 學分抵免 英 FLPT 筆試總分195分以上，口試S-2以上 B2、B1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各系 畢業門檻 英 FLPT 筆試總分150分，口試S-1+ B1、A2

國立臺灣大學 各系所 學分抵免 英 FLPT 筆試總分217分以上，口試S-2+以上，寫作B B2

國立臺灣大學 外文系 學分抵免 英 FLPT 筆試總分240分以上 C1

國立臺灣大學 外文系 學分抵免 德西 FLPT 達75分、達90分 A1~B1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各系所 學習獎勵 日 FLPT 筆試總分150~330分，口試 S-2~S-3以上 B1~C1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各系所 學分抵免 英 FLPT 筆試總分216分以上 B2

國立體育大學 各系 學分抵免 英 FLPT 筆試總分240分 C1

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應用外語科 畢業門檻 日西 FLPT (基礎級) A1 A1

淡江大學 德國語文學系 學分抵免 德 FLPT A2、B1 A2、B1

淡江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畢業門檻 日 FLPT 筆試各項70分 B2

淡江大學 法國語文學系 畢業門檻 法 FLPT 筆試總分150~194分 B1

淡江大學 西班牙語文學系(含碩士) 畢業門檻 西 FLPT 筆試總分150~194分，口試S-2 B1

清華大學 各系 交換學生 法德西 FLPT 筆試總分150分，口試S-2 B1

清華大學 各系 畢業門檻 英 FLPT 筆試各項70分以上 B2

華梵大學 各系(英文系除外) 畢業門檻 英 FLPT 筆試總分125~149分 A2

華梵大學 英文系 畢業門檻 英 FLPT 筆試總分165分以上 B1~B2

慈濟科技大學 各系 畢業門檻 英 FLPT 筆試總分150分，口試S-1+ B1、A2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應用英語科 畢業門檻 英 FLPT 筆試總分150~194，口試S-2 B1

義守大學 各系 學分抵免 英
大一上：FLPT 筆試總分195分以上 /

大一下：筆試總分240分以上
B2~C1

義守大學 各系 學習獎勵 英日法德西 FLPT 筆試總分150分以上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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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e.ntin.edu.tw/Front/file_download_menulink_1/Rule/Archive.aspx?id=Lu67NGE9CAg=&page=2
https://ge.ntin.edu.tw/Download.aspx?dir=Archive&file=4C-3D-0E-44-C0-45-24-29-C7-4F-97-E5-B7-7F-A3-4F.pdf&filename=%e8%8b%b1%e8%aa%9e%e8%83%bd%e5%8a%9b%e6%aa%a2%e5%ae%9a%e5%90%88%e6%a0%bc%e6%8a%b5%e5%85%8d%e5%ad%b8%e5%88%86%e8%a6%81%e9%bb%9e_1101203.pdf&sn=5
https://ge.ntin.edu.tw/Front/file_download_menulink_1/Rule/Archive.aspx?id=Lu67NGE9CAg=&page=2
https://ge.ntin.edu.tw/Download.aspx?dir=Archive&file=EF-47-87-49-DB-6E-B8-4C-E0-A4-53-3E-C7-66-84-26.pdf&filename=%e5%9c%8b%e7%ab%8b%e8%87%ba%e5%8d%97%e8%ad%b7%e7%90%86%e5%b0%88%e7%a7%91%e5%ad%b8%e6%a0%a1%e6%8f%90%e5%8d%87%e5%ad%b8%e7%94%9f%e8%8b%b1%e8%aa%9e%e8%83%bd%e5%8a%9b%e5%af%a6%e6%96%bd%e8%a6%81%e9%bb%9e_1110706.pdf&sn=4
https://www.forex.ntu.edu.tw/%E5%A4%A7%E4%B8%80%E8%8B%B1%E6%96%87-%E5%85%8D%E4%BF%AE/
https://www.forex.ntu.edu.tw/wp-content/uploads/2022/06/%E5%9C%8B%E7%AB%8B%E8%87%BA%E7%81%A3%E5%A4%A7%E5%AD%B8%E5%AD%B8%E5%A3%AB%E7%8F%AD%E5%A4%A7%E4%B8%80%E8%8B%B1%E6%96%87%E5%85%8D%E4%BF%AE%E6%96%BD%E8%A1%8C%E8%A6%81%E9%BB%9E-111.06.02..pdf
https://www.forex.ntu.edu.tw/%e5%ad%b8%e5%a3%ab%e7%8f%ad-%e8%aa%b2%e7%a8%8b/
https://www.forex.ntu.edu.tw/wp-content/uploads/2022/07/%E5%A4%96%E6%96%87%E7%B3%BB%E9%81%B8%E8%AA%B2%E6%B3%A8%E6%84%8F%E4%BA%8B%E9%A0%85_111.pdf
https://www.forex.ntu.edu.tw/%e5%ad%b8%e5%a3%ab%e7%8f%ad-%e8%aa%b2%e7%a8%8b/
https://www.forex.ntu.edu.tw/wp-content/uploads/2022/07/%E5%A4%96%E6%96%87%E7%B3%BB%E9%81%B8%E8%AA%B2%E6%B3%A8%E6%84%8F%E4%BA%8B%E9%A0%85_111.pdf
https://lc.ntust.edu.tw/p/412-1070-9291.php?Lang=zh-tw
https://cle-r.ntust.edu.tw/var/file/70/1070/img/2847/593638075.pdf
https://langiae.ntou.edu.tw/p/405-1065-11986,c502.php?Lang=zh-tw
https://langiae.ntou.edu.tw/app/index.php?Action=downloadfile&file=WVhSMFlXTm9MelUxTDNCMFlWOHhNVGs0Tmw4eE5EWTNOemMyWHpZMk56STFMbkJrWmc9PQ==&fname=LOGGVWOKUS00A1HHHCLKUSMOMOMOWTLO34UWYSGCCCYT004034YW24LL0054IGSSYW54IH05DG04ICHCMKNKTSYWKL34GCICTXJDNOTSUWZWWXVWFH10YWFCSSXWUX25DGA0DCXTPKDGDCGCWSB0MOMK0035QP31USECXWVWGGLK01USYWXW4105DGFGRKYWMKOKGDIGQOROTWNPGGFDNLFC
https://gen.ntsu.edu.tw/p/412-1025-5.php
https://gen.ntsu.edu.tw/var/file/25/1025/img/679/160219066.pdf
http://140.130.190.242/language.php?id=2962
http://140.130.190.242/data/editor_upload/file/%E6%87%89%E5%A4%96%E7%A7%91%E7%95%A2%E6%A5%AD%E9%96%80%E6%AA%BB%E8%A6%81%E9%BB%9E(1100310%E4%BF%AE%E8%A8%82%E9%80%9A%E9%81%8E) (revised).pdf
https://www.tfgx.tku.edu.tw/german/rule/1878
https://www.tfgx.tku.edu.tw/pdfview?url=https://www.tfgx.tku.edu.tw/storage/app/uploads/public/605/da5/849/605da58493499221846150.pdf
https://www.tfjx.tku.edu.tw/japanese/file/1069?page=2
https://www.tfjx.tku.edu.tw/pdfview?url=https://www.tfjx.tku.edu.tw/storage/app/uploads/public/614/295/ddc/614295ddc9e96539348202.pdf
https://www.tffx.tku.edu.tw/french/file/1113
https://www.tffx.tku.edu.tw/pdfview?url=https://www.tffx.tku.edu.tw/storage/app/uploads/public/5b7/0f7/66d/5b70f766df59e142421061.pdf
https://www.tfsx.tku.edu.tw/spanish/web_page/167
https://oga.site.nthu.edu.tw/p/412-1524-18680.php?Lang=zh-tw
https://oga.site.nthu.edu.tw/var/file/524/1524/img/4361/278854510.pdf
https://language.site.nthu.edu.tw/p/406-1212-207847,r6822.php?Lang=zh-tw
https://fl.hfu.edu.tw/download/archive.php?class=103
https://fl.hfu.edu.tw/download.php?filename=80_eeb9a98f.pdf&dir=archive&title=%E8%8F%AF%E6%A2%B5%E5%A4%A7%E5%AD%B8%E5%AD%B8%E7%94%9F%E7%95%A2%E6%A5%AD%E8%8B%B1%E8%AA%9E%E9%96%80%E6%AA%BB%E5%AF%A6%E6%96%BD%E8%BE%A6%E6%B3%95%EF%BC%881021016%E7%89%88%EF%BC%89
https://fl.hfu.edu.tw/download/archive.php?class=103
https://fl.hfu.edu.tw/download.php?filename=80_eeb9a98f.pdf&dir=archive&title=%E8%8F%AF%E6%A2%B5%E5%A4%A7%E5%AD%B8%E5%AD%B8%E7%94%9F%E7%95%A2%E6%A5%AD%E8%8B%B1%E8%AA%9E%E9%96%80%E6%AA%BB%E5%AF%A6%E6%96%BD%E8%BE%A6%E6%B3%95%EF%BC%881021016%E7%89%88%EF%BC%89
https://ged.tcust.edu.tw/p/405-1023-31573,c1295-1.php
https://ged.tcust.edu.tw/app/index.php?Action=downloadfile&file=WVhSMFlXTm9MelE0TDNCMFlWOHpNVFUzTTE4MU1qSTNOemxmTVRJek56SXVaRzlq&fname=DGGGVWWXSS40A1HHLOLKTSXTXS30WTRLWSJCYSGCQPIDFG40NKROYS5400OOA0SSWW00VXHH2004A4LOKONKTS24KL34ICICZTYTXWA0ROA4GHVWUSOO45FCRKPOMPYXHCA0YSIGMKMO40IC50B0WSWSGGGDPKA0NKECUSDGWSOKSTB0DGTSPLJHEDXWPK10
https://ae.web.hsc.edu.tw/files/15-1015-31205,c655-1.php?Lang=zh-tw
https://ae.web.hsc.edu.tw/ezfiles/15/1015/attach/68/pta_11758_7539552_37834.docx
http://www.flc.isu.edu.tw/2018/showpage_v01.php?dept_mno=638&dept_id=0&page_id=34179
http://www.flc.isu.edu.tw/upload/638/1100806 exemption .pdf
http://www.flc.isu.edu.tw/2018/showpage_v01.php?dept_mno=638&dept_id=0&page_id=34179
http://www.flc.isu.edu.tw/upload/638/110Scholarshi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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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系所名稱 用途 語言 成績 CEFR

義守大學 各系 畢業門檻 英 FLPT 筆試總分150分以上 B1

僑光科技大學 各系 畢業門檻 英 FLPT 筆試總分105~149分 A2

實踐大學 各系所 學分抵免 英 FLPT 筆試總分195分以上，口試S-2+ B2

實踐大學 各系所 畢業門檻 英 FLPT 筆試總分150分，口試S-2 B1

實踐大學 應用外語學系 畢業門檻 英 FLPT 筆試總分195分以上，口試S-2+ B2

臺北市立大學 各系所 學分抵免 英 FLPT 筆試總分150分以上，口試S-2以上，寫作C以上 B1~C1

臺北醫學大學 各系所 畢業門檻 英 FLPT 筆試總分150分，口試S-2，寫作C B1

臺北醫學大學 醫、牙醫、藥學系 畢業門檻 英 FLPT 筆試總分195分，口試S-2+，寫作B B2

輔仁大學 法國語文學系 畢業門檻 法 FLPT 筆試總分150分以上，口試S-2以上 B1

銘傳大學 各系所(學士) 畢業門檻 英 FLPT 筆試總分195分，口試S-2，寫作C B2、B1、B1

銘傳大學 各系所(碩士) 畢業門檻 英 FLPT 筆試總分220分，口試S-2+，寫作C B2、B2、B1

銘傳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 畢業門檻 英 FLPT 筆試總分240分以上 C1

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 非應英系 畢業門檻 英 FLPT 筆試總分150分以上或口試S-1+以上 B1、A2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各系所(除應外系) 學分抵免 英 FLPT 筆試總分217分以上 B2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國貿系、行銷系會展組 畢業門檻 英 FLPT 筆試總分140分以上，口試S-1+ A2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畢業門檻 英 FLPT 筆試總分172分以上，口試S-2+ B1，B2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應外、國貿、會展以外各系 畢業門檻 英 FLPT 筆試總分130分以上，口試S-1+ A2

黎明技術學院 各系 畢業門檻 英 FLPT 筆試總分150分以上 B1

樹德科技大學 各系 畢業門檻 英
FLPT 筆試總分105~195分以上

或 口試 S-1+~S-2+以上
A2~B2

醒吾科技大學 各系 畢業門檻 英 FLPT 筆試總分150分以上 B1

靜宜大學 各系 學習獎勵 西 FLPT 筆試總分150~195分，口試S-1+~S-2 B1~B2、A2~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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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lc.isu.edu.tw/2018/showpage_v01.php?dept_mno=638&dept_id=0&page_id=34179
http://www.flc.isu.edu.tw/upload/657/5/Rule/28.pdf
https://lc.ocu.edu.tw/p/412-1055-261.php?Lang=zh-tw
https://language.usc.edu.tw/p/404-1080-6170.php?Lang=zh-tw
https://language.usc.edu.tw/app/index.php?Action=downloadfile&file=WVhSMFlXTm9MelU1TDNCMFlWODBOVE00WHpnek9UQTRPRFJmTkRVM01qRXVjR1Jt&fname=WSGGTSB0RKDC41XX50POKPHGFC30WT342034CCGCCC25LK40OKROFCPO00OOIGSSYW54IH05DG04ICHCMKNKTSYWKL34GCICTXJDNOTSUWZWWXVWFH10YWFCSSXWUX25DGA041GDVWB4HC3514B0441041GDQPOOWS30NKVWGGA4STUSRKSSMP0544LKICSXKO30MOXS20ROCGXSCCGDPORKSSRO54SWUSDCROFCNOXW41KKWW04DHHG
https://language.usc.edu.tw/p/404-1080-6431.php?Lang=zh-tw
https://afl.usc.edu.tw/p/412-1101-1769.php?Lang=zh-tw
https://afl.usc.edu.tw/var/file/101/1101/img/721194651.pdf
https://genedu.utaipei.edu.tw/p/412-1018-3.php?Lang=zh-tw
https://genedu.utaipei.edu.tw/var/file/18/1018/img/820833527.docx
http://lc.tmu.edu.tw/course/super_pages.php?ID=course1&Sn=2
http://lc.tmu.edu.tw/files/archive/367_5496dd12.pdf
http://lc.tmu.edu.tw/course/super_pages.php?ID=course1&Sn=2
http://lc.tmu.edu.tw/files/archive/367_5496dd12.pdf
http://140.136.251.139/DepartmentFrench/DepIntro.jsp?DI_CODE=6
http://francais.fju.edu.tw/licence/%E6%B3%95%E8%AA%9E%E6%AA%A2%E5%AE%9A%E8%83%BD%E5%8A%9B%E7%95%A2%E6%A5%AD%E6%A2%9D%E4%BB%B6%E8%A6%8F%E5%AE%9A(104%E8%B5%B7%E9%81%A9%E7%94%A8).pdf
https://academic.mcu.edu.tw/zh-hant/content/%E7%9B%B8%E9%97%9C%E6%B3%95%E8%A6%8Fregulations
https://academic.mcu.edu.tw/sites/default/files/u3/105%E5%AD%B8%E5%B9%B4%E5%BA%A6%28
https://academic.mcu.edu.tw/zh-hant/content/%E7%9B%B8%E9%97%9C%E6%B3%95%E8%A6%8Fregulations
https://academic.mcu.edu.tw/sites/default/files/u3/105%E5%AD%B8%E5%B9%B4%E5%BA%A6%28
http://web.dae.mcu.edu.tw/zh-hant/content/%E7%95%A2%E6%A5%AD%E9%96%80%E6%AA%BB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T20aZYydzF7Iaup2t4rxXrWMmRXku0b-/view
https://www.ge.ydu.edu.tw/zh_tw/Regulations
https://www.ge.ydu.edu.tw/uploads/asset/data/60a365642dfe3a3ca1000f15/%E8%8B%B1%E6%96%87%E8%83%BD%E5%8A%9B%E7%95%A2%E6%A5%AD%E9%96%80%E6%AA%BB%E5%8F%8A%E8%BC%94%E5%B0%8E%E8%BE%A6%E6%B3%95-103%E5%85%A5%E5%AD%B8%E8%B5%B7%E8%8B%B1%E6%AA%A2%E7%95%A2%E6%A5%AD%E9%96%80%E6%AA%BB%E4%BF%AE%E6%AD%A3%E8%BE%A6%E6%B3%95.pdf
https://ge.takming.edu.tw/p/412-1019-1548.php?Lang=zh-tw
https://ge.takming.edu.tw/var/file/19/1019/img/239/244116444.docx
https://ge.takming.edu.tw/p/412-1019-1548.php?Lang=zh-tw
https://ge.takming.edu.tw/var/file/19/1019/img/239/222805572.pdf
https://ge.takming.edu.tw/p/412-1019-1548.php?Lang=zh-tw
https://ge.takming.edu.tw/var/file/19/1019/img/239/222805572.pdf
https://ge.takming.edu.tw/p/412-1019-1548.php?Lang=zh-tw
https://ge.takming.edu.tw/var/file/19/1019/img/239/222805572.pdf
https://message.lit.edu.tw/files/13-1025-7295.php?Lang=zh-tw
https://www.lcc.stu.edu.tw/%E8%AA%9E%E8%A8%80%E6%AA%A2%E5%AE%9A%E7%B5%84/%E8%8B%B1%E6%96%87%E9%96%80%E6%AA%BB/
https://wpc.stu.edu.tw/wp-content/uploads/sites/42/2022/06/%E6%A8%B9%E5%BE%B7%E7%A7%91%E6%8A%80%E5%A4%A7%E5%AD%B8%E5%AD%B8%E7%94%9F%E8%8B%B1%E6%96%87%E8%83%BD%E5%8A%9B%E7%95%A2%E6%A5%AD%E9%96%80%E6%AA%BB%E5%8F%8A%E8%BC%94%E5%B0%8E%E8%BE%A6%E6%B3%95_20220608.pdf
https://eec.hwu.edu.tw/Post?PId=53113
https://eec.hwu.edu.tw/TKFile?FileId=FC5A424C-A1E8-4DC5-BDE9-11B8A3EC0261
https://flc.pu.edu.tw/p/405-1032-27444,c683.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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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宜大學 各系 畢業門檻 英 FLPT 筆試總分150分，口試S-2，寫作B B1、B1、B2

靜宜大學 非西語系 畢業門檻 法德西 FLPT 筆試總分150~194分，口試S-1+ B1、A2

嶺東科技大學 各系 畢業門檻 英 FLPT 筆試總分105~149分，口試S-1+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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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lc.pu.edu.tw/p/405-1032-29619,c683.php?Lang=zh-tw
https://flc.pu.edu.tw/p/405-1032-29619,c683.php?Lang=zh-tw
https://ltulc.video.ltu.edu.tw/p/doc2
https://ltulc.video.ltu.edu.tw/filedownload/7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