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親愛的同學、家長好： 

歡迎您成為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的一員! 

社會科學學院(社科院)是政大的招牌，本院各系所有堅強的師資和優良的

學習環境。除了各系所的專長訓練外，更開設「英語授課學分學程

ETP(English Taught Program)」，結合中英文授課的專業課程及英語課程，

培養學生社會科學跨領域統整的核心能力及職場國際競爭力。 

本學程招生方向著重於大一新生，讓學生一進大學就能藉由 ETP 學程規

劃未來四年的修課方向，協助同學們大學四年有目標的選課。若大學期

間完成學程學分規定有下列四大優點: 

 修畢 ETP 學分，可拿到 ETP 證書 

 錄取本學程，可優先錄取與國外參訪團或外國學生交流 

 錄取本學程，可優先獲得赴海外姊妹校交換機會 

歡迎積極進取、對職場生涯有企圖心的同學們申請「英語授課學分學程

ETP(English Taught Program)」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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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英語授課學分學程 ETP(English Taught Program)介紹 

 
申請方式: 請將電子檔 email 至 cssetp@gmail.com 申請 

申請截止日: 2018 年 8 月 26 日 

申請表: 請參閱附件或至社科院網頁下載 

 

 
政大社科院英語授課學分學程 ETP(English Taught Program)」主

要目的在於訓練兼具社會科學專業及雙語能力的學生，以強化日後

之升學、職場之國際競爭力，並讓學生具備跨文化思考能力。 

 

 

社科院 ETP 修業規定 

 

  

科目名稱 開課單位 
修 

別 

期 

數 

學 

分 

開課狀態 

備註 單獨 

開班 

隨班 

附讀 

【ETP 英語課程專班】 

 選修英文(含閱讀、

聽說、寫作練習等)  

外文中心 必 不限 9  v 
課程內容詳 

附表一 

【社科院英語授課課

程】 

社會科學專業英語授

課課程 

社科院各系所 

(含外院各系所

或海外交換學

校) 

必 不限 24  v 
課程內容詳 

附表二 

必(群)修學分數：  33 學分 

選修學分數：  0   學分 
應修總學分： 33 學分 

修課規定： 

1. 大學英文符合免修資格者，得以修習 ETP 英語課程抵免本校畢業學分之外語學分。 

2. 社會科學專業英語授課課程中，外院或赴海外交換學校修習之英語授課課程不得超過 6 學分。 

mailto:請將電子檔email至cssetp@gmail.com


 

『ETP 學生權益與學習評量』 

 

(一)學生權益 

 「ETP英語課程專班」小班教學。 

 ETP結業證書。 

 外籍生學友及出國交換甄選優先權。 

(二)學習評量:每學年結束後進行成績審查，只要未達以下任一標準，將強制轉

出 ETP 

 每學期基礎英語課程成績不得低於 70 分。 

 每學期社會科學專業英語授課課程不得低於 60 分。 

 每學期總平均不得低於 60 分。 

  



 

附表一 【ETP 英語課程專班】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學分數 

學術聽說訓練 

(一上) 

本課程針對中高級的英文使用者。並將加強學習者在不

同學科中的英文閱讀能力，並注重聽、說、讀、寫之整

合訓練 

This course, which is conducted in English, is designed for 

high-intermediate to advanced English learners. It is based 

on a content-based syllabus, utilizing lectures on topics from 

different academic disciplines and related reading materials. 

The authentic content provides both a context for the 

practice of important language skills and a basis for the 

exploration of high-interest topics for learners. The course 

covers diverse issues and integrates vocabulary, grammar, 

listening and speaking skills necessary for academic success. 

Throughout the semester, students are encouraged to 

improve their academic listening and speaking ability by 

listening to lectures and participating in discussions, as well 

as practicing note-taking and summarizing. 

3 

閱讀與口語練

習 

(一下) 

著重聽、說、讀、寫的整合訓練，使學生能以英語就廣

泛的主題，清楚表達個人意見與看法。 

This course is a continua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training 

in speaking,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students’ paragraph 

writing skill. Students will also learn to express ideas and 

opinions logically and structurally in English on a wide range 

of topics.  

3 

英文寫作 

(二年級) 

本課程著重於訓練學生之學術英文的寫作能力，包括基

本的字彙、句法以及文法和文章架構 

The English Taught Program (ETP) is a two-year program 

requiring advanced students to undergo one year of oral 

training, followed by a second year of academic writing. The 

College English III – Writing I (ETP) course intends to equip 

undergraduate students with fundamental skills of writing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Topics to be covered include 

essential vocabulary in academic English, basic English 

sentence structures, and common patterns for English 

paragraph/essay writing. 

3 

 



附表二  【社會科學專業英語授課課程】 

 

序

號 

科目代號 課名 英文名 學

分 

時間  授課教師 

1 202833001 東亞的高

收入陷阱 

The High Income 

Trap in East Asia 

3 (四) 234 

(9:00-12:00) 

林夏如 

2 204859001 教育與全

球化社會 

Comparative 

Education in a 

Global Society 

3 三 D56 

(13:00-

16:00) 

姜以琳 

3 205871001 所得稅問

題 

Issues in Income 

Tax  

3 一 FGH 

(19:00-

22:00) 

周德宇 

4 207045001 微積分 Calculus 3 一 D5 

(13:00-

15:00) 

范噶色 

5 207960001 微積分實

習 

Calculus (lab) 3 一 6 

(15:00-

16:00) 

范噶色 

6 207056001 地圖學 Cartography 3  四 234 

(9:00~12:00) 

范噶色 

7 208016011 國際貿易 International Trade 3 三 D56 

(13:00-

16:00) 

李慧琳 

8 208018001 經濟思想

史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3 五 D56 

(Fri 13-16) 

李文傑 

9 208798001 人力資本

經濟學 

Economics of 

Human Capital 

3 三 234 

(09:00-

12:00) 

莊奕琦 

10 208872001 賽局理論

入門 

An Introduction to 

Game Theory 

3 一 12C 

(8-10&12-

13) 

何靜嫻 

11 209055001 民族語言

學概論 

Introduction to 

Ethnolinguistics 

3 四 234 

(09:00-

12:00) 

賀大衛 

 

  



社科院 ETP 學分學程申請 
 

一、招收人數: 每學年預計招收 50 名社科院學士班學生 

二、申請表件: 1.申請表 2.履歷表(格式不限) 3.相關附件及補充資料 

三、申請截止日: 107 年 8 月 26 日 

四、申請方式: Email 申請 

五、聯絡資訊: 社會科學學院 劉曜瑋 行政專員 cssetp@gmail.com 

六、聯絡電話: (02)29393091 分機 51280 

申請表 

中文姓名  照片 

英文常用名  

即將將就讀科系  

生日 (YYYY/MM/DD)  

性別  

畢業高中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手機號碼  

Email  

學測 

英文級分 
 

學測 

總級分 
 

指考 

英文成績 
 

是否申請

免修 

□是。   

□否。  

※ 免修資格及申請方式請上本校外文中心網頁查詢。 
     若申請上 ETP學程，是否願意於 107-1修讀本校針對 ETP學生開設之小班教學

「選修英文：學術聽說訓練（ETP專班）」? 本課程亦可抵免大學英文課程學

分，每學分新臺幣 1,020元。 

   □願意。 

上課時段調查: □星期二 78E(16:00-19:00) □星期三 78E(16:00-19:00) 

              □星期四 78E(16:00-19:00) 

                   □三個時段皆可 

   □暫緩。 

      原因: □未達免修，想先修讀大學英文一、二，以後再考慮選修 ETP英語課程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ailto:cssetp@gmail.com


國立政治大學大學英文修習辦法 

民國 93年 6 月 11日 92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 95年 10月 16 日 95學年度第 1 學期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8年 6 月 8日 97 學年度第 2學期 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0 年 6月 13 日 99學年度第 2 學期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4 年 10月 26日 104學年度第 1學期 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5 年 7月 28 日 政教校字第 1050021903 號函發布 

民國 106 年 12月 11日 106學年度第 1學期 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7 年 1月 25 日 政教校字第 1070002354 號函發布 

第一條 國立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培養學生語文能力及涵養，並提供學

生對本校大學英文課程之選課規範與依據，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大學英文課程由外文中心規劃，包含大學英文（一）及大學英文

（二），各為三學分，分別於上、下學期開課，本校學士班學生應依本

辦法之規定修課，不得重複修習，所修習課程至多採計六學分為外國

語文通識。 

第三條 本校學士班學生英文能力達到以下檢核標準之一者，得向外文中心申

請免修習大學英文（一）、（二），並依第四條規定以其他課程補足外文

通識學分。檢核標準如下： 

一、 全民英檢（GEPT）中高級複試通過。 

二、 新網路托福（TOEFL-iBT）92分以上。 

三、 國際英語測驗（IELTS）6.5 級以上。 

四、 劍橋大學英語文能力認證（Cambridge Main Suite）FCE Grade B以上。 

五、 多益測驗（TOEIC）達 920 分以上，且口說及寫作達 300分以上。 

六、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學科能力測驗成績達十五級分，並於高中英語聽力

測驗達 A級分。 

七、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指定科目考試英文科成績，達本校前百分之十二。 

八、 英語為母語或曾於全英語授課高中或大學就讀一年以上之學生。 

符合前項任一資格者，應於規定時間內，持相關證明文件向外文中心

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申請通過者，不得修習大學英文（一）、（二），

如已修習者不計入畢業學分及成績計算。 

第四條 申請免修習大學英文（一）、（二）課程，經核定通過者，應以下列課程

擇一補足外文通識學分 6學分： 



一、 兩學期同一語種不同科目之大學外文課程，若有不足 6學分者，應依

本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補足。 

二、 以下課程經向外文中心提出替代申請並核定同意： 

（一） 外文中心開授之選修英文課程。 

（二） 本校各院開設之英語授課課程，係指全校課程查詢系統中授

課語言別為英語之課程。 

（三） 本校開授之英語授課學分學程（English Taught Program）之

英語訓練專班課程。 

第五條 本校學士班僑生、港澳生、外國學生由外文中心另行編班授課；其修

讀大學英文課程應依本校外語課程限修辦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第六條 英文系學生修習外國語文通識課程之相關規定由英文系另定之。 

第七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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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大學外文中心  https://flc.nccu.edu.tw/ 

（107 年 8 月修，公布指考英文標準） 

 

▍107學年「大學英文」修課須知 

 

大學英文(一)/(二)為外文通識必修課程，分別於上、下學期開課，大學英文自 107 學年起改制為 3 學

分，本校學士班學生必須修習 6 學分以滿足外文通識學分規定。【大學英文修習辦法】 

1. 新生入學由外文中心統一分派編班，學生不需另行選課；惟轉/復學生請自行選課。 

2. 原則上禁止跨時段/院選課，如有特殊狀況，學生應依規定經授課教師同意後，以【外文中心人工

加簽單】向外文中心提出申請。 

3. 外國學生（IUP 學程學生除外）與僑生（港澳生除外）、運動績優學生，共同編班於四 D56 節。 

4. 大學英文課程各學院分派上課編班時段： 

 

學生所屬學院 / 身分條件 大學英文上課時段 

文學院、理學院、教育學院 週三 D56 節 

法學院 / 外國學生、僑生及運動績優學生 週四 D56 節 

傳播學院、外語學院（英文系除外） 週五 D56 節 

社會科學院、國際事務學院 週二 D56 節 

商學院 週四 234 節 

健康中心專班 週二 78E 節 

 

 

▍107學年「免修習大學英文一/二」申請 

（一） 申請標準 

107 學年起，須達下列英文測驗標準(擇一)，可申請免修大學英文(一)/(二)；並另依規定修課

滿足外文通識 6 學分規定。 

(1) 通過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GEPT）測驗中高級複試。 

(2) 托福網路化測驗（TOEFL iBT）92（含）分以上。 

(3) 國際英語測驗（IELTS）6.5 級 （含） 以上。 

(4) 英國劍橋大學國際英文認證（Cambridge Certificate Main Suite）FCE Grade B（含）以上。 

(5) 多益測驗（TOEIC）920（含）分以上，且口說及寫作達 300 分（含）以上。 

(6) 大學入學考試學科能力測驗（學測）英文成績達 15 級分，並於高中英語聽力測驗達 A 級分。 

(7) 大學入學考試指定考試（指考）英文科目成績達本校 12％（107 學年為 87.7 分（含）以上） 

(8) 英語為母語或曾於全英語授課高中或大學就讀一年以上之學生。 

https://flc.nccu.edu.tw/uploads/archive_file_multiple/file/5a5ec986f9a40372c20002d7/%E5%9C%8B%E7%AB%8B%E6%94%BF%E6%B2%BB%E5%A4%A7%E5%AD%B8%E5%A4%A7%E5%AD%B8%E8%8B%B1%E6%96%87%E4%BF%AE%E7%BF%92%E8%BE%A6%E6%B3%95_1061211%E6%95%99%E5%8B%99%E6%9C%83%E8%AD%B0%E9%80%9A%E9%81%8E1070122%E6%94%BF%E6%95%99%E6%A0%A1%E5%AD%97%E7%AC%AC1070002354%E8%99%9F%E5%87%BD%E7%99%BC%E5%B8%83_.pdf
https://flc.nccu.edu.tw/uploads/archive_file_multiple/file/5b0627c7f9a403051d000207/%E6%94%BF%E6%B2%BB%E5%A4%A7%E5%AD%B8%E5%A4%96%E6%96%87%E4%B8%AD%E5%BF%83%E4%BA%BA%E5%B7%A5%E5%8A%A0%E7%B0%BD%E5%96%AE_107-1_.pdf
https://flc.nccu.edu.tw/uploads/archive_file_multiple/file/5b0627c7f9a403051d000207/%E6%94%BF%E6%B2%BB%E5%A4%A7%E5%AD%B8%E5%A4%96%E6%96%87%E4%B8%AD%E5%BF%83%E4%BA%BA%E5%B7%A5%E5%8A%A0%E7%B0%BD%E5%96%AE_107-1_.pdf
https://flc.nccu.edu.tw/zh_tw/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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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申請期間 

符合資格欲申請之學生請於申請階段截止期限內辦理。 

第 1 階段：自有本校學號起～107/8/10（五）止（此階段申請通過者將不編班） 

第 2 階段：自 107/8/13（一）至 107/10/3（三）止（此階段申請通過者，請自行退選已編班

之大學英文課程） 

（三） 申請方式 

請至外文中心網站下載【免修習大學英文(一)/(二)申請單】 

親自送件：請備妥申請單、成績證明影本並攜帶正本供查驗（現場驗畢退回），於辦公時間

內親自至外文中心（國際大樓 5 樓）辦理；若於暑假期間辦理請留意暑期辦公時間。 

郵寄送件：請備妥申請單、成績證明影本，並於影本上加註「本影本與正本相符，如有不實

願負法律責任」並「簽名」），於封面註明「申請免修習大學英文一/二」並以 A4 信封掛號

郵寄至下列地址（第 1 階段收件以 107 年 8 月 10 日郵戳為憑，逾期視為第 2 階段申請。） 

11605 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號 

國立政治大學外文中心（國際大樓 360507室）啟 

電子郵件：請提供申請單、成績證明檔案，並於成績證明影本上加註「本影本與正本相符，

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並「簽名」），電子郵件主旨請寫明「申請大學英文跳免修_學號_

姓名」寄至中心信箱（flcenter@nccu.edu.tw ） 

（四） 申請通過者，如何修課滿足外文通識 6學分 

Q：申請通過了嗎？ 

不論以哪一種方式提出申請，您都會收到外文中心寄發之「免修習大學英文資格註記」郵件

通知至您「學號＠nccu.edu.tw」信箱。如果您沒有收到信件，代表您未申請成功，請與外文

中心聯繫。另外您也可在 iNCCU 全人系統中查詢您「免修習大學英文」身分註記資訊。 

Q：如何滿足外文通識 6學分？ 

1. 凡通過免修習大學英文一/二資格申請之學生，一旦申請通過則不得變更。所修大學英文

課程將不採計畢業學分與成績計算，並請依規定修課以滿足外文通識 6 學分之規定。 

2. 以兩學期同一語種不同科目之大學外文課程（若有不足 6 學分者，亦依下列規定另以英

語授課課程提出替代申請補足學分） 

3. 以下列課程向外文中心提出替代申請並核定同意：請至網站下載【替代學分申請書】 

(1) 外文中心開授之選修英文課程。 

(2) 本校各院開設之英語授課課程，係指全校課程查詢系統中授課語言別為英語之課程。 

(3) 本校開授之英語授課學分學程（English Taught Program）之英語訓練專班課程。 

https://flc.nccu.edu.tw/uploads/archive_file_multiple/file/5afd306df9a4030574000d95/%E6%94%BF%E6%B2%BB%E5%A4%A7%E5%AD%B8%E5%85%8D%E4%BF%AE%E7%BF%92%E5%A4%A7%E5%AD%B8%E8%8B%B1%E6%96%87%E4%B8%80_%E4%BA%8C%E7%94%B3%E8%AB%8B%E5%96%AE_107%E5%AD%B8%E5%B9%B4_.pdf
https://flc.nccu.edu.tw/uploads/archive_file_multiple/file/5b062a51f9a403051d000209/%E6%94%BF%E6%B2%BB%E5%A4%A7%E5%AD%B8%E5%A4%96%E6%96%87%E4%B8%AD%E5%BF%83%E6%9B%BF%E4%BB%A3%E5%AD%B8%E5%88%86%E7%94%B3%E8%AB%8B%E6%9B%B8_107%E5%AD%B8%E5%B9%B4%E6%9B%B4%E6%96%B0_.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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