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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德明財經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基本技能認證實施規定第四條，特訂定德明財經科技

大學英語文基本能力認證項目及通過作業規定（以下簡稱本認證項目及通過作業規定）。 

二、本校日四技學生畢業前須通過至少一種英語文基本能力之認證，認證項目及通過標準，以附表

所列者為準。其他種類之校外英檢證照，由通識教育中心召集英文教師研議通過者，亦予以採

認。 

三、本認證項目及通過作業規定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表  英語文基本能力認證項目及通過標準對照表 

項目 通過標準（依各英檢本身之規定） 

多益測驗（NEW TOEIC） 

225分以上 （101學年以前入學適用） 

300分以上 （102學年入學適用） 

300分以上 

聽力須達 110分以上。 

閱讀須達 115分以上。 

（103、104學年入學適用） 

350分以上 

聽力須達 110分以上。 

閱讀須達 115分以上。 

（105學年以後入學適用） 

全民英檢（GEPT） 初級複試以上 

聽力、閱讀測驗成績總和須達

160 分，且其中任一項成績不得

低於 72分。 

寫作須達 70分。 

口說須達 80分。 

全民網路英語能力檢定 

（NETPAW） 

初級 

Elementary 

聽力須達 70分以上。 

閱讀須達 70分以上。 

通用國際英文能力分級檢定

（G-TELP） 
level 4 以上 

文法須達 75分以上。 

聽力須達 75分以上。 

字彙與閱讀須達 75分以上。 

全球英檢（GET） A2級以上 

聽力、閱讀測驗成績總和須達

140 分，且任一項成績不得低於

62分。 

劍橋大學國際商務英語能力測驗

（BULATS） 
20分以上（ALTE Level1以上）  



倫敦工商會證照（LCCI） Level 1以上 pass以上（50分以上）。 

國際英語認證（ILTEA） 
國際英檢 A2級以上 聽力須達 60分以上。 

閱讀須達 60分以上。 觀光餐旅英檢 A2級以上 

外語能力測驗（FLPT-English） 
三項筆試 105分以上 

口試級分 S-1+以上 
 

大學院校 

英語能力測驗（CSEPT） 

第一級 130分以上 
 

第二級 120分以上 

劍橋大學英語能力認證分級測驗

（Cambridge Main Suite） 

KET pass 以上 70分以上。 

PET pass 以上 45分以上。 

托福紙筆測驗（TOEFL ITP） 337分以上 

聽力須達 38分以上。 

文法結構須達 32分以上。 

閱讀須達 31分以上。 

國際英語語文測驗 

（IELTS） 
3級分以上  

 

 

 

 

 

 

 

 

 

 

 

 

 

 

 

 

 

 

 

 

 

 

 

 

 

  



基本技能證照審查、登錄作業流程暨申請表 
依本校基本技能認證實施辦法規定，本校日間部四技學生(含轉學生、復學生)須取得以下認證資格始得畢

業；同一證照取得兩次以上者，採較優之認證成績，但一種證照不得兩用。 

基本技能認證項目及通過標準如下（僅須擇任一項通過），本認證項目及標準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英語文基本能力認證項目及通過標準對照表 

              認證項目及 

                通過標準 

入學年度 

GEPT TOEIC（新制） 

101 學年度以前入學 初級複試以上 225 分以上 

102 學年度入學 初級複試以上 300 分以上 

103、104 學年度入學 初級複試以上 300 分以上 
聽力 110 分以上 

閱讀 115 分以上 

105 學年度入學 初級複試以上 350 分以上 
聽力 110 分以上 

閱讀 115 分以上 

其他視同認證項目(符合「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CEF) A2 級

之證照)： 

項目 
全球英檢 

(GET) 
IELTS NETPAW BULATS G-TELP ILTEA 

通過標準 A2 級 
3 以上 

(A2 級) 

A2 級 

以上 

20 分 

(A2 級) 

A2 級 

以上 

A2 級 

以上 

一、申請時間：每學期開學後至學期結束前受理。 

二、審查單位：教務處教務行政組/語言中心。 

三、審查登錄作業及辦理流程： 

填寫申請表並檢具證件正本，影本兩份→聯合服務中心收件→語言中心審核→TIP 資訊系統網站登錄→申

請表存查（視同認證項目須由各系及本校相關單位審核後再送交教務處教務行政組）。 

四、學生可至 TIP 資訊系統網站查詢認證取得情形。 

----------------------------------------------------------------------------------------------------------------- 

認證申請表（證件影本正反面請浮貼本表背面） 

系年班別：                 姓名：                 學號： 

認證種類 認證項目名稱(學生填寫) 審查結果 
登錄者 

蓋章 

登錄 

日期 
視同認證審核 

英語文基本

技能認證

（僅須任擇

一項通過） 

□多益      分以上 

□全民英檢(GEPT)初級複試以上 

□全民網路英檢(NETPAW)A2 級以上 

□博思(BULATS)A2 級以上 

□全球英檢 A2 級以上 

□其他 

□通過 

□不通過 
   

聯合服務中心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語言中心登錄日期：  年  月  日 

語言中心主任簽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