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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學生三項學科學習能力檢測通過標準與配套措施 

（日間部，99 學年度起適用） 

 

依 99.9.6.99 學年度基本能力檢定委員會第 1 次會議決議內容修訂 

依 100.2.11.99 學年度基本能力檢定委員會第 3 次會議決議內容修訂 

依 100.5.30.99 學年度基本能力檢定委員會第 5 次會議決議內容修訂 

依 100.11.02.100 學年度基本素養培育與檢測委員會第 2 次會議決議內容修訂 

項目 

科目 
通過標準 配套措施 

中文 

1. 以中文文字書寫與表達為形式，並以四項指標，即

是題旨、結構、論述及文字，作為標準依據。 

2. 依照題旨切合，結構完整，論述平實，文字平順等

順序評定，以 60 分為通過。 

1. 開設 0 學分之課程（不納入畢業學分），名稱為「中

文基礎寫作」，內容及比例為： 

 範文選讀 占 20%  

 邏輯訓練 占 20%  

 寫作方法 占 20%  

 作文習作 占 40%  

2. 修習者以未通過中文學科學習能力檢測者為限，不

招收其他學生。 

3. 為提升教學效果，每班人數以 20 人為原則。 

4. 凡修習此課程通過者，比照中文學科學習能力檢測

通過。 

英文 

1. 具備文字表達能力及閱讀理解能力。 

2. 學生應通過以下任一英文檢定考試，或校內英文學

科學習能力檢測通過，始能取得英文畢業條件： 
 

a. 全民英檢中級複試通過 

b. 托福測驗 (ITP)   450  (含)以上、(CBT) 145 

(含)以上、(IBT)  49   (含)以上 

c. 雅思(IELTS)國際英語測驗  4 級（含）以上 

d. 多益(TOEIC)   450   (含)以上 

e. 大專校院英語能力測驗第二級(CSEPT)200 (含)

以上 

f. 劍橋大學國際商務英語能力測驗(博思英語檢測

BULATS)  50 分  （含）以上（新增） 

註： 

證照年限以「學生入學年度的前三學年之後日期」視

為有效。以 99 學年度入學學生為例，其證照成績除了

需符合上述標準外，證照日期亦需在 96 年 8 月 1 日後

才算有效。 

1. 開設 0 學分課程，名稱為「基礎英文溝通」。 

2. 修習者以未通過英文學科學習能力檢測者為限，不

招收其他學生。 

3. 為提升教學效果，每班人數以 20 人為原則。 

4. 凡修習此課程通過者，比照英文學科學習能力檢測

通過。 

 

資訊 

符合下列兩項條件之一即為通過： 

1. 至少修讀一門符合資訊能力四項標準之課程，且成

績及格： 

a. 具備電腦與網路基本知識及技能 

b. 製作文書、簡報及試算表 

c. 具備多媒體應用能力 

d. 具備資訊安全素養 

2. 取得經由資訊學科學習能力檢測組核定之校外專業

資訊技能檢定合格證書。 

註： 

1. 上述所含括的課程及校外專業資訊技能檢定內容，

則由基本素養培育與檢測委員會定期公告。 

2. 若學生所選課程為「學年課」，則上、下學期皆須修

習及格，始取得本能力之畢業條件。 

3. 證照年限以「學生入學年度的前三學年之後日期」

視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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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學生三項學科學習能力檢測通過標準與配套措施 

（進修部，100 學年度起適用） 
依 100.11.02.100 學年度基本素養培育與檢測委員會第 2 次會議訂定 

 

項目 

科目 
通過標準 配套措施 

中文 

1. 以中文文字書寫與表達為形式，並以四項指標，即

是題旨、結構、論述及文字，作為標準依據。 

2. 依照題旨切合，結構完整，論述平實，文字平順等

順序評定，以 60 分為通過。 

 
◎標準與日間部相同 

1. 開設 0 學分之課程（不納入畢業學分），名稱為「中

文基礎寫作」，內容及比例為： 
 範文選讀 占 20%  
 邏輯訓練 占 20%  
 寫作方法 占 20%  
 作文習作 占 40%  

2. 修習者以未通過中文學科學習能力檢測者為限，不

招收其他學生。 
3. 為提升教學效果，每班人數以 20 人為原則。 
4. 凡修習此課程通過者，比照中文學科學習能力檢測

通過。 

英文 

1. 具有簡單表述個人資料的表達能力，以及能閱讀簡

易句構及淺易辭彙的簡短段落理解能力，並對於語

言的語句具備基礎知識。 
2. 學生應通過以下任一英文檢定考試，或校內英文學

科學習能力檢測通過，始能取得英文畢業條件： 
 

a. 全民英檢初級複試通過 

b. 托福測驗  (ITP)   390  (含)以上、(CBT) 90 

(含)以上、(IBT)  30   (含)以上 

c. 雅思(IELTS)國際英語測驗  3 級（含）以上 

d. 多益(TOEIC)   350   (含)以上 

e. 大專校院英語能力測驗第二級(CSEPT) 170 (含)

以上 

f. 劍橋大學國際商務英語能力測驗(博思英語檢測

BULATS)  30 分  （含）以上（新增） 

註： 

證照年限以「學生入學年度的前三學年之後日期」視

為有效。以 100 學年度入學學生為例，其證照成績除

了需符合上述標準外，證照日期亦需在 97 年 8 月 1 日

後才算有效。 

1. 開設 0 學分課程，名稱為「基礎英文溝通」。 

2. 修習者以未通過英文學科學習能力檢測者為限，不

招收其他學生。 

3. 為提升教學效果，每班人數以 20 人為原則。 

4. 凡修習此課程通過者，比照英文學科學習能力檢測

通過。 

 

資訊 

符合下列兩項條件之一即為通過： 

1. 至少修讀一門符合資訊能力四項標準之課程，且成

績及格： 

 具備電腦與網路基本知識及技能 

 製作文書、簡報及試算表 

 具備多媒體應用能力 

 具備資訊安全素養 

2. 取得經由資訊學科學習能力檢測組核定之校外專業

資訊技能檢定合格證書。 

註： 

1. 上述所含括的課程及校外專業資訊技能檢定內容，

則由基本素養培育與檢測委員會定期公告。 

2. 若學生所選課程為「學年課」，則上、下學期皆須修

習及格，始取得本能力之畢業條件。 

3. 證照年限以「學生入學年度的前三學年之後日期」

視為有效。 

◎標準與日間部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