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重要證照及技藝技能競賽抵免課程學分對照表(應用英語科) 

中華民國 110 年 11 月 30 日應用英語科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01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15 日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1 年 3 月 9 日應用英語科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1 年 4月 6日教務會議修訂 

科別 學制 證照名稱/競賽名稱 
發照單位/主辦單

位 

等級/競賽優勝名

次 
得抵免課程/學分數 備註 

應用英語科 日間部 
多益英語測驗(TOEIC)

聽讀測驗 

美國教育測驗服

務社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ETS) 

550 分 

1. 基礎英語能力訓練(必修)2 學分 

2. 初級英語能力訓練(一)(必修)2 學分 

3. 初級英語能力訓練(二)(必修)2 學分 

此證照最多

採計 2 學分。 

應用英語科 日間部 
多益英語測驗(TOEIC)

聽讀測驗 

美國教育測驗服

務社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ETS) 

650 分 

1. 基礎英語能力訓練(必修)2 學分 

2. 初級英語能力訓練(一)(必修)2 學分 

3. 初級英語能力訓練(二)(必修)2 學分 

4. 中級英語能力訓練(一)(必修)2 學分 

5. 中級英語能力訓練(二)(必修)2 學分 

此證照最多

採計 2 學分。 

應用英語科 日間部 
多益英語測驗(TOEIC)

聽讀測驗 

美國教育測驗服

務社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ETS) 

750 分 

1. 基礎英語能力訓練(必修)2 學分 

2. 初級英語能力訓練(一)(必修)2 學分 

3. 初級英語能力訓練(二)(必修)2 學分 

4. 中級英語能力訓練(一)(必修)2 學分 

5. 中級英語能力訓練(二)(必修)2 學分 

6. 英文綜合能力練習(一)(必修)2 學分 

7. 英文綜合能力練習(二)(必修)2 學分 

此證照最多

採計 2 學分。 

應用英語科 日間部 
多益英語測驗(TOEIC)

聽讀測驗 

美國教育測驗服

務社 Educational 
860 分 

1. 基礎英語能力訓練(必修)2 學分 

2. 初級英語能力訓練(一)(必修)2 學分 

此證照最多

採計 4 學分。 

附件 30 



Testing Service 

(ETS) 

3. 初級英語能力訓練(二)(必修)2 學分 

4. 中級英語能力訓練(一)(必修)2 學分 

5. 中級英語能力訓練(二) (必修)2 學分 

6. 英文綜合能力練習(一)(必修)2 學分 

7. 英文綜合能力練習(二) (必修)2 學分 

應用英語科 日間部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普通考試領隊人員(英

語) 

考試院 及格(60 分) 

觀光資源概要(選修)2 學分 

領隊與導遊實務(選修)2 學分 

航空票務(選修)2 學分 

領隊英語閱讀(選修)2 學分 

此證照最多

採計 2 學分。 

應用英語科 日間部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考試導遊人員(英語) 
考試院 及格(60 分) 

觀光資源概要(選修)2 學分 

領隊與導遊實務(選修)2 學分 

航空票務(選修)2 學分 

此證照最多

採計 2 學分。 

應用英語科 日間部 國際貿易大會考 
台北市進出口商

業同業公會 
及格(60 分) 國際貿易概論(選修)2 學分  

應用英語科 日間部 
TQC-OA 辦公軟體應

用類 
電腦技能基金會 

中文輸入初階(含

以上)、英文輸入

初階(含以上) 

中英文打字(必修)2 學分 

兩張證照皆

取得才可進

行抵免。 

應用英語科 日間部 
TKT 劍橋英語教師認

證  
Cambridge English 

Module 1 - Band 

2(含以上)、 

Module 2 - Band 

2(含以上)、 

Module 3 - Band 

2(含以上) 

英語教學法概論(選修)2 學分 

兒童英語教學(選修)2 學分 

兒童教育心理學(選修)2 學分 

英文教材教法(選修)2 學分 

教室管理與經營(選修)2 學分 

兒童英語教學實務(選修)2 學分 

1. Module 1-3

任 一 取 得

Band 2(含以

上 )等級方

可 進 行 抵

免。   

2. 每張證照最

多採計 2 學

分。 

備註： 

1、修業年限內，以「重要證照」抵免課程之學分數，合計最高 22 學分。 



2、「重要證照」係指與就讀科系之專業課程相關之政府機關依法規核發之證照，例如：考試院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執業證書、勞動部技術士

證等，或其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法規核發之證照，可參考「110 年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委託、認證或認可證照一覽表」。 

3、專業證照及英檢成績以在學期間內取得有效，且每次成績只能抵免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