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輔仁大學英國語文學系 107 學年度入學新生選課說明 

★同時請養成看公告、系網頁最新消息及閱讀各項說明的習慣★ 
★以免錯失選課、工讀、獎助學金以及各項活動資訊或機會★ 

 

 

英文系課程選課說明 

 

 

一、 如何選修系上大一課程？ 

（一） 除了「聖經文學概論」及「希臘羅馬神話典故」這二門必選修課程外，系上的大一

課程皆為必修課，所以由系辦為同學代勞選課，節省同學的寶貴時間與精力。 

（二） 系上分組課程的學生人數須平均分配，故由系辦分組，無法接受同學自行選組，請

見諒。如有特殊需求，請親與系辦聯繫。 

（三） 系上幫我選的必修課有衝堂怎麼辦？ 
請立即親自向系辦反應！ 

（四） 外國語文、通識、以及歷史與文化課程為學校規定的必修課程，選課方式不同，請

見後續說明。 

二、 空堂時段可以選修其他系、其他校的課程嗎？ 

（一） 可以！不過，提醒你要先確定以下事項喔！ 
1. 開課單位有開放外系大一選修的名額 
2. 開課單位開放外系或外校選修的方式 
3. 系上沒有開相同名稱課程 

（二） 我要如何知道上述規定？ 
上網查詢或直接電洽（e-mail）開課單位承辦人。也請務必留意相關規定，以免延

誤畢業年限。另外，也請詳閱本系簡介與本校教務法規（請至本校網站行政單位

教務處教務資訊教務法規  查詢瀏覽）。 

（三） 提醒：學分太多，恐將影響學習效果，故請慎重考慮個人能力與時間分配再做決定。 

三、 系上的課程可以用其他系、其他校的課程代替嗎？ 

除了系上有另行公告的課程以外，其餘課程因專業考量，不能替代。但若有特殊困難，請親

向系辦反應。 

四、 我是大一新生，可以選修大二以上課程嗎？ 

因系上課程的難度是循序漸進，需要同學有基礎之後，才能選修高年級課程，所以請同學按

部就班選修，先修好大一課程囉。 

五、 如果大一的課程被當了，對以後修課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呢？ 

（一） 申請輔系、雙主修、獎助學金、將來申請學校或工作等會受限。有些系所不接受有



不及格科目的同學申請輔系或雙主修。 

（二） 必須重修相同科目，通常都會造成大二以上必修課程衝堂，以致於必須延畢。 

（三） 大一課程多為大二以上課程的先修科目（如文學概論、英文作文、英語會話、語言

學概論(一)等），若先修科目不及格，那麼諸多大二以上課程都無法選修，影響修業

年限此即為所謂的「擋修規則」（請參見系手冊節錄資料「學生注意事項」），與

大一新生相關的重點摘要如下： 

1. 無論是「英文作文」、「英語會話」哪一門課程的下學期不及格且上學期任一課程

分數未達 78 分（含），必須重修「英文作文」及「英語會話」課程一學年（上、

下學期）。（已修過之學分當然不重複計算） 

2. 若是大一「文學概論」不及格，無法選修進階文學與文化課程。 

3. 若是大一下學期的「語言學概論(一)」不及格，則無法續修大二上學期的「語言

學概論(二)」，且無法選修進階語言研究課程。 

六、 要如何確認自己選修課程無誤，以便順利畢業？ 

每個學期開學後會請同學於指定時間上網確認選課資料，請務必耐心核對清單上的各項資

料。 

七、 對於未來修課，系上有什麼要先行提示的嗎？ 

若欲發展其他學科專長，或計畫於畢業後出國進修，則至少需在該學門修 4-6 門課（例如英

語教學、教育心理學等），否則授課教師無法為各位出具有力的推薦信，國外學校接受申請

的機率亦低。 

八、 選修「聖經文學概論」及「希臘羅馬神話典故」相關規定與注意事項說明如下： 

（一） 本系上學期開設「聖經文學概論」，下學期開設「希臘羅馬神話典故」，建議同學於

一年級時選一門修習即可 

（二） 選修前請務必詳閱課程說明後再做決定，不要根據課程名稱就下定論。 

（三） 本學期由於行政作業時間緊迫，請同學自行於「網路初選」時段上網選修「聖經文

學概論」；選修人數上限為 45 人，名額全滿則系統不再接受加選。  

（四） 沒選到怎麼辦？ 
若上學期選不到「聖經文學概論」，可於網路加退選期間辦理人工加選； 
若仍無法選到課者，可於第二學期選修「希臘羅馬神話典故」；或是在畢業前補修

任一門（須有餘額才能加選）。 
下學期選修「希臘羅馬神話典故」的狀況亦同。 

（五） 下學期「希臘羅馬神話典故」的上課時間與上學期的「聖經文學概論」相同，故選

修「聖經文學概論」的同學上學期請勿於該時段選修任何學年課（如「第二外語」），

以免到了第二學期造成衝堂，而必須放棄其中一門課程。 

（六） 如何知道是否選到課？ 
請於學校規定的「查詢代入及選填志願分發結果」期間登入選課系統瀏覽。詳細時

間及登入方式請詳閱校方規定（http://www.course.fju.edu.tw ）。 

九、 學生修課與上課須從開學第一天起全程參與，並對任課老師負責，不得以尚未加選作為缺課

之理由，老師有權對缺課之同學作不准加退選或強制退選之決定。 



 

校訂必修課程選課說明 

 
 

一、 上網選修「外國語文」相關規定與注意事項說明如下： 

（一）「外國語文」為 8 學分，分為大一及大二兩年修完，符合本校英語免修資格的同學，

可直接選修第二外國語［基礎非英文］課程。不符合資格的同學，需修讀星期二

D1-D2 英文系的［外國語文（高級英文）］。 

（二）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免修英文，逕選讀第二外國語課程，符合修讀第二外國語之

名單，將由全人教育中心預計於 8 月 14 日公告： 
1. 大學英文學測成績達 15 級分。（個人申請管道入學者適用） 
2. 英文指考成績全校排名前 5%。（指考分發管道入學者適用） 
3. 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複試或同等級之英語檢測： 

CEFR (Common Language Framework Reference) B2 Vantage level, or  
TOFEL-iBT：聽力 21；閱讀 22；口說 23；寫作 21； 
TOEIC；聽力 400；閱讀 385 
IELTS 6.0;  
Cambridge Certificate FCE Grade B, and BULATS ALTE 3. 

（三）第二外語由全人中心開設，都是「學年課」，上下學期各 2 學分，表示同學必須修滿

上、下學期一整個學年才能獲得 4 學分，如果沒有修滿，那麼修過學分也不算。 
※其他標示為學年課者亦同。 

（四）下學期時不可更換教師、課程或時段。 

（五）符合修讀第二外國語之同學，請自行於「全人課程選填志願」或「網路初選」時段

上網選修第二外國語。如未列在全人中心網頁已公佈之本校免修英文名單中欲以英

文證照申請免修大一英文改以外國語文(非英文)課程學分替代者，請持符合本校免修

英文相關檢定證照於 107.9.10~107.9.12 日間部上班時間(08：00～16：30)期間至全

人中心辦公室(進修部大樓 ES205 室)辦理人工改選。 

（六）若因衝堂或興趣考量，現階段不選課或未能選到課怎麼辦？ 
可於網路加退選期間加選；若仍無法選到，則於畢業前補修完畢此學分即可，重補

修時，須等大一新生選完之後，有餘額才能加選。其餘相關事項請按照教務處當學

期所發之網路選課操作說明以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二、 上網選修「歷史與文化課程」相關規定與注意事項說明如下： 

（一）「歷史與文化」課程(課程代碼須為 D-STT8 / PTT8 / NTT8 開頭)納入通識三領域課

程學群之一規劃開課，必修 2 學分，可於任一通識涵養領域課程修讀，且可計入所

屬通識領域規定之學分數內。 

（二）因故無法選到課程者，請參閱前項第 6 點辦理。 

 



三、 上網選修「通識課程」相關規定與注意事項說明如下： 

（一）請在畢業前選修三個領域各 4 學分之「通識課程」，共 12 個學分，三領域如下，若

是未按規定選課，則無法畢業－ 
1. 「人文與藝術」（科目代碼須為 D-PTXX 開頭） 
2. 「自然與科技」（科目代碼須 D-NTXX 開頭） 
3. 「社會科學」（科目代碼須 D-STXX 開頭） 

（二）校方規定同學必須選修由全人中心開設的「通識課程」或各系開放為通識課程才算

通識學分，請不要選修其他單位開設的一般課程當成通識學分。 

（三）通識課程皆為「學期課」，選課重點請參見前項第二點說明。 

（四）依學校規定，各系承認之選修學分不含全人教育課程中心規劃開設之必選修課程，

即同學超修全人教育課程之學分數將不予承認為其畢業所需之選修學分，請同學務

必慎重選課。 

（五）全人中心通識課程如有開設與本系必修學分相同名稱之課程，學生不得選修。 

（六）因故無法選到課程者，請參閱第三項第四點辦理。 

 

四、 選修「第二外語」、「通識」課程序如下，請依序辦理： 

（一）請根據「分組名單」，確認自己在系上課程的組別，未分組之課程皆須選修。（系上

必修課程已由系秘書直接代入，同學毋需費時上網選修系上課程。） 

（二）確認組別後，請根據系上的「一年級課程時間」，確認空堂時段；如有衝堂，請速與

系上聯繫。 

（三）確認空堂時段後，請至選課資訊網站（網址為 http://www.course.fju.edu.tw/）瀏

覽「通識」課程表與課程簡介；然後依照本校「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選課須知」

（http://www.course.fju.edu.tw/DownloadNewsFileServlet?file=23）規定上網選

修「通識」課程。 

 

五、 大一體育(AT20)選課說明： 

（一）自 106 學年度起，本校大學部一年級學生體育改為建制班上課，為全班必修代入，

大一生不需上網選體育課，大一、大二每學期必修一門體育課。 

（二）為彰顯本校體育課程特色，大一體育內含四週之游泳課程，並鼓勵同學參加游泳技

能檢定，以加強個人運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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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系課程選課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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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何選修系上大一課程？


（1） 除了「聖經文學概論」及「希臘羅馬神話典故」這二門必選修課程外，系上的大一課程皆為必修課，所以由系辦為同學代勞選課，節省同學的寶貴時間與精力。


（2） 系上分組課程的學生人數須平均分配，故由系辦分組，無法接受同學自行選組，請見諒。如有特殊需求，請親與系辦聯繫。


（3） 系上幫我選的必修課有衝堂怎麼辦？
請立即親自向系辦反應！


（4） 外國語文、通識、以及歷史與文化課程為學校規定的必修課程，選課方式不同，請見後續說明。

2、 空堂時段可以選修其他系、其他校的課程嗎？


（1） 可以！不過，提醒你要先確定以下事項喔！

1. 開課單位有開放外系大一選修的名額


2. 開課單位開放外系或外校選修的方式


3. 系上沒有開相同名稱課程


（2） 我要如何知道上述規定？


上網查詢或直接電洽（e-mail）開課單位承辦人。也請務必留意相關規定，以免延誤畢業年限。另外，也請詳閱本系簡介與本校教務法規（請至本校網站(行政單位(教務處(教務資訊(教務法規  查詢瀏覽）。

（3） 提醒：學分太多，恐將影響學習效果，故請慎重考慮個人能力與時間分配再做決定。


3、 系上的課程可以用其他系、其他校的課程代替嗎？


除了系上有另行公告的課程以外，其餘課程因專業考量，不能替代。但若有特殊困難，請親向系辦反應。


4、 我是大一新生，可以選修大二以上課程嗎？

因系上課程的難度是循序漸進，需要同學有基礎之後，才能選修高年級課程，所以請同學按部就班選修，先修好大一課程囉。


5、 如果大一的課程被當了，對以後修課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呢？


（1） 申請輔系、雙主修、獎助學金、將來申請學校或工作等會受限。有些系所不接受有不及格科目的同學申請輔系或雙主修。


（2） 必須重修相同科目，通常都會造成大二以上必修課程衝堂，以致於必須延畢。


（3） 大一課程多為大二以上課程的先修科目（如文學概論、英文作文、英語會話、語言學概論(一)等），若先修科目不及格，那麼諸多大二以上課程都無法選修，影響修業年限(此即為所謂的「擋修規則」（請參見系手冊節錄資料「學生注意事項」），與大一新生相關的重點摘要如下：


1. 無論是「英文作文」、「英語會話」哪一門課程的下學期不及格且上學期任一課程分數未達78分（含），必須重修「英文作文」及「英語會話」課程一學年（上、下學期）。（已修過之學分當然不重複計算）


2. 若是大一「文學概論」不及格，無法選修進階文學與文化課程。

3. 若是大一下學期的「語言學概論(一)」不及格，則無法續修大二上學期的「語言學概論(二)」，且無法選修進階語言研究課程。


6、 要如何確認自己選修課程無誤，以便順利畢業？

每個學期開學後會請同學於指定時間上網確認選課資料，請務必耐心核對清單上的各項資料。


7、 對於未來修課，系上有什麼要先行提示的嗎？

若欲發展其他學科專長，或計畫於畢業後出國進修，則至少需在該學門修4-6門課（例如英語教學、教育心理學等），否則授課教師無法為各位出具有力的推薦信，國外學校接受申請的機率亦低。

8、 選修「聖經文學概論」及「希臘羅馬神話典故」相關規定與注意事項說明如下：


（1） 本系上學期開設「聖經文學概論」，下學期開設「希臘羅馬神話典故」，建議同學於一年級時選一門修習即可

（2） 選修前請務必詳閱課程說明後再做決定，不要根據課程名稱就下定論。

（3） 本學期由於行政作業時間緊迫，請同學自行於「網路初選」時段上網選修「聖經文學概論」；選修人數上限為45人，名額全滿則系統不再接受加選。 

（4） 沒選到怎麼辦？
若上學期選不到「聖經文學概論」，可於網路加退選期間辦理人工加選；
若仍無法選到課者，可於第二學期選修「希臘羅馬神話典故」；或是在畢業前補修任一門（須有餘額才能加選）。
下學期選修「希臘羅馬神話典故」的狀況亦同。

（5） 下學期「希臘羅馬神話典故」的上課時間與上學期的「聖經文學概論」相同，故選修「聖經文學概論」的同學上學期請勿於該時段選修任何學年課（如「第二外語」），以免到了第二學期造成衝堂，而必須放棄其中一門課程。


（6） 如何知道是否選到課？
請於學校規定的「查詢代入及選填志願分發結果」期間登入選課系統瀏覽。詳細時間及登入方式請詳閱校方規定（http://www.course.fju.edu.tw ）。

9、 學生修課與上課須從開學第一天起全程參與，並對任課老師負責，不得以尚未加選作為缺課之理由，老師有權對缺課之同學作不准加退選或強制退選之決定。

((((((((((((((((((((((

校訂必修課程選課說明


((((((((((((((((((((((

1、 上網選修「外國語文」相關規定與注意事項說明如下：


（一）「外國語文」為8學分，分為大一及大二兩年修完，符合本校英語免修資格的同學，可直接選修第二外國語［基礎非英文］課程。不符合資格的同學，需修讀星期二D1-D2英文系的［外國語文（高級英文）］。

（二）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免修英文，逕選讀第二外國語課程，符合修讀第二外國語之名單，將由全人教育中心預計於8月14日公告：

1. 大學英文學測成績達15級分。（個人申請管道入學者適用）
2. 英文指考成績全校排名前5%。（指考分發管道入學者適用）
3. 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複試或同等級之英語檢測：


CEFR (Common Language Framework Reference) B2 Vantage level, or 


TOFEL-iBT：聽力21；閱讀22；口說23；寫作21；

TOEIC；聽力400；閱讀385

IELTS 6.0; 


Cambridge Certificate FCE Grade B, and BULATS ALTE 3.


（三）第二外語由全人中心開設，都是「學年課」，上下學期各2學分，表示同學必須修滿上、下學期一整個學年才能獲得4學分，如果沒有修滿，那麼修過學分也不算。
※其他標示為學年課者亦同。


（四）下學期時不可更換教師、課程或時段。


（五）符合修讀第二外國語之同學，請自行於「全人課程選填志願」或「網路初選」時段上網選修第二外國語。如未列在全人中心網頁已公佈之本校免修英文名單中欲以英文證照申請免修大一英文改以外國語文(非英文)課程學分替代者，請持符合本校免修英文相關檢定證照於107.9.10~107.9.12日間部上班時間(08：00～16：30)期間至全人中心辦公室(進修部大樓ES205室)辦理人工改選。

（六）若因衝堂或興趣考量，現階段不選課或未能選到課怎麼辦？
可於網路加退選期間加選；若仍無法選到，則於畢業前補修完畢此學分即可，重補修時，須等大一新生選完之後，有餘額才能加選。其餘相關事項請按照教務處當學期所發之網路選課操作說明以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2、 上網選修「歷史與文化課程」相關規定與注意事項說明如下：


（一）「歷史與文化」課程(課程代碼須為D-STT8 / PTT8 / NTT8開頭)納入通識三領域課程學群之一規劃開課，必修2學分，可於任一通識涵養領域課程修讀，且可計入所屬通識領域規定之學分數內。

（二）因故無法選到課程者，請參閱前項第6點辦理。


3、 上網選修「通識課程」相關規定與注意事項說明如下：


（一）請在畢業前選修三個領域各4學分之「通識課程」，共12個學分，三領域如下，若是未按規定選課，則無法畢業－


1. 「人文與藝術」（科目代碼須為D-PTXX開頭）

2. 「自然與科技」（科目代碼須D-NTXX開頭）

3. 「社會科學」（科目代碼須D-STXX開頭）


（二）校方規定同學必須選修由全人中心開設的「通識課程」或各系開放為通識課程才算通識學分，請不要選修其他單位開設的一般課程當成通識學分。

（三）通識課程皆為「學期課」，選課重點請參見前項第二點說明。

（四）依學校規定，各系承認之選修學分不含全人教育課程中心規劃開設之必選修課程，即同學超修全人教育課程之學分數將不予承認為其畢業所需之選修學分，請同學務必慎重選課。

（五）全人中心通識課程如有開設與本系必修學分相同名稱之課程，學生不得選修。

（六）因故無法選到課程者，請參閱第三項第四點辦理。

4、 選修「第二外語」、「通識」課程序如下，請依序辦理：


（一）請根據「分組名單」，確認自己在系上課程的組別，未分組之課程皆須選修。（系上必修課程已由系秘書直接代入，同學毋需費時上網選修系上課程。）

（二）確認組別後，請根據系上的「一年級課程時間」，確認空堂時段；如有衝堂，請速與系上聯繫。

（三）確認空堂時段後，請至選課資訊網站（網址為http://www.course.fju.edu.tw/）瀏覽「通識」課程表與課程簡介；然後依照本校「107學年度第1學期選課須知」（http://www.course.fju.edu.tw/DownloadNewsFileServlet?file=23）規定上網選修「通識」課程。

5、 大一體育(AT20)選課說明：


（一）自106學年度起，本校大學部一年級學生體育改為建制班上課，為全班必修代入，大一生不需上網選體育課，大一、大二每學期必修一門體育課。

（二）為彰顯本校體育課程特色，大一體育內含四週之游泳課程，並鼓勵同學參加游泳技能檢定，以加強個人運動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