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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學生五年一貫攻讀學、碩士學位實施細則 

FLLD Five-in-One Policy Regulations 
101 年 11 月 14 日系務會議通過 

102 年 1 月 16 日院務會議通過 

105 年 3 月 9 日系務會議通過 

105 年 6 月 13 日院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東海大學外國語文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鼓勵學業成績優良學生五年一貫攻

讀學、碩士學位，並提前規劃專業學習或學術研究領域，特依「東海大學學生

五年一貫攻讀學、碩士學位實施要點」第二條訂定「東海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學

生五年一貫攻讀學、碩士學位實施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Article 1 The purpose of this policy is to encourage qualified undergraduate students to enter the MA 

program. 
 
第二條 本系大學部學生欲取得本系五年一貫攻讀學、碩士學位先修資格者，其歷年學

業成績平均達 GPA 3(含)以上。凡符合資格者，得於大學三年級下學期起依公

告向本系提出申請。非外文系學生欲申請者，則依英語程度及相關資格條件個

案審理。 
Article 2 To be eligible, a student’s average grades should be GPA 3 or above. Students who 

qualify can apply during the 2nd semester of their junior year. Students from 
departments other than the FLLD will be evaluated for admission on a case by case 
basis depending on their English proficiency and other qualifications. 

 
第三條 欲申請取得本系五年一貫攻讀學、碩士學位先修資格者，須提交下列文件以供

審查： 
1. 學生修讀學碩士五年一貫學程申請表；  
2. 歷年成績單一份；  
3. 碩士班修業（含論文）計畫書一份； 
4.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書面資料。 

Article 3 The materials students should submit are as follows. 
1. Application form 
2. Grade report 
3. Study plan  
4. Other materials (as requested by the committee) 

 
第四條 本系由「研究所教師委員會」擔任學生五年一貫攻讀學碩士學位資格審查委

員，經審查核可後，將錄取名單送到校方，經行政程序核定後公佈。 
Article 4 The students’ applications will be reviewed by the MA Program Committe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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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ple majority decision is sufficient to admit a student to the “five year one track 
program”. 

 
第五條 錄取生之修課及學分抵免事宜： 

1. 錄取生得申請修習碩士班課程，其修業要求如同碩士生。 
2. 錄取生經參加碩士班甄試或考試錄取入學後，其於大學期間所修習之碩士

班課程若未計入學士班畢業學分，可於碩士班入學當學期加退選截止日前

申請抵免碩士班研究生應修學分（不含畢業論文學分）。 
3. 錄取生之學分抵免不受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有關研究生抵免學分上限規

定之限制。 
4. 學分抵免之辦理以一次為限。 

Article 5 Regulation for the students who get approved 
1. They can take MA courses, and the course requirements for them will be the 

same as for regular MA students. 
2. Once they get admitted to the MA program via the MA entrance exam, those 

credits can be waived. 
3. There is no maximum for the number of waived credits. 
4. They should apply to waive the credit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first semester. 

 
第六條 本細則經系務會議通過、院務會議核定後實施。 
Article 6 The above regulations enter into force after approval by the Department Council 

and the College of 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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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學生五年一貫攻讀學、碩士學位申請表 

申請日期： 

姓 名 
中文: 
英文: 

學    號  系級  

聯 絡 電 話  電子信箱  

申 請 資 格 
（請自行檢視是否
符合申請條件） 

歷年學業成績總平均須達 GPA 3 (含)以上 
ㄧ上總平均       GPA；ㄧ下總平均       GPA； 

二上總平均       GPA；二下總平均       GPA； 

三上總平均       GPA； 5個學期總平均       GPA 

申 請 組 別 □教學組    □文學組 

檢 附 資 料 
（ 請 勾 選 ） 

□  1. 本申請表 
□  2. 歷年成績單 
□  3.讀書計畫書(以英文撰寫， 500字左右)。 
 

甄選委員會 
審 查 意 見 

□ 通過   

□不通過  原因： 

（    學年度 研究所教師委員會核定，   年   月   日   。）  

*大學三年級第二學期可提出申請，請於 5月底前繳交所需資料。 

申請人簽名：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利用告知事項： 

東海大學為辦理五年一貫攻讀學、碩士學位申請之目的，需蒐集個人資料（類別：C001、C051），僅

供本校存續期間及單位內進行必要之資料處理及利用，並與您進行業務上的聯繫。以上欄位為必要欄

位，如您未完成填寫將無法完成申請作業。您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就您的個人資料行使當事人

權利，行使方式請洽本校外文系（電話：04-235902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