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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國際化的來臨，學習英文的腳步不得不加快，不過要自掏腰包花錢學英文，卻變成一個沉重的負

荷。告訴你一個省錢自學的良方，就是上網學英文。當然也不是說上網就一定可以把英文學好，漫無

目的的學習，也很難達到一定的效果。本單元提供同學一些有幫助的網站連結，同學可以試著連連看

其內容，從中找到一個適合的網站，每天花一點時間，英文一定有大大進步。

GEPT 全民英檢學習網站

說明：將「全民英檢學習指南」以及「全民英檢正式考題」完整內容網路化，以更多元化的方式介紹

「全民英檢」。

網址：http://www.gept.org.tw/ 

全民英語能力檢定

說明：提供台灣的全民英檢(GEPT)的資訊及線上測驗課程。

網址： http://www.gept.com.tw/

全民英檢自我評量

說明：提供全民英檢學習課程和自我評量，可檢視自己適合哪一等級考試。

網址：http://www.edeeson.com.tw/yeseng/main.htm

地球村美日語

說明：地球村提供您全天候的學習時間、全方位的學習方式，使您有如置身國外的學習環境，培養您

真正美日語的實力。

網址：http://www.gvo.com.tw/

專業全民英檢月刊

說明：因應目前英檢全國性能力【聽、說、讀、寫】的要求，因此更可確定本刊是全國唯一符合英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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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最具全面性教學的英檢事業。

網址：http://www.alpeople.com.tw/

常春藤解析英語雜誌

說明：以簡易的會話、全民英檢初級~中級為主軸，著重『聽』、『說』兩部份，以短文及會話交叉編

排，為升學學子、全民英檢應試進修者及一般英語入門者，提供最詳盡的解說。

網址：http://www.ivy.com.tw/main/index1.php

活用空中美語

說明：主題多元化，對話和文章都是常用英文，並有寫作和口說英語訓練。

網址：http://www.english4u.net/

基本美語誌《EZ basic》

說明：以最簡潔好用的字詞語法、符合生活情境的主題內容、確實可達的學習進度規劃，幫助讀者EZ

學習、打好基礎，自信邁出開口說美語的第一步！

網址：http://www.ezbasic.com.tw/intro/

CNN 互動英語/ Live 互動英語

說明：以多媒體互動教學光碟， 以及平面出版（雜誌、書籍）的系列互動英語教學產品，以更有效率

的方式，迅速達到英語學習的目的。

網址： http://www.liveabc.com/

StudioClassroom.com -- Your Friend for Life

說明：大家說英語、空中英語教室及彭蒙惠英語系列英語教學雜誌，提供每日廣播課程內容解說、電

視單、英文歌曲學習....等，讓你輕鬆學英語，自在開口說。

網址 ：http://www.studioclassroom.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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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單元內，為同學整理圖書館典藏關於全民英檢的圖書及視聽資料，讓您花較少的時間收集資料，

花較多的時間讀書。

全民英檢圖書館館藏

1.圖書

項目
書刊名

(按此HyperLink可以查館藏)
作者/出版商 出版年 書目索書號

1
全民英檢中高級閱讀實戰.2004-

2006 

蘇艷文/布雷克/Black Truett /

哈佛英語 
2004

805.189 8856 2004-

2006 

2
全民英檢中級閱讀精選.2004-

2006 
布雷克/蘇艷文 /哈佛英語 2004

805.189 8545 2004-

2006 

3
全民英檢能力測驗應試技巧初

級 

崇恩/賴 慧/Chung, Edward/國

際語言中心委員會 /國際學村 
2003 805.18 844.3 92 

4 全民英檢.中級,聽力測驗 國際語言中心 /華文網 2003 805.189 8533-1 92 

5 全民英檢必備單字 陳凱莉 /愛迪生國際 2003 805.12 8756 92 

6 全民英檢口說能力測驗.中級 Japan Obunsha /建興文化 2003 805.189 8658.3 92 

7 全民英檢.中級,寫作能力測驗 國際語言中心編委會 /華文網 2003 805.189 8533 2003 

8 全民英檢.中級,閱讀能力測驗 國際語言中心編委會 /華文網 2003 805.189 8533 2003 

9 全民英檢聽力測驗.中級 Japan Obunsha /建興文化 2003 805.189 8658.3-1 92 

10 全民英檢必備2000單字 
布朗/王明/Brown, Den F. /三思

堂 
2003 805.12 853.21 92 

11
全民英檢【中級】逼真模擬測

驗 

克魯克斯/江璞/林神龍/Crooks 

Rick /知英文化 
2003 805.189 5655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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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全民英檢<初級>逼真模擬測驗 克魯克斯/璞/林神龍 /知英文化 2003 805.189 8565 2003 v.1 

13
全民英檢中級聽力.閱讀能力題

庫大全 
陳豫弘 /希伯崙公司 2003 805.189 8773 92 

14 全民英檢閱讀測驗.高級 隨意學英語編寫組 /三思堂 2002 805.18 8726-1 91 

15 全民英檢字彙破關.初級 
哈蒙斯/Hammons, Mark I. /貝

塔 
2002 805.12 8585 91 

16 中級全民英檢:聽說作業手冊 
貝爾/Bell, Woodson Renick /偉

碩文化 
2002 805.189 843.3 91 

17 全民英檢.初級,口說能力測驗 國際語言中心編委會 /華文網 2002 805.189 8533-2 91 

18 全民英檢題庫.初級 張文卉 /愛迪生國際 2002 805.189 8765 91 

19
全民英檢【中級】文法、翻譯與

作文 
衛德焜 /知英文化 2002 805.17 8754 2002 

20 全民英檢.初級,寫作能力測驗 
國際語言中心編委會/國際語言

中心編委會 /華文網 
2002 805.189 8533-3 91 

21 全民英檢考試常犯錯誤分析 
全民英檢考題命中委員 /閱世

界 
2002  

22 全民英檢常考短句1600 
全民英檢考題命中委員會 /閱世

界 
2002  

23 全民英檢初級字彙1200 
經典傳訊編輯部 /經典傳訊文

化 
2002 805.12 8645-1 2002 

24 全民英檢:中級閱讀測驗總整理 國際語言增進會 /國際學村 2002 805.189 8533.3 2002 

25
全民英檢一路通:中級寫作測驗

模擬試題冊 
張一慈/考西爾 /文鶴發行 2002 805.189 8722-1 2002 

26 全民英檢字彙進階(中高級) 李貝特 /貝塔 2001 805.12 8445 90 

27
全民英檢.中高級,寫作、口說能

力測驗 

國際語言中心委員會 /國際學村

出版社 
2001 805.189 8533-6 2001 

28 狄克生片語All Pass 威利著 /華文網 2000 805.123 837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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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光碟

項目
書刊名

(按此HyperLink可以查館藏)
作者/出版商 出版年 書目索書號

1 全民英檢字彙破關.中高級(I)  /貝塔 2002 CD 805.12 8495 

2
全民英檢模擬測驗.初級.

elementary 
Gordon, Jeffrey /貝塔 2003 CD 805.189 835 

3
全民英檢聽力破關,初級,

elementary 
梁民康 /貝塔 2003 CD 805.189 8656 92 

4
全民英檢:電腦模擬考初級試題

(程式) 
總合科技 /總合科技  

805.189 8658 v.1-1-1-

4 

5
全民英檢:電腦模擬考初級試題

(題庫) 
總合科技 /總合科技  

805.189 8658 v.2-1-2-

4 

6
全民英檢:電腦模擬考中級試題

(程式) 
總合科技 /總合科技  

KT 805.189 8658 v.3-

1-3-4 

7
全民英檢:電腦模擬考中級試題

(題庫) 
總合科技 /總合科技  

KT 805.189 8658 v.4-

1-4-4 

8
全民英檢:電腦模擬考中高級試

題(程式) 
總合科技 /總合科技  

805.189 8658 v.5-1-5-

4 

3.錄音帶

項目
書刊名

(按此HyperLink可以查館藏)
作者/出版商 出版年 書目索書號

1
GEPT: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

驗.學習指南(中高級學習手冊) 

語言訓練測驗中心編著 /語言訓

練測驗中心 
2001

T 805.189 8334 90 

Tape 

2
GEPT: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

驗.學習指南(中高級學習手冊) 

語言訓練測驗中心編著 /語言訓

練測驗中心 
2001

T 805.189 8334 90 

Tape c.2 

3
GEPT: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

驗.學習指南(中高級學習手冊) 

語言訓練測驗中心編著 /語言訓

練測驗中心 
2001

T 805.189 8334 90 

Tape 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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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GEPT: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

驗.學習指南(中級學習手冊) 

語言訓練測驗中心編著 /語言訓

練測驗中心 
2001

T 805.189 8334-1 90 

Tape 

5
GEPT: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

驗.學習指南(中級學習手冊) 

語言訓練測驗中心編著 /語言訓

練測驗中心 
2001

T 805.189 8334-1 90 

Tape c2 

6
GEPT: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

驗.學習指南(中級學習手冊) 

語言訓練測驗中心編著 /語言訓

練測驗中心 
2001

T 805.189 8334-1 90 

Tape c3 

7
GEPT: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

驗.學習指南(初級學習手冊) 

語言訓練測驗中心編著 /語言訓

練測驗中心 
2001

T 805.189 8334-2 90 

Tape 

8
GEPT: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

驗.學習指南(初級學習手冊) 

語言訓練測驗中心編著 /語言訓

練測驗中心 
2001

T 805.189 8334-2 90 

Tape c2 

9
GEPT: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

驗.學習指南(初級學習手冊) 

語言訓練測驗中心編著 /語言訓

練測驗中心 
2001

T 805.189 8334-2 90 

Tape 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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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準備英檢考試時，會不會有盲點，不知道自己的程度在哪？準備的足夠嗎？圖書館要告訴您一個好

用的系統－智學館E-點通線上學習測驗系統，方便學習者清楚知道英檢出題方向、考試規則。每一級

檢定分為初試及複試。初試包括聽力、閱讀測驗，複試檢測口語及表達能力；考完初試者可選擇其他

時間進行複試，也可繼續參加複試。比照英檢的出題模擬測驗，相信會對您的英文功力有所增長。

適用對象：慈濟技術學院全體師生 

申請使用方式

mail 至 : tadlib02@tccn.edu.tw 

註明 : 系別( 單位)　班級　姓名　學號 　E-點通線上學習測驗系統帳號申請 

連結路徑

圖書館首頁→ 線上資料庫→一般資料庫→ e 點通英語線上學習測驗系統

智學館E-點通線上學習測驗系統首頁

http://www.tccn.edu.tw/lib/subject/august2005/august_next03.htm 第 1 頁 / 共 2 2006/9/7 上午 09:05:06

http://www.tccn.edu.tw/lib/index.htm
mailto:tadlib02@tccn.edu.tw?subject=%A5%D3%BD%D0e%C2I%B3q%AD%5E%BBy%BE%C7%B2%DF%B1b%B8%B9


2005年8月主題報導---全民英檢一把罩

使用說明

使用智學館E-點通線上學習測驗系統前，務必要先申請使用帳號才得以使用。然後，在"登入會員"中鍵

入帳號及密碼，登入成功即可開始進行英檢考試。該系統目前，開設有初級及中級的考試。

詳細操作請見:http://140.131.19.190/qanda.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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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四年度全民英檢施測日程表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語言訓練中心

級數
次別 初/複

測驗日期
（週六、日）

報名期間
准考證寄發 成績公布

測驗費

初級

第一次
初試 94/1/8 93/10/28~11/3 93/12/24 94/2/17

初試 600元 

複試 500元

複試 94/4/2、3 94/2/17~2/25 94/3/18 94/5/6

第二次
初試 94/6/25 94/4/14~4/20 94/6/10 94/7/29

複試 94/9/10、11 94/7/29~8/10 94/8/26 94/10/14

中級

第一次
初試 94/2/19 93/12/9~12/15 94/1/28 94/3/9 初試 700元 

複試 1100
元

複試 94/4/30、5/1 94/3/9~3/18 94/4/15 94/6/17

第二次
初試 94/8/6 94/6/2~6/8 94/7/22 94/8/23

複試 94/10/15、16 94/8/23~9/2 94/9/30 94/12/2

中高級

第一次
初試 94/5/21 94/3/24~3/30 94/5/6 94/6/7 初試 850元 

複試 1200
元

複試 94/7/16 94/6/7 ~6/17 94/7/1 94/8/19

第二次
初試 94/10/29 94/9/1~9/7 94/10/14 94/11/15

複試 94/12/24 94/11/15~11/25 94/12/9 95/1/27

高級
---

初試 94/9/24 94/8/11~8/17
94/9/9 94/10/21 

初試 1650
元 

複試 23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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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全民英檢呢？相信還是有很多人一知半解。沒關係，本月主題報導就是針對想考英檢的同學、或已經在準

備考試的同學而整理的資訊，讓您對全民英檢能有所瞭解，同時，知道從哪裡得到可利用的資源，在準備考試時

比別人更多一分信心，在試場應試能得心應手。 

全民英檢的由來

教育部為落實「終身學習」的教育理念，及推動全民學英語的政策，於88年3月起三年間撥款補助「全民英檢」的

研發，各級測驗研發已於91年7月完成。測驗則自民國八十九年由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開辦，首先推出「中

級」測驗，再於九十年陸續辦理「中高級」及「初級」測驗，九十一年增辦「高級」測驗，並於九十三年初推出

「優級」測驗。目前初級、中級及中高級每年舉辦兩次，高級則每年一次。

全民英檢的特色

（1） 本測驗的對象包含在校學生及一般社會人士，目的在評量一般英語能力（general English proficiency），

命題不侷限於特定領域或教材。

（2） 整套系統共分五級--初級(Elementary)、中級(Intermediate)、中高級(High-Intermediate)、高級

(Advanced)、優級(Superior)-題型及命題內容根據各階段英語學習者的特質及需求，分別設計，考生可依能力選

擇適當級數報考。

（3） 各級測驗均重視聽、說、讀、寫四種能力的評量。

（4） 本測驗係「標準參照測驗」( criterion-referenced test )，每級訂有明確的能力指標(見表一、表二)，考生只

要通過所報考級數即可取得該級的合格證書。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能力說明

表一.各級綜合能力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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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數 綜合能力 　

　

建
議
右
列
人
員
宜
具
有
該
級
英
語
能
力

備註

初級

通過初級測驗者具有基礎英語能力，能理

解和使用淺易日常用語，英語能力相當於

國中畢業者。

一般行政助理、維修技術人員、百貨業、餐

飲業、旅館業或觀光景點服務人員、計程車

駕駛等。

中級

通過中級測驗者具有使用簡單英語進行日

常生活溝通的能力，英語能力相當於高中

職畢業者。

一般行政、業務、技術、銷售人員、護理人

員、旅館、飯店接待人員、總機人員、警政

人員、旅遊從業人員等。

中高級

通過中高級測驗者英語能力逐漸成熟，應

用的領域擴大，雖有錯誤，但無礙溝通，

英語能力相當於大學非英語主修系所畢業

者。

商務、企劃人員、祕書、工程師、研究助

理、空服人員、航空機師、航管人員、海關

人員、導遊、外事警政人員、新聞從業人

員、資訊管理人員等。

高級

通過高級測驗者英語流利順暢，僅有少許

錯誤，應用能力擴及學術或專業領域，英

語能力相當於國內大學英語主修系所或曾

赴英語系國家大學或研究所進修並取得學

位者。

高級商務人員、協商談判人員、英語教學人

員、研究人員、翻譯人員、外交人員、國際

新聞從業人員等。

優級

通過優級測驗者的英語能力接近受過高等

教育之母語人士，各種場合均能使用適當

策略作最有效的溝通。

專業翻譯人員、國際新聞特派人員、外交官

員、協商談判主談人員等。

表二.各級分項能力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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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

聽 能聽懂與日常生活相關的淺易談話，包括價格、時間及地點等。

讀

可看懂與日常生活相關的淺易英文，並能閱讀路標、交通標誌、招牌、簡單菜單、時刻表

及賀卡等。

說
能朗讀簡易文章、簡單地自我介紹，對熟悉的話題能以簡易英語對答，如問候、購物、問

路等。

寫
能寫簡單的句子及段落，如寫明信片、便條、賀卡及填表格等。對一般日常生活相關的事

物，能以簡短的文字敘述或說明。

中級

聽
在日常生活情境中，能聽懂一般的會話；能大致聽懂公共場所廣播、氣象報告及廣告等。

在工作情境中，能聽懂簡易的產品介紹與操作說明。能大致聽懂外籍人士的談話及詢問。

讀
在日常生活情境中，能閱讀短文、故事、私人信件、廣告、傳單、簡介及使用說明等。在

工作情境中，能閱讀工作須知、公告、操作手冊、例行的文件、傳真、電報等。

說

在日常生活情境中，能以簡易英語交談或描述一般事物，能介紹自己的生活作息、工作、

家庭、經歷等，並可對一般話題陳述看法。在工作情境中，能進行簡單的詢答，並與外籍

人士交談溝通。

寫
能寫簡單的書信、故事及心得等。對於熟悉且與個人經歷相關的主題，能以簡易的文字表

達。

中高級

聽
在日常生活情境中，能聽懂社交談話，並能大致聽懂一般的演講、報導及節目等。在工作

情境中，能聽懂簡報、討論、產品介紹及操作說明等。

讀
在日常生活情境中，能閱讀書信、說明書及報章雜誌等。在工作情境中，能閱讀一般文

件、摘要、會議紀錄及報告等。

說
在日常生活情境中，對與個人興趣相關的話題，能流暢地表達意見及看法。在工作情境

中，能接待外籍人士、介紹工作內容、洽談業務、在會議中發言，並能做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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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
能寫一般的工作報告及書信等。除日常生活相關主題外，與工作相關的事物、時事及較複

雜或抽象的概念皆能適當表達。

高級

聽
在日常生活情境中，能聽懂各類主題的談話、辯論、演講、報導及節目等。在工作情境

中，參與業務會議或談判時，能聽懂報告及討論的內容。

讀
能閱讀各類不同主題、體裁的文章，包括報章雜誌、文學作品、專業期刊、學術著作及文

獻等。

說
對於各類主題皆能流暢地表達看法、參與討論，能在一般會議或專業研討會中報告或發表

意見等。

寫
能寫一般及專業性摘要、報告、論文、新聞報導等，可翻譯一般書籍及新聞等。對各類主

題均能表達看法，並作深入探討。

優級

聽 能聽懂各類主題及體裁的內容，理解程度與受過高等教育之母語人士相當。

讀 能閱讀各類不同主題、體裁文章。閱讀速度及理解程度與受過高等教育之母語人士相當。

說 能在各種不同場合以正確流利之英語表達看法；能適切引用文化知識及慣用語詞。

寫
能撰寫不同性質的文章，如企劃報告、專業/學術性摘要、論文、新聞報導及時事評論等。

對於各類主題均能有效完整地闡述並作深入探討。

全民英檢考試題型

級數 初試 複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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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

◎聽力測驗

看圖辨義 、問答、簡短對話

◎閱讀能力測驗 

詞彙和結構 、段落填空、閱讀理解

◎寫作能力測驗 

單句寫作、段落寫作 

◎口說能力測驗

複誦 、朗讀句子與短文、回答問題

中級

◎聽力測驗

看圖辨義 、問答、簡短對話

◎閱讀能力測驗

詞彙和結構 、段落填空、閱讀理解

◎寫作能力測驗

中譯英 、英文作文

◎口說能力測驗

朗讀短文 、回答問題、看圖敘述

中高級

◎聽力測驗

問答 、簡短對話、簡短談話

◎閱讀能力測驗

詞彙和結構 、段落填空、閱讀理解 

◎寫作能力測驗

中譯英 、引導寫作

◎口說能力測驗

回答問題 、看圖敘述、申述題

全民英檢報考方式

「全民英檢」初、中、中高級初試採通信報名，初試通過可報考複試，複試可選擇網路或通信任一種方式報名。

高級則一律採網路報名。各級報名方式請參閱全民英檢學習網站「94年度初、中、中高級測驗簡章」或「全民英

檢」報名手冊。

不一定要先報考初級測驗，可選擇適合自己能力的級數報考。無學歷限制，在年齡要求上，財團法人語言測驗中

心辦理的全民英檢從明年起，將嚴格限制12歲以下學童報考。由教育部委託語測中心研發的「全民英檢」，原本

並未限制報考各級測驗考生年齡，語測中心人員說明，但各級測驗都有設定的目標檢測對象，例如最基本的初級

是以國中生為對象，而從90年開始，初級施測結果也顯示國小學童通過比率偏低，造成幼童挫敗，嚴重者可能厭

惡學習英語，因此將嚴禁12歲以下學童報考全民英檢各級檢測。

 

參考資料來源

1. 智學館E-點通線上學習測驗系統 　http://140.131.19.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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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民英檢學習網站　http://www.gep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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