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OEFL® Primary™
2018上半年測驗簡章

國際兒童英語能力認證標準

www.toeflprimary.com.tw
客服信箱：service@examservice.com.tw



※  本公司保有各項報名費用調整之權力，將依國際匯率變動或 ETS通知，適度調

整報名費用，並將新的報名費用於實施日 2個月前假官方網站公布。

※本手冊之各項公告如有變更一律以官方網站公布為準，不另行個別通知。

官方網站：www.toe�primary.com.tw
客服信箱：service@examservic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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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簡介︱

測驗簡介

TOEFL® Primary™測驗並不是根據任何特定課程而設計，也並非只限特

定課程可使用，TOEFL Primary測驗評量的是學生為了達成以英語溝通之目

的，所須具備的知識、技巧和能力，而這些目標是全世界所有課程共通的。

TOEFL Primary測驗旨在讓老師與家長知道學生的英語能力，本測驗的

成績可以幫助老師與家長：

● 對於學生的英語能力有精確且可信任的訊息來源

● 評量學生的進步幅度

● 找出學生英語能力之強、弱項

● 依照學生需求擬定未來課程

● 將學生分配至合適程度的班級

報考對象

現就讀國中小未滿 16歲之學生。

研發製作單位 -ETS®

TOEFL Primary 測驗是由美國教育測驗服務社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所研發製作。ETS®是目前全球規模最大的一所非營利教育測驗及

評量單位，專精教學評量及測驗心理學、教育政策之研究，在教學研究領

域上居於領導地位，擁有教育專家、語言學家、統計學家、心理學家等成員

約 2,800名，發展的測驗及語言學習產品包括：TOEFL iBT®、TOEFL ITP®、

TOEFL Junior®、TOEFL® Primary™、TOEIC®、TOEIC® Speaking and Writing 

Tests、TOEIC Bridge™、SAT®、GRE®、CRITER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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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福系列測驗用途及適用年齡層對照表

CEFR提供成人語言能力的評等，為了反映年輕學習者的英語能力，調整

後的 CEFR等級能力敘述可與 TOEFL Junior及 TOEFL Primary測驗成績對

照。若用於比較年齡差距過大者之語言程度，則不具參考價值。

C2
精通級

C1
流利級

TOEFL ITP

•  英語學程入學
申請

• 掌握學習進度
• 評估教學成效
• 能力分班分級

TOEFL iBT

•  大學及研究所
入學申請

• 獎學金
• 簽證
• 移民

B2
高階級

TOEFL Junior

• 中學入學申請
• 掌握學習進度
• 評估教學成效
• 能力分班分級

B1
進階級

TOEFL Primary

• 掌握學習進度
• 評估教學成效
• 輔助教師進行教學A2

基礎級

A1
入門級

適合年齡 8歲以上 11歲以上 16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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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福系列測驗用途及適用年齡層對照表．測驗內容︱

測驗內容

TOEFL Primary測驗分為二種：

TOEFL Primary閱讀與聽力―― Step 1測驗

紙筆測驗，評量閱讀與聽力的程度，適合初學英語的學習者。

TOEFL Primary閱讀與聽力―― Step 2測驗

紙筆測驗，評量閱讀與聽力的程度，適合已具備基本英語溝通技巧的學習者。

2018 年 TOEFL Primary測驗日期

項目 題數 範例數 總題數 作答時間 量尺分數

閱讀測驗 36 3 39 30分鐘 101 - 109

聽力測驗 36 5 41 約 30分鐘 101 - 109

項目 題數 範例數 總題數 作答時間 量尺分數

閱讀測驗 36 1 37 30分鐘 104 - 115

聽力測驗 36 3 39 約 30分鐘 104 -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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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級數 報名費用

Step 1 NT$ 1,500

Step 2 NT$ 1,500

特殊優惠 低收入戶家庭人士或其子女註 1 報名費全免

2018 上半年 TOEFL Primary測驗日期

報名費用

註 1： 須提供鄉鎮市區公所開立的「低收入戶證明書」或「低收入戶卡」

正反面影本

測驗日期   報名期間 異動截止日 應考資訊查詢 網路查詢成績 成績預寄日

5/27 即日起∼ 4/24 5/1 5/24 6/15 6/19

考區：台北、桃園、新竹、台中、台南、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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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方式

網路報名

◆ 繳費方式 : 1. 信用卡 (美國運通、大來卡、銀聯卡除外 )     

                      2. 7-ELEVEN ibon

                      3. 全家 FamiPort

◆ 報名網址 : https://service.toe�.com.tw/toe�primary

◆ 報名前請先詳閱網路報名流程，報名上若有任何疑問請於上班時間

9:00 A.M.∼ 5:30 P.M.來電或來信至客服信箱詢問。 

◆ 網路報名時請上傳合格照片電子檔並完成繳費，以完成報名程序。

照片規定請參考第 8∼ 9頁【照片規格與範例說明】。

◆ 請於報名期間內完成報名手續，並於繳費期間內完成繳費。

選擇

測驗日期與地點

確認資料 完成繳費

確認同意聲明與

應試須知

1.                                  2.                                 3.
上傳合格照片

及填寫資料

4.                                   5.                             6.
選擇繳費方式

報名完成！

7.

2018上半年 TOEFL Primary測驗日期．報名費用．報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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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臨櫃報名

◆ 僅接受正本報名表申請。

◆  報名表請使用 2B鉛筆填寫，報名資料需填寫完整，有缺漏者將無法完

成報名。填寫範例請參考第 12∼ 13頁。

◆  因應個資法要求，報名表上的考生個資使用同意聲明須考生親筆簽名。

◆ 報名表需黏貼合格照片，未黏貼照片無法受理報名，並以退件處理。

照片規定請參考第 8∼ 9頁【照片規格與範例說明】。

◆ 測驗考場將由主辦單位決定。

◆  待本公司 Email通知完成報名程序後，可上官網確認報名資料及申請異

動服務。

◆ 繳費方式：

  通訊報名： 便利超商繳費（須另付 NT$16手續費，請參照報名表上之

繳費說明）

  臨櫃報名：現金及信用卡（美國運通、大來卡、銀聯卡除外）

◆  通訊報名請將貼好合格照片的報名表（確認蓋有超商繳費收訖戳記），

放入報名專用信封，掛號郵寄地址：(10699)台北郵政第 26之 585號

信箱「TOEFL Primary註冊組收」，收件以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

◆ 臨櫃報名及報名表索取時間與地點：

1. 時間： 週一至週五（國定假日除外），9:00 A.M.∼ 5:30 P.M. 

（中午不休息）。

2. 地點：  (106)台北市復興南路二段 45號 2樓（近捷運大安站）。 

3. 來電索取報名表： 請電洽 (02) 2701-8008 分機 109，報名表將於來電

後三個工作天寄出。

每人最多索取 5 份報名表，索取超過 5 份者視為

有團體報名意願，請來信至客服信箱 

service@examservic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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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注意事項

*請注意 !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請使用行動版官方網頁。

1.測驗日期、時間、地點，請於考前上網查詢應考資訊。

欲查詢測驗時間及考試地點，請於應考資訊查詢日 10:00 A.M.起至官

方網站查詢。

2.  個資權益：為配合政府新修訂的個資保護法並確保考生的權益，報名

時請詳細閱讀所列各項之個資使用同意書所載內容，當您簽署同意書

時，表示您同意所載之事項。

3.若為身心障礙人士請詳閱第 11頁【特殊考生報名注意事項】。

4.  若為適用特殊優惠辦法之考生請詳閱第 11頁【特殊優惠辦法報名注意

事項】。

5.報名時需提供合格照片 (照片規定請參考第 8∼ 9頁【照片規格與

範例說明】)。

6.一經完成報名手續，可因不可抗力事故於撤銷報名期間申請撤銷報名。

7.如欲利用網路查詢成績，請務必於報名時填寫電子信箱。

8.  報名時請填寫正確的中文姓名與身分證字號，測驗當天須攜帶與報名

中文姓名與身分證字號相符之有效身分證件入場應試。

9.  填寫英文姓名欄時，請與護照所載相同，無護照者可使用外交部建議

之中文拼音（請參閱第 22∼ 24頁【中文拼音對照表】），且每次報

名應使用同一拼音。

10.  因不可抗力之因素（如自然災害、罷工、遊行⋯等），致測驗無法如

期舉行，本公司得另行公布相關處理辦法。

11.  如遇流行病疫情事，為保障全體考生之安全，本公司除遵守政府相關

法令外，並得安排特別考試行政措施（如：要求考生進場時量體溫、 

戴口罩、消毒、禁止疑似病患應試⋯等），敬請應試人員配合。

報名方式．報名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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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規格與範例說明

1. 網路報名照片檔案畫素須大於 531 pixels X 354 pixels（高 X 寬），大小

限 4MB以內。 

2. 非網路報名須黏貼紙本照片，為相片紙印製之 2吋照片。 

3. 照片須為考生本人、彩色正面且五官清晰可辨識之脫帽照片。 

4. 照片背景以素面為主，不可影響臉部、頭髮之辨識。 

5. 非考生本人、風景及動物等無法辨識之照片，將取消報名資格。 

6. 照片經審核後即不得更換照片。 

7. 照片將作為測驗當天入場身分查驗之依據使用。若測驗當天核對考生本

人與照片無法確認為本人者，視同違規，不得入場應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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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規格與範例說明︱

彩色正面半身脫帽 2 吋 

 （ 約 3.5×4.5cm ) 

   之清晰光面正面照

×黑白照                ×模糊照                ×五官無法辨識       ×臉部比例不對

×頭部蓋到照片      ×戴帽照或印有       ×生活照                ×非正面照

    邊緣                       鋼印、印章

                                （使用過）、污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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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大陸籍考生報名注意事項

外籍考生（含香港、澳門人士）

◆ 外籍考生報名測驗時所申請的帳號，請填寫有效期限內的護照號碼。

◆  非港、澳籍的外籍考生於中、英文姓名欄位填入有效期限內護照上的

英文拼音，不需填寫中文姓名。

◆  測驗當日，監考人員會檢核您報名時之 ID Number是否為護照號碼及其

是否正確，因此測驗當日請務必攜帶與報名時填寫的護照號碼相同之有

效期限內的護照正本或印有護照號碼的中華民國居留證正本入場應試。

◆ 未攜帶上述證件者將無法入場應試，亦不得申請延期或退費。 

大陸籍考生

◆  大陸籍人士於網路報名測驗時所申請的帳號，請使用中華民國臺灣地

區入出境許可證上之身分證號碼 (共 18碼數字 )。

◆ 測驗當日，監考人員會檢核您報名時之 ID Number是否為身分證號碼

及其是否正確，因此測驗當日請務必攜帶與報名時填寫的身分證號碼

相符的合格證件，合格入場證件為：

A.  印有身分證號碼之「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有效期限內   

並蓋有入境查驗章 )」正本或

B. 印有身分證號碼之「大陸居民往來台灣通行證」正本。

◆ 未攜帶上述證件者將無法入場應試，亦不得申請延期或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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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考生報名注意事項

由於測驗性質之故，為確保成績之信度效度，本公司須先審核確認能否提

供考生所需之服務；超出可提供服務範圍者，本公司恕無法受理報名。

1.  為能確認是否可提供身心障礙人士相關協助，報名時請勾選特殊狀況，

並檢附身心障礙手冊影本或公立醫院之診斷證明文件正本。未檢附相關

有效證明文件、逾期、資料有誤或不全者，恕無法提供特殊安排。

2.  負責人員將於確認報名資料及證明文件後，與考生聯繫是否需特殊安排

事宜。

3.  若報名指定之考場無法提供特殊安排，將更換其它考場或變更測驗日

期。

特殊優惠辦法報名注意事項

1.申請人須為中華民國國民。

2.  以特殊優惠辦法報名者，每年限報考二次（含多益英語測驗、多益普及

英語測驗、多益口說與寫作測驗、多益口說測驗、托福紙筆測驗、中學

托福測驗、TOEFL Primary。）

3. 未檢附相關有效證明文件、逾期、資料有誤或不全者，恕無法提供優惠。 

4. 恕不得申請撤銷報名。

外籍／大陸籍考生報名注意事項．特殊考生報名注意事項．特殊優惠辦法報名注意事項

對象 報考時需檢附之相關證明

低收入戶家庭人士或其子女
鄉鎮市區公所開立的「低收入戶證明書」

或「低收入戶卡」正反面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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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TOEFL Primary報名表Registration Form

聲
明
欄

本人確認已詳閱並同意遵守本測驗報名所載各項規定及本報名表背面第21欄個資使用同意聲明
所載事項；一經報名，本人願依規定不要求延期保留，如有異動考區或撤銷需求，依相關辦法申
請，以上所填資料均屬實，特此聲明。【請注意！未簽名者恕不受理報名】

考生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本表格請勿折損，限用2B鉛筆填寫劃記，每個欄位必填。  正確劃記●   錯誤劃記

(1) 公開測驗日期
(Test Date)

(10) 電話
  (Tel)

(12) 地址
  (Address)

(13) 電子信箱
  (Email)

＊欲網路查成績，
  請務必填寫

5/27

(請至TOEFL Primary 官網查詢)

(3) 中文姓名
(Name in Chinese)
（請靠左填寫）

(8) 電子信箱
(Email)

＊欲網路查成績，
  請務必填寫

—

(14) 發票統一編號
(Uni�ed Business No)

(9) 中文姓名羅馬拼音(本國籍)／英文姓名拼音 (外籍人士) (Name in English)
     （請用正楷填寫）

姓
 (Last Name)

名 
(First Name)

黏貼照片處
● 請自行黏貼好考生本人、彩
色正面半身脫帽之2吋清晰光
面照片。

○ 照片背景以素面為主，不可
影響臉部、頭髮之辨識。

○ Please glue a recent front 
view full-face, 2-inch color 
portrait ID photo, taken 
without hats or headgears.

○ Laminated copies, 
photocopies and photos with 
(embossed) stamps are 
unacceptable.

(7) 身分證字號
(ID/Passport NO.)

(8) 西元出生年月日
(Date of Birth) ／ ／

Y   Y   Y   Y       M  M      D  D＊民國年加1911，例：民國
     95年為西元2006年

(11) 行動電話
(Mobile Phone)

＊請務必填寫，將使用於測驗相關
   訊息及不可抗力因素之緊急通知。

(6) 西元出生年月日
(Date of Birth)

／ ／

Y   Y   Y   Y       M  M      D  D

＊民國年加1911，例：民國
     79年為西元1990年

(7) 行動電話
(Mobile Phone)
＊請務必填寫，將使用於測驗相關訊息及不可抗力因素之緊急通知。

黏貼照片處
● 請自行黏貼好考生本人、彩
色正面半身脫帽之2吋清晰光
面照片。

○ 照片背景以素面為主，不可
影響臉部、頭髮之辨識。

○ Please glue a recent front 
view full-face, 2-inch color 
portrait ID photo, taken 
without hats or headgears.

○ Laminated copies, 
photocopies and photos with 
(embossed) stamps are 
unacceptable.

(1) 中文姓名
(Name in Chinese)
（請靠左填寫，外籍人士無須填寫）

(4) 身分證字號
(ID/Passport NO.)

(5) 中文姓名羅馬拼音(本國籍)／英文姓名拼音 (外籍人士) (Name in English)
     （請用正楷填寫）

姓
 (Last Name)

名 
(First Name)

繳費項目：2018年TOEFL Primary報名費用

繳費期限：報名期間內

應繳金額：NT$1,500

超商繳費須自付手續費NT$16（繳費說明請詳閱背面）

7-11、全家、OK、萊爾富 
超商代收專用

便
利
超
商
代
收
收
執
聯

便
利
超
商
繳
費
用
條
碼

家長聯 考生請務必親簽「聲明欄」（家長陪考專案請見背面說明）

學生聯 考生請務必親簽「聲明欄」

超商繳費收訖證明

超商蓋妥收款章，

本表單請交由繳款

人收執

收 訖

戳 記

（親子考限定場）

家長報考請劃記

(5) 性別 (Sex) 男 (M)               女 (F) (6) 國籍 (Nationality)

(2) 性別 
        (Sex)

男 (M)
女 (F)

(3) 國籍 (Nationality) 本國籍 (R.O.C.)                外國籍 (Foreign)

(2) 公開測驗考區
(Test Location)

桃園 (Taoyuan)
台南 (Tainan)

台北 (Taipei) 
台中 (Taichung)

新竹 (Hsinchu)
高雄 (Kaohsiung)

(4) 報考級數
(Test Level)

Step1
Step2

(15) 學校代碼 (School code)

(17)         國中部 (Junior high)           國小部 (Elementary) 

(16) 就讀學校名稱 (Current or most recent school attended)

(18) 年級／班級 (Grade)  __________ 年 __________ 班

(19) 特殊優惠 (Special Bene�t)         低收入戶家庭人士或其子女        
  ※使用特殊優惠辦法之考生，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20) 特殊狀況 (Disability)             視障         聽障          行動不便            其他
  ※特殊狀況之考生，請檢附身心障礙手冊影本或公立醫院之證明文件正本

本國籍 (R.O.C.)         外國籍 (Foreign)

方小美	 2018					2						2

方		小		美

F 2 2 2 3 3 3 4 4 4 2008		10		10

02				27018008 0911000000

service@toefl.com.tw

3536065 台北市立東門國小
4	 	 	 1

ＦＡＮＧ
H		S		I		A		O					M		E		I

報名表填寫範例（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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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大 同

方大同

A 1 2 3 0 0 0 1 2 3

1977 01 22
0933444555

service@toefl.com.tw

F A N G
T A  T U N G

請填寫住家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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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10		10

報名表填寫範例︱

(21) 個資使用同意聲明
(Statement on the use of personal data)

親愛的考生：

為配合政府的個資保護法及依民法第195條隱私權之保障規定，請詳細閱讀下列所載內容，當您完成考生報名之簽名及填妥本表
時，表示您同意所載之事項。

1. 本人所檢附的報名資料：中文姓名、羅馬拼音、性別、國籍、身分證字號、出生年月日、聯絡電話、行動電話、地址、
E-Mail、身分別、照片及與本次考試執行相關之個資，僅供忠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忠欣公司)使用於以下用途：
(1)辦理考試使用及寄送相關考試資料、學習資訊和活動訊息及測驗相關統計之用。
(2)當本人為學校、團體報名考生時，本人之成績及相關個資得由本人所屬團報單位，使用於教學評量用途及辦理考試用途，
非經本人同意，忠欣公司或補教機構或機關團報單位所蒐集的本人個資，不得向第三人揭露或用於上述目的以外之用途。

(3)當本人為機關團體考生時，本人相關個資得由本人所屬團報單位辦理考試使用，本人之成績亦得做為該機關團體之人事管
理用途。

2. 本人瞭解應試須知所載之相關規定將被嚴格執行，本人會仔細閱讀並瞭解測驗相關指示與要求。
3. 本人瞭解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假如經由檢舉或忠欣公司發現有不符真實身分，或有冒用、盜用其他個人資料、資料不實等情
事，經查證屬實時，忠欣公司有權取消本人的當次成績及未來報名資格。

4. 本人瞭解必須完整填寫所有報名表所要求之個資資訊，如遺漏任何一項，即無法完成報名。

此致

ETS® 臺灣區總代理
忠欣股份有限公司

協力單位

◎ 繳費說明（請務必詳閱）：

1. 本報名表（以下簡稱本表），僅接受2018年TOEFL Primary報名。
2. 請於報名截止日前至7-11、全家、OK、萊爾富便利商店完成繳費，須自付手續費NT$16。
3. 繳款後，本表須蓋有超商收款戳章，請向超商索取繳款收據並保留備查。
4. 繳款後，請於報名截止日前以「掛號方式」郵寄至：
    (10699) 台北郵政第26之585號信箱「TOEFL Primary註冊組 收」，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
5. 網路報名者，請勿持本單繳費，以免無法對帳。

◎ 家長陪考免費專案

1. 每位考生限一家長陪同報考，家長免報名費（限報考同一等級）。
2. 僅受理紙本報名。
3. 請檢附戶籍謄本或親子證明，未檢附相關有效證明文件、資料有誤或不全者，恕無法受理家長報考。
4. 家長及考生將安排同一考場、不同教室受測。

◎ 注意事項

待本公司Email通知完成報名程序後，可上官網確認報名資料及申請異動服務。

請
務
必
詳
閱
第
21
項
考
生
個
資
同
意
聲
明

報名表填寫範例（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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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異動須知

◆ 異動申請為免付費服務。

◆ 可申請考區或考場異動。

◆  完成報名手續後，一般報名考生可於異動截止日前提出申請。

◆  申請注意事項： 

網路報名

申請網址：https://service.toefl.com.tw/toeflprimary，請先登入「考生服

務」，選擇【異動及撤銷處理】即可申請。

通訊／臨櫃報名

1.  待本公司 Email通知完成報名程序後，可上官網確認報名資料及申請異

動服務。

2.  申請網址：https://service.toefl.com.tw/toeflprimary，請先登入「考生

服務」，選擇【異動及撤銷處理】即可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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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異動須知．申請撤銷報名︱

申請撤銷報名

◆  完成報名手續後，如因不可抗力事故必須撤銷報名時，需收取相關行

政費用。

◆ 特殊優惠報名恕不得申請撤銷報名。

◆ 退費方式：以支票退費—限定開立考生姓名為抬頭之禁背支票。

                       以匯款退費—限定使用考生姓名開立之帳戶。

◆ 退費金額一律於原報考測驗日後一個月匯入考生指定的帳號或掛號寄

出支票。 

◆ 需收取之行政費用請參照下表，退費金額 = 報名費用 - 需收取之行政費用。

◆ 申請撤銷報名日期與收取行政費用對照表 

通訊申請

1. 請至測驗官網【考生專區】下載撤銷申請表。

2.  申請表填妥後，請掛號郵寄至：（10699）台北郵政 26-585 號信箱「TOEFL 

Primary 註冊組 收 」。 

3. 將依考生寄出撤銷申請表的郵戳日期為憑，酌收不同之行政費用。

網路申請

1.  請上網完成網路申請手續，並列印出撤銷申請表。請先進行登入，選擇

【訂單記錄查詢】中的【撤銷報名】選項即可申請。 

2.  完成網路申請手續後，須在申請期間內寄出完整資料的撤銷申請表，才

算申請撤銷完成。 

3.  撤銷申請表填妥後，請掛號郵寄至： 

    （10699）台北郵政 26-585號信箱「TOEFL Primary註冊組收」。 

4. 將依考生完成網路申請日期為憑，酌收不同之行政費用。

測驗日期
撤銷申請階段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5/27 即日起∼ 4/24 4/25∼ 5/25

收取行政費用 NT$300 NT$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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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試須知

為維護考場秩序、確保考生權益，請考生仔細閱讀下列應試須知，並於

入、出考場時及測驗全程遵守本須知之指示與要求。違規者可取消其應試 

資格，成績不予計分，亦不得要求辦理退費或申請延期。

1.測驗日期／考場：請於考前上網查詢應考資訊，應試者不得要求更改測

驗資訊。（因響應環保，本公司採取無紙化作業，不寄發應考資訊。）

2.當次測驗必備之應試用品：有效身分證件、2B鉛筆及橡皮擦。

3.有效身分證件規定：

(1)本國籍考生
「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正本或有效期限內之「護照」正本或「健

保 IC卡」正本。

(2)外國籍考生（母語非英語系者 -含香港及澳門）
有效期限內之「護照」正本或印有護照號碼之「中華民國居留證」

正本。

(3)大陸籍考生
為印有身分證號碼之「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有效

期限內並蓋有入境查驗章）」正本或印有身分證號碼之「大陸

居民往來台灣通行證」正本。

(4)未帶有效證件考生，先行使用替代證件入場之規定：
A.如未攜帶本測驗認可之有效身分證件，可持其它替代證件入場。
但須請考生聯繫親友，將有效身分證件於考試結束前送抵考場

試務中心，補辦考生身分確認，無誤後則視同該考生自始即持

有效身分證件入場。若於考試結束前，未能將本測驗認可之有

效身分證件送抵考場，則該場測驗成績將仍不予計分，亦不得

要求辦理退費或申請延期。

B.替代證件須為卡式證件：具備考生之照片、姓名、身分證字號及出生
年月日，缺一者則不得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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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試須知︱

4.  入場時須出示有效身分證件，有效身分證件上之資料須與考生報名資

料相符，方得入場應試。

(1)  若應試當天考生出示的有效身分證件姓名或 ID Number與考生報

名資料不符，則不得入場考試。

(2)  於應試前更改中文姓名者，需提供「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 

簿」證明文件，且記事欄位須記載更名事項，驗證無誤後才能入場

考試。測驗結束後不得申請更名。

(3)  照片依報名時繳交之照片為依據，應試當天若無法辨識為本人者，

將不准予入場。

5.  測驗期間隨身物品需放置於監試人員指定之位置，非應試用品不得攜

帶入場。請勿攜帶貴重物品，若遺失，恕不負保管、賠償之責。

6.  請於測驗開始前 30分鐘抵達應試教室，依座位表上之座位代碼就座。

測驗時間（含基本資料填寫）開始時即不得入場，尚未入場者視同自

行放棄。

7.  入場前行動電話或手錶等各類電子用品必須關機，直至監試人員宣布

離開試場前皆不得發出任何聲響 (包含震動 )。違者成績不予計分，亦

不得要求辦理退費或申請延期。

8.測驗時間約一個半小時，中間不休息，提前離場或交卷者視同放棄。

若因不可抗力暫時離場者，須經監試人員許可並陪同，短少之測驗時

間不予補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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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測驗過程中請確實遵守下列答題規則，若無遵守則以違規論。 

(1)  不得越區作答：測驗分兩部份（閱讀與聽力），每部份分別規定作

答時間；各部份在規定測驗時間內，無論作答完畢與否，不可翻閱

或作答及修改另一部份。否則以違規論，成績不予計分，且不得要

求辦理退費或申請延期。

(2)  測驗時於答案卡上，僅限填寫考生基本資料及劃記答案於答案欄

位，不得再加註其它任何記號。否則以違規論，成績不予計分，且

不得要求辦理退費或申請延期。

(3)  測驗時在試題本或其他物品上抄寫題目、答案、劃線或作任何記

號，傳遞、夾帶或左顧右盼、意圖窺視、相互交談、抄襲他人答案

或自誦答案等行為，皆屬違規，成績不予計分，且不得要求辦理退

費或申請延期。

10.  測驗當天考生須完成簽名，始得應試。簽名視為同意遵守測驗規定之

重要程序，未簽名者將影響測驗資格。

11.  監試人員宣布測驗結束時應立即停筆，在原位靜候監試人員收卷、清

點全部試題本及答案卡，宣布離場後始可離開。宣布離場前，不得再

有提筆之動作，否則以違規論，成績不予計分，且不得要求辦理退費

或申請延期。

12. 為維護個人安全及考場秩序，測驗現場得由施測單位實施錄影。

13.  本測驗試題之著作權人為美國教育測驗服務社（ETS），任何人未經 ETS

之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進行重製或散布。意圖將試題本、答案卡或

聽力測驗帶攜出試場，或於測驗中有錄音、錄影或其他重製之行為者，

五年內不得報名參加本測驗。本公司保有相關法律追訴權。

14.  考生入場時不得攜入任何具有錄音或錄影功能之工具或設備。測驗開

始後對於疑似有攜入上述設備之人或疑似有錄音或錄影行為之人，本

公司有權要求該行為人出示該工具或設備並配合檢查，若拒絕者將不

得繼續考試，成績不予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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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試須知︱

15.  請人代考者，連同代考者，三年內不得報名參加本測驗。涉嫌請人代

考及代考者，本公司保有相關法律追訴權。

16.  試場內不得大聲喧嘩、抽煙及飲食或嚼食檳榔及口香糖等。凡考生於

測驗當天有毀損現場設備、影響工作人員執行試務流程或不當擾亂考

場秩序之行為，經勸阻無效者，本公司即禁止該考生參加當次測驗並

令其離開試場，且有權禁止該考生於三年內不得報名參加本測驗；若

前述行為導致其他考生因在干擾下進行考試或無法繼續考試而造成權

益受損時，本公司必要時將採取法律行動以維護本公司與其他考生之

權益。

17.  因不可抗力之因素（如自然災害、罷工、遊行⋯等），致測驗無法如

期舉行或中斷考試，本公司得另行公布相關處理辦法。

18.  如遇流行病疫情事，為保障全體考生之安全，本公司除遵守政府相關

法令外，並得安排特別考試行政措施（如：要求考生進場時量體溫、

戴口罩、消毒、禁止疑似病患應試⋯等），敬請應試人員配合。

19.  本簡章和報名表所指之協力單位係指辦理考試行政時提供支援之協辦

中心、合作資訊公司及郵局等單位。

20.測驗後，成績因故無法計算，本公司得視情況安排免費重考。

21.本公司施測單位保有各項規定文字之最後解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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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成績單與證書

◆  考生若於成績預寄日一周後未收到成績單，請在測驗日起 2個月內申

請重寄。 

◆ 成績單及證書將一併寄出。

申請期限

◆ 成績複查申請期限：測驗日起後 3個月內。

 （例：2018/5/27測驗日，複查截止日至 2018/8/27）

※ 申請成績複查，需檢附成績單影本。

◆ 成績單補發／證書申請期限：測驗日起後 1年內。

 （例：2018/5/27測驗日，申請截止日至 2019/5/27） 

申請辦法

◆ 網路申請：請於官方網站線上申請。

◆ 臨櫃申請：考生可親自至本公司櫃檯以現金繳費辦理。

 地址：(106)台北市復興南路二段 45號 2樓。

 時間：週一至週五（國定假日除外）9:00A.M. ∼ 5: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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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成績單與證書︱

證書．成績單補發／複查各種申請方式的工作天及價格

工作天數說明

◆  申請件及款項經確認收款後，下一工作日始算工作天數（不含例假日）

以急件申請為例： 

2018/6/19申請並以信用卡繳費成功

2018/6/20 為第一個工作天

2018/6/22 為寄出日（掛號寄出）

證書補發 成績單補發 成績單複查

申請
方式

一般申請 急件申請 一般申請 急件申請 一般申請 急件申請

工作
天數

15個
工作天

3個
工作天

10個
工作天

3個
工作天

10個
工作天

3個
工作天

申請
費用

NT$300 NT$600 NT$200 NT$500 NT$200 NT$500

網路 ● ● ● ●

臨櫃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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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拼音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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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拼音對照表︱



www.toeflprimary.com.tw

24
※ 本表為擷取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網站，網址：http://www.boc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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