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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格國際英檢簡介 

 

 關於安格國際英檢 

安格國際英檢(Anglia ESOL Examinations)成立於 1994 年，總部設在英國奇切斯特，由

備受推崇的國立奇切斯特學院 Chichester College 營運，為英國國際教育的領先者，英國境

管局將其列為高度信任的教育機構。安格國際英檢得到英國唯一官方檢定證照管理機構

Ofqual 認可及監督。 

安格國際英檢總部致力於 ESOL(英語為外語)考生之英語能力檢定。目前於歐洲、亞洲、

非洲及南美洲等皆設有辦事處，所有的試卷皆於英國編寫及閱卷，並以國際英語(包含英式與

美式用法)為標準。安格國際英檢目前已廣泛受到世界各地教育機構及企業認知。 

 安格國際英檢測驗特色 

●  所有考試、閱卷評分與發證均由英國 Chichester College 考試委員會負責。 

●  測驗級數共分為：一般英語測驗 11 個級數；商用英語 4 個級數。 

●  進階式考試系統，自初學者至母語等級的英語學習者均有分級標準。 

●  安格國際英檢考試內容為國際英語，考生不用受限英式用法，可立即參加考試。 

●  考生可依需求選擇是否參加口試測驗。 

●  檢測費用合理，方便考生定期檢測。 

壹、 安格國際英檢測驗級數說明 

安格國際英檢測驗包含聽、說、讀、寫的四種語言能力。4 歲以上的兒童至成人都可以

接受測驗。 

 本測驗「中高級」以上的程度，已榮獲英國全國大學統一學生申請機構 UCAS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Admissions Service)的認可，亦被英國各大學視為國際學生入學資格的英語能力

證明。此外，從 2008 年起「中級」、「中高級」、「高級」及「精通級」之檢定已獲得英國官方

檢定證照管理機構 Ofqual 認證。 

一、一般英語測驗分為 11 個級數，內容如下： 

 等級  級數 考試方式 應考資格及測驗說明 

 入門 入門一 口試：3~4 分鐘 4 歲以上兒童，具備基本口語能力。 

 初級 

 英語 

入門二 

筆試：1 小時 

口試：5~9 分鐘 

(註：口試為選考項目) 

4~12 歲兒童，具備基本 100~400 字彙量。測驗淺顯易懂，

通過率高，讓孩子們每一階段的學習都能夠得到認證，

家長及老師亦可清楚瞭解孩子的學習速度與進步幅度。 

入門三 

入門四 

入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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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級  級數 考試方式 應考資格及測驗說明 

中級 

英語 

初級 
筆試：2 小時 

口試：11~15 分鐘 

(註：口試為選考項目) 

受測者的英語能力大約在國中至大學間或為已通過

Anglia 初級英語測驗者。該階段測驗加入了更高階的能力

檢測，希望學習者可以擁有更寬廣與靈活的語文能力。 

普級 

中級 

高級 

英語 

 中高級 
筆試：3 小時 

口試：20 分鐘 

(註：口試為選考項目) 

受測者須具備流利順暢的英語能力，適合準備出國進

修、海外留學或未來需要面對全英語環境及專業工作人

士報考。 

高級 

精通級 

二、商業英語測驗級數說明： 

等級 級數 考試方式 應考資格及測驗說明 

商用 

英語 

實用 

商用 

筆試 : 1 小時 

口試 : 12 分鐘 

(註：口試為選考項目) 

受測者應具備基本的商業英語能力。 

例如︰用英文紀錄電話留言及工作事項。 

中級 

商用 筆試 : 2 小時 

口試 : 18 分鐘 

(註：口試為選考項目) 

受測者應能用簡單的英語回答問題。 

例如：用英文回覆電子郵件。 

高級 

商用 

受測者應能閱讀及分析英文文件、用流暢的英語進行溝

通及討論，並能用英語報告與統整資訊。 

精修 

商用 

筆試 : 2.5 小時 

口試 : 18 分鐘 

(註：口試為選考項目) 

受測者應具備處理商業上各方面問題的英語能力。 

例如：依所提供的資料撰寫一份英文報告、用英語討論

特定的宣傳策略及描述或解釋公司的績效。 

 

貳、 口試測驗簡介 

在安格國際英檢測驗中，口試測驗是選考的項目，各級數皆提供口試測驗，考生只能在

有報考筆試項目的情況下報考。「入門一」只有口試測驗，故可以獨立報考，其餘級數皆無法

獨立報考口試。 
 

等級 級數 測驗說明 

入門 入門一 簡單自我介紹、辨圖認字、簡單問答 

初級英語 入門二~入門五 簡單自我介紹、辨圖認字、簡單問答或依圖編述短篇故事 

中級英語 初級~中級 圖片談論、互相簡單面談、角色扮演、活動企畫討論 

高級英語 中高級~精通級 簡短演說、短篇主題討論、近期新聞議題討論或辯論 

商用英語 實用~精修 商業相關內容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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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測驗費用： 

本公告測驗費用自 2020 年 1 月 1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有效 

等級 級數 筆試測驗費 口說測驗費 

初級英語 

入門一 First Step Kindergarten  $ 580 

入門二 First Step $ 1,030 $ 550 

入門三 Junior $ 1,030 $ 550 

入門四 Primary $ 1,030 $ 550 

入門五 Preliminary $ 1,030 $ 550 

中級英語 

初級 Elementary $ 1,400 $ 850 

普級 Pre-Intermediate $ 1,350 $ 800 

中級 Intermediate $ 1,350 $ 1,000 

高級英語 

中高級 Advanced $ 1,350 $ 1,000 

高級 AcCEPT Proficiency $ 3,500 $ 1,000 

精通級 Masters $ 3,500 $ 1,000 

商用英語 

實用商用英語 Practical Business English $ 2,000  

  中級商用英語 Intermediate Business English $ 2,500 

高級商用英語 Advanced Business English $ 2,750 

精修商用英語 Proficiency in Business English $ 3,000 

 

肆、 2020 年公開考試施測日程表 
 

No.  考試地點  測驗時間 報名及繳費截止日 准考證寄發 成績公佈 

1 彰化場 2020/03/15(日) 2020/01/17(五) 

 考前 10 天 約 6 週 

2 嘉義場 2020/04/26(日) 2020/03/06(五) 

3 台中場 2020/06/07(日) 2020/04/17(五) 

4 雲林場 2020/08/23(日) 2020/07/03(五) 

5 台中場 2020/10/25(日) 2020/09/04(五) 

6 台北場 2020/11/07(六) 2020/09/18(五) 

7 高雄場 2020/11/15(日) 2020/09/25(五) 

★公開考試場次，以入門一(First Step Kindergarten)至初級(Elementary)為主， 

其他級數本官方授權考試中心保有是否舉辦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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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報名須知及流程 

每場考試皆有名額限制，額滿則不再受理報名。 

一、個人報名： 

● 請向本中心或其他推廣教育單位洽詢索取「安格國際英檢報名表」或至安格國際英官 

    方網站 http://tw.anglia.org 下載報名表。 

● 考生本人需親自填寫「安格國際英檢報名表」，並浮貼 2 吋近照 1 張，照片須為彩色

正面半身脫帽之六個月內清晰光面證件照片。相片需使用相片紙印製，請勿使用生活

照或有戳章、鋼印及破損之照片。 

● 繳費：請至銀行轉帳或匯款，並於匯款人欄位註明報考場次、考生姓名及報考級數。 

匯款銀行：玉山銀行  中崙分行（銀行代號 808） 

匯款帳號：0912-940-012-196 

          匯款戶名：希伯崙股份有限公司   

● 請將「安格國際英檢報名表」及「銀行匯款憑證之影本」以掛號方式寄至： 

    105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 108 號 6 樓「安格國際英檢 官方授權考試中心」 

 

二、團體報名： 

● 請向本中心、各經辦業務代表或推廣教育單位洽詢索取「安格國際英檢報名表」及 

「團體報名統計表」。 

● 填妥「安格國際英檢報名表」：考生本人親自填寫及簽名，並浮貼 2 吋近照 1 張，照

片須為彩色正面半身脫帽之清晰光面證件照片。相片需使用相片紙印製，請勿使用生

活照或有戳章、鋼印及破損之照片。 

● 完成「團體報名統計表」後，請報考單位務必將考生報名資料建檔，並將 Excel 檔 

E-mail 至 exams@anglia.org。 

● 繳費：請至銀行轉帳或匯款，並於匯款人欄位註明報考場次及報考單位。 

        匯款銀行：玉山銀行  中崙分行（銀行代號 808） 

        匯款帳號：0912-940-012196 

        匯款戶名：希伯崙股份有限公司 

● 請將「安格國際英檢報名表」及「銀行匯款憑證之影本」以掛號方式寄至： 

    105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 108 號 6 樓「安格國際英檢 官方授權考試中心」 

三、准考證及發票寄發： 

  安格國際英檢授權考試中心將於考試日期 10 天前以掛號方式一併寄發，團體報名者將一 

  併寄至報考單位，考試日期 7 天前若未收到准考證，請來電洽詢。 

四、成績公佈： 

● 測驗日期六週後，將由本考試中心將成績一併 email 至團體報考單位或個人報名者。 

   

● 測驗成績分為四個等級： 

Distinction (卓越)  Merit (優等)  Pass (通過)  Refer (再接再厲) ， 

Distinction / Merit / Pass 表示通過，Refer  表示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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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證書寄送：  

    成績公佈三週後，確認通過測驗者，本中心將寄發由英國 Chichester College 考試委員

會核發之「安格國際英檢證書」，團體報名者，將一併寄至報考單位。 

 

陸、  試卷複查及證書補發費用 

 
 試卷複查： 

 

 急件批改：   

 

項目 費用 

英國重新批改(筆試部分) 1250 元  

英國重新批改(筆試+口試部分) 1500 元  

           
 

 證書重製補發：申請補發證書需要額外支付費用，兩年內之測驗每張證書需支付 1600  

元，超過兩年之測驗每張證書需支付 2100 元。提出證書重製申請表後七天內需將款項匯 

至以下專戶，並告知匯款戶名及帳號後五碼 

               匯款銀行：玉山銀行  中崙分行（銀行代號 808） 

               匯款帳號：0912-940-012-196 

               匯款戶名：希伯崙股份有限公司 

 

 「證書重製/補發申請表」提交後，由 Anglia 評估補發方式，所需工作天如下: 

1. First Step Kindergarten ~ Pre-Intermediate 由英國 Anglia 重製補發需 30 個工作天 

  2. Intermediate(含)以上級數，由英國 AIM awards 重製補發需 60 個工作天  

 
 

柒、 應試須知 

一、下列應試須知將嚴格執行，考生有責任閱讀瞭解指示與要求。考生入場、出場及測驗

中如有違反本測驗規定或不符監考人員之指示者，經監考人員口頭或書面警告累計達

兩次者，監考人員得取消應試資格並請離場，其作答不予計分，亦不退費。 

二、測驗當天請務必攜帶之應試用品為： 

● 准考證 

● 有效身份證件：限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正本或有效期限內之護照正本，無有效證件者， 

可憑印有相片之健保 IC 卡，無相片者恕不受理。 

             級數 

項目 

First Step ~ 
Preliminary 

Elementary ~ 
Pre-Intermediate 

Intermediate 
~ Masters 

英國重新批改(筆試部分) 625 元 875 元 1125 元 

英國重新批改(口試部分) 375 元 500 元 625 元 

申請批改考卷影本 (筆試) 875 元 875 元 87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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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 First Step、Junior、Primary 級別者可以使用“鉛筆”作答，其餘請使用原子筆 

(黑或藍)作答。可使用修正液或修正帶。 

● 參加 First Step 另須準備彩色鉛筆（如:紅、黃、藍、綠、橘色等） 

 

三、請勿攜帶貴重物品，遺失恕不負責。非應試用品請於進入試場時交由監考人員統一保管，

測驗期間須遵守監考人員指示及規定，否則以違規論，並取消應試資格，不得進入試場。 

 

四、請於測驗開始前 30 分鐘抵達試場進行報到作業。測驗時間開始 5 分鐘後即不得入場， 

不予退費。考前 10 分鐘開放進入試場，進入試場前請先查看試場門口之座位表，按 

Candidate Number 准考證號碼就座。入場時應出示有效證件及准考證，以便核對身分。 

 

五、中文姓名及英文拼音應與護照上所列一致，如拼音有誤，請在考前於報到處或向監考人 

員告知並更正，測驗後即不得要求更改，安格國際英檢將以此資料頒發證書。 

六、進入試場前，請將行動電話或手錶等各類電子用品關機(關閉電源亦即不得發出聲響)，

監考人員尚未宣佈離開試場前，請保持各類電子用品關機，否則以違規論，成績不予計

分，且不得要求退費或延期。 

七、測驗時間分為筆試和口試(可選考)兩階段。未經許可，不可中途離場或交卷。 

八、測驗時請在聽到監考人員指示後才翻開試卷開始作答，並仔細閱讀每大題測驗的說明以

免誤解而失分。測驗進行中，如有問題請舉手，監考人員會趨前了解，但勿向監考人員

詢問試卷上的相關問題。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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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遞或夾帶試卷出

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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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得要求退費或延期。 

十、測驗結束時應立即停筆，在原位靜候監考人員收卷、清點全部試題本，宣佈離場後始可

離開。宣佈離場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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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費或延期。 

十一、口說測驗除入門一(First Step Kindergarten)為考生與口試官一對一進行考試；其餘級

數則是兩位考生與一位口試官進行考試。 

十二、試場內不得大聲喧嘩或飲食。 

十三、測驗當天未帶准考證者，可提供有效證件(護照、身分證、健保卡)申請現場補辦，但

須酌收工本費 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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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因不可抗力之因素，如：自然災害、颱風等，導致測驗無法如期舉行，本中心有權取

消或延期，並主動聯絡辦理改期或退費等相關事宜。 

十五、本中心保有各項規定文字之最後解釋權。 

捌、 題型簡介 

【筆試】 

第一部分：聽力測驗 Listening 

 

 入門二 ~ 入門五  

基本題型：每題將會播放一個短句，並選出符合句意的圖片 

 

   Example: 

Listen to the sentences and put a tick (v) in the box under the picture you think shows the 

correct answer. 

 

    

 

 

      

 

 初級 ~ 中級  

基本題型：聽完短文並填入適當的單字 

 

   Example: 

       Listen to the following story. Put one word in each of the gaps. 

       My sister and I like                    in our bedroom.  

       We like listening            music. We dance in                of the mirror. 

       Sometimes my mom watches              dance. We love dancing . 

       We                 pop stars! 

 

 中高級 ~ 高級  

 基本題型：聽完一段對話選出正確的答案及填入適當的單字 

 

   Example:  

    Listen to the following conversations and choose the right answer. 

    Listen to the following conversation and fill in the ten gaps.  

19 25 3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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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通級：  

 聽力整合於閱讀與寫作試卷中 

 

第二部分：寫作及閱讀 Reading & Writing 

 

 字彙測驗 (Vocabulary) 

題型會依不同級數以不同方式呈現，包括：連連看、配對題、填空題、是非題、選擇題等。 

 

  Example: 

      Find the odd one and write it in the box. There is one example. 

         t-shirt   socks   skirt   black             

 

 

 文法測驗 (Grammar) 

題型會依不同級數以不同方式呈現，包括：拼字題、選擇題、填空題、句型轉換題等。 

 

   Example: 

       I like                  chocolate cakes. 

       A) makes   B) making  C) are making   D) make 

 

 

 寫作測驗 (Writing) 

題型會依不同級數以不同方式呈現，包括：問答題、短文寫作等。 

 

Example: 

        Essay Questions for the Elementary Level 

        Narrative 

1. The best holiday I have ever had 

2. The lost dog / bag 

3. A day out with my family / my friends 

4. A day with my grandparents 

5. A day in the park / by the sea / at the beach / in the mountains/ in the countryside 

6. A long day at school / A good day at school 

7. A lucky day / A special day 

8. The long journey 

9. The birthday party 

     10.  The stormy / windy / foggy / hot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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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試】 

 第一階段：暖身 

打招呼、簡單自我介紹 

 

   Example:  

   The students answer the examiner’s questions. 

   My name is X. What is your name?         

         Can you introduce yourself? 

 

 

 第二階段：回答問題及討論 

 根據口試官提供的圖片回答問題及討論 

 

Example: 

        Answer questions about the picture. 

        The examiner points at an object, and the candidate says the word: 

        e.g. a cake 

           a dog 

     The examiner shows one picture and candidates have to describe the picture to each other. 

 

 

 第三階段：題型會依不同級數以不同方式呈現 

 初級英語： (1)簡單的聽力圖片測驗 

    (2)考生根據圖片問對方問題  

    (3)請考生表演歌曲、韻文等 

    (4)考生根據口試官給的主題，互相訪問及討論 

 中級英語： (1)考生相互訪問 

            (2)考生角色扮演 

 高級英語： (1)考生角色扮演 

            (2)考生討論時事 

            (3)考生根據主考官給的主題進行辯論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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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其他注意事項 

一、退費申請 

 考試當天缺席者，不予退費。 

 測驗開始 5 分鐘後，不得入場考試，亦不得退費。 

 繳交報名費後，若符合下列所述情形者，得以申請退費： 

    

No. 申請退費原因 申請作業 退費金額 

  1. 重複報名繳費或溢繳報名費 本考試中心主動辦理 

扣除手續費新

台幣壹佰元後

退還餘款 

2. 

報名手續不完全，如逾期報名、

書寫資料不全、檢送證件、相片

不齊等相關因素 

本考試中心聯絡辦理 

3. 

測驗當日遇 3 等親內喪事、天然

災害、考生因傷病住院或收到國

家徵召令，欲取消報名 

測驗日前傳真退費申請書及證明文

件，如：訃聞、天然災害(里長證明)、

住院證明、點召/入伍令等)至本中心。 

 

 申請退費者請向本中心索取「安格國際英檢退費申請表」，填妥後並於測驗前四週傳真至       

(02)2528-0067 「安格國際英檢 官方授權考試中心」，並以傳真收件日期為受理依據， 

逾期恕不受理。經本考試中心審核得以退費者，將已繳交之報名費扣除行政處理費 100

元後，於隔月以匯款方式退還餘款。 

 測驗日如遇颱風或不可抗拒之天然災害，經相關政府單位宣布停止上班上課，測驗將予

以順延，本中心將另行公佈測驗日期。 

 

二、 聯絡資訊： 

       安格國際英檢  台灣/港澳地區 官方授權考試中心 

       安格國際英檢官方網站: http://tw.anglia.org 

       補習班團考報名: Anglia 考試中心(02)7730-9567 

       個人報名：(02)2578-2626 分機 200 陳小姐 

     電子郵件信箱：exams@anglia.org 

       住址：105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 108 號 6 樓       

 

 

 





02-7730-95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