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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簡介

TOEFL ITP®測驗評量考生在學術情境中的英語聽力與閱讀能力，考題涵

蓋課堂、校園、一般生活等題材，幫助學校評估學生的學術英語能力，以

及英語學習者無縫接軌海外校園生活。

其成績效力廣獲國際間認可，目前全世界有 50 多個國家 2,500 多個學

校及機構採用 TOEFL ITP®測驗，每年實施 80 萬人次以上，已經在許多國

家施行，成為英語能力檢定的國際標準。

用途

◆  交換學生申請標準：作為以英語能力訓練為特色之跨國跨校之交換學

生計畫中，申請者的英語能力門檻。

◆  英語課程能力分級：在大學、研究所或語言學校開設的英語課程中，

用 TOEFL ITP®測驗的分數來對學生進行能力分班教學，以提升學習成

果及教學績效。

◆  學生語言學習管理：TOEFL ITP®測驗廣泛地被使用在英語教學課程的

管理，以評量學生進步的情況及老師的教學績效。

◆  英語畢業門檻：作為英語課程中英語聽力和閱讀能力之結業或畢業門

檻，例如大學英語課程的結業測驗或研究所學生畢業條件。

◆  短期大學或學程的入學英語標準：作為英語系國家短期且非學位課程

之申請依據。

◆  非英語系國家大學或研究所的入學依據：作為非英語國家申請大學和

研究所入學之依據，例如日本的國際大學。

◆  大學與四技二專甄選入學加分：在大學入學管道中作為申請入學之加

分必備條件之一。

◆ 申請獎學金的條件：在獎學金計畫中作為申請人英語能力之證明文件，

例如申請遊學、短期留學獎學金計畫之必備文件之一。

◆  TOEFL iBT ®測驗的準備工具：TOEFL ITP®測驗是以先前施測之 TOEFL®

測驗題庫為基礎設計而成，可有效評估考生的學術英語能力，並幫助

其準備 TOEFL iBT ®測驗。

測驗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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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

◆ 英語非母語之人士，具有相當程度之英語能力者。

◆ 本測驗不限性別、年齡、國籍皆可報名。

◆ 身心障礙人士如需特殊安排請預先告知。

研發製作單位—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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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

180多個國家／地區提供服務，每年開發、管理和評分超過5000萬次考試。

ET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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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0名。其研發的測驗及語言學習產品包括：TOEFL iBT ®、TOEFL ITP®、

TOEFL Junior®、TOEFL® Primary™、TOEIC®、TOEIC Bridge®、SAT ®、GRE®

測驗等，以及Criter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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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EFL系列測驗與 CEFR等級參照表︱

註1：  TOEFL iBT測驗總分、閱讀、聽力、口說、寫作之門檻分數代表 CEFR C1 流
利級或以上之參照分數。

註2： 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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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mary 及 TOEFL Jun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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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EFL®系列測驗與CEFR等級參照表

CEFR 等級
A1

入門級                            
A2

基礎級
B1

進階級
B2

高階級
C1

流利級
C2

精通級 

TOEFL® Primary™
Tests

Step1：101-109
Step2：104-115

Step 1閱讀 102-106 107-109

Step 1聽力 102-104 105-109

Step 2閱讀 104-106 107-113 114-115

Step 2聽力 104 105-112 113-115

TOEFL Junior®
Standard Tests

600-900

聽力 225-245 250-285 290-300

語意 210-245 250-275 280-300

閱讀 210-240 245-275 280-300

TOEFL ITP®
Tests

310-677

總分 337 460 543 627

聽力 38 47 54 64

文法結構 32 43 53 64

閱讀 31 48 56 63

TOEFL iBT ®
Test

0-120

總分 n/a 42 72 95註1

閱讀 n/a 4 18 24註1

聽力 n/a 9 17 22註1

口說 10 16 20 25註1

寫作 7 13 17 24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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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測驗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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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績單預寄

1/16
2021/10/13~
2021/12/14

2021/
12/21 1/13 2/14 2/15

考區：台北、桃園、新竹、台中、彰化、雲林、嘉義、台南、高雄、宜蘭

2/20
2021/12/15~

2022/1/18 1/25 2/17 3/14 3/15

考區：台北、桃園、新竹、台中、雲林、台南、高雄、花蓮

5/29 1/19~4/26 5/3 5/26 6/20 6/21

考區：台北、桃園、新竹、台中、雲林、嘉義、台南、高雄、屏東、基隆、宜蘭

7/31 4/27~6/28 7/5 7/28 8/19 8/22

考區：台北、桃園、苗栗、新竹、台中、彰化、南投、雲林、嘉義、台南、高雄、花蓮

9/25 6/29~8/23 8/30 9/22 10/17 10/18

考區：台北、桃園、苗栗、新竹、台中、嘉義、台南、高雄、花蓮、澎湖

10/30 8/24~9/27 10/4 10/27 11/18 11/21

考區：台北、桃園、新竹、台中、雲林、嘉義、台南、高雄、基隆、台東

11/27 9/28~10/25 11/1 11/24 12/16 12/19

考區：台北、桃園、新竹、台中、彰化、雲林、嘉義、台南、高雄、屏東、宜蘭、花蓮

2022年TOEFL ITP® Tests測驗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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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內容

◆  共 140題，測驗方式分為聽力、文法結構與閱讀，三部分為分開計時，

測驗時間共計為 115分鐘（不含 30分鐘背景問卷填寫）。

測驗內容︱

聽力測驗

題數 共 50 題

時間 35 分鐘

計分 31~68級

說明 評量大學情境中口說英語的理解能力

文法結構與語意測驗

題數 共 40 題

時間 25 分鐘

計分 31~68級

說明 評量標準書面英文的判別能力

閱讀測驗

題數 共 50 題

時間 55 分鐘

計分 31~67級

說明 評量英語學術文章的閱讀理解能力

※ 三部分級數之和×10÷3＝實際所得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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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方式與費用

◆  TOEFL ITP® Tests報名方式與費用如下：

註 1： 須提供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影本

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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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分別 報名方式 一般報名費用 追加報名費用

一般考生報名 網路／APP NT$1,160 NT$1,360 

測驗日時年滿65歲 網路 NT$500註 1 X

低收入戶家庭人士或其子女 網路 報名費全免註 2 X

報名方式與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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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考生報名流程

網路報名

◆ 報名網址 : http : //www.toefl.com.tw/it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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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0、13:30∼ 17: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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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jpg 圖檔）並完成繳費，以完

成報名程序。照片規定請參考第 11∼ 12頁【照片規格與範例說明】。

◆  選擇信用卡繳費者，須以訂單已建立完成或收到訂單完成繳費的通知

信件，才算完成報名程序。

App報名

◆ 於 App Store或 Google Play下載 <多益報名 >並依其指示報名。

◆ 繳費方式 : 1. 7-ELEVEN ibon

                         2. 全家 FamiPort

選擇測驗日期
與地點

1

上傳合格照片
及填寫資料

4 確認
資料

5 完成
繳費

6 報名
完成！

7

確認同意聲明與
應試須知

2 選擇
繳費方式

3

一般考生報名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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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歲以上及低收入戶報名流程︱

65歲以上及低收入戶報名流程

通訊報名

◆ 請於報名期間內依下列流程報名：

1.  索取報名表：本公司僅接受以報名表正本申請，官網不提供下載列

印。考生可 E-MAIL來信至客服信箱索取報名表，報名表將於 E-MAIL

來信後 3個工作天以平信寄出。
●   客服信箱：service@examservice.com.tw 

來信請提供：1.中文姓名 2.郵遞區號 3.通訊地址 4.測驗種類 5.申

請份數（如提供之資料有誤或不全將影響報名表寄送時間）。

●  每人最多索取 5份報名表，超過 5份者視為團體報名。

2. 填寫報名表 
●  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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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6頁。
●  報名表需黏貼合格照片，未黏貼照片者恕無法受理報名，將以退

件處理。照片規定請參考第 11~12頁「照片規格與範例說明」。
●  因應個資法要求，報名表上的考生個資使用同意聲明須由考生親

筆簽名，未滿 20歲須請法定代理人簽名。
●  通訊報名不得指定考場，測驗考場將由主辦單位決定。

3.  繳費（測驗日時年滿 65歲以上者）
●  請至郵局購買郵政匯票

 匯票受款人：忠欣股份有限公司

 匯票金額：500元

4.  寄回報名表及證明文件
●  請將貼好合格照片的報名表正本、證明文件以及郵政匯票，放入

報名專用信封（報名表請勿折損），掛號郵寄至地址：(10699)台

北郵政 26–585號信箱「客服組 收」，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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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注意事項

1.  測驗日期、時間及考試地點，請於應考資訊查詢日 10:00 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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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頁【特殊應考服務申請】。

4.  65歲以上及低收入戶享有報名優惠，請詳閱第 8頁【65歲以上及低

收入戶報名須知】。

5.  報名時需提供合格照片（相關照片規定請參考第 11∼ 12頁【照片規

格與範例說明】）。

6.一經完成報名手續，可於異動截止日前申請當月份考區異動。

7.一經完成報名手續，可因不可抗力事故於撤銷報名期間申請撤銷報名。

8.如考後欲利用網路查詢成績，請務必於報名時填寫電子信箱。

9.  報名時請填寫正確的中文姓名及 ID Number，測驗當天須攜帶與報名

中文姓名及 ID Number相符之有效身分證件入場應試。

10.   填寫英文姓名欄時，請與護照所載相同。本國籍考生若護照上英文姓

名非中文姓名直譯音，請於報名完成後 email提供效期內中華民國護

照電子檔至客服信箱，證件中的身分證號碼、中英文姓名、人像照片、

生日以及護照有效期限等資料皆須完整顯示，無護照者可使用外交部

建議之中文拼音（請參閱第 31∼ 33頁【中文拼音對照表】），且每

次報名應使用同一拼音。

11.  請隨時上官方網站查詢當月實際開放報名之測驗考區及最新資訊，所

有訊息以官方網站公告為主。

12.  網路報名考場指定服務，每月僅開放部分可指定之考場，可指定名額

有限，考生應儘早報名。可指定之考場額滿時，將由本公司以電腦隨

報名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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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加報名須知︱

追加報名須知

1.一般報名截止後，剩餘考場座位將另行開放追加報名，追加報名之報名

費用不等同於一般報名。

2. 恕不提供特殊應考服務、65歲以上及低收入戶考生特殊優惠報名。

3. 恕不接受異動申請。

4. 僅限網路報名（可參考第 7頁【網路／ APP報名】）

5. 測驗日期請以官網公告為主。

機安排當次使用之考場，考生不得要求更改。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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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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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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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規格與範例說明

1.  網路／AP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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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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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除了作為測驗當天入場身分查驗之依據使用，也將會使用於成績

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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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規格與範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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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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籍考生報名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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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陸籍人士報名測驗時所申請的帳號，請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

身分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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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限內之「中華人民共和國

居民身分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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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籍／大陸籍考生報名須知．65歲以上及低收入戶報名須知︱

65歲以上及低收入戶報名須知

 對     象 報考時需檢附之相關證明

測驗日時年滿 65歲以上 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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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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歲以上及低收入戶報名須知．特殊應考服務申請︱

特殊應考服務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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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同意 ETS®特殊考生聲明，報名完成後請傳真或 Email身心障礙手冊

或醫院診斷證明文件至客服信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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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因場地及時間安排關係，追加報名目前未開放特殊應考服務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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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次（含 TOEIC® Listening and 

Reading Test, TOEIC® Speaking and Writing Tests, TOEIC® Speaking 

Test, TOEIC Bridge® Listening and Reading Test, TOEIC Bridge® Speaking 

Test, TOEIC Bridge® Speaking and Writing Tests, TOEFL ITP® Tests, 

TOEFL Junior® Standard Tests, TOEFL® Primary™ Tests）

3. 一律以通訊報名方式完成報名手續。

4.  通訊報名時需連同報名表及其檢附之相關證明文件，一併掛號郵寄至本
公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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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恕不得申請撤銷報名及報考追加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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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學校代碼 (School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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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國中部 (Junior high)           高中部 (senior high) 

(18) 科系名稱 (Department)

＊學生請填寫第15-20項；非學生請填寫第21-23項。

(14) 電子信箱
   (Email) ※欲利用網路查成績，請務必填寫

(24) 特殊優惠 (Special Bene�t)           低收入戶家庭人士或其子女        測驗日時年滿65歲以上
  ※使用特殊優惠辦法之考生，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25) 特殊狀況 (Disability)        視障          聽障         行動不便             其他
  ※請詳閱背面ETS特殊考生聲明，報名視為同意聲明。請檢附身心障礙手冊或醫院診斷證明文件。

(2) 公開測驗日期
(Test Date) 
(報名到場考請勿填寫)

(3) 公開測驗考區
(Test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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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身分證字號
(ID/Passport NO.)

(9) 西元出生年月日
(Date of Birth)

(11) 聯絡電話
   (Telephone)

(10) 發票統一編號
(Uni�ed Business No)

(12) 行動電話
(Mobile Phone)

Y   Y   Y   Y       M  M      D  D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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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國籍 
        (Nationality)

本國籍 (R.O.C.)
外國籍 (Foreign)

／

─

／

到場考場次            測驗日期：         年         月         日   邀考單位名稱：
（報名公開測驗場次者請勿填寫）

＊民國年加1911，例：民國
     79年為西元1990年

1/16 2/20 5/29 7/31

(13) 地址
   (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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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5 9/26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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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ste a 2-inch color 
photo of the test taker here 
(front view of head and 
shoulders, no hat, glossy print).

● Background must be a solid 
color, making the face and 
hair easily recogniz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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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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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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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或更改場次及試場，本人所填資料均屬實，
特此聲明。未滿20歲之考生，需由法定代理人同時簽署。【請注意！未簽名者恕不受理報名】

西元日期：_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西元日期：_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  法定代理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聲
明
欄

基隆 (Keelung)
彰化 (Changhua)
屏東 (Pingtung)

台北 (Taipei) 
南投 (Nantou)
宜蘭 (Yilan)

桃園 (Taoyuan)
雲林 (Yunlin) 
花蓮 (Hualien)

新竹 (Hsinchu)
嘉義 (Chiayi) 
台東 (Taitung)

苗栗 (Miaoli)  
台南 (Tainan)
澎湖 (Penghu)

台中 (Taichung)
高雄 (Kaohsiung)

(5) 性別 
        (Sex)

男 (M)
女 (F)

9/25 10/30

2022 TOEFL ITP® Tests
測驗報名表（Registration Form）

臺灣區總代理 忠欣股份有限公司TOEFL ITP®V1.0 QMS-D-TE-TA-001-045

11/27

(團體報名者，請至TOEIC 官網查詢)

(19) 年級/班級 (Grade)             年            班

(20) 學號 (Student Number)

(21)      在職 (Employed)           待業中 (Between jobs)

(22) 任職公司名稱 (Name of Institute)

(23) 部門/職稱 (Department)

王   小   美

F 2 2 0 3 4 5 6 7 8

1985 10 10

02 27018008 0912345678

106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二段 45 號 2 樓
service@examservice.com.tw

W  a  n   g

H  s   i  a  o      M  e  i

忠欣股份有限公司

業務部 / 專員

王小美2021    1    1

請
二
擇
一
填
寫

學
生
請
務
必
填
寫
第
15 

20
項

∼

在
職
者
請
務
必
填
寫
第
21 

23
項

∼

報名表填寫範例（正面）

報名表填寫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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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S®特殊考生聲明

謹確認我所提供的各項證明文件皆為真實；若證明文件仍有不足，我同意進一步提供相關證明給ETS或及其
代理公司以利重新評估考生所需的特殊安排，以及授權ETS及其代理公司將我的特殊安排需求進行建檔，並
保證若我需使用任何輔助工具時，我亦熟悉其使用方法。

我了解提供ETS及其代理公司相關證明文件是必要的程序，以便利ETS及其代理公司事先有足夠的時間處理
與評估考生所需要的特殊安排需求，且明瞭作業時間為三個星期。但在必須使用點字題本、放大題本、延

長測驗時間等特殊試題本的特殊狀況，則另須八個星期申請製作。我同意ETS及其代理公司保留是否提供
考生適當的相關特殊安排需求的最終決定權。

我同意所提供的資料均可用於不記名的研究目的中，並了解我所提供的資料都會受到ETS隱私和安全政策
條款的保護。ETS的隱私和安全政策條款可以自ETS官網中查詢。

我同時了解如果我所提供的文件資料隨後經由ETS及其代理公司認定有可疑、不準確或故意讓ETS及其代理
公司做不必要安排之情況，ETS及其代理公司保留扣留或取消我的分數的權利。

若我不同意上述聲明，我將不申請特殊安排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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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考生：

為配合政府的個人資料保護法（下稱個資法）之規定，請詳細閱讀下列所載內容，當您完成報名及填妥本表時，即表示您已閱

讀、瞭解並同意所載之事項。

1. 本人所檢附的報名資料：中文姓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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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訊地址、E-Mail、身分別、就讀/畢業學校名稱、科系名稱、年級與班級、學號、任職公司名稱、職稱、特殊狀況、照片及
參與本次考試所提供之相關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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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測驗相關業務（包含測驗、測驗行政、閱卷、成績計算、統計及研究等）及寄送相關考試資料、學習資訊和活動訊息
之用。

(2) 當本人為學校、機構、機關等團體報名考生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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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考
試及人事管理用途。本人知道經由團體報名者，代表本人同意忠欣公司將本人個資及成績報告寄送本人所屬團報單位，使

用於上開用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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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同意將作答資料之著作財產權及智慧財產權授權忠欣公司，在不記名方式及不披露考生身分之原則下，作為後續分
析或研究使用，並得轉授權予第三人供學術研究使用。

2. 忠欣公司得於存續期間於上述蒐集及處理目的之必要範圍內使用本人提供之個人資料，本人享有個資法之使用權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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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本人提供之個人資料確實為本人真實資料，無不實或匿飾之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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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試資格、當次成績及未來報名資格。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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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本人得依個資法之規定，請求查詢、製給複製本、補充或更正，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但忠欣公司因執行
職務或業務所必須者，得拒絕上述之要求。且因本人行使上述權利而導致權益受損時，忠欣公司將不負相關賠償責任。

7. 若考生未滿20歲，依民法為未成年人，欲報名本次考試，須經法定代理人同意，請法定代理人詳閱聲明後確認同意。

此致

忠欣股份有限公司

協力單位

V1.0 QMS-D-TE-TA-001-045

請
務
必
詳
閱
第
26
項
考
生
個
資
同
意
聲
明

報名表填寫範例（反面）

報名表填寫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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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考區異動申請 

◆  異動申請為免付費服務，完成報名手續後，一般報名考生可於異動截

止日前依原報名方式提出申請；網路／ APP報名者可申請「考區及考

場異動」，通訊報名者僅能申請「考區異動」。兩種報名／申請方式

皆不提供測驗日期異動。詳情請見申請注意事項。

◆  追加報名考生恕不得申請異動。

◆  申請注意事項（請依原報名方式提出申請）：

網路／APP報名

1. 可申請考區及考場異動。

2.  報名資料經審核通過後，可由官網「測驗服務專區」登入，點選【異動

申請】，網址：https://www.examservice.com.tw/Member/Index。

3.  網路異動申請完成後，可至測驗服務專區【異動紀錄查詢】確認訂單

狀態。

通訊報名

1. 可申請考區異動。

2.  請至官網【下載專區】下載、列印「測驗考區異動申請表」，網址：

http://www.toefl.com.tw/itp/download_main.jsp

3.  請務必於測驗場次異動截止期限內，將填寫完成之「測驗考區異動申請

表」正本掛號郵寄至下列地址，以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10699)

台北郵政 26-585號信箱「客服組 收」。

測驗考區異動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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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銷報名申請︱

測驗日期
撤銷申請階段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1/16 2021/10/13~2021/12/27 2021/12/28~2022/1/14

2/20 2021/12/15~2022/1/31 2/1~2/18

5/29 1/19~5/9 5/10~5/27

7/31 4/27~7/11 7/12~7/29

9/25 6/29~9/5 9/6~9/23

10/30 8/24~10/10 10/11~10/28

11/27 9/28~11/7 11/8~11/25

收取行政費用 NT$300 NT$500 

撤銷報名申請

◆  完成報名手續後，如因不可抗力事故必須撤銷報名時，可於撤銷申請

截止日前依原報名方式提出申請，且需收取相關行政費用，逾期恕不

受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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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考生於網路申請退訂完成，或本公司收到「撤銷報名申請表」後，退

費金額將於 3∼ 4周匯入考生帳號或以掛號寄出支票。

◆  退費金額＝報名費用－須收取之行政費用，行政費用請參照下表。 

◆ 申請注意事項（請依原報名方式提出申請）：

網路／APP報名

1.  報名資料經審核通過後，可由官網「測驗服務專區」登入，點選【訂

單記錄查詢】中的【退訂】選項開始申請。網址：https://www.

examservice.com.tw/Member/Index。

2.  網路退訂申請完成後，可至測驗服務專區【退訂 / 撤銷紀錄查詢】確

認訂單狀態，申請資料有誤或不全者，將影響退費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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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銷報名申請︱

3. 撤銷發票開立：
●  未開立統一編號：辦理撤銷報名時，須於測驗場次申請期限內完成

網路退訂程序，無需寄回「撤銷報名申請表」。

●  有開立統一編號：辦理撤銷報名時，須於測驗場次申請期限內，完

成網路退訂程序並以掛號寄出兩張「撤銷報名申請表」正本（皆蓋

公司統一發票專用章）至下列地址：

     (10699)台北郵政 26-585號信箱「客服組收」。

4.  撤銷申請共分為兩個階段，本公司將依照考生實際完成網路申請之確

認日期，酌收不同行政費用。

5.  若於第二階段申請撤銷，撤銷截止日當天僅接受通訊申請，恕不接受網

路撤銷。

通訊報名

1.  請至官網【下載專區】下載、列印「撤銷報名申請表」，網址：http://

www.toefl.com.tw/itp/download_main.jsp

2.  請務必於測驗場次撤銷申請期限內，將填寫完成之「撤銷報名申請表」

正本掛號郵寄至下列地址，以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10699)台北

郵政 26-585號信箱「客服組收」

3.  撤銷發票開立：
●  未開立統一編號：辦理撤銷報名時，須於測驗場次申請期限內寄回

「撤銷報名申請表」。

●  有開立統一編號：辦理撤銷報名時，須於測驗場次申請期限內，以

掛號寄出兩張「撤銷報名申請表」正本（皆蓋公司統一發票專用章）。

●  外籍／大陸籍人士須檢附帳戶存摺影本。

●  相關資料請寄至：(10699) 台北郵政 26-585號信箱「客服組收」。

4.  撤銷申請共分為兩個階段，本公司將依照考生寄出「撤銷報名申請表」

之郵戳日期為憑，酌收不同行政費用，逾期恕不受理。

5.  申請 65 歲以上及低收入戶報名方案者，恕不得申請撤銷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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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試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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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考場及測驗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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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年滿16歲（含）以上之考生：僅限「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正本或
有效期限內之「護照」正本。

B.未滿 16歲之考生：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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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健保 IC卡無照片者將於現場拍照確認，所拍攝之照片將作為
該次測驗成績單照片，且不得要求更換照片。

(2) 外國籍考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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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期限內之「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分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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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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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測驗期間非應試用品需放置於監試人員指定之位置。請勿攜帶貴重物

品，若遺失，恕不負保管、賠償之責。

6.   電子設備及電子穿戴裝置 ( 包含行動電話、手錶、手環、智慧型眼

鏡 ...等 )均不得攜帶至座位 (僅能攜帶指針式機械錶 )，必須關閉電源

並放置於監試人員指定之位置，測驗開始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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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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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後即不得入場，尚未入場者視同自行

放棄。

8.  測驗時間約兩個半小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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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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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分三部分（聽力、文法結構與閱讀），每部分分

別規定作答時間；各部分在規定測驗時間內，無論作答完畢與否，不

可翻閱或作答及修改另一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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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測驗時僅可在題本空白處做筆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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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試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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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試須知︱

10.  測驗當天考生須於答案卡上完成簽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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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再提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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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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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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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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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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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得另行公佈相關處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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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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
國立基隆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206 基隆市七堵區東新街 22號

基隆市光隆家商 201 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 264 號

台北

市立松山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 110 台北市信義區松山路 655號

金甌女子高級中學（校本部） 106 台北市大安區杭州南路二段 1號

國立師大附中 106 台北市信義路三段 143號

國立臺北大學（台北校區） 104 台北市民生東路三段 67號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06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 134號

國立臺灣大學 106 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 1號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106 台北市基隆路四段 43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館校區） 106 台北市汀洲路四段 88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本部） 106 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162號

國家考場（考選部） 116 台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一段 72號

實踐大學（台北校區） 104 台北市大直街 70號

滬江高級中學 116 台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六段 336號

臺北市育達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 105 台北市松山區寧安街 12號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114 台北市內湖區環山路一段 56號

新北

金陵女子高級中學 241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 656 號

致理科技大學 220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313 號

新北市立江翠國民中學 220 新北市板橋區松江街 63 號

新北市立新北高工 236 新北市土城區學府路一段 241 號

新北市立新莊國民中學 242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211 號

新北市立錦和高級中學 235 新北市中和區錦和路 163 號

桃園
中原大學 320 桃園市中壢區中北路 200 號

元智大學 320 桃園市中壢區遠東路 135 號

 測驗地點

◆  公開測驗各場次各考區開放之考場各有不同，請考生注意。

◆  公開測驗各場次實際測驗時間、地點，請考生以報考場次之應考資訊

上所載為準。

◆  考前2個工作天開放考生查詢應考資訊，請於開放查詢當日上午10點後

由官網「測驗服務專區」登入查詢，相關資訊包括考場地圖及測驗大樓。

北          部

測驗地點︱



24

桃園

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校 337 桃園市大園區大成路二段 8 號

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320 桃園市中壢區中央西路二段 141 巷100 號

桃園市立武陵高級中等學校 330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路 889 號

光啟高中 333桃園市龜山區自由街 40號

新竹

國立清華大學 ( 南大校區 ) 300 新竹市東區南大路 521 號

國立新竹高級中學 300 新竹市東區學府路 36 號

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300 新竹市東區學府路 128 號

新竹市光復高級中學 300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二段 153 號

測驗地點︱

中          部中          部
苗栗 國立聯合大學第一（二坪山）校區 360 苗栗縣苗栗市恭敬里聯大 1號

台中

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學校 401 台中市東區台中路 283 號

立人高級中學 412 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二段 380 號

台中市立台中家事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401 台中市東區和平街 50 號

東海大學 407 台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 1727 號

國立中興大學 402 台中市南區國光路 250 號

逢甲大學（校本部） 407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 100 號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 407 台中市西屯區寧夏路 240 號

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等學校 403 台中市西區自由路一段 95 號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404 台中市北區育才街 2 號

臺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 408 台中市南屯區公益路二段 298 號

臺中市宜寧高級中學 407 台中市西屯區東大路一段 555 號

臺中市立豐原高級中等學校 420 台中市豐原區水源路 150 號

靜宜大學 433台中市沙鹿區台灣大道七段 200號

彰化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進德校區） 500 彰化縣彰化市進德路 1 號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500 彰化縣彰化市工校街 1 號

國立彰化高級中學 500 彰化縣彰化市中興路 78 號

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500 彰化縣彰化市南郭路一段 326 號

南投

南開科技大學 542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 568 號

國立草屯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542 南投縣草屯鎮墩煌路三段 188 號

國立南投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540南投縣南投市彰南路一段 99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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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地點︱

南          部

嘉義

吳鳳科技大學 621 嘉義縣民雄鄉建國路二段 117號

國立嘉義大學（新民校區） 600 嘉義市新民路 580號

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600 嘉義市東區彌陀路 174號

國立嘉義高級中學 600 嘉義市東區大雅路二段 738號

台南

天主教慈幼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701 台南市東區裕農路 801號

光華高中 701 台南市東區勝利路 41號

南臺科技大學 710 台南市永康區南台街 1號

國立成功大學（校本部） 701 台南市東區大學路 1號

崑山高級中學 704 台南市北區開元路 444號

高雄

三信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802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一路 186號

天主教明誠高級中學 804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 97號

市立三民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813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 1102號

高雄市天主教道明高級中學 802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 354號

高雄市立三民高中 807 高雄市三民區金鼎路 81號

高雄市立高雄女子高級中學 801 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 122號

高雄市立高雄中學 807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 50號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800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 3號

國立高雄大學 811 高雄市楠梓區高雄大學路 700號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內門校區 845 高雄市內門區大學路 200號

屏東

國立屏東女中 900 屏東市仁愛路 94 號

國立屏東大學（民生校區） 900 屏東市民生路 4-18 號

國立屏東大學（屏師校區 ) 900 屏東市林森路 1 號

雲林

正心高中 640 雲林縣斗六市虎溪里正心路 1 號

國立斗六家商 640 雲林縣斗六市成功路 120 號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632 雲林縣虎尾鎮文化路 64 號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640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 123 號

環球科技大學 640 雲林縣斗六市嘉東里鎮南路 1221 號

國立虎尾高級中學 632 雲林縣虎尾鎮光復路 222號

中          部中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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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依筆畫順序排列

離          島
澎湖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880 澎湖縣馬公市六合路 300 號

東          部

宜蘭
國立宜蘭大學（校本部） 260 宜蘭縣宜蘭市神農路一段 1 號

宜蘭高商 260 宜蘭縣宜蘭市延平路 50號

花蓮 國立東華大學（壽豐校區） 974 花蓮縣壽豐鄉大學路二段 1 號

台東 國立臺東大學（臺東校區） 950 台東市中華路一段 684 號

測驗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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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成績單與證書

◆       成績單預計寄送日請見官方網站：http://www.toefl.com.tw/itp/ 

首頁左側選擇【我要報名】→【測驗日期】

◆  若測驗後成績因故無法計算而無法給予成績單時，本公司得另行安排

免費重考。

◆  考生若於成績預寄日 1週後未收到成績單，請在測驗日起 2個月內與

客服聯繫。

◆  成績單補發、證書申請、成績複查皆為付費服務，如有需要請另行申

請。證書介紹請參閱第 29頁。

申請期限

◆ 成績複查申請期限：測驗日起後 3個月內。

    （例：2022/01/16測驗日，複查截止日至 2022/04/16）

◆ 成績單補發／證書申請期限：測驗日起後 2 年內。

    （例：2022/01/16測驗日，申請截止日至 2024/01/16）

※ 成績單補發 / 證書申請需於成績開放網路查詢後始得申請。

申請辦法

◆ 網路申請： 網路申請：請於官方網站申請：http://www.toefl.com.tw/itp/ 

選擇【測驗資訊】→【試後查詢】→【成績單證書申請】

◆ 通訊申請：

1.僅限申請成績複查

2.  請至官網下載專區下載「成績複查申請表」。 

 官方網站：http://www.toefl.com.tw/itp/ 選擇【下載專區】  

3.  填妥後請連同成績單影本，一併掛號郵寄至一併掛號郵寄至 (10699) 

    台北郵政 26-585號信箱 證書 /成績組 收

申請成績單與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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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工作天及價格

註：最新消息請依官方網站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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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證書急件信用卡繳費為例：

2022/02/14 申請並以信用卡繳費成功

2022/02/15 為第一個工作天

2022/02/17 為寄出日（掛號寄出）

類別 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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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元 600 元 200 元 500 元 200 元 500 元

申請成績單與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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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minimum 
TOEFL® ITP scores European CEFR Levels CEFR General Descriptions

627 pts. Proficient User–Effective 
Operational Proficiency

C1 Can understand a wide range of demanding, longer texts, and recognise implicit meaning. Can express him/herself fluently and spontaneously without much 
obvious searching for expressions. Can use language flexibly and effectively for social,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purposes. Can produce clear, well-structured, 
detailed text on complex subjects, showing controlled use of organisational patterns, connectors and cohesive devices. 

543 pts. Independent User–Vantage B2 Can understand the main ideas of complex text on both concrete and abstract topics, including technical discussions in his/her field of specialisation. Can interact with a 
degree of fluency and spontaneity that makes regular interaction with native speakers quite possible without strain for either party. Can produce clear, detailed text on a 
wide range of subjects and explain a viewpoint on a topical issue giving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various options. 

460 pts. Independent User–Threshold B1 Can understand the main points of clear standard input on familiar matters regularly encountered in work, school, leisure, etc. Can deal with most situations likely to 
arise whilst travelling in an area where the language is spoken. Can produce simple connected text on topics which are familiar or of personal interest. Can describe 
experiences and events, dreams, hopes and ambitions and briefly give reasons and explanations for opinions and plans. 

TOEFL ITP SCALE – Level 1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31–68
Structure and Written Expression: 31–68
Reading Comprehension: 31–67
Total: 310–677

Disclaimer: This is a certificate of achievement and is not intended to replace the official TOEFL ITP score report.

Note: The cut scores represent the minimum scores needed to enter the CEFR levels. These recommendations are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mapping studies with expert panels, and data analyses of test-taker scores.

This certificate is printed on security paper.  Some of the security features are:
i. Heat-activated security seal that disappears with repeated rubbing, but will come back when the temperature returns to normal
ii. Watermark pattern that is visible only from a 45-degree angle on one side of certificate
iii. “Void” in multiple languages if attempts are made to alter any information on the certificate with correction fluids
iv. A unique “check sum” number that can be used to verify the authenticity of information on the certificate

There are three levels of certificates: Gold, Silver and Bronze.  
Each corresponds to a CEFR level. Gold = C1, Silver = B2, Bronze = B1.

TOEFL® ITP Score Descriptors and CEFR Levels

Copyright © 2011 by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All rights reserved. ETS, the ETS logo, LISTENING. LEARNING. LEADING. and TOEFL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E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countries. 17978

◆ 金色 627分以上

◆ 銀色 543分以上

◆ 棕色 460分以上

◆ 證書背面示意

證書介紹

TOEFL ITP® 測驗證書能協助考生建立自信、邁向成功之路

◆  TOEFL ITP®測驗提供三種不同級別之證書，分別對照至不同之 CEFR

級別，B1級可申請棕色證書、B2級可申請銀色證書，而 C1級則可申

請金色證書。

◆  證書背面附有證書等級的能力論述，能協助學生及接受證書的單位瞭解

證書所代表的英語能力。

◆  TOEFL ITP®測驗證書為 ETS所核發之國際證照，從 2012年起，測驗

日起兩年內皆可提出申請。擁有國際認可之 TOEFL ITP®測驗證書，能

讓學生在甄選入學時更具優勢，讓備審資料加分。

證書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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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EFL ITP® Practice Tests

●  本書為美國 ETS為 TOEFL ITP測驗之考生所
設計之練習書，為 TOEFL ITP測驗最佳練習
工具。

●  本書包含：二套完整之模擬試題，一片聽

力測驗 CD，答案卡，計分方式資訊，學習
秘訣與應試策略。 

Official Guide to the 
TOEFL ITP® Test／ vol.1

●  本書特別針對 TOEFL ITP測驗三大題型：聽
力測驗、文法結構與文意題，及閱讀測驗，

提供詳細的題型說明、準確方針及大量的練

習試題，幫助學習者累積考試實力並加強學

術英語能力。

●  本書包含：二套完整之全真模擬試題，一

片聽力測驗 CD，答案卡，計分方式資訊，
學習秘訣與應試策略。 

定價 NT$800

定價 NT$550

出版品推薦

出版品推薦︱

可透過官網訂購 https://www.examservice.com.tw/Product/Book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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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拼音對照表

中文拼音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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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拼音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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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為擷取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網站，網址：http://www.boca.gov.tw/

中文拼音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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