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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美國教育測驗服務社（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ETS通過嚴謹的研究，優先為全球的考生提供教育質量高和公平的評估考

試。ETS為個人，教育組織和政府機構制定語文能力評估方案，為教師、

英語學習、小學、中學、大專教育提供語文能力認證，以及開展教育調研，

分析和政策研究。ETS成立於1947年，開發、管理和在全球超過180個國

家，超過9,000個地區，每年發出和評核超過5,000萬份的考試 – 包括

TOEFL®托福和TOEIC®多益考試，GRE®測試和The Praxis Series™ 

考試。www.ets.org 

http://www.et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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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麼是TOEIC®多益考試 ?  



 

Test of English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已有150國家，超過14,000多間機構使用 TOEIC ®   

     (大學、語言學校、政府機構和公司) 

  

  2012年全球已超過700萬人次應考 TOEIC ®   

      日本: 150萬人次   台灣: 30萬人次 
 

  作為一個公平、有效評估個人的英語能力的工具 



   誰使用多益考試分數 ? 



 
誰使用多益考試分數? 

 
用途/目的 

中學、技術學校、職業訓練學校及
成人教育學校 

給學員加強裝備；用TOEIC多益考試來證明學員的英語能力，

提昇他們的升學及就業的競爭力 

大專院校、大學及高等教育機構 以TOEIC多益 用作入學門檻、甄試招生及英語分班試的參考、

或畢業門檻暨英文課程免修條件等。 

工商、金融、酒店、旅遊、零售、
服務、貿易等企業 

制定員工職位英語標準／制定招募新進人員英語能力標準／規

劃並評量英語培訓績效／完成員工英語能力盤點，並建之員工

英語能力資料庫／建立外派，國際訓練及國際會議之員工英語

能力標準等。 



所屬行業 認可TOEIC多益 考試的部分學院、企業及機構 

酒店/旅遊 

威斯汀酒店、麗晶酒店、泰國Banyan Tree、泰國香格理拉酒店、

Universidad Intercontinental、Hilton Tokyo、Hilton Tokyo 

Bay、Imperial Hotel Ltd、International Hoteland and Bridal 

College( Nigata)、Sheraton Grande Tokyo Bay Hotel、The 

Westin Miyako Kyoto、Tokyo Institute of Tourism、Paradise 

Hotel Jeju、Mandarin oriental Tokyo K.K 

消費品/零售/服裝/貿易  

 

NIKE、寶潔、箭牌、瑪式、德國漢高、卡夫食品、百事食品、可

口可樂、李甯、史泰博、賓堡  

石油/鋼鐵/電力 中海油、國家電網、浦項 

會計/財經/資訊 安永華明、埃森哲 



銀行/金融/保險 
中國銀行、渣打銀行、富邦人壽、大內國貿局台新金融、印尼BNI、日

本財產保險…. 

電腦軟體/電子/半導體 

IBM 、Autodesk、花旗軟體、微軟、育碧、趨勢科技阿爾派、西門

子、三星電子、飛利浦、樂金電子、NEC、環旭電子、索貝數碼、飛思

卡爾、雅斯拓、友達光電、理光、愛普生、京東方 

交通運輸/物流 南方航空、東方航空、大韓航空、商船三井、聯邦快遞 

IT/通信 
聯想、華為、諾基亞、富士通、索尼愛立信、希捷、愛立信、 

摩托羅拉 

儀器/儀錶/家電 
LG、日立、海爾、東芝、海信、松下、三菱、美的、Xerox、

Samsung… 

化工/生物/制藥/能源 拜耳公司、西安楊森、諾華制藥、諾和諾德、CAMCO 

機械/電氣設備/自動化 施耐德、艾默生、橫河電機 



航空 中華航空、復興航空、中國南方航空、日本航空、台灣國泰… 

汽車/汽配 
寶馬、福特、東風汽車、標緻雪鐵龍、馬自達、 

鄭州日產、豐田汽車、米其林、偉世通 

政府/教育研究機構/志願
者 

2011亞洲女排賽、上海世博局、青島國際帆船賽、2014年世界杯足

球大賽巴西、2011年四大洲花式滑冰錦標賽、外貿協會、韓國人公務

員考試、法國海軍、智利經濟發展署、北京外企人力資源公司、上海

市對外服務有限公司、Motorola University、SungKyunKwan 

University (SKKU)、金門大學、Hansung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Hawai’i、英國移民局、中山醫學大學、國立政治大學、國立清華

大學、Meiji University、Korean University、University of 

Washington、University of Toronto School of Continuing 

Studies、聖若瑟大學、香港中華廚藝學院、香港職業英語教育、

HKMA、… 



  全球性認可 



U.K. Visas 
 

TOEIC®  Test Scores 
Approved for Visa Use  

by the U.K. Border 
Agency (UKBA) 

 





 以 TOEIC®  分數 

       作為大學的入學資格 





曼谷半島酒店 

The Peninsula 
Bangkok (5 Stars) 



日本京都威斯汀酒店 

The Westin Miyako, Kyoto  
  京都威斯汀酒店所需要的英語溝      

     通能力最低求，如經理級以上的 

     員工，TOEIC 分數需 600分以上 

     - 櫃檯工作的員工， TOEIC分數   

       平均更需要800分以上 

  英語能力也影響了員工評鑑 

 





  考試模式 



TOEIC®  聽力與閱讀考試 TOEIC®  口語考試 TOEIC®  寫作考試 

形式 2.5 小時, 紙筆考試 20分鐘, 電腦考試 1小時, 電腦考試 

問題種類 200條選擇題 11 條問題 (考生需以口

語回答口述或書面的提

問) 

8條問題 (考生需以文字回答書面

的提問) 

考試地點 在指定的考試中心 (澳門主要
是澳門城巿大學繼續教育學院) 

透過電腦在指定的考試

中心或 (澳門主要是澳

門城巿大學繼續教育學

院)進行 

透過電腦在指定的考試中心進行
(澳門主要是澳門城巿大學繼續教
育學院) 
 

評分 分數範圍由10至990 分數範圍由0至200, 分

為8個等級 

分數範圍由0至200, 分為9個等級 

TOEIC ®  適合高等教育或以上人士報考，考試分聽力與閱讀、口試及寫作四部份。

考生必須於聽力與閱讀部份取得相關成績，才可繼續報考口試及寫作考試。 



TOEIC Bridge 聽力考試 TOEIC Bridge 閱讀考試 

形式 3單元共25分鐘 2單元共35分鐘 

問題種類 照片描述15題(四選一) 
應答問題20題(三選一) 
簡短對話15題(四選一) 

單句填空30題(四選一) 
文章理解20題(四選一) 

考試地點 在指定的考試中心或 貴校場地進行 

評分 分數範圍由 10至90分 20至180分 

TOEIC ® Bridge test - 多益普級考試  

適合中三程度的同學報考，針對測量同學的聆聽和閱讀能力，可讓同學達至入學分

班應有的英文語言程度、跟進英語學習進程、達至即將畢業的學生應有的英語程度

和評估學習方案的有效性。 



TOEIC®  聽力考試部分範題 



TOEIC®  聽力考試部分範題 



TOEIC®  閱讀考試部分範題 



TOEIC®  閱讀考試部分範題 















交換生或實習計劃均
使用TOEIC作參考分 

美國迪士尼實習計劃 

杜拜交換生及實習計劃 

法國交換生及實習計劃 





報名地點: 
澳門城巿大學繼續教育學院 辦事處 

金龍校區 Golden Dragon Centre 

澳門新口岸冼星海大馬路金龍中心4樓 

Avenida Xian Xing Hai, Ed.Golden Dragon Centre, 4º andar, 
Macau. 

 

 



  Q & A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 
  

澳門城巿大學繼續教育學院   

 
                                                         

                  

電話: +853 8590 2239 
+853 8590 2222 

Email: scs@cityu.edu.mo 

Website:  www.cityu.edu.m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