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思（IELTS）國際英語水
平測試介紹
為有意報考雅思（IELTS）
的考生提供資訊

www.ielts.org

雅思（IELTS）國際英語
水平測試為您開啟通往世
界的大門
這本小冊子提供您準備參
加雅思 (IELTS) 測試的相
關資訊

IELTS 雅思國際英語水平測試，
是一個專門設計用來評估欲前往
英語系國家求學或就職者語言能
力的測驗系統。

考試日期眾多、地點方便
雅思 (IELTS) 在140多個國家舉辦每個月最多可達4次的測試。
測試定於週六和週四舉行。
請聯絡您就近的測試中心了解測試日期。
欲查詢全球提供雅思 (IELTS) 測試的地點，請參見
www.ielts.org。
國際性的英語測試
雅思 (IELTS)「國際英語水平測試」顧名思義，特別重視提供國
際化的測試內容。例如，試題中所使用的句子和文章，取材於
全球各英語系國家的刊物； 聆聽考試的內容涵蓋了來自以英語
為母語的北美地區、澳洲、紐西蘭、英國等各種不同的口音；
寫作和會話的測試也廣泛接受各種不同的標準英語。
擁有實績值得信賴的測試
雅思（IELTS）國際英語水平測試，由多位世界頂尖語言能力
評估專家開發而成，並持續以研究、驗證、試題開發等等大規
模的計劃支持其發展。
英語能力等級
雅思 (IELTS) 國際英語測試是專門設計用來評級不同程度的英語
能力。IELTS不會以合格與否來評定各級英語的成績，而是以1
（最低）至9（ 最高）的9個等級來反映考生的英語能力。

雅思(IELTS)評級系統

全球已有超過9,000多家機構認可及接
納IELTS的成績，包括大專院校、僱
主、各類專業機構、移民局以及政府
部門。
請登入www.ielts.org/recognition參考認可雅
思 (IELTS) 測試成績的機構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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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簽證及移民考試
如欲了解IELTS成績如何證明英語水平符合申請英國簽證
與移民署的規定，請登入www.ielts.org/unitedkingdom了
解詳情。
有關更多前往或逗留英國的資訊，請瀏覽www.gov.uk。

應試準備

測試模式

做好展現自己英文能力的準備
1. 細
 閲這本小冊子, 熟悉考試的模式。如果您希望進一步瞭解考試的
形式及題型，請參閲www.ielts.org/testformat 的考題資訊。

雅思 (IELTS) 測試有兩個模式可供選擇：學術模式和通用模式。

2. 參閲www.ielts.org/sampletest，練習回答範本試題。
3. 考慮是否需要練習模擬試題。您可以透過當地的考試中心或在網
上(www.ielts.org/prepare) 購買雅思（IELTS）提供的兩組官方模
擬試題。模擬試題中包括了全套的試題和解答，以及附有考官評語
的寫作和會話的解答範例。
4. 為求自己在測試時能有更好的表現，可以考慮是否需要報讀應試課
程。全球各地的雅思 (IELTS) 考試中心以及部份語言學校皆有提
供雅思 (IELTS) 應試課程。
更多詳情，請參見：
www.ielts.org
www.britishcouncil.org/takeielts
www.ieltsessentials.com/prepare
www.cambridgeenglish.org/ielts
www.ielts.org/usa
瞭解考試的條款及細則
在報考前，您必頇閱讀及接受IELTS國際英語水平測試的條款及細
則。其考生頇知內的條款及細則亦可於申請表內找到。當簽署申請表
內的聲明或點選報名網站內的聲明選項時，便確認您已閱讀、理解並
同意遵守IELTS的條款及細則。

學術模式
適合計畫修讀學士、碩士及研究生學位或申請專業資格的人士
應考。
通用模式
適合計畫移居以英語為母語的（國家例如：澳大利亞、加拿大、
紐西蘭、英國）或到當地受訓或修讀學位以下課程的人士應考。
認可雅思 (IELTS) 測試成績的機構都有個別的標準。在某些情況下學
術和通用模式的成績都可以被接受。如不清楚應報考學術或通
用模式，請向需要提交成績的機構查詢及瞭解其要求。
除了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或可獲豁免一部份的考試（詳情請參見特
殊要求部分）之外，每位元考生都必頇參加聆聽、會話、閱讀和
寫作四項考試。所有考生的聆聽和會話考試內容都相同。閱讀和
寫作的考題會依考試模式（學術模式／通用模式）而有所不同。
聽力測驗、閱讀測驗和作文必頇在同一天完成。該三項
測試的順序並不是固定的。三項測試之間沒有休息時
間。口試的日期將設定在其他三項測試的前後七天內。

儘快報名
當您準備好要應試時，請選擇考試日期及報名。由於考試日的考生數
目是有上限的，建議您儘早報名。報名時頇繳交考試費用。
如果您需要特別安排，請聯絡您報名的考試中心
為了保證所有應試者的英語能力都能夠得到公正客觀的評估，雅
思 (IELTS) 為有特殊需要的個別考生提供考試拹助。服務對象包
括有特殊學習困難的考生、以及視力或聽力有困難的考生等。
如果您需要特別安排的試卷，例如放大試卷或點字試卷，您必須
提前三個月通知考試中心。這是為了讓雅思 (IELTS) 有時間為您準
備一份特殊版本的測試。如果您因為自身的特殊情況而需要考場
為您做特殊的安排，比如說您需要延長考試時間，或是您需要諸
如螢幕閲讀器等的設備來閲讀考題，您必須在6個星期前通知您
的考試中心。請直接聯絡考試中心商討您的特別需要。考試中心
會在符合「資格認證聯合委員會(JCQ)」 的規定之下，為您提供任何
可能的特殊安排。

聆聽

學術閲讀

通用閲讀

學術冩作

通用冩作

會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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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思 (IELTS) 測試的四個部分
聆聽
時間
約30分鐘（另有10分鐘修正答案的時間）
問題
聆聽測驗共有40道考題。其中包括選擇題、配對題、為圖表/
平面圖/地圖進行標記、填表題、完成註釋、完成流程圖、完成
大綱描述、完成句子、以及短答題等等的各類題型。
考題內容
聽力測驗共分4個部份：
第一部份設定為日常的交流場景中兩人之間的對話（例如，
在地產仲介公司的對話）。
第二部分設定為日常交流場景中的獨白（例如，關於對某處設
施的意見或會議期間膳食安排的看法）。

第三部分設定為與教育或培訓相關的4人或以下的對話
（例如，大學助教和學生在討論作業，或者是一組學生在
計劃一個研究項目）。
第四部分設定為與學術相關的獨白（例如，大學的演
說）。
每個部份只有聆聽一次的機會。
聆聽測驗可聽到以英語為母語的各種不同的口音。
測試的技能
聆聽測驗可評估以下聽力方面的技能：
• 對大意的理解
• 對特定事實的理解
• 領會發言者的意見、態度和目的
• 理解辯議的進展
評分
每個正確答案得到1分。總分為40分，最後會換算成雅
思1-9的等級評分。
評級以每0.5分計算，如1.0、1.5、2.0、2.5，如此類推

閱讀測驗
時間
60分鐘（沒有額外修正答案的時間）
問題
閱讀測驗共有40道題。其中包括：選擇題、是非題（正確
／錯誤／資訊不充份）、判斷作者的觀點或訴求（是／否
／無法判斷）、配對題、選擇適合的標題、選擇適合的描
述、選擇適合的句尾、完成句子、完成概述、完成註釋、
填表、完成流程圖、為圖表進行標記、以及短答題等等的
題型。
考題內容
閱讀測驗共分3個部分。文章總長度在2,150到2,750字之間。
學術閲讀
每一部份都是1篇長文章。這些文章都是截取自書籍、期刊、
雜誌和報紙中的原文。內容是大眾關心的學術話題，讀者並不
需要有專業的知識背景。這些文章適合計畫修讀學士、碩士及
研究生學位或申請專業資格的人士。文章中的文字表達方式很
廣泛，從敍述文、事實描述，到論說文、分析性文章等都有可
能出現。文章也可能包含非文字性的內容，例如圖解、圖表或
插圖。如果文章出現專業術語，會提供簡單的單字表。

通用閱讀
第一部份包括2－3篇描述事實的短文，而其中1篇可能是由6－
8小段與主題（如酒店廣告）相關的簡短文字所組成的。文章的
主題都與英語系國家的日常生活相關。
第二部份包括2篇與工作相關的短文（例如，求職、公司政策、
待遇、工作場所設施、員工發展和培訓）。
第三部份是1篇較長較複雜的文章，涉及大眾感興趣的話題。
試題都是通告、廣告、公司手冊、正式檔、書籍、雜誌和報紙等真實文
本。
測試的技能
閱讀測驗可評估以下閱讀方面的技能：
• 文章的主旨
• 文章的大意
• 文章的細節
• 瞭解文章的推論及寓意
• 領會作者的意見、態度和目的
• 理解辯議的進展
評分
每個正確答案得到1分。總分為40分，最後會換算
成雅思1-9的等級評分。
評級以每0.5分計算，如1.0、1.5、2.0、2.5，如此類推

測試規範，請參見：www.ielts.org/testformat
評分標準，請參見：www.ielts.org/criteria
樣本試題，請參見：www.ielts.org/sample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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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簽證及移民考試
如欲了解IELTS成績如何證明英語水平符合申請英國簽證
與移民署的規定，請登入www.ielts.org/unitedkingdom
了解詳情。
有關更多前往或逗留英國的資訊，請瀏覽www.gov.uk。

寫作
時間
60分鐘
題目
寫作有2道題目。第1道題要寫至少150字，第2道要寫至少
250字。
考題內容
寫作分為2個部份。
學術寫作
第1道寫作題是用您熟悉的字彙來對題目中所提供的各種圖形
和表格作出描述、總結或相關解釋。有可能要求您對一組資
料、工序的不同階段、事物如何運作、或是對物體或事件作出
描述和解釋。
第2道寫作題是針對觀點、議題或是問題發表自己的意見。
試題所提出的都是大眾感興趣的議題，適合計畫修讀學士、碩
士及研究生學位或申請專業資格的人士，且易於理解。兩道寫
作題都應該以學術文體、半正式文體或說明式文體來書寫。
通用寫作
第1道寫作題是在題目所設定的情況下，寫一封信詢問所需要
的資料或對目前的情況做出解釋。這封信可以非正式、半正式
或說明式文體來書寫。
第2道寫作題是針對觀點、一件議題或問題發表自己的意見。
相比學術寫作的第2道題，這篇作文在形式上可以稍微個人化。
寫作題的內容都是受到大眾關心話題。

所測試的技能
2道作文題都會對應試者的寫作能力在下列幾方面做出評估：
• 內容
• 對論點的組織能力
• 使用的詞彙和文法的正確性和廣度
學術寫作
根據問題的不同類型，第1道題評估考生在寫作上的組織能力、表
達能力以及比較數據的能力；對一個過程或程式中各階段的描述能
力；對物體、事件或事件的程式的說明能力；以及是否能清楚描述
事物如何運作。
根據問題的不同類型，第2道題評估考生在寫作上對一特定問題提
出解決辦法的能力；對一特定意見進行描述及評論的能力；對相反的
證據、意見和含義進行比較的能力；以及對一特定意見、證據或
爭議提出質疑的能力。
通用寫作
根據問題的不同類型，第１道題評估考生運用私人信件來獲取或提供
一般事實的能力；表達需求、希望與好惡的能力；以及表達自己
的意見（看法、投訴）的能力。
根據問題的不同類型，第2道題評估考生在寫作上描述一般事實的
能力；概述問題或提出一個解決方案的能力；以及評估或質疑一個看
法、一件證據或一個論點的能力。
評分
雅思 (IELTS) 認可的考官會根據雅思 (IELTS) 作文評分標準（完成
度／作答、連貫性與結構銜接的流暢度、詞彙的豐富程度、語法的多樣
性及正確性），對考生的兩道寫作題分別評分。有關雅思 (IELTS)評分
標準的公開資料，請參見www.ielts.org/criteria。
第2道題在整個寫作評分中的比重是第1道題的兩倍。
評級以每0.5分計算，如1.0、1.5、2.0、2.5，如此類推

會話
時間
11到14分鐘
題目
會話共分為3個部份。
第一部份：自我介紹和簡單問答（4－5分鐘）
考官會先介紹自己，之後請您介紹自己並確定您的身份。考官之
後會問您一些您熟悉的問題。如家人、家庭生活、工作、學習及
興趣等。
第二部份：個人發表（3－4分鐘）
考官會給您一張答題任務卡，上面記述了您需發表的題目以及需
包含的要點。您有1分鐘的時間做準備，並可用鉛筆和紙做筆
記。接下來您需用1－2分鐘的時間，談論該題目。最後考官可能
問您1－2個與題目相關的問題。

第三部份：雙向討論（4－5分鐘）
考官將延續第二部份的題目，問您一些更深入的問題。其中可
包括一些較為抽像的概念及想法。
測試的技能
會話考試會對考生的會話能力在下列幾方面做出評估：
•就
 考生回答問題的內容及方式，評估其對日常生活中的話
題、經驗與情況，表達意見及提供資訊的溝通能力。
•對
 某一特定話題，選擇適合的描述，條理清楚地組織自己的
想法後，發表較長演說的能力
•對
 一特定意見的表達和論証能力，以及對一議題的分析、討
論及推論能力。
評分
雅思 (IELTS) 認可的考官就考生整場的表現，會根據雅思 (IELTS) 會
話評分標準（流暢度與連貫性、詞彙的豐富程度、語法的多樣性及正
確性、發音），作出評分。有關雅思 (IELTS)評分標準的公開資料，請
參見www.ielts.org/criteria。
評級以每0.5分計算，如1.0、1.5、2.0、2.5，如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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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技巧
聆聽測驗
• 聽力測驗中的每段錄音只能聽一次。
• 聆聽測驗中的每段錄音只能聽一次。
• 在聽每一個段落之前，會給您閱讀題目的時間。
•在
 您聽的時候，請把答案寫在題目本上。在聽力部分結束後，您有10
分鐘的時間把答案抄寫到答案卷上。答案必需要抄寫到答案卷上，
因為您寫在題目本上的答案不會被評分。
•您
 必頇用鉛筆作答。
• 下一頁有一份填寫完成的聆聽測驗答案卷範本供您參考。
• ‚ 完成類‛問題類型（例如完成句子）：
– 注意字數限制。例如，在完成句子的試題中如果要求您的答案不
超過兩個單字，而正確答案是leather coat（皮衣），回答 coat
made of leather（用皮革做成的大衣）是不正確的。
– 注意在填充題裡，只把題目中沒有印出的單字填寫到答案卷上。
例如，如果您要完成一個片語‘in the …’（在……），正確答案是
morning（早晨），回答 ‘in the morning’（在早晨）是不正確的。
– 您會聽到所有您需要回答的詞彙。不需要您對所聽到的詞彙的形
式做任何修改。
– 注意拼字和文法：出錯將會被扣分。
– 答案可以用大寫字母也可以用小寫字母填寫。

閱讀測驗
•您
 可以直接把答案寫在答案卷上，也可以把答案寫在題目本上，
在測試結束之前再把答案抄寫在答案卷上。但是在測試結束時不
會再給您額外的時間來抄寫答案。您寫在題目本上的答案不會被評
分。
• 您必頇用鉛筆作答。
• 下一頁有一份填寫完成的閱讀測驗答案卷範本供您參考。
• ‚ 完成類‛問題類型（例如，完成句子）：
– 模式與聽力測驗的完成類問題類型相同（請見上文）
– 文章中可以找到所有您需要回答的詞彙。不需要您對文章中詞彙
的形式做任何修改。
寫作
• 您可以用鉛筆或原子筆作答。
• 注意每道題目的字數要求。如果第一題的字數不足150字或第二題的
字數不足250字，將會被扣分。
• 建議時間分配為第一題約20分鐘，第二題題約40分鐘。
• 您必需撰寫完整的文章。筆記式或是重點條列式的答案將會被扣
分。
• 注意拼字、文法和標點符號的運用 ：出錯將會被扣分。
• 寫作可接受全部使用大寫字母。
• 您可以在題目本上做筆記，但寫在題目本上的答案不會被評分。

考試结果
成績單
您將會收到一份成績單，列有四個範疇(聆聽、閱讀、寫作和會話)
每一項的成績以及總得分。如果您在某一範疇中表現特別優異，將可
能額外獲得0.5分的加分。有關詳細的閱卷程序和成績單的解讀方法，
請參見 www.ielts.org/criteria。
IELTS成績會在考試後的第13天公佈。考試後的第13
天成績單將以速遞方式送遞至您在申請表上提供的香
港地址。考試中心不會透過電話、電郵或傳真提供考
試結果。
考試中心可將最
多五份額外的成
績單發送給您指
定的機構，費用
全免。

網上查閱考試成績
您可以在考試後第13天開始，於網上查閱考試結果。網上成績可供查
閱四星期。請注意網上查閱考試成績的結果不能用來作為您考試成績
的官方證明。
成績單的有效期
除非您可以證明在IELTS考試後您一直積極地維持或努力嘗試
提升您的英語能力，機構一般不會接受超過兩年的成績單。
雅思 (IELTS) 測試的各合作機構也無法對超過
兩年以上的成績提供有效力的證明。

重考IELTS測試
報考雅思測試沒有次數上的限制。如果您覺得已經做好充分準
備，您可以隨時報名。但要注意的是，除非在前一次測試後您
確實對提高您的英語能力付出極大的努力，否則成績提高的可
能性並不大。更多詳情，請參見www.ielts.org/resitting。

覆核成績
如果您對考試的成績有異議，可於考試日起計的六星期內
向考試中心申請覆卷。您可以選擇覆核考試的任何部份。申
請覆卷需要繳交費用，如任何部分的分數獲得調高，覆
卷費用將予發還。覆卷需要6至8星期的時間。

英國簽證及移民考試
如欲了解IELTS成績如何證明英語水平符合申請英國簽證
與移民署的規定，請登入www.ielts.org/unitedkingdom
了解詳情。
有關更多前往或逗留英國的資訊，請瀏覽www.gov.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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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塗寫✓/✗欄

如果您想更正答
案，將答案擦掉或
劃掉，並將新答案
填寫在方框內。

將答案寫在
方框內

塗黑表示考試日
期的數字方框

用大寫字母寫下
您的名字

必頇用鉛筆填寫答案卷

將您的考生編號填寫在指定的方框内，
並塗黑相對應的數字方框

塗黑表示您所參加的
考試組別的方框

塗黑表示您性別的方框

填寫您的考生編號

用大寫字母寫下
您的名字

將您的語言代碼寫在指定的方框內，
並塗黑相對應的數字方框
（ 桌上的標籤寫有您的語言代碼）

填寫聆聽／閱讀測驗答案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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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考雅思 (IELTS) 五步曲

1

4

查詢
在www.ielts.org 可以查到全球所有雅思（IELTS）考
試中心的聯絡資料，您也可以在此下載報名表。

2

在筆試和會話考試之前，考試中心將會確認您的身份。
您必頇出示與您報名時相同的身份證明文件。另外，所有
考生將由監考人員拍攝個人照片，作為考試期間出入考場
之驗證, 而該相片亦會列印於成績單上。此外，監考人員
也有可能採集您的指紋。

報名
請仔細閱讀報名表上所有的資料。透過網上報名系
統、親身或以郵遞方式報名。您需在網上以信用卡
付款或附上考試費用支票。
您必頇填寫身份證明文件的號碼（ 身份證或護照號
碼），並附上您身份證明文件的彩色影印本或掃描
本。報名時，身份證明文件必頇在有效限期內，而
考試當天也必頇出示相同的身份證明文件。

3

考試當天

5

考試結果
您亦可以在考試後第13天開始，於網上查閱考試結
果。網上成績可供查閱四星期。請注意網上查閱考試成績
的結果不能用來作為您考試成績的官方證明。

確認考試
考試中心將以書面通知您考試的日期和時間。您的會話
考試日期可能在筆試的當天，也可能在筆試的前後7 天
內。考試中心將會與您確認會話考試的日期。

更多訊息，請參見www.ielts.org
加入我們的對話 www.facebook.com/IELTSofficial
觀賞我們的影片 www.youtube.com/IELTSofficial

英國、澳洲、加拿大及紐西蘭簽證及移
民英語考試
如欲了解IELTS成績如何證明英語水平
符合申請這些國家簽證及移民的規定，
請登入以下網站了解詳情。
www.ielts.org/unitedkingdom
www.ielts.org/australia
www.ielts.org/canada
www.ielts.org/newzealand

您的個人私隱
雅思 (IELTS) 測試的各合作機構清楚瞭解並遵守個人私隱條例，以保障考生的私隱安全。
British Council
Bridgewater House
58 Whitworth Street
Manchester, M1 6BB
United Kingdom
Tel: +44 161 957 7755
ielts@britishcouncil.org

IDP: IELTS Australia
Level 8, 535 Bourke St
Melbourne VIC 3000
Australia
Tel: +61 3 9612 4400
ielts@idp.com

Cambridge English
Language Assessment
1 Hills Road
Cambridge, CB1 2EU
United Kingdom
www.cambridgeenglish.org/
helpdesk

IELTS USA
825 Colorado Boulevard
Suite 221
Los Angeles, CA 90041
USA
Tel: +1 323 255 2771
ielts@ieltsusa.org

IELTS is jointly owned by the British Council, IDP: IELTS Australia and Cambridge English Language Assessment. The IELTS test is designed and set by the world’s leading experts in language assessment
to give a true picture of a test taker’s language skills. IELTS Bands 4-9 (NQF levels Entry 3 to Level 3) are accredited by Ofqual, England’s Office of Qualifications and Examinations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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