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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文化協會
英國文化協會創立於 1934 年，為英國專責推廣文化關係並創造教育機會的國際組織，在全球超過 100 個國
家及地區，藉由創意與知識的交流，促進不同族群與文化之間的信任與合作。
我們於 1996 年在台灣成立，致力於建立英國與台灣之間的互惠合作關係，服務的內容包括：
• 透過教育展及線上諮詢，提供免費、專業及客觀的英國留學相關資訊。
• 推動教育、英語學習、科技及藝術領域的合作交流。
• 與教育部及縣市教育局處合作，提供英語教學諮詢及教師研習與增能工作坊。
• 針對不同年齡層及使用族群，提供互動式免費英語學習網站。
• 提供國際認證的英語能力測驗，包含 IELTS 雅思國際英語測驗、Aptis 普思國際英語測驗及其他考試。
• 依據國際歐洲協會學習評量分級架構，針對國際語言認證考試，提供優質英語學習課程，包含兒童及青少年、
成人、雅思考試準備課程和企業培訓。
請登錄 www.britishcouncil.org 獲取更多有關英國文化協會的資訊。

Aptis 普思國際英語測驗介紹
Aptis 普思國際英語測驗是由英國文化協會開發的創新型國際英語測評工具。這一考試面向成人、兒童與青
少年，用於評估聽力、閱讀、寫作和口說全方位英語技能。同時，Aptis 普思國際英語測驗可選擇僅測試某
一項或多項技能——例如僅測試聽力技能（與文法和詞彙的核心語文知識相結合），使機構與個人得以提高
特定的英語技能。
Aptis 普思國際英語測驗通常採用電腦測驗方式。此外，核心語文知識、閱讀以及寫作均可採用傳統的紙筆
測驗方式。

能力級別
Aptis 普思國際英語測驗並非針對某一能力級別進行測試，而是包含一系列多樣化的題目，讓考生能夠展示
自己的最高能力。各部分考試結果採用量化得分(0-50 分)和 CEFR 對應的級別(A1-C2)進行成績報告。

考試認證
Aptis 普思國際英語測驗通行全球超過 85 個國家，這一考試適用於提供給學術機構、政府組織或企業，考試
結果對客戶機構或企業具有高度價值。Aptis 普思國際英語測驗已獲眾多國際知名企業、政府機構、學校採用，
如：Apple、Adecco、KPMG、Siemens、Pfizer、VietJet Air、Kerry Logistics…等；同時，在中國、香港
地區、馬來西亞、越南、日本、緬甸、印度、哥倫比亞等國獲官方認可並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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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tis 普思國際英語測驗的結構
Aptis 普思的考試內容分為「核心語文知識」和「自選英語技能」兩大類。核心語文知識是指文法和詞彙，
屬必考項目；自選英語技能包含聽力、閱讀、寫作和口說。企業機構、政府組織或學校可以根據其需求，從
15 種檢測內容組 合，選擇一個核心語文知識(文法與詞彙)，然後組合搭配一項或多項英語技能進行綜合評量，
以獲得精確並符合自身需求的測試結果。

Aptis 普思考試有 15 種測試組合供選擇：

核心語文知識(文法與詞彙)+

閱讀

核心語文知識(文法與詞彙)+

聽力

核心語文知識(文法與詞彙)+

寫作

核心語文知識(文法與詞彙)+

口說

核心語文知識(文法與詞彙)+

閱讀+聽力

核心語文知識(文法與詞彙)+

閱讀+寫作

核心語文知識(文法與詞彙)+

閱讀+口說

核心語文知識(文法與詞彙)+

聽力+寫作

核心語文知識(文法與詞彙)+

聽力+口說

核心語文知識(文法與詞彙)+

寫作+口說

核心語文知識(文法與詞彙)+

閱讀+聽力+寫作

核心語文知識(文法與詞彙)+

閱讀+聽力+口說

核心語文知識(文法與詞彙)+

閱讀+寫作+口說

核心語文知識(文法與詞彙)+

聽力+寫作+口說

核心語文知識(文法與詞彙)+

閱讀+聽力+寫作+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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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瞭解 Aptis 普思國際英語測驗
考試項目

考試內容
第一部分
文法

核心語文知識
(文法和詞彙)
25 分鐘

考核方式
完成一個短篇對話的句子或片語

考試題目
三選一的選擇題

詞彙使用
第二部分

詞彙組合（選擇近義詞）

詞彙

詞彙配對或詞語組合 （常見搭配使用的詞

十題詞彙配對題

彙）
第一部分
句子理解
第二部分
閱讀
30 分鐘

文字銜接

將多個句子按照正確順序排列

重新對多個句子排序，組成一個
故事

使用恰當的詞語完成文章，重點考查文字的理

短篇文章理解

解

長篇文章理解
第一部分
詞語和數字的判別
聽力

第二部分

25–50 分鐘

字面意義
第三部分
推斷意義
第一部分

在長篇文章中將多個小標題與每個段落進行
配 對(設有錯誤的選項進行幹擾)

從列表中選擇詞語，組成一個短
篇文章
將小標題配對正文，重點考查整
體文字理解

聽一段簡短的電話留言，尋找具體資訊
每題為四選一的選擇題 （最多可
聽兩人的簡短對話或一人獨白，尋找具體資

聽兩次） 考試 時間最短為 25 分

訊

鐘（只聽一遍的情況下）

聽一段簡短的電話留言，判斷說話人的態
度、 意圖、情緒等
在一個表格中完成基本的個人資訊

完成表格

與個人資訊相關的問題

20–30 字

就三個問題寫出回應

在社交媒體網站情境下就相關內容進行作答

每道題須達至少 40 字

第四部分
正式與非正式文字寫作

給朋友寫一封非正式的電子郵件和一封更為
正式的電子郵件。兩封郵件的內容均為對一
個變 化的回應。

第一部分

回應三個有關個人資訊的問題

每小題回答時間為 30 秒

描述一個圖片，回答兩個相關的問題

每小題回答時間為 45 秒

您將看到兩幅形成鮮明對比的圖片，回答三
個難度遞增的問題

每小題回答時間為 45 秒

您將看到一幅圖片，但圖片與您的作答並無
必 要關聯。回答有關同一話題的三個問題。

一分鐘準備時間，兩分鐘作答時

詞語寫作
第二部分

50 分鐘

五個三選一的選擇題，重點考查
文法、詞彙與 句子理解

第三部分

第四部分

寫作

選擇詞語完成句子

短篇文章寫作
第三部分

第一部分要求字數：至少 50 字
第二部分要求字數： 120–150 字

個人資訊
第二部分
描述圖片，根據自己的
情況進行比較
口說
12 分鐘

第三部分
描述、對比和推測
第四部分
就一個抽象的話題討
論個 人經歷或表達個
人見解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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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tis 普思核心語文知識測驗
核心語文知識的考試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考查英語文法知識，第二部分考查英語詞彙知識。
如需瞭解考試可能涉及到的文法，請參照英國文化協會/歐洲語言教學品質服務機構（EAQUALS）核心庫。
這一資訊可由以下網址免費獲取：

http://englishagenda.britishcouncil.org/sites/default/files/attachments/books-british-councileaquals-core-inventory.pdf
與參加其他考試一樣，參加 Aptis 普思考試前進行全套的練習測試將有所幫助。練習測試請至 Aptis 普思
考試網站：

https://www.britishcouncil.org/exam/aptis/take
考試內容
第一部分

文法

考題描述

備考建議

在這部分考試中，您將看到 25 個試題，

備考這部分考試有多種方式，其中一種方式就是使用英

每個試題 均考查一個特定的英語文法。

國文化協會的 LearnEnglish Grammar 應用軟體。

考試會涉及到的文 法可從核心庫（見
上）中查詢獲取。 雖然大部分試題所測
試的為正式的書面英語文法， 但少量試
題也會注重口語英語文法，例如：在特
定 環境下（正式或非正式）所使用的適
當文法形式。 所有 25 個試題均為具有
三個選項的選擇題。您可 在下文中查閱
部分常見題型範例。

第二部分

詞彙

核心語文知識中的詞彙考試亦包含 25 個
試題。試題 出現的形式為十道詞語配對
題。具體題型包括：
詞語意義： 為單字相配對應的意義
詞語使用：選擇正確的單字完成句子
詞語配對：尋找與目標單字意義相近的單字
詞語搭配或組合：這通常是難度最高的試
題，您必須 了 解清單中
哪個是與目標單字最 常
見一起使用的單字（例
如： "birthday card”是
常見的使用方 式，但
"blue card”則不是）

http://learnenglish.britishcouncil.org/en/apps/learnenglishgrammar-uk-edition
請登錄英國文化協會 LearnEnglish 網站獲取更多有助備
考 的練習和建議（以及更多應用軟體）:
http://learnenglish.britishcouncil.org/en/grammar-andvocabulary
針對這個部分的備考，LearnEnglish 網站上有近 20 種不同的
詞 彙遊戲、練習和應用軟體。
此外還有很多有用的網站，例如： English Club 上也有非常
有用 的資訊和練習。網址：www.englishclub.com
另外一個有用的建議是在閱讀英語資料時記錄有意思的
單字或詞語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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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法測驗範例
文法考試有兩種基本題型。第一種重點考查正式書面英語中文法的使用，第二種重點考查口說中英語文法
的使用。

以下為部分範例:
1. 書面英語文法
He

me that the machine was broken.
told

spoke

said

My boss says that I
must

to finish the report by Friday.

have

should

My new computer works
many

faster than my old one.

more

much

I have worked for this company
since

after

I left university.
from

2. 口說英語文法
John:

She’s French, isn’t she?

Ahmed: No,
exactly

she’s from Belgium.
actually

anyway

Zeynep: I really don’t feel like going to see that movie tonight.
Peter: Ok.
maybe

we can go next week instead.
however

neverthe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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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測驗範例
詞彙考試有多種題型。第一種重點考查詞語的意思（您對詞語意義的理解）。
這種形式中，移動滑鼠到您希望進行配對的那個意思，選擇正確的答案。

另一種題型考查您從一個選項清單中找到具有相似意義單字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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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種題型要求您從一個列表中找出與題目中提供的單字經常連用的詞語。

還有最後一種題型要求您從列表中選擇一個詞語完成一個句子。

範例參考答案
文法範例參考答案
第一部分正確答案

told
have
much
since

第二部分正確答案

actually
maybe

詞彙範例參考答案
第一題正確答案

urge
convert
rehearse
mend

第二題正確答案

plain
not clear
painful
not real

第三題正確答案

wall
fact
throat
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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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tis 普思閱讀測驗
用於考查閱讀能力。題目難度逐步增加。
考試內容

備考建議

考題描述

第一部分

從下拉選單中選擇單字完成多個句子。 每

這一部分的閱讀能力是對應 CEFR 的 A1 級

句子理解

個句子 均具有獨立的意義，共同組成一段

（最低一級），評估您閱 讀一個句子、使用

短篇文章，您 無需理解所有句子亦可回答

恰當的文法形式 或 單字完成 這個 句子的能

每個問題。

力。 進行備考時，可以參考前文「核心語文
知識」部分所介 紹的文法和詞彙練習。當

共有 5 個選擇題，每個問題有 3 個選項

然，提高閱讀能力的最佳方式是 多練習。可以
使用多家出版社提供的分級練習本。例如：
•
Cambridge Bookworms Starter / Stage
1
•
Cambridge Readers – Level 1
•
Penguin Readers – Level 1
•
Macmillan Readers – Starter /
Beginner
•
Headway Skills series.

第二部分

在這一部分，您會看到七個句子，這些句

首先應仔細閱讀所有句子，然後決定句子的順

文字銜接

子可以組成 一個故事，但順序被打亂了。

序（第一個句子會先題供）。適合這一級別的

您的任務是點 擊各個句子、將它們拖曳到

閱讀練習本有
•
Cambridge Bookworms Stage 1 and 2
•
Cambridge Readers – Level 2
•
Penguin Readers – Level 3
•
Macmillan Readers – Elementary.

正確的位置，讓這些 句子銜接成一個順暢
的故事。 這一任務是在測試您對於文字之
間如何銜接的知 識，因此您應尋找顯示每
個句子與其它句子關係 的線索。

第三部分

這一 部分 ，您 需 閱讀一段短 篇文章

回答問題前應先閱讀整篇文章。 適合這一級別

短篇文章理解

（ 約 150 字）。您的任務是（從一個列

的閱讀練習本有：

表中）選擇適當的 詞語完成這篇文章。

•
•

要完成整個文章，您需理解 多個句子。

•
•

Cambridge Bookworms Stage 2 and 3
Cambridge Readers – Level 3, 4 and
5
Penguin Readers – Level 4
Macmillan Readers – Pre
Intermediate.

第四部分

這一部分包含一段長篇文章（約 750 字）

仔細閱讀整篇文章但速度要盡可能快。然後

長篇文章

和一組小標題。您的任務是將小標題與文

仔細閱讀小標題，之後再開始完成任務。尋

章中的段 落（有七個）進行配對。試題中

找連接小標題和段落的 線索——有可能是相

會出現無法配對任何一個段落的多餘小 標

近的詞語、意思或話題。適合這一 級別的閱

題。

讀練習本有：

這一任務用於測試您閱讀並理解長篇章的

•

能力。
此外，您需證明自己能夠理解不同小標題
如何以不同方式反應段落內容（有時使用
意思相近的詞 語、有時是表達相近的意思
或觀點，但並不一定 明顯）。

•
•
•

Cambridge Bookworms Stage 4, 5
and 6
Cambridge Readers – Level 4, 5 and 6
Penguin Readers – Level 5 and 6
Macmillan Readers – Intermediate and
Upper Intermed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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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測驗範例
第一部分
在這一閱讀任務中，您必須從下拉選單中選擇適當的單字。約三分鐘內完成這個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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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第二個閱讀測驗任務是將多個句子按正確的順序重新排序，形成一個故事。答題方法是點擊一個句子，然
後將其 拖曳到正確的位置。在下面的範例中，我們將第六個句子拖曳到第二句的位置。此時，原本位於第
二位的句子位 置會與之互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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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在第三個閱讀測驗任務中，您必須從螢幕底部（綠色方格中）的一組單字中進行選擇，將最適當的單字分
別拖曳 至文中七個空格內。您會發現，選項中有十個單字但文中僅有七個空格。 如果您想變動答案，將單
字拖曳出空格即可。

第四部分
在最後一個閱讀測驗任務中，您需要滑動文字才可閱讀全部內容（如圖所示）。
從螢幕左邊的下拉選單中選擇最適當的小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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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測驗範例參考答案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British Council 14
Aptis 普思國際英語測驗考生指南

第三部分

第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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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tis 普思聽力測驗
聽力測驗有 25 個題目。有關聽力測驗，您應注意以下四點：
1.
2.

所有 25 個試題均為具有四個選項的選擇題。

3.

如有需要，您可以重聽一遍問題。

每段聽力均帶有一個問題。

4. 考試中出現的三種類型問題具體介紹如下。在考試中，這些類型的問題不會以固定的順序出現。
考題描述

備考建議

第一部分

回答這種類型的問題時，您會聽到電話錄音

登錄英國文化教育協會 LearnEnglish 網站獲取

辨別單詞和數字

形式的短篇 內 容，並需要確認具體的資

多種練習、建議、應用軟體和播客內容：
http://learnenglish.britishcouncil.org/en
初級的播客對回答這些問題的準備有所幫助。

考試內容

訊——可能是數位（例 如：電話號碼）或
一個單字（例如：確定能分辨 30 和 13 的不
同）。

第二部分

這種類型的問題著重考查細節資訊。您會聽

LearnEnglish 上有不少有用的練習短篇和播客內

字面意義

到兩個人之間的簡短談話或一個短篇獨白。

容，可 以作為備考的起點。LearnEnglish 還有一

考試的重點是尋找 具體的資訊， 例如要去

個面向兒童和青少年 的特別網站，提供眾多額外

商店購買什麼物品，或說話 人的計畫（例

的練習資料。 此外，盡可能在日常環境或類似環

如：去看電影）。

境中（如電影）多聽 英語。如能上網，您可以輕
鬆地找到這樣的資料，例如 BBC 的網站
(www.bbc.co.uk)。如果無法上網，也可 收聽類
似 BBC World Service 這樣的電臺節目。
(http://www.bbc.co.uk/worldserviceradio).

第三部分

回答這種類型的問題時，您會再次聽到兩個

LearnEnglish 網站上有不少適合高級別的播客

推斷意義

人之間的簡短談 話或一個短篇獨白。這部分

內容。 也可嘗試 BBC 的網站或 BBC W orld

考試的重點不是 理解說話人在談 論什麼，而

Service 電臺節 目。 提高在聽力中進行推斷的能

是尋找說話人語言中的線索或語調以幫助確

力，您應特別留意說話人 的語調和重讀，以

定說 話人的態度、意圖或情緒。

此判斷說話人的情緒。 收聽例如電視肥皂劇
或 電影中的真實談話有助於您提 高這方面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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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力測驗範例
所有的聽力試題形式上看起來都十分相似，但通常考查的是不同方面的聽力能力。
如果需要再聽一遍試題，只需點擊“Play”按鍵：

但系統不會允許您聽超過兩遍。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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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tis 普思寫作測驗
寫作測驗的題目與一系列相互關聯的活動有關。典型的活動包括加入俱樂部或申請簽證。
寫作測驗分為四個部分，從基本的填表到相對複雜的郵件書寫。以下會有詳細說明。
確保您充分地理解了問題，對寫作的內容進行計畫，在點擊進入下一個問題之前對所寫內容進行編輯修改。
最常見的錯誤包括:
› 沒有回答問題（離題）。因此您應仔細閱讀題目，理解寫作要求。
› 寫作內容過長，且文法、拼音和標點符號能力不足。您應遵守字數要求，注意準確性。
›沒有使用多樣化的句子結構。
›沒有以句子或段落形式進行寫作。
›月份、城市、國家和姓名中沒有適當地使用大寫。
›使用手機訊息形式的拼寫方式。

寫作測驗的總時間為 50 分鐘。以下每個試題的時間僅作參考。考生可依自己實際情況分配時間。
考試內容

考題描述

備考建議

第一部分

在這一任務中，您會加入一個社團、課程、

鑒於這一任務的重點在於準確填寫表格，最需

單詞填寫

活動，回答一系列來自於其他社員、同學或

要留意 的是拼音和在需要的地方使用大寫。

組員的簡短問題。這一任務中沒有長篇幅的

常見的問題有全部使用大寫、填寫月份時使用

寫作（沒 有句子的寫作），只需填寫單字。

數字而不是單字。

這一任務的作答時間不應超過三分鐘。

LearnEnglish 的網站上有一個應用軟體可以幫
助您進 行拼音練習。

第二部分
短篇文字寫作

這一任務仍然是填寫表格，但這時您應以句

您需要寫 20-30 字。注意句子應切題，並使用

子的形式 作答。

正確的文 法、標點符號和拼音。

這一任務的作答時間不應超過七分鐘。

常見的問題是寫作超過 30 字而且出現過多錯誤。
應遵守 字數要求，注重準確性。另外一個常見錯
誤是全部以大寫 字母作答。

第三部分

在這一任務中，您將進行社交網路形式的互動

確保您正確地回答所有三個問題，不要離題。

3 個文字寫作題，
全部需 要作答

寫作。您 會看到三個問題並需依序作答。 這一

注意正 確地拼音和使用標點符號，寫作的文字

任務的作答時間不應超過十分鐘。

應具有連貫 性並相互銜接。

第四部分

這一任務要求您給一個朋友寫一封非正式的電

在這一部分中，確保遵守字數要求，第一封郵

正式和非正式的文

子郵件和一封更為正式的電子郵件。兩封郵件

件需 50 字、第二封 需 120-150 字。 兩封郵

字寫作

的內容與一個發生了變化的資訊有關。 這一任

件應有所不同。 一封的對象為朋友或親密的家

務的作答時間不應超過三十分鐘。

人，應明顯為非正式的風格，而另一封應明顯

遵守字數要求，每個答案大約 40 字。

是寫給公司的正式郵件。
考官還會評估您議題的廣泛性和準確性，因此
應使用 多樣的詞彙、文法和過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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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測驗範例
第一部分
這部分考試將由考官對試題中的五項資訊進行評分。值得注意的是，這個題目分數比重最低，即使您五個
問題全部回答正確，也只能獲得三分。
以下為第一部分五項全部答對的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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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第一部分低分的回答（五項僅答對一項）的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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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這部分考試將由考官依據具體的評分標準進行評分。此部分可能會有一或兩個試題。
這個題目中各部分的比重相同，因此最高得分為五分。
5分
B1 以上

有可能達到 A2 以上級別

4分

清晰地表達句子意義，全部切題。文法大部分正確，極少出現詞

A2.2

語使用的錯誤（適當性和拼音方面）。文字組織完全正確。文字
之間有聯接，正確使用標點。

3分

文法和詞彙的使用存在嚴重的問題，但意思表達仍然清晰。文字

A2.1

以完整的句子形式寫作，文字組織適當，標點大部分使用正確。

2分

文法和詞彙的使用多次出現嚴重的錯誤，導致文字有時難以理

A1.2

解。使用多個短語 而不是句子。標點使用不合規範。

1分

答案太短，或語言駕馭能力過低，以致幾乎無法理解含義。沒有

A1.1

清晰的結構。

0分

答案太短，意義不明或離題。

以下為第二部分高分的答案（五項全部答對）的範例:

›

遵守字數要求（20-30 字）

›

句子清晰

›

回答切題、充分。

›

正確使用文法、拼音和標點符號。文法和拼音錯誤可以接受，如錯誤不嚴重（即寫作內容可被理解、
非基本的錯 誤）則仍可獲得滿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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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這個題目分數比重較高，最高可獲得七分。

5分
B2 以上

有可能達到 B1 以上級別

4分
B1.2

全面地回答了每一個問題。文法相當於 B1 水準且大部分正確，就一般
性主題能 使用多樣化的詞彙。出現部分錯誤，但不妨礙溝通。通過使用
適當而多樣的語言 技巧 實現文字的連貫和銜接。沒有或極少出現標點
符號或拼音的錯誤。

3分

對至少兩個問題進行了較好的回答。使用了足夠多的文法，沒有影響理

B1.1

解的重大 錯誤。可以較好地使用初級詞彙，但在表達不熟悉或複雜的主
題時出現重大錯誤。通過使用足夠多樣的語言技巧實現文字連貫和銜
接。拼音和/或標點符號的錯誤 不妨礙溝通。

2分
A2.2

對至少兩個問題進行了回答。出現多個錯誤，造成有時難以理解寫作內
容。詞彙 有限，經常出現錯誤，造成理解困難。有嘗試使用過渡句/連接
詞，但無法保持。 包括標點符號和拼音在內的錯誤讓寫作內容難以理
解。

1分

只回答了一個問題或沒有回答任何問題。答案太短，語言駕馭能力較

A2.1

差，較難 理解寫作內容。使用非常基礎的日常詞彙。缺乏連貫性和/或
不能適當地使用銜 接手法。拼音和標點符號錯誤造成幾乎無法理解寫
作內容。

0分

答案太短，意義不明或離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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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第三部分高分的答案（五項全部答對）的範例:

›

遵守字數要求（每項回答 30-40 字）

›

全面地對各項問題進行回答

›

句子前後之間具有連貫性

›

使用多樣化的文法和詞彙

›

正確使用文法、拼音和標點符號。可以出現錯誤，但必須不影響理解寫作內容

第四部分
這個題目所占分數比重較高，最高可獲得九分。
6分
C2

有可能達到 C1 以上級別

5分
C1

*適當地使用語體方面完成了考試任務（即在兩個不同資訊的寫作中使用了完全不同的語體）。
* 清晰、有把握並精確地使用了多樣的文法形式。
* 很好地掌握了廣泛的詞彙。極少數不恰當的詞彙選擇。
* 使用了各種銜接手段表明觀點間的聯繫。

4分
B2.2

* 在兩個不同資訊的寫作中使用了適當的語體。
* 正確使用了一些複雜的文法形式。出現的拼寫和標點錯誤不妨礙理解。
* 足夠廣泛的詞彙使用。一些不恰當的詞彙選擇不妨礙理解。
* 使用了有限的銜接手段表明觀點間的聯繫。

3分

* 適當地使用語體方面部分完成了考試任務（即在兩個不同資訊寫作中的其中一個使用了完全適當的語體）。

B2.1

* 正確使用了一些複雜的文法形式。出現的拼寫和標點錯誤不妨礙理解。
* 足夠廣泛的詞彙使用。一些不恰當的詞彙選擇不妨礙理解。
* 使用了有限的銜接手段表明觀點間的聯繫。

2分
B1.2

* 適當地使用語體方面部分沒有完成考試任務（即兩個不同資訊寫作中的任何一個都沒有使用適當的語體）。
* 使用了相對有限的文法形式，嘗試使用複雜的語法結構時存在錯誤。
* 大部分標點和拼寫正確。錯誤不妨礙理解。
* 有限的詞彙使用。錯誤妨礙理解部分寫作內容。
* 僅使用簡單的銜接手段，未清晰地表明觀點間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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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
B1.1

*適當地使用語體方面部分沒有完成考試任務（即沒有語體使用的意識）
*使用了相對有限的文法形式，嘗試使用複雜的語法結構時存在錯誤。
*大部分標點和拼音正確。錯誤不妨礙理解。
*有限的詞彙使用。錯誤妨礙理解部分寫作內容。
*僅使用簡單的銜接手段，未清晰地表明觀點間聯繫。
明顯低於 B 1 級或寫作內容離題。

0分

“語體”指的是調整語言的使用、與特定的專業或社會環境中所使用的標準或傳統保持一致。
第一篇應是家庭成員和密友之間所使用的私人或非正式的語體。第二篇則應是用於陌生人或專業領域中的
正式語體。
寫作內容應能體現出考生理解這種差別。在第二篇中，適當的方式是採用更為正式的郵件形式。
以下為第四部分高分的答案（五項全部答對）的範例:

Hey Olga,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e fee increase at the sports club? I can’t believe they are
increasing the fees and closing early. If you ask me the gym should offer a discount if they
plan to close early. I just signed up and already a fee increase! Not happy !! Maria

Dear Sir or Madam,
I am writing to complain about the fee increase to take effect from next month and your
plan to close early on Wednesdays.
I have been a member for only three months and feel it is unacceptable to increase the
fee so soon after signing up while also closing early on Wednesdays, which is one of the
days when I like to go to the sports club and meet my personal trainer.
I think you should rethink the fee increase if you are withdrawing services. One alternative is
to implement the fee increase after you have completed the maintenance. Another alternative
is to complete the maintenance after the gym is closed at 10pm.
I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back from you if my recommendations are acceptable. If not, I
will look to another sports club for my membership.
Regards, Maria

›

理解寫信給朋友和寫信給權威人士之間的不同。第一篇語體為非正式的，第二篇則為正式語體。

›

以連貫的方式針對問題作答。寫作內容清晰易懂。

›

寫作內容清晰精確，使用多種銜接手段讓寫作內容順暢。

›

使用了多樣而準確的文法和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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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tis 普思口說測驗
口說考試題目用於評估您以不同方式進行口說表達的能力，測試題目難度遞增。
每個試題均設定了作答時間限制，但考生可以點擊“Stop”按鍵選擇在預設時間之前結束錄音。請注意，如
果您提前完成考試，您可能無法提供較高分數所需的多樣化內容。
導致考生失分的最常見情況包括：
›

沒有做適當的錄音檢查

›

表達不清

›

沒有回答所提的問題

›

回答過短，沒有充分使用所允許的時間作答

›

過度使用類似“and”和“so”等詞彙

› 羅列多個簡單的句子進行表達
›

沒有使用多樣化的句子結構

考試內容

備考建議

考題描述

第一部分

在這一任務中，您需要就個人話題回答

備考這一題目的一個好方法是練習介紹自己、談

提供個人資訊

三個問題。 每個問題的回答時間為

論您的個人經歷。思考您所熟悉的話題（例如：

30 秒。

渡假、週末活動、 體育 運動等），練習對這些話
題進行概要介紹。
為獲得高分，不要羅列資訊，而應使用連接
詞、複雜的句 子結 構和多樣化的文法。

第二部分

在這一任務中，您需要描述一幅圖片，然 後回

您應儘量保持流利和自然，應極少出現需要努

(就具體的話題）描

答兩個與圖片中話題有關的問題。話 題將為具

力思考答案 的情況。 嘗試變化您的語調和句

述和對比

體性的（例如：一項慶祝活 動）。三個問題的

子重讀，以表達更為細膩的意 思。 為獲得

難度遞增（從進行描述 到表達見解）。

高分，應儘量少出現錯誤，或只有不明顯

每個問題的回答時間為 45 秒。

的錯誤。

第三部分

在這一任務中，您需要對比兩幅圖片，然 後回

備考這一題目的一個好方法是練習對比兩個不同

描述、對比和推

答兩個與圖片中話題有關的問題。最 後一個問

的事物（例如：兩座城市或兩幢房子），重點放

測

題可能涉及假設和推測。 每個問題的回答時間

在描述它們各自 的優劣之處。 對於推測，重要

為 45 秒。

的是確保使用正確的文
法結構表達自己的見解。

最後一道題會出現圖片，雖然圖片內容對 回答

常見的錯誤是描述圖片中的內容。如果描述

就抽象的話題進行

任務的重要性不高。 您需要回答三 個有關同一

圖片您將 不會獲得高分。這些問題是有關

討論

個話題的問題， 在一分鐘時間內進行準備，期

更為抽象的話題（例 如： 感覺）。 另一個

間可以做筆 記。

常見的錯誤是離題。注意應用清晰、流暢、

回答時間為 2 分鐘。

結 構嚴謹的談話回答每個問題。

第四部分

備考這一任務的好方法是練習就特定話題進
行兩分鐘 的談話，練習時應為自己計時。
確保練習時明智地計畫安排時間來組織所
講內容的結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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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音
應確認您在安靜的室內環境下進行考試。
在您點擊開始口說考試後，螢幕會出現圖 A。這可讓您檢查您電腦的錄音設備。在您錄完答案後，螢幕會
出現圖 B。重新播放所錄之答案。如果您認為錄音效果合適，點擊“Yes (take me to the exam)”；如果
不合 適，則點擊“No (let me try recording again)”。
在檢查麥克風的時候，請確認您說一句完整的話而不是一兩個詞，以便充分檢測麥克風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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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圖示為錄音欄:

如果框內全部被線填滿，則會出現音量很高的雜音（通常為技術問題），我們將無法聽到錄音。如果見到
錄音欄出現這樣的情況，您應馬上向監考人員反應。

如果錄音呈一條直線，則表示您的錄音聲音太小，麥克風可能距離嘴部太遠。完全平的直線意味著沒有錄音，
通常是出現了技術問題。如果見到錄音欄出現這樣的情況，您應馬上向監考人員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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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在這個題目中，您首先會聽到（和看見）考試的問題。螢幕上會出現對話方塊 A。 之後，您會聽見（和看
見）第一個問
題（對話方塊 B）。當錄音時間開始，錄音框會立即出現在問題下方。它可以提示您已經錄了多長時間
（範例中為剛超 過 4 秒）和這道題目允許錄的最長時間（範例中為 30 秒）。
每個新的問題出現時會重複相同的步驟（對話方塊 C 和 D）。

當您完成最後一個問題的回答時，考試將自動進入下一題，您無需點擊任何按鍵。
備註：所有 Aptis 普思考試口說試題都遵循這套步驟。在下麵的圖示中，我們沒有包含錄音框，但實際回答
每道問題時均會出現錄音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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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說測驗第一部分評分標準
5分

高於 A2 級別

B1 (或以上)
4分
A2.2

三個問題的回答均切題，並具備以下特徵：
* 正確使用一切文法形式，但存在基礎性錯誤
* 詞彙量足以回答問題，儘管在詞彙選擇上存在一些明顯的錯誤
* 明顯的發音錯誤，對聽眾的理解造成影響
* 頻繁的停頓、錯誤的開頭以及修補，但意思仍然清晰

3分

兩個問題的回答切題，並具備以下特徵：

A2.1

* 正確使用一切文法形式，但存在基礎性錯誤
* 詞彙量足以回答問題，儘管在詞彙選擇上存在一些明顯的錯誤
* 明顯的發音錯誤，對聽眾的理解造成影響
* 頻繁的停頓、錯誤的開頭以及修補，但意思仍然清晰

2分
A1.1

至少有兩個問題的回答切題：
* 文法形式僅限於單詞和短語。在基本句型和簡單的語法結構上存在錯誤，阻礙理解
* 詞彙量有限，僅限於使用與個人資訊相關的基本詞彙
* 除了獨立的單詞，發音大體上無法理解
* 頻繁的停頓、錯誤的開頭以及修補，阻礙理解

1分

僅一個問題的回答切題：

A1.1

* 文法形式僅限於單詞和短語。在基本句型和簡單的文法結構上存在錯誤，阻礙理解
* 詞彙量有限，僅限於使用與個人資訊相關的基本詞彙
* 除了獨立的單詞，發音大體上無法理解
* 頻繁的停頓、錯誤的開頭以及修補，阻礙理解

0分

無意義的語言，或所有回答都未切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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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在這道題目中，您將首先聽到螢幕上方對話方塊內的內容，即對考試題目的介紹。 播放完畢後，螢幕上會
出現三個問題中的第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播放完畢後，螢幕上會出現錄音框，此時您應開始作答。您的回
答時間最長為 45 秒。 當這個問題的回答完成錄音後，螢幕上將自動出現下一個問題。同樣地，一旦問題
播放完畢，螢幕上就會出現錄音框， 然後錄音開始。這個問題的作答時間同樣為最長 45 秒。
第二個問題的錄音結束後，螢幕上將出現最後一個問題。當您聽完問題後，螢幕會上出現錄音框，您有
45 秒時間作答。

當您完成最後一個問題的回答時，考試將自動進入下一題。您無需點擊任何按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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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說測驗第二部分評分標準
5分

高於 B1 級別

B2 (或以上)
4分
B1.2

三個問題的回答均切題，並具備以下特徵：
* 掌握簡單的文法結構。嘗試使用複雜結構時存在錯誤
* 掌握足夠的詞彙量。嘗試表達較為複雜的觀點時存在錯誤
* 發音清楚，但錯誤的發音阻礙聽眾的理解
* 存在一些停頓、錯誤的開頭及修補
* 僅使用簡單的銜接手段。觀點間的聯繫並非一直清晰地表明

3分

兩個問題的回答切題，並具備以下特徵：

B1.1

* 掌握簡單的文法結構。嘗試使用複雜結構時存在錯誤
* 掌握足夠的詞彙量。嘗試表達較為複雜的觀點時存在錯誤
* 發音清楚，但錯誤的發音阻礙聽眾的理解
* 存在一些停頓、錯誤的開頭及修補
* 僅使用簡單的銜接手段。觀點間的聯繫並非一直清
晰地表明

2分
A2.2

至少兩個問題的回答切題：
* 正確使用一些簡單的文法結構，仍存在基礎性錯誤
* 詞彙僅限於具體的話題和描述。明顯存在不恰當的詞彙選擇。
* 有明顯的發音錯誤，阻礙聽眾理解
* 明顯的停頓、錯誤的開頭和修補
* 觀點間聯繫有限。回答僅僅是觀點的堆砌

1分

僅一個問題的回答切題：

A2.1

* 正確使用一些簡單的文法結構，仍存在基礎性錯誤
* 詞彙僅限於具體的話題和描述。明顯存在不恰當的詞彙選擇。
* 有明顯的發音錯誤，阻礙聽眾理解
* 明顯的停頓、錯誤的開頭和修補
* 觀點間聯繫有限。回答僅僅是觀點的堆砌

0分

無意義的語言，或所有回答都未切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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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在這個題目中，您將首先聽到螢幕上方對話方塊內的內容，即對考試題目的介紹。 播放完畢後，螢幕上會
出現三個問題中的第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播放完畢後，螢幕上會出現錄音框，此時您應開始作答。 您的
回答時間最長為 45 秒。 當這個問題的回答完成錄音後，螢幕上將自動出現下一個問題。同樣地，一旦問
題播放完畢，螢幕上就會出現錄音框， 然後錄音開始。這個問題的回答時間同樣為最長 45 秒。 第二個問
題的錄音結束後，螢幕上將出現最後一個問題。當您聽完問題後，螢幕會上出現錄音框，您有 45 秒時間
回答。

當您完成最後一個問題的回答時，考試將自動進入下一題。您無需點擊任何按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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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說測驗第三部分評分標準
5分

高於 B1 級別

B2 (或以上)
4分
B1.2

三個問題的回答均切題，並具備以下特徵：
* 掌握簡單的文法結構。嘗試使用複雜結構時存在錯誤
* 掌握足夠的詞彙量。嘗試表達較為複雜的觀點時存在錯誤
* 發音清楚，但錯誤的發音阻礙聽眾的理解
* 存在一些停頓、錯誤的開頭及修補
* 僅使用簡單的銜接手段。觀點間的聯繫並非一直清晰地表明

3分

兩個問題的回答切題，並具備以下特徵：

B1.1

* 掌握簡單的文法結構。嘗試使用複雜結構時存在錯誤
* 掌握足夠的詞彙量。嘗試表達較為複雜的觀點時存在錯誤
* 發音清楚，但錯誤的發音阻礙聽眾的理解
* 存在一些停頓、錯誤的開頭及修補
* 僅使用簡單的銜接手段。觀點間的聯繫並非一直清
晰地表明

2分
A2.2

至少兩個問題的回答切題：
* 正確使用一些簡單的文法結構，仍存在基礎性錯誤
* 詞彙僅限於具體的話題和描述。明顯存在不恰當的詞彙選擇。
* 有明顯的發音錯誤，阻礙聽眾理解
* 明顯的停頓、錯誤的開頭和修補
* 觀點間聯繫有限。回答僅僅是觀點的堆砌

1分

僅一個問題的回答切題：

A2.1

* 正確使用一些簡單的文法結構，仍存在基礎性錯誤
* 詞彙僅限於具體的話題和描述。明顯存在不恰當的詞彙選擇。
* 有明顯的發音錯誤，阻礙聽眾理解
* 明顯的停頓、錯誤的開頭和修補
* 觀點間聯繫有限。回答僅僅是觀點的堆砌

0分

無意義的語言，或所有回答都未切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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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在這個題目中，您將首先聽到螢幕上方對話方塊內的內容。
播放完畢後，您將會聽見（和看見）三個問題。在三個問題播放完畢後，錄音將會告訴您有一分鐘準備時
間，您 可以做筆記，並借助筆記組織您的談話。 此時會有一分鐘的靜音時間讓您進行準備。螢幕上會出
現進度欄，提示您剩餘的時間。當準備時間結束時，螢幕下方會出現“You now have two minutes to
talk”的資訊以及錄音框。您可以持續不斷地進行談話，直到錄音 自動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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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筆記範例
1. Tell me about a personal achievement or award you have received.
•
exam certificate
•
at school
•
highest score in class
•
teacher very pleased
•
parents proud.
2. How did you feel about this achievement?
•
surprised
•
exam was very difficult
•
feelings of satisfaction and relief.
3. Do awards encourage people to do their best?
•
awards: a good thing encourage
•
excellence evidence/recognition
•
of success.
•
awards: a bad thing
•
make some people too competitive
•
can create disappointment if you don’t win.
When your response to the three questions has been recorded, the test automatically finis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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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說測驗第四部分評分標準
6分

高於 C1 等級

5分

三個問題的回答均切題且語言組織良好：

C1

* 正確使用一系列複雜的文法結構。存在個別小錯誤，但不影響理解
* 詞彙量豐富。存在一些不恰當的詞彙選擇
* 發音十分清晰
* 對回答的修改和補充不完全影響語言的流暢
* 運用各種銜接手段清晰表明觀點間的聯繫

4分
B2.2

三個問題的回答均切題：
* 正確運用一些複雜的文法結構。存在錯誤，但不影響理解
* 足夠的詞彙量。存在一些不恰當的詞彙選擇，但不影響理解
* 發音清晰。錯誤的發音並不會阻礙聽眾理解
* 思索詞彙時存在一些停頓，但不會對聽眾造成壓力
* 運用有限的銜接手段表明觀點間的聯繫

3分

兩個問題的回答切題：

B2.1

* 正確運用一些複雜的文法結構。存在錯誤，但不影響理解
* 足夠的詞彙量。存在一些不恰當的詞彙選擇，但不影響理解
* 發音清晰。錯誤的發音並不會阻礙聽眾理解
* 思索詞彙時存在一些停頓，但不會對聽眾造成壓力
* 運用有限的銜接手段表明觀點間的聯繫

2分
B1.2

至少兩個問題的回答切題：
* 掌握簡單的文法結構。嘗試使用較為複雜的結構時存在錯誤
* 詞彙量有限，難以充分完成任務
* 發音清晰，但時有發音錯誤，影響聽眾理解
* 明顯的停頓、錯誤的開頭、修補和重複
* 僅使用簡單的銜接手段。觀點間聯繫並未一直清晰地表達

1分

一個問題的回答切題：

B1.1

* 掌握簡單的文法結構。嘗試使用較為複雜的結構時存在錯誤
* 詞彙量有限，難以充分完成任務
* 發音清晰，但時有發音錯誤，影響聽眾理解
* 明顯的停頓、錯誤的開頭、修補和重複
* 僅使用簡單的銜接手段。觀點間聯繫並未一直清晰地表達

0分
A1/A2

低於 B1 級別。無意義的語言，或回答均不切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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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tis 普思考試進階版
以下是 Aptis 普思考試進階版的詳細介紹。進階版的考試形式和題型與通用版相同。進階版的核心語文知識
與通用版完全一致，因此我們不再贅述。
本指南中提到的備考建議對兩個版本的測試均適用，此外，口說和寫作的評分標準也一樣。

進階版閱讀測試
進階版閱讀測試由 4 部分組成，考試時間共計 60 分鐘。

考試內容
第一部分

備考建議

考題描述
在這個部分，您可以看到四個人對一個話題
的不同觀點。您要閱讀他們的觀點，回答七

您需要閱讀所有四個觀點後再做選擇。

個問題，選出誰發表了什麼樣的觀點。

第二部分

標題配對
這個任務與通用版的第四部分一樣
您的任務是將小標題與文章中的段落（有七
個）進行配對。試題中會出現無法配對任何
一個段落的多餘小 標題。

第三部分

第四部分

這一 部分 ，您 需 閱讀一段短 篇文章

仔細閱讀整篇文字之後再開始完成任務。這不

（ 約 300 字）。您的任務是（從一個列

是一項語法測試，所以在語法上，所有詞語都

表中）選擇適當的詞語完成這篇文章。

吻合。您需要讀懂整段話的意思，從而選出正

要完成整個文章，您需理解多個句子。

確詞語。

您會看到兩段關於同一主題的短文。您需

您需要仔細閱讀兩段文字之後再選擇。因為

要選擇正確的短語填空，完成兩段短文。

所有選項在文法上都吻合，只有讀懂兩段話
的意思，才能選出正確的短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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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版聽力測試
進階版聽力測試有三部分與通用版不一樣。進階版的要求更高，因此每個部分需完成的任務更多。

考試內容
第一部分

備考建議

考題描述
這部分與通用版相同。您將聽到五段獨白或

請參考前文提到的備考建議。

對話錄音，每段錄音需要完成一道問題。

第二部分

您將聽到三段獨白或對話的錄音，每段錄音

善於利用能聽兩遍錄音的機會。在聽之前，首先

需要完成三個問題。

閱讀所有問題，並做出預測。聽第一遍時，選擇
答案；聽第二遍時，確認答案是否正確。

第三部分

您將聽到一男一女的對話。在螢幕上您可以

善於利用時間。閱讀所有選項，記錄下您認為您

看到一些選項。您需要分辨誰表達了什麼觀

應該留心聽的內容（例如：數位、近義詞等）

點：男的觀點、女的觀點、男女共同地觀
點。這個部分您只能聽一遍。您有20秒時間
閱讀所有選項。
第四部分

您將聽到兩段獨立的獨白。您需要從一個表

確保您利用這 20 秒閱讀所有選項。利用這段時

格中選出正確的答案。這個部分您只能聽一

間預測可能提到的詞彙，這樣你可以留心聽提

遍。您有20秒時間閱讀表格中的所有選項。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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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版寫作測試
考題描述

備考建議

第一部分

在這一任務中，您將進行社交網路類型的互動

確保您正確地回答所有三個問題，不要跑題。

三個文字寫作題，

寫作。您會看到三個問題並需就此作答。這部

注意正確地拼寫和使用標點，寫作的文字應具

全部需要作答

分與通用版第三部分一致。

有連貫性並相互銜接。

考試內容

遵循字數要求，每個答案大約 30-40 字。
第二部分
回覆郵件

在這個部分，您將閱讀一篇正式的郵件。您需

您的郵件內容應切題，並且採用適當的語體。

要些一篇 120-150 字左右的郵件作為回覆。
您需要利用提供的資訊，表明您對這一情況的
感受。

第三部分

您需要給一個網站寫一篇文章，既要提供有用

保證你的文章既富知識性又富趣味性，並且使

資訊又充滿趣味。您需要利用提供的資訊完成

用創造性語言（也就是說，不要複製提供的資

這篇寫作任務，字數為180-220左右。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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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版寫作測試第二部分評分標準
6分
C2

回答完全切題，並採用適當的語體完成寫作，同時具備以下特徵：
* 清晰、有把握並精確地使用了多樣的文法形式。沒有任何語法錯誤。
* 很好地掌握了廣泛的詞彙。不存在不恰當的詞彙選擇。
* 不存在標點和拼寫上的錯誤。
* 使用了各種銜接手段表明觀點間的聯繫。

5分
C1

回答完全切題，並採用適當的語體完成寫作，同時具備以下特徵：
* 清晰、有把握並精確地使用了多樣的語法形式。存在少數文法錯誤。
* 很好地掌握了廣泛的詞彙。少數不恰當的詞彙選擇。
* 少數標點和拼寫上的錯誤。
* 使用了各種銜接手段表明觀點間的聯繫。

4分

回答完全切題，並採用適當的語體完成寫作，同時具備以下特徵：

B2.2

* 正確使用了一些複雜的文法形式。出現的拼寫和標點錯誤不妨礙理解。
* 足夠廣泛的詞彙使用。一些不適當的詞彙選擇不妨礙理解。
* 存在標點和拼寫錯誤，但不影響理解。
* 使用了有限的銜接手段表明觀點間的聯繫。

3分
B2.1

部分回答切題，並且/或語體選擇不完全適當：
* 正確使用了一些複雜的文法形式。出現的拼寫和標點錯誤不妨礙理解。
* 足夠廣泛的詞彙使用。一些不適當的詞彙選擇不妨礙理解。
* 存在標點和拼寫錯誤，但不影響理解。
* 使用了有限的銜接手段表明觀點間的聯繫。

2分

部分回答切題，並且/或語體選擇不完全適當：

B1.2

* 使用了相對有限的文法形式，嘗試使用複雜的語法結構時存在錯誤。
* 有限的詞彙使用。錯誤妨礙部分寫作內容的理解。
* 標點和拼寫錯誤不妨礙寫作內容的理解。
* 僅使用簡單的銜接手段，未清晰地表明觀點間聯繫。

1分
B1.1

回答均不切題，並且/或語體選擇不適當：
* 使用了相對有限的文法形式，嘗試使用複雜的語法結構時存在錯誤。
* 有限的詞彙使用。錯誤妨礙部分寫作內容的理解。
* 標點和拼寫錯誤不妨礙寫作內容的理解。
* 僅使用簡單的銜接手段，未清晰地表明觀點間聯繫。

0分
A1/A2

低於 B1 級別。無意義的語言表達，或回答均不切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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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版寫作測試第三部分評分標準
6分
C2

寫作內容既富知識性又富趣味性，巧用提供的資訊，大部分使用獨創性的語言。同時
具備以下特徵：
* 清晰、有把握並精確地使用了多樣的文法形式。存在一些小錯誤。
* 很好地掌握了廣泛的詞彙。不存在不適當的詞彙選擇。
* 在標點和拼寫上有一些小錯誤。
* 使用了各種銜接手段表明觀點間的聯繫。

5分
C1

寫作內容不夠有趣，正確利用提供的資訊，大部分使用獨創性的語言。同時具備以下
特徵：
* 清晰、有把握並精確地使用了多樣的文法形式。存在少數語法錯誤。
* 很好地掌握了廣泛的詞彙。少數不適當的詞彙選擇。
* 在標點和拼寫上存在一些小錯誤。
* 使用了各種銜接手段表明觀點間的聯繫。

4分

寫作內容不夠有趣，正確利用提供的資訊，大部分使用獨創性的語言。同時具備以下

B2.2

特徵：
* 正確使用了一些複雜的文法形式。出現的拼寫和標點錯誤不妨礙理解。
* 足夠廣泛的詞彙使用。一些不適當的詞彙選擇不妨礙理解。
* 存在標點和拼寫錯誤，但不影響理解。
* 使用了有限的銜接手段表明觀點間的聯繫。

3分
B2.1

寫作內容既無知識性又無趣味性，遺漏一些重要資訊，大部分使用獨創性的語言。
* 正確使用了一些複雜的文法形式。出現的拼寫和標點錯誤不妨礙理解。
* 足夠廣泛的詞彙使用。一些不適當的詞彙選擇不妨礙理解。
* 存在標點和拼寫錯誤，但不影響理解。
* 使用了有限的銜接手段表明觀點間的聯繫。

2分

寫作內容既無知識性又無趣味性，遺漏一些重要資訊，大部分使用獨創性的語言。

B1.2

* 使用了簡單的文法形式，嘗試使用複雜的語法結構時存在錯誤。
* 有限的詞彙使用。錯誤妨礙部分寫作內容的理解。
* 標點和拼寫錯誤不妨礙寫作內容的理解。
* 僅使用簡單的銜接手段，未清晰地表明觀點間聯繫。

1分
B1.1

寫作內容既無知識性又無趣味性，未恰當使用提供的資訊回答，或未使用獨創性的語
言：
* 使用了簡單的文法形式，嘗試使用複雜的語法結構時存在錯誤。
* 有限的詞彙使用。錯誤妨礙部分寫作內容的理解。
* 標點和拼寫錯誤不妨礙寫作內容的理解。
* 僅使用簡單的銜接手段，未清晰地表明觀點間聯繫。

0分
A1/A2

低於 B1 級別。無意義的語言表達，或回答均不切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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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版口說測試
考試內容

備考建議

考題描述

第一部分

您需要對比兩幅圖片，

您可以通過比較兩樣不同的事務（例如，兩個

描述、比較、說明

然後回答相關的兩個問題。

城市或兩棟房子）進行練習。著重描述他們的

理由、解釋

這三個任務的難度遞增（從描述到思考）。

優勢和劣勢。在表述觀點時，注意使用正確的

每個問題回答時間為 45 秒。

語法結構。

這個部分與通用版第三部分相同。

第二部分
就一個抽象的話題
討論個人經歷或表
達個人見解

您需要回答三個有關同一主題的問題。每道問

一個常見的錯誤是回答偏題。注意要採用清

題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可以做筆記。接著您

晰、流暢、結構良好的發表方式回答每個問

有兩分鐘的作答時間。這個部分與通用版第四

題。 您可以通過針對一個特定話題展開一段兩

部分相似，只不過進階版沒有圖片。

分鐘的表述進行練習。（例如，你對_____有什
麼看法？）

第三部分

你需要針對一個話題開展一段一分半鐘的陳

合理組織您的語言，並提供正反兩方面的論據。

陳述

述。您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陳述之後，您需

在練習時，假設自己正對著一群聽眾，您要讓陳

要回答一個與該主題相關的附加問題，有 45

述富有趣味。

秒的作答時間。這個附加問題沒有準備時間。

進階版口說的第一部分與通用版第三部分相同，第二部分與通用版的第四部分相同。具體評分標準請參見
通用版相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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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版口說測驗第三部分評分標準
6分
C2

* 陳述具有說服力，語言組織良好，有重點，對每一論點展開討論。
* 附加問題的回答語言組織良好。回答清晰，具有連貫性。
* 正確使用一系列複雜的文法結構。存在一些小錯誤，但不影響理解。
* 豐富的詞彙量。沒有不適當的詞彙選擇。
* 發音清晰易懂。
* 對表達的修改和補充不影響語言的流暢性。
* 使用一系列銜接手段，清晰表明觀點間的聯繫。

5分
C1

* 陳述清晰，有重點。表達了正反面觀點。
* 附件問題的回答具有連貫性。
*正確使用一系列複雜的文法結構。存在一些小問題，但不影響理解。
* 詞彙量較豐富，用自己的話對話題發表看法。存在一些不適當的詞彙選擇問題。
* 發音清晰易懂。
* 對表達的修改和補充不影響語言的流暢度。
* 使用一系列銜接手段，清晰表明觀點間的聯繫。

4分

* 陳述具備兩方面觀點，附加問題的回答切題。

B2.2

* 運用一些複雜的文法結構。錯誤不影響理解。
* 足夠的詞彙量。不適當的詞彙選擇不影響理解。
* 發音清晰。錯誤的發音不會給聽眾造成壓力或造成理解障礙。
* 思索詞彙時偶爾有停頓，但不會給聽眾造成壓力。
* 有限的銜接手段用於表明觀點間的聯繫。

3分
B2.1

* 陳述沒有包含兩方面觀點，附加問題的回答切題。
* 運用一些複雜的文法結構。錯誤不影響理解。
* 足夠的詞彙量。不適當的詞彙選擇不影響理解。
* 發音清晰。錯誤的發音不會給聽眾造成壓力或造成理解障礙。
* 思索詞彙時偶爾有停頓，但不會給聽眾造成壓力。
* 有限的銜接手段用於表明觀點間的聯繫。

2分

* 語言組織不夠連貫、持續，考生嚴重依賴原文中的提示，無法對附加問題作答。

B1.2

* 掌握簡單的文法結構。嘗試使用複雜語法結構時發生錯誤。
* 詞彙量有限，無法充分應對考試任務。
* 發音清晰，但偶爾存在錯誤的發音，對聽眾造成壓力。
* 時有停頓、錯誤的開頭、修補和重複。
* 僅使用簡單的銜接手段。觀點間聯繫並未一直清晰地表明。

1分
B1.1

* 語言組織不夠連貫、持續，直接引用原文提示，無法對附加問題作答。
* 掌握簡單的文法結構。嘗試使用複雜語法結構時發生錯誤。
* 詞彙量有限，無法充分應對考試任務。
* 發音清晰，但偶爾存在錯誤的發音，對聽眾造成壓力。
* 時有停頓、錯誤的開頭、修補和重複。
* 僅使用簡單的銜接手段。觀點間聯繫並未一直清晰地表明。

0分
A1/A2

低於 B1 水準。無意義語言，或回答不切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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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電腦線上測驗操作模式
考試開始的時候，有考試內容基本介紹，如下:

螢幕上會出現以下形式的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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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面各部分說明如下:

1.

點擊查看文法部分。

2.

點擊查看詞彙部分。

3.

當完成一道試題後，試題會變為灰色，進度條開始變為紅色。

4.

點擊選擇其中一個答案。

5.

用於改變螢幕的顏色。

6.

用於隨時進入示範介面。

7.

用於隨時返回介紹頁面。

8.

如無法立刻做出回答，點擊此處為這道試題做上標記，以作為提醒，之後再返回這道試題做答。

備考的最好方式是在 Aptis 普思考試網站使用全套練習模考進行練習。這套練習在每部分考試後為您提
供一個百分比成績，讓您對自己的測試表現有所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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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需求
無論考生的母語、性別、民族、國籍或生活方式如何，英國文化協會都特別關注具有特殊需求的考生以及
面向所有考生的公平性。
Aptis 普思考試在為具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考試服務方面具有豐富經驗，不受任何殘障的影響，客觀地
評估考生的英語語言能力。
如果您需要特殊的考試安排（例如盲文版、延長時間），請在考試前至少四周聯繫我們。我們會與您商議
相關的需求， 以便做出適當的安排。

備考清單
我們希望以上內容對您備考 Aptis 普思考試有所幫助。以下是一個備考建議清單，幫助您準備充分以迎接考試。
›

瞭解不同的文法知識:

http://clients.squareeye.net/uploads/eaquals2011/documents/
EAQUALS_British_Council_Core_Curriculum_April2011.pdf
›

登錄 LearnEnglish 網站準備文法考試:

http://learnenglish.britishcouncil.org/en
›

登錄 English Club 網站準備詞彙考試:

www.englishclub.com
›

進行練習測試，熟悉考試的結構和介面: www.britishcouncil.org/exams/aptis

›

完成本指南中的例題，增進對考試結構的瞭解

›

利用所有機會練習英語技能。收聽英文廣播（例如：BBC World Service）、觀看英語電視與電影、閱讀
分級讀本（如：劍 橋、朗文出版社等的讀本）

›

閱讀本指南中考試各部分備考的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