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留學前.雅思寫作致勝寶典 
 

根據統計，在 IELTS 測驗聽、讀、寫、說四個項目中，台灣考生普遍對自己的口說能力較缺乏自信；

然而，反映在成績單上的結果，寫作才是讓考生 摸不著頭緒的。劍喬台北特別邀請校內資深 IELTS 名

師 Daniel 於 08 年年底舉辦「IELTS 寫作達人講座」，將寫作高分技巧傳授給各位同學。在此整理講座菁華內容，讓同學在

準備考試的過程中可以得到更多協助和啟發。 

         STEP 1 自我檢視 → 檢檢查查一一下下，，你你的的文文章章有有符符合合以以下下要要求求嗎嗎？？  

IELTS Writing 四大評分標準 

 Task Achievement 切題度: 是否有確實回答到題目所問的問題？有偏離主題嗎？ 

 Coherence and Cohesion 連貫性及流暢度: 是否使用適當的連接詞？有犯下前後文無法相呼應的疏失嗎？ 

 Lexical Resource 詞彙使用量: 是否使用具有深度的詞彙？有持續使用重覆或難度低的單字嗎？ 

 Grammatical Range and Accuracy 文法運用: 是否使用正確的時態和拼字？有持續使用重覆的句子結構嗎？ 

         STEP 2 知己知彼---「台灣考生易犯錯誤」  

  

範例 1 學生寫作原始版  

Between 2000 and 2003 the price of product A rose from $2.00 to $4.00, while the cost of item B 

increased from $3.00 to $5.50. Meanwhile, at $1.15 product C was 20 cents cheaper in 2003 than it was 

in 2000. In addition, products D and E rose in price by 40 and 35 cents to $3.30 and $3.35 cents, 

respectively, whereas there was no change in the coast of item F, which remained at $1.20.  

 

範例 1 老師示範更正版  

Between 2000 and 2003 the price of product A rose the most, doubling from $2.00 to $4.00. There was 

a similarly large rise in the cost of item B, which surged from $3.00 to $5.50. The prices of items D and 

E also increased, though not as sharply, rising by 40 and 35 cents to $3.30 and $3.35, respectively. In 

contrast to the above three products, the cist of item F did not change, remaining at $1.20 while product 

C, at $1.15, was, in fact, 20 cents cheaper in 2003 than it was in 2000.  

  

 

 

機械式地描述細節部份，缺乏變化 

ABCDE 五種產品只是照順序敘述，十分乏

味。 

依價格變動的狀態將五種產品分類描述 

像是「A 和 B 屬於漲福大的產品；D 跟 E 也有小福度的調漲；產品 F

維持不變；然而產品 C 卻調降了」，整理過的資訊形容起來就顯的更

加活潑生動。 

缺乏連接詞 適當的連接詞句讓文章流暢度更加分 

雙底線的部份為適當的連接詞，成功的串聯起五種商品 

字彙豐富度低 用字富變化性 

例如文中粗底線的 doubling 就是較有新意的用法，因為產品 A 的價格

翻漲了兩倍，此時就不要再用 increase 或是 rise 等動詞。假如是三倍

的話，就可以用 triple。 

 

 



範例二 學生寫作原始版 Obesity cause many disease like cardiovascular disease, it is becoming 

common in cities, it can damage people’s health, not to mention it cost society a lot in medical bills.  

 

 

範例二 老師示範更正版→Obesity, which is becoming very common in cities, causes many diseases, 

like cardiovascular disease. It not only damages people’s health, but also costs society a lot in 

medical bills. 

 

 

 

沒有正確使用標點符號 

文中所要表達的要點有三項:「肥胖會造成許多疾病如心

血管疾病」、「肥胖在城市已非常普遍」及「肥胖不只傷害

健康更替社會增加龐大的醫療負擔」。三項沒有明確分開。

清楚陳列要點:善用符號 

可適當地使用逗號、分號和句號來突顯其獨特性 

 

文法錯誤 

文中畫粗底線的單字，第三人稱單數，cause 和 cost 須加

上 s；disease 因為前面加了 many，所以也必須加上 s 作

為複數。 

巧妙使用文法結構 

第一句話利用簡單的關係代名詞子句 which is…將兩

個論點合而為一，減少了閱讀的累贅感。 

言詞模糊不清 

片語 not to mention 以文法的角度是正確的，但卻無法表

達出「傷害健康」和「醫療負擔」兩件事同等的重要性。

用詞清楚明確 

修正版使用 not only…, but also…替代，清楚表達事

物的雙層價值。 

 

總而言之，要在有限的時間內寫出一篇條理分明，文筆流暢的文章，就要先掌握好學習的方法。 

平時可多閱讀英文文章，除了充實自己有更多的想法外，並從其找出自己可效仿的地方。一旦發現有實用的詞彙或句

子結構，立即做筆記，下次練習寫文章時就可以試著使用。另外， 重要的一點，就是從錯誤中學習。文章被批改過後，

千萬不要只看分數就把它擺一邊了，一定還要再謹慎思考自己為何會犯錯，該如何修正，下次絕對不犯一樣的錯。羅馬不

是一天造成的，只要多學習，多練習，你也能拿下寫作高分喔！    

                                                                       內文: 劍喬台北學生顧問 Joy Hsu  

台幣匯率參考表 截至 2009.02.03；資料來源：臺灣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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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 別 台 幣 

 美 金 33.38 

 英 鎊 47.18 

 歐 元 42.78 

 加 幣 26.81 

 澳 幣 21.13 

 紐 幣 16.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