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 IELTS 測驗中，台灣考生囿於環境以及害怕犯錯的個性，導致不敢開口做練習，以至於在 IELTS 

Speaking test 的分數總是敬陪末座，要如何在口說測驗中拿到高分，成為許多考生的頭痛項目。 

劍喬台北語文中心特將 2008 年 1 月 5 日所舉辦的「創造 IELTS 口說達人」講座內容精采結集，分

享給廣大在英文苦海浮沉的 IELTS 考生，由資深 IELTS 教師 Adon 專業主講，你不知道的 tips 都在這裡… 

 

 

 

 

         IELTS Speaking test 全程約 11~14 分鐘，共分成三個部份： 

Part 1 4~5 分鐘 自我介紹及面談 

Part 2 3~4 分鐘 1 分鐘準備，對特定主題發表看法 

Part 3 4~5 分鐘 第二部份的延伸討論，題目較第二部份抽象 

 

 

 

 

Fluency and Coherence(流暢度及連慣性) 

在這個部份的重點就是必須保持說話的速度穩定，自然而

不做作，不能有太長的停頓或猶豫，除此之外，回答的內容必

須要有關聯和邏輯性，主考官才能瞭解你所要表達的意思。例

如：“I come from Australia, my sister lives in Taipei, 

there is a swimming pool in my home and barbeque is the 

best food in the world.”這段話不好的原因在於其文意之間

並無連貫，此時需要適度的加進連接詞，如:in addition, 

further more, therefore, on the other hand.等等。 

 

Lexical Resource(詞彙使用量) 

通常學生的問題在於字彙量不足，然而不同程度的學生所應注意的課題也有所不同，譬如 IELTS 

Speaking 分數落在 4 ~ 5 分的同學，重點就不是放在 accuracy(字彙的準確度)，而是如果你不知道確

切的字彙，就不要一直想那個字，因為會造成停頓，而是要用其他的字彙、句型去形容你所要表達的意

思，以保持你的流暢度; 至於程度為 IELTS 5 ~ 6 分的同學已經有很好的流暢度了，就必須把精力放在

提升字彙的正確度和使用較具學術性的字彙，以提高自己這一項目的得分。 

 

Grammatical Range and Accuracy(文法運用範圍及其正確性) 

IELTS 4 ~ 5 分的同學應把重點放在 range，你要盡量使用不同的文法和句型去表達，適時的使用

較為複雜的句型，不要害怕犯錯，因為即使犯錯，至少主考官知道你所了解的文法和句型是很廣泛的。 

Higher level 的同學(5~6 分) 則要把重點放在 Accuracy 上。 

        Master IELTS speaking 
        想成為 IELTS 口說達人，你不能不知道… 

IELTS Speaking test 結構介紹 

IELTS Speaking test 四大評分標準解析 



Pronunciation(發音) 

發音的評分標準和其他三個評分較不相同，發音只有偶數分(2、4、6、8)的給分(前三項評分標準

的給分皆為 1 ~ 9)。在發音這個項目，不同的口音並不會有太大的影響，你不需要因為去英國、澳洲留

學，就特別練英國或澳洲腔調，因為發音評分的重點並不在於腔調，而是你的回答內容是否能讓主考官

清楚明瞭。 

6 分表示主考官大致了解你的意思，只是在有一些發音上還不若 Native speaker 英語母語使用者

那麼自然；4 分表示有時你的發音很含糊，造成主考官因為發音而無法了解你的意思；2 分表示主考官

幾乎完全不暸解你的意思。如果你很想拿到 8分，你必須在 6分的發音基礎上再加上自然且清楚的抑揚

頓挫，畢竟語言是有感情的，你必須將你的情緒反應在話語中，而不是講話都一直死板板的，沒有起伏。 

 

 

 

講座當日，Adon 老師特別請一位學生進行 Part 2 的實戰演練，當場給學生 1分鐘的時間就以下的

主題卡做筆記，然後發表兩分鐘的看法，Adon 老師再立即給於學生意見和 Feed back，你也可以練習看

看自己的表現如何喔!! 

 

 

 

 

 

 

同學的即席表現： 

My friend, I met him in my master degree, and we become such good friends because..well, I＇ll talk about it later. 

And how I originally met this person? As you known, I met him seven years ago back to my master degree, and we 

hanging out all the time, we went to park, we went to school, we went to night club, we chasing the girls, we play 

video games, anyway we do all the things together, that＇s why we become such a good friend, and well, how do I 

admire him? Actually I am not really admire him, I just like to spend time with him, he is my very good friend, we 

had a lot in common, of course, he is a guy who is interesting, creative and funny, and also a responsible person for 

me, no matter how, now , before or after. Ok, finally, an experience we had together, actually, we had too many 

experience spend together,… 

 

Adon 老師的意見： 

Fluency and 

Coherence 
Lexical Resource 

Grammatical Range 

and Accuracy 
Pronunciation 總結 

很好，他幾乎

沒有停頓，當

他思考時他會

用一些語助詞

類似嗯，

well..。若能

多用連接詞彙

更好。 

 

字彙比較基礎，可

以多用一些描述性

或學術性的字彙。

如將 

we are good friends

改成 

We have a 

wonderful 

friendship.會更好 

有一些小錯誤，但大

致上還滿 ok，但是可

以多用 Linking 

words 去拉長句子的

長度。 

發音部份表現

不錯，學生有很

自然的抑揚頓

挫，能讓聽話者

了解他的情緒。

學生掌握的狀況算中

上，有一點很好的地方在

於他沒有讓問題控制他

的思考。如他就照實說其

實他沒有 admire 他的朋

友，因為他們就像玩伴一

樣。另外一點要特別注意

的是，不需重複敘述主題

卡上的題目。 

IELTS Speaking test   Part 2 實戰演練 

Describe a close friend you have. 
You should say： 

How you originally met this person 
What you admire about him/her 
An experience you had together 

And explain why you and he/she are such good friends. 



 

 

 

1. Is it OK to give short answers to avoid making mistake? 
為了避免多說多錯，我可以盡量用簡短的句子回答嗎? 

    Sure, 但是你的 Grammar 的分數會降低，雖然準確度的分數提 

高，Grammar 只能徘徊在五分之間。 

 

2. What happens if I misunderstand the question? 
如果我誤解了題目的意思，答非所問怎麼辦? 

發生這樣的狀況基本上不用太緊張，因為通常當您回答錯誤的答案，主考官會再問同樣的問題一次，

如果說你仍然答非所問，主考官會判斷你可能無法了解問題的意思，他便會捨棄此題而問下一個問題。 

 

3. Can I ask the examiner questions? 
我可以反問主考官問題嗎? 

最好不要，因為你必須記住這是你的口說測驗，是你表現的時間，而非主考官的口說時間，所以你應

該要抓緊機會表達。 

 

4. Should I correct myself? 
我如果不小心犯了文法的錯誤，我應該自我修正嗎? 

如果你更正自己的話，你的準確度會提升，但是你的流暢度會下降，所以除非你能立即更正。EX: I go 

to …I went to shop yesterday.否則不建議你過度作更正，因為你等於是在 repeat yourself. 

 

5. What can I do if I have no idea about the question? 
如果我對主考官的問題沒有任何想法怎麼辦? 

基本上，IELTS 口說考試的問題並不會太艱澀，大部分的問題都是一

般人可以做回答的，比較難的是在第三部份，不過你可以藉由多閱讀

英文報章雜誌去增加你對各種議題的想法，如果你真的遇到不知如何

回答的題目，你可以試著回答一些相關的東西，主考官會了解到，你

可能不太知道如何回答此問題，他就會問你一些其他的問題。 

 

6. Should I make up a story when I face a question ? 
我應該編造故事還是按實回答呢? 

基本上，用一個你不熟悉的語言說謊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這絕對會影響到你的流暢度，你可以用

Actually(實際上),…當作一個轉換詞，然後接你要敘述的東西。 

 

7. How do I practice speaking? 
我如何在私底下練習口說? 

組讀書會是一個不錯的方式，你們可以找英文報紙一起讀，然後互相問 What do you think? What is 

your opinion? 試著去問你的同伴意見，你們可以互相糾正，而不一定要和外國人作對話，因為從別

人的口說表現中，你們可以互相學習，也可以練習自己用英文發表意見的習慣。 

IELTS Speaking Q & A  大哉問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