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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多益最大的變化是…？

TOEIC是 Test Of English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國際溝通英語測

驗 )的簡稱，多益測驗乃針對母語非英語人士所設計之英語能力測驗，測驗分數

反映受測者在日常生活或職場所需的英語能力，自 2018 年 3 月的定期測驗起

更新了部分題數。

1.新 TOEIC測驗結構

多益測驗總題數為 200 題，由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100 題，以及 Reading 

Comprehension 100題所構成。測驗內容如下表：

領域 Part 題型 題數 時間 分數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Part 1 照片描述 6

100 45分鐘 495分
Part 2 問題 -回答 25

Part 3 短篇對話 39

Part 4 說明文 30

Reading

Comprehension

Part 5 短篇文章填空 30

100 75分鐘 495分
Part 6 長篇文章填空 16

Part 7
單篇文章 29

多篇文章 25

Total 200題 120分鐘 990分

總題數、解題時間及分數與舊多益相同，但變更了 part的結構。 

2.命題範圍及主題

領域 細節

商業 合約、協商、行銷、銷售、商業企劃、會議

製造 工廠管理、產線、品管

金融與預算 銀行、投資、稅金、會計、收費

開發 研究、產品開發

辦公室
員工會議、董事會、信件、留言、電話、傳真、E-mail、辦公
設備和家具

問候 徵才、雇用、退休、給薪、升遷、就業面試和自我介紹

住宅 /企業不動產 建築、設計書、購買和租借、電及瓦斯服務

旅行
火車、飛機、計程車、公車、船、郵輪、票券、行程、車站及
機場簡介、汽車租賃、飯店、預約、延期及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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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art 7做了何種改變呢？

舊多益 新多益

單篇文章 共 28題 單篇文章 共 29題

• 9篇單篇文章

• 每篇文章出 2~5題

• 10篇單篇文章

• 每篇文章出 2~4題

雙篇文章 共 20題 雙篇文章 +三篇文章 共 25題

• 4篇雙篇文章

• 每篇文章出 5題

• 2篇雙篇文章

• 3篇三篇文章

• 每篇文章出 5題

(1) 題數增加

短文填空 Part 5比重下降，但 Part 6及 7比重卻增加。須閱讀的文章長度變

長，同時 Part 7的總題數也由 48題增加為 54題。考試時間不變，因此時間

掌握以及正確快速閱讀的能力十分重要。因此，重點還是在於閱讀基本技巧

的字彙和文法能力。

(2) 三篇文章題型

考生感受到最大變化應該是三篇文章的登場。但考量文章整體長度不變的原

則，可以預期各文章長度將會縮短。連結問題的題型與舊制不同，出現須讀

完所有文章或三篇文章其中兩篇才能解題，所以十分要求掌握文章間邏輯關

係的策略性閱讀能力。

(3) 新題型的出現

將會出現簡訊及線上聊天的新題型。這類題型比舊制閱讀題目長度較短，大

致屬於難度較低的題型，因此對考生來說沒有負擔。感覺比較接近閱讀 LC

部分的腳本。

4. TOEIC測驗準備事項
• 準備物品： 有效身分證件（身分證、駕照、未過期的護照、健保 IC卡等）、2B鉛筆、

橡皮擦、手錶。

• 考試時間： 測驗開始前 30分鐘抵達應試教室。測驗時間（含基本資料填寫）開始時即

不得入場。

• 成績確認： 成績單預計寄送及線上查詢時間，請以官方網站公告為準： 

http://www.toeic.com.tw（考生專區 -> 試後查詢 -> 成績查詢）

新多益最大的變化是⋯？



求職初步

UNIT 1

踏入社會的第一步是就業 join the 

company？

公司 company 招聘 recruit 員工

employee，為了填補 fill 職缺 position

刊登徵才廣告。

應徵者 applicant 需準備應徵函

cover letter、履歷 résumé 等申請

資料 application form，以及推薦函

reference 或證照 certification 等附

件資料 attachments，因而十分忙碌。

繳交資料前，請先謹慎閱讀哪些資格

qualification 是必須的 essential，哪些

具有加分效果 preferred。

只有透過資料篩選選出 selected 的應徵

者才能夠獲得面試 interview 的機會。

應說明自己是多優秀 promising 的人

選能嚐到成為成功就職 successful 

applicant 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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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看文章的主要字彙，並運用這些字彙完成句子。

opening 名 空缺 job   opening  職缺

innovative 形 創新的 an                                 marketing firm 新創行銷公司

expand 動 擴張                          business 拓展事業

professional 形 專業的
a                                 marketing manager
專業行銷經理

initiative 名 主導權 take marketing                         s 掌握行銷主導地位

position 名 職位 marketing related                         行銷相關職位

supervise 動 管理                            the team 管理小組

implement 動 執行                                  marketing plans 執行行銷計劃

candidate 名 候選人 successful                            合適人選

responsibility 名 責任 major                                   主要責任

requirement 名 必要條件
                                     s for applicants
應徵者條件

applicant 名 申請者
requirements for                                 s
應徵者條件

résumé 名 履歷 submit the                           繳交履歷

cover letter 應徵函 résumé and                               履歷及應徵函

attachment 名 附件 in the same                                同一附件

interview 名 面試 be called for an                          接到面試通知

Before the St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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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B OPENING
Be a part of Brooks & Tray!

Brooks & Tray is an innovative marketing firm founded in 2012. We are currently expanding 

our business and are therefore looking for a professional marketing managerial position to 

take our marketing initiatives to the next level. Major responsibilities include supervising 

the marketing team in implementing all marketing activities.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 will 

be innovative, creative, and have a passion for marketing. 

Requirements for applicants:

∙ Strong communication and presentation skills

∙ Bachelor’s Degree or higher in Marketing, Business, Journalism or a related field

∙ A minimum of 5 years’ experience in marketing-related positions

The interested candidates should submit their résumé and a cover letter in the same 

attachment to hr@brooksandtray.com. Only selected candidates will be called for 

interviews. For more details, go to www.brooksandtray.com.

 job opening

成為 Brooks & Tray的一員！

Brooks & Tray 是 2012 年 設 立 的  an innovative marketing firm。 我 們 目 前 正 在 
  expand our business，所以為了爭取  marketing initiatives，正在尋找 
  professional marketing managerial position。主要職責包含  
supervise 行銷團隊  implementing all marketing activities。合適人選 successful 

candidate 應創新且有創意，並具備對行銷的熱情。

 requirements for applications:
∙ 優秀的溝通及發表能力
∙ 行銷、商業、新聞或相關領域學士學位以上
∙ 擔任行銷相關職務 5年以上經驗

有意應徵者請將  résumé and cover letter等文件  in the same 

attachment 寄到 hr@brooksandtray.com。只有獲選的應徵者才能  be called for 

interviews。更詳細的資訊請上 www.brooksandtray.com。

●  學習字彙及文法後請完成文章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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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y 動 申請 write to   apply  寫信申請 (應徵 )

editorial 形 編輯的 apply for the                     position 應徵編輯職位

post 動 公告                  on website 公告在網站上

attach 動 檢附                    your cover letter 請檢附您的應徵函

application 名 申請 a job                       求職

certification 名 證照 required                       必備證照

reference 名 推薦函 attach your                     檢附推薦函

associate 名 同事 references from                     s 同事推薦函

qualification 名 資格要件 a few                       s 幾項資格要件

entitle 動 賦予資格
                  me to be an applicant
給我應徵的機會

qualified 形 有資格的 a                     applicant 合格應徵者

assistant 形 輔助的 an                     editor 助理編輯

competitor 名 競爭公司 one of your main                        s 主要競爭公司之一

prior to 在 ~之前                      joining the company 進入公司之前

proficient 形 精通的                          in MS Office 精通 MS Office

fit 名 契合
a perfect            for the magazine  
雜誌社的理想人選

請看文章的主要字彙，並運用這些字彙完成句子。

求職申請KEY 01

STEP 1    字彙及文法



答案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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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類型��公告

確認解析及文法

求職初步UNIT 1

Before the Step 徵才廣告

徵才 job opening

成為 Brooks & Tray的一員！

Brooks & Tray是 2012年設立的創新行銷公司 

an innovative marketing firm。我們目前正在擴

展事業 expand our business，所以為了爭取行

銷領先地位 marketing initiatives，正在尋找專業

行銷經理人 professional marketing managerial 

position。主要職責包含督導 supervise行銷團

隊執行所有行銷活動 implementing all marketing 

activities。合適人選 successful candidate應創

新且有創意，並具備對行銷的熱情。

資格條件 requirements for applications:

•  優秀的溝通及發表能力

•  行銷、商業、新聞或相關領域學士學位以上

•  擔任行銷相關職務 5 年以上經驗

有意應徵者請將履歷及應徵函 résumé and 

cover letter等文件於同一個附件中 in the same 

attachment寄到 hr@brooksandtray.com。只有

獲選的應徵者才能得到面試機會 be called for  

interviews。更詳細的資訊請上www.brooksandtray. 

com。

問題類型��推論真偽

1. (D)

文章類型���電子郵件

KEY 01 求職申請

詢問面試結果

(1) 尋找關鍵句
本題問克魯斯漢克先生工作的地點。克魯斯漢克這

個人名無法換成其他語詞，所以這是可以成為線索

的字彙。

(2) 問題 -文章 keyword matching
①   收件人的資訊位在本文上方。

②   可知克魯斯漢克先生是麥迪遜大學動物學系系主

任。

 

2. (D)

(1) 分析文章結構 
①   應尋找放入句子後文意自然的位置。

②   文章內容是希望能聽到關於應徵結果的消息，所

以文意上放在信件的最後最適合。

問題類型��確認細節資訊

問題類型��尋找句子位置

1. (C)

(1) 運用解題策略
①   本題問有關寄件人Mr.Ramasy的資訊。

②   選項中只有一個是事實，所以閱讀文章後請一邊

閱讀選項一邊選出正確答案。

(2) 解題過程請看仔細
正在寫求職應徵函，所以 (D)「現在正在找工作」是

正確答案。

2. (A)

(1) 尋找關鍵句
本題問拉姆齊先生將什麼與此封信一起寄送給肯德

森先生。

(2) 問題 -文章 keyword matching
第一句話提及一起寄送申請書、證照及同事的推薦

信。

文章類型��信件

問題類型��確認細節資訊

KEY 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