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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

PVQC數位多媒體設計專業英文詞彙能力通關寶典

GLAD (Global Learning and Assessment Development，格萊得 ) 全球學習與測

評發展中心，總公司在美國有第二個矽谷之稱的加州 Irvine ( 爾灣市 )，離美國著名加

州大學爾灣校區 UCI 不遠，並分別在加拿大 Toronto 等地逐一建立研發基地。

GLAD 為全球計算機行業協會 CompTIA（美國計算機行業協會）的成員之一，

也是全球測評發行行業協會ATP（Association of Test Publishers）專業組織的成員之一，

是由一群對創新教學與測評研究發展有經驗、有興趣的專家所組成。

GLAD 的成立使命之一，是為人類創造學習價值，進而為全球各國提供具有創新

與價值的學習培訓或測評項目。這些項目是經過各國主題專家 SME (subject matter 

expert) 的推薦、指導與審慎評估，以自行研發或是技術合作方式，所推展出來的項目。

About GLAD (Global Learning and Assessment Development)

GLAD Head Quarter is located in Irvine city, CA.  Irvine is called second 

silicon valley in U.S.A..  GALD is not far from UCI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a famous university in U.S.A..

GLAD is formed by some people who has innovative ideas in instruction and 

assessment development.

One of the missions of GLAD is to provide innovative and valuable items in 

learning and assessment to the countries in world wide.  Each item is recommended, 

evaluated and verified by SME (subject matter expert) from worldwide through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GLAD and/or cooperation with third parties.

附錄一　關於 GLAD (Global Learning and Assessment 
Development) 全球學習與測評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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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濬―┼甫懊歜╞ 界狐庚擇炎 ┴附錄二
PVQC專業英文詞彙能力國際認證介紹

附 -3

壹、關於專業英文詞彙能力  
　　( Professional Vocabulary Quotient Credential)

英語是國際化的語言，也是各行業工作人員邁向國際化的基本專業核心能力之一。 
大部分行業的專業領域用字詞，大約在 500 至 2,000 的字詞集之間。熟悉這些專業字

詞集的意義、發音、能唸出來、能拼寫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spelling, 

RLSS，參見圖 1 至圖 2)，形成一部分生活習慣式、直覺反應式的專業應用工具，輕鬆

駕馭這些字詞，能幫助您在專業領域學習、溝通得更容易。

圖 1　PVQC 的 RLSS 基本觀念 

附錄二　PVQC（Professional Vocabulary Quotient Credential）
專業英文詞彙能力國際認證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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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4

PVQC數位多媒體設計專業英文詞彙能力通關寶典

模 
糊 
學 
習

圖 2　英文專業詞彙的學習 ( 練習 ) 或測驗方式類型 
(Learning and Testing Styles)

專業英文字詞彙能力是由 GLAD 全球學習與測評發展中心，禮聘各專業領域的專

家共同指導研發而成。針對各個專業領域，在專業工作上的溝通、閱讀問題，最關鍵的、

經常使用的專業字詞做整理，結合技職教育學習理論與現代化雲端網路及資訊科技，提

供給各專業領域的專業人員、大學研究生或技職院校師生，作為縮短學用落差、提升學

習與檢視個人專業英語能力的有效工具 ( 參見圖 3 與圖 4)。

圖 3　專業英文詞彙 PVQC 能有效建立應用語文核心能力，縮短學用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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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濬―┼甫懊歜╞ 界狐庚擇炎 ┴附錄二
PVQC專業英文詞彙能力國際認證介紹

附 -5

圖 4　PVQC 提供完整有效學習與測評體系，縮短學用落差（教、訓、考、用）

貳、關於數位多媒體設計專業英文詞彙能力

(Professional Vocabulary Quotient Credential in  Digital Multi-
media and Design)

「數位多媒體設計專業英文詞彙」的範圍涵蓋數位設計與多媒體設計等專業領域，

該能力認證分為專業級 (Specialist) 與專家級 (Expert)，請參見圖 5 之架構說明。

圖 5　PVQC 數位多媒體設計專業英文詞彙能力的培訓與認證等級架構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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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6

PVQC數位多媒體設計專業英文詞彙能力通關寶典

參、關於專業英文詞彙能力測驗方式

「數位多媒體設計專業英文詞彙能力國際認證」分為六項測驗類型，每項測驗於

每次檢定時，由系統亂數產生 100 道題目，總題數為 600 題。各類型測驗的可用時間，

如表 1 所示，總計 70 分鐘（第一項測驗略過，則為 50 分鐘）。

表 1　測驗類型與時間說明

　 類型 題目數 考試時間 及格分數 

測驗一 看中文，拼寫 ( 打 ) 英文 100 20 分鐘 40【註 2】

測驗二 看英文，選中文 100 10 分鐘 70【註 1】

測驗三 聽英文，選中文 100 10 分鐘 70【註 1】

測驗四 聽英文，選英文 100 10 分鐘 70【註 1】

測驗五 看中文，選發音 100 10 分鐘 70【註 1】

測驗六 看英文，選發音 100 10 分鐘 70【註 1】

【註】1. 必考項目：測驗二到測驗六各項成績必須皆達到 70（含）分以上，才能申請合格能
力證書。

2. 額外加考項目，通過可取得 Spelling 能力證明：通過測驗二到測驗六，選擇加考測
驗一且達 40 分（含）以上者，將於合格能力證書額外註明 Spelling。

3. 關於 PVQC 國際證書所呈現的層級 (Tier) 與考試成績的對應關係如下表 2、3 所示：

表 2  關於測驗二 - 六的及格分數與 Tier 層級 (1-6)
及格分數 層級 總分範圍 

各項測驗皆達 70
分以上 ( 總分達
350 分 )

Tier Six  500( 滿分 )
Tier Five 470-499
Tier Four 440-469 

Tier Three 410-439
Tier Two 380-409
Tier One 350-379

表 3  關於測驗一的及格分數與 Tier 層級 (1-6)

及格分數 層級 總分範圍 

40 分 ( 含 ) 以上

Tier Six 100( 滿分 )
Tier Five 80-99
Tier Four 70-79

Tier Three 60-69
Tier Two 50-59
Tier One 40-49

PVQC 專業英文詞彙能力國際證書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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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7

附錄三
PVQC專業英文詞彙學評系統操作流程說明

請您在操作軟體前，先確認是否已完成申請帳號密碼流程：

1. 訂購並填寫完申請單後，可洽轄區業務或 Email（PVQC@jyic.net）。

2. 原廠將提供使用者專屬帳號、密碼。

本操作說明非常重要，強烈建議您在開始使用前，務必仔細閱讀，充份瞭解將讓

您使用起來更加得心應手；相反地，不夠熟悉，將影響使用時的順暢度與效率。

本系統的功用：每天 20 ～ 30 分鐘，幫助您快速記憶專業英文詞彙。老師亦可隨

時上網在「後台」查看學生的學習歷程，督導與輔助。

壹、如何下載軟體

從下列網址連結載點：勁園國際 http://www.jyic.net/ → / 營運管理項目：勁園國

際認證→ PVQC 專業英文詞彙能力國際認證→ 
→下載所購買的類科名稱／級別版本。

【註】1. 請務必正確下載您需要的版本，若弄錯版本，將無法進入軟體使用。

2. 如果拿到的是壓縮檔案 *.rar，請先解壓縮。

貳、如何安裝／啟動軟體

1. 以多媒體設計類 Speclalist 為例，將下載的壓縮檔案按滑鼠右鍵，執行「解壓縮到

PVQC DMD 數位多媒體設計專業級學評系統」，完成後會產生前列名稱的資料夾，

內含本系統所有檔案。打開本系統所在資料夾後，點選（兩次）啟動本系統的主程式

（login.exe）就可以進入系統內。

【註】1. 您必須有被授權的帳號、密碼，在可上網的情況下登入，才能使用本系統。
2. 註冊畫面，如圖 6 所示。

附錄三　量身學習 
PVQC 專業英文詞彙學評系統操作流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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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8

PVQC數位多媒體設計專業英文詞彙能力通關寶典

學號欄位以 10 碼英數字元為限，格式為：
學校英文代碼 2 碼＋學生學號後 8 碼，
（例如：KY99562000）一般社會人士則
為手機號碼或市話（含 2 碼區號，例如：

09××××××××或 02××××××××）。

學校欄位中英文字元皆
可，建議格式至少為：
學校名稱＋科系＋班級
代號（例如：×× 科大
×× 系 ××× 班）。

老師或上司欄位請向相
關服務人員詢問確認，
再從�下拉清單中選擇。

Email 欄位為未來登入系統的
驗證帳號依據，請填入正確且
常用的 Email 以免遺忘。

以上欄位輸入完畢，請按「註冊」，
系統將列示您填寫的所有資料，再次
檢核無誤後，按「確認」完成註冊。

圖 6　註冊畫面

2. 使用前請一定要先確認電腦的日期、時間都正確，且日期的格式一定要「西元年／月

／日」格式，不可以有「星期 ×」的格式。

3. 有關日期格式的檢查與改變，請從「開始」→「控制台」進入「日期、時間、語言和

區域選項」，點選「變更數字、日期、和時間的格式」工作項目，按「自訂」，選擇「日期」

頁籤後，將「簡短日期樣式」設定為「yyyy/M/d」，將「日期分隔符號」設定為「/」，

完成後按下「確定」。

4. 執行本系統後，首先會出現如下圖所示之自動備份對話盒，詢問您是否先將前一次的

學習紀錄備份下來。按 No 鈕不備份直接進入下一畫面（如圖 8）；按 Yes 鈕則會將

學習紀錄備份於本系統所在資料夾的 \memory\0 或 1 資料夾中。當出現「備份完成」

訊息，即可接續登入本系統。（備份位置視日期而定，執行當天為 1、3、5 等奇數日時，

備份於＂1＂；反之為 2、4、6 等偶數日時，則備份於＂0＂。備份檔案包括 4 個 .txt，
您可將這些檔案複製到 USB 隨身碟或雲端硬碟，萬一電腦硬碟不慎損壞時，則可於

重新安裝系統之後，再將這些備份紀錄複製回系統資料夾中，就不用從頭學習了！）

圖 7　自動備份對話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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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9

附錄三
PVQC專業英文詞彙學評系統操作流程說明

參、電腦環境

1. PVQC 專業英文詞彙學評系統，可在中文 Win XP、Vista、Win7 的作業系統環境下

使用。注意：無法在非微軟的作業環境下使用。

2. 要在有網路的環境下才能使用。建議在有線網路的地方使用，若在無線網路的環境，

使用如：3G 上網或 WiFi 等無線網路上網方式，資料傳輸有異常的可能。在無法穩

定上網的地方使用，會造成無法登入的情形。

3. 滑鼠、耳機（優先建議，考場以此設備為準，能否自備需視考場規定）或喇叭、鍵盤。

肆、登入流程

1. 預設軟體登入的帳號

滑鼠點一下，即可修改登入 Email 預設值。

尚無帳號的用戶，
請按此連結至後台
系統註冊帳號（如
圖 6 所示畫面），
再申請授權。

圖 8　修改登入 Email 預設值

【註】1. 每次進入學評系統時，請在 Email 帳號及密碼的地方輸入您的 Email 及密碼，然後用滑鼠按
「登入」鈕，等伺服器確定一切正常後，會自動進入下一個畫面。

2. 設定自己 Email 的方法：用滑鼠按下「Email 帳號：」，將開啟「更換常用 Email 帳號」的
畫面，請輸入您常用 Email 帳號後，按「Save」鈕儲存。 
後續使用本軟體時，只需要輸入您的密碼即可。

2. 每次進入學評系統的時候，請在 Email 帳號及密碼的地方輸入正確的 Email 及密碼，

按「登入」鈕進入開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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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QC數位多媒體設計專業英文詞彙能力通關寶典

按「登入」進入開始使用。

輸入正確的 Email 及密
碼。

1

2

圖 9　登入畫面

3. 進入學評系統畫面後，第一次使用必須「初始化」，若沒「初始化」而去點按其它地

方，系統會立刻自動結束，後續將無法進入系統，屆時需與原廠聯絡修改設定狀態 
後，才能重新進入系統。

圖 10　第一次使用需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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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11

附錄三
PVQC專業英文詞彙學評系統操作流程說明

伍、使用特色說明

智慧型學習記憶法說明

1. 採用兩階段學習法

 第一階段強調大量詞彙接觸、刺激記憶的詞彙量。

 第二階段加入拼寫訓練詞彙，同時訓練聽詞彙、唸詞彙、認識詞彙意義，反覆加強

對詞彙的印象。

2. 第一階段學習之後，對於你已熟悉或較簡單的字，將減少出現在第二階段「智慧型學

習」裡複習，省時間。而你不熟悉或較生難的字，將會常出現在「智慧型學習」裡複

習，訓練數次之後變成熟悉，有效率。

3. 特色：使用電腦取代人工作業，100% 量身訂做內容、學習超快速（節省時間）、簡

單（不需要強記）、容易達成目標（有成就感）。

量身學習－兩階段訓練重點
第一階段建議： 

每天練習 - 今日進度的新詞彙（可另加超前多學新詞彙）

1 設定要學習的字數，建議 20~30 個字，然後按下「開始學習」。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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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QC數位多媒體設計專業英文詞彙能力通關寶典

3

圖 11　第一階段主選單畫面

【註】1. 「今日進度」與「超前多學」皆為新的、未用本系統學習過的詞彙。
2. 「智慧型學習」為系統自動安排複習的詞彙。

新詞彙與「智慧型學習」複習詞彙可自行安排學習的詞彙數量。

2. 先選擇「聽音速讀」後，針對每個詞彙進行聽讀的訓練。每個詞彙請聽完發音 2 次

以上，聽讀完成後再按下一詞彙，直到完成全部的「今日進度」學習詞彙，練習完

成後，請選擇「開始測驗」。

1

部份題目內容較長，無法完整
呈現時，可按左側圖示縮小題
目字體。按右側圖示則可還原
放大字體。

PB809-附錄.indd   12 2017/9/8   上午 11:17:01



1-2 1-2

欣濬―┼甫懊歜╞ 界狐庚擇炎 ┴

附-13

附錄三
PVQC專業英文詞彙學評系統操作流程說明

2

全部完成，請選擇「開始測驗」。
3

圖 12　第一階段練習畫面

3. 將測驗一取消不做（按測驗一的圖示讓打勾圖示消失），只做測驗二～測驗四強調聽

詞彙、唸詞彙、認識詞彙的意義。

打勾符號代表已選定
的測驗類型。

圖 13　第一階段測驗類型選擇畫面

【註】參加正式檢定時，至少需同時選取「測驗二～六」等五項。

4. 測驗完後成績會自動上傳，即完成（第一階段）今日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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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QC數位多媒體設計專業英文詞彙能力通關寶典

補充說明：

1. 測驗完後，可使用「詳細答案」或「快捷答案」查看今日測驗的全部題目，或作答錯

誤的題目。

圖 14(a)　第一階段測驗成績畫面－總成績

【註】 參加正式檢定時，本畫面成績需等待監考人員登記（及拍照存證）完畢，確認查核無誤，
才能關閉並返回主選單。

直接跳到下一項
測驗類型。

可切換要查看「做錯題
目」或「全部題目」。 切換上一題 / 下一題查

看實際作答情形與正確
答案。

返回查詢作答記錄的
測驗類型選單畫面。

圖 14(b)　第一階段測驗成績畫面－「詳細答案」，可查詢詳細作答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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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15

附錄三
PVQC專業英文詞彙學評系統操作流程說明

圖 14(c)　第一階段測驗成績畫面－「快捷答案」，可查詢簡易作答記錄

2. 當購買版本之新詞彙已經全部完成學習（系統會在執行「今日進度」或「超前多學」

時，出現「新詞彙已都學習完」訊息視窗），此時即可開始在「智慧型學習」選項裡

進行第二階段練習。

第二階段建議： 
每天進行量身訂做的複習規劃（「智慧型學習」選項內的詞彙）

1. 選擇「智慧型學習」選項裡的預設字數或全部練習後，按「開始」進入練習區（例：

假設目前有 38 個詞彙累積在複習總數中，可選擇 38 以內的數量或全部字數複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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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16

PVQC數位多媒體設計專業英文詞彙能力通關寶典

可在此區按下下鈕，或按

鍵 盤 上 的
（退位鍵）刪除數字，再
輸入本次想複習字數。

按此處代表複習全部字數。

代表可複習字數的上限。

圖 15　第二階段主選單畫面

【註】「智慧型學習」複習字數內容由系統針對個人程度與詞彙屬性反覆安排學習內容。
1. 字母數長、特殊名詞：安排在比較短的時間內複習。
2. 字母數短：安排在比較長的時間內複習。

2. 執行練習時，請先採用拼打的方式將每個詞彙拼打 2 ～ 3 次後，再進入「開始測驗」。

1

全部完成後，請選擇「開始測驗」。
2

按此耳機圖示（或按快速鍵 可以
聽到本題英文詞彙的發音。

可按鈕調整每個字詞
反覆練習的次數。

圖 16　第二階段練習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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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17

附錄三
PVQC專業英文詞彙學評系統操作流程說明

3. 請選擇進行測驗一～測驗六的測驗方式（測驗五、測驗六可自行決定練習與否）。

圖 17　第二階段測驗類型選擇畫面

4. 測驗完後成績會自動上傳，即完成（第二階段）今日練習。

使用重點提示：

1. 第一次使用系統，請務必一定要「初始化」，以免系統設定有問題。

2. 「今日進度」為每日設定的詞彙數，測驗完後系統會自動上傳成績。

3. 「備份學評紀錄」為手動存檔模式，如有經常性存檔不穩定的情形可使用。但由

於本系統會自動上傳成績，故一般而言在網路穩定的狀態下，無需再點選本功能 
（除以本功能手動備份學習紀錄外，建議應定期將本系統資料夾（含所有檔案）完整

複製備份至隨身碟或其它硬碟資料夾，以免因故造成檔案毀損而必須從頭學習）。

4. 請採取「兩階段訓練法則」學習模式，則可落實本系統之最大特色與學習效能。

陸、重點摘要

1. 請先確認軟體已安裝好。

2. 使用已開通的 Email 及密碼登入。

3. 無法使用時：請寄 Email（PVQC@jyic.net）或打電話確認開通授權。

4. 執行軟體，登入後，第一次使用請先立刻初始化。

5. 開始使用，每天 20 ～ 30 分鐘，持之以恆。

6. 從軟體的「離開本學評系統」處，正常地離開系統。若沒正常離開，下次就會無法登

入。屆時請與原廠聯繫解決無法登入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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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QC數位多媒體設計專業英文詞彙能力通關寶典

柒、正式報考檢定前之貼心叮嚀－測評系統的使用

1. 正式檢定時，於系統登入畫面，依序輸入已預先註冊且已授權使用的考生帳號、密碼

   （若為團體報考註冊者，需使用考場規定之帳號），以及認證碼、監考員帳號、考生

身分證末 5 碼等欄位（認證碼及監考員帳號於檢定當天現場公布，若為平時練習則可

略過），再按「登入」鈕（尚未註冊者，請先按「進入後台系統」鈕，系統會自動開

啟瀏覽器並連結至管理網站，請點選「註冊」功能進入註冊畫面，請參見本附錄圖 6
之操作說明）。

2. 正式檢定時，測驗系統會依照您選定的測驗類型，逐項啟動供應試者操作。每項測驗

會在「時間到」或者做完 100 道試題時，出現提示畫面並結束該項測驗，在您快速

檢視完單項成績後，即可接續下一項測驗。

圖 18　系統登入畫面

帳號通常使用您常用的

Email 信箱（注意：必
須事先註冊申請帳號才
能使用）。

檢定或競賽場合，必須
依據考場規定，輸入這
些欄位資訊，否則無法
視為正式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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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19

附錄三
PVQC專業英文詞彙學評系統操作流程說明

輸入完成後按 鍵。

可調整輸入答案時，系統發出的提示音
效，也包括「無聲音」。

本項測驗剩餘時間（分：秒）。

要先看清題目，請注意此提示字元數
是含中間的空白字元。

1 為確認題目（詞彙）需求，建議
「測驗一」：先聽發音再作答。

3

4

2

圖 19　測驗畫面

按此耳機圖示（或按快速鍵 ）可以
聽到本題英文詞彙的發音。

結束所有測驗
或練習狀態，
不計算成績。

部份題目內容較長，
無法完整呈現時，可
按左側圖示縮小題目
字體，按右側圖示則
可還原放大字體。

游標在選項上按一下，字變色表示您想
選該項為答案。

停止目前的測驗類型，
繼續下一個已選定的測
驗類型。

目前答題的狀況（本測驗
類型對錯題數累計）。

【註】1. 按鈕裡或圖示旁顯示的 [ ] 中間數字，為執行該功能的快速數字鍵。例如，耳機發音為

8 ，停止測驗為 0 ，可取代滑鼠操作方式。
2. 系統未自動播放英文詞彙發音（例如，測驗一、二），或已自動播放一次時（例如，測
驗三、四），可自行點選耳機圖示反覆播放聽取題目的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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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QC數位多媒體設計專業英文詞彙能力通關寶典

3. 當測驗時間到，或完成 100 道題目時，會出現單項測驗成績單，此畫面請勿逗留過久，

應儘速按「下一測驗」鈕進入下一項測驗類型，以免縮短測驗總時間。若未完成所有

題目且時間未到即提早按「停止測驗」鈕結束測驗，雖然仍會顯示單項成績，但僅記

錄做錯的題數，最後總成績則以零分列計。

必須回答 100 題，
或該項測驗時間到，
系統才會正式計分。

總計最長可用測驗時間，各項測驗的

可作答時間還是不變。

按「下一測驗」鈕儘速進入下一
項類型測驗。

3

按「停止測驗」鈕
提早交卷且未完成
規定的 100 道題數。

2

1

圖 20　單項成績畫面

4. 測驗五、六的選項發音會自動依序播放，如果聽不清楚，只要將游標移至耳機圖示 
上，即可重聽一次該選項發音。作答時，請在選項按一下滑鼠（或按鍵盤 1 ～ 4 ）選

取正確答案。

依題目中文詞彙要求，一面聽一面

選。可用滑鼠點選，也可按鍵盤
～ 選取正確答案（聽不清楚時，
將游標移至選項旁耳機圖示上，即
可重新播放該選項發音）。

圖 21　使用耳機圖示重複播放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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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21

附錄三
PVQC專業英文詞彙學評系統操作流程說明

5. 所有已選測驗類型作答完成，將出現如下所示總成績畫面，彙整各測驗類型的單項成

績、使用時間及加總成績。正式檢定時，本畫面成績需等待監考人員登記 ( 及拍照存

證 ) 完畢，確認查核無誤，才能關閉並返回主選單。

圖 22　總成績畫面

【註】若在登入系統時，有輸入正式檢定的認證碼，當成績上傳完畢，總成績畫面偏下方會出現
 " 檢定成績已經成功上傳至資料庫 " 的訊息；若沒有出現，請務必向監考人員反映，並連結

後台管理系統 (http://www.gladworld.net/pvqc 選擇 LINK 繁體中文版 )，登入您的帳號／
密碼，再切換至「分數」功能查詢成績是否上傳成功，以免檢定成績無法列計。

6. 正式檢定時，在結束系統前，需確認成績已記錄（上傳），才能按「離開」鈕，執行

後也請等候 5 分鐘再關機或切斷網路，以免無法再次啟動本系統。

測驗二～六總成
績要超過 350 分

測驗二～六每一項
都要在 70 分以上

有使用認證碼登入系
統，會出現此訊息，
表示為正式檢定模式。

關閉本畫面，返回主
選單。
（切記！正式檢定

時，需經監考人員確

認無誤才能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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