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VQC專業英文詞彙能力國際認證測評系統介紹

無論您是在家中、學校或正式檢定考場執行本測評系統，首先必須確認電腦連接

的耳機或喇叭能正常發出聲音。其次，還必須確認您已註冊並取得合法授權使用本系統

的帳號註冊方式。請參見本附錄相關說明。

壹、電腦設備需求

軟體需求：

1. Windows XP、Windows 7/8 繁體中文版。

2. 瀏覽器 IE6（含）以上。

3. 防毒軟體必須開放本系統對 USB-disk 存取，且開放對 server 網址存取使用

 （server 網址包括：www.gladworld.net 及 www.taipei888.com）。

4. 開機即自動還原功能（學校電腦教室適用）。

硬體需求：

1. CPU-Intel 或 Amd，至少 1.6G Hz（含）以上。

2. 記憶體：DRAM 1G bytes（含）以上，愈大愈快。

3. 硬碟可用空間：1G bytes（含）以上（10G bytes 以上尤佳）。

4. 具有多媒體功能。

5. 能上 internet 的網路與頻寬（100M-bit 以上尤佳）。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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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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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系統操作說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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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QC*.exe）
（本系統僅能安裝於使用者擁有讀寫權限的電腦硬碟或 USB 隨身碟中，以免成績回

存失效）。

2. 於系統登入畫面輸入已預先註冊且已授權使用的個人帳號及密碼，再按「登入」鈕（尚

未註冊者，請先按「登入後台系統」鈕，系統會自動開啟瀏覽器並連結至管理網站，

再點選「註冊」功能進入註冊畫面，參見圖 6 之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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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連結至後台系統註冊帳號，
再通知相關服務人員開通使用
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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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XXXXXXXX 或 02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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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科 大

XX 系 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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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帳號以免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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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6　註冊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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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進入本系統的主選單畫面。如果您是第一次啟用本系統，請先按「初始化」鈕清空舊

記錄。如果您之前已做過練習或測驗，則可按「看看成績單」鈕查詢最近一次的成績。

若要進入測驗，則按「選擇合適等級」鈕，再點選正確的級別。

選擇要檢測或練習的級別
（Specialist 專業級或 Expert
專家級）。

第一次執行本系統，請按此
處清空舊記錄。

結束本系統。

查看最近一次的總成績。

圖 7　主選單畫面

4. 在級別選定後，進入測驗類型選擇畫面。請在項目名稱按鈕上點選您想要練習或測評

的項目，再按「開始測驗」鈕進入測驗畫面。建議初學者跳過「測驗一」，先從其它

測驗類型開始練習（平時自我練習時，每次可只選擇一種類型；但正式檢定時，至

少需同時選取「測驗二～六」等五項，若要挑戰加考 Spelling，則可同時選取「測驗

一」）。

按此鍵開始練習或測評。

共提供六種測評類
型，按此處會出現
選定記號。

1. 尚未選定故無記號。

2. 初學者建議先跳過本
項。

打勾符號代表已選定的
測評類型。

圖 8　測驗類型選擇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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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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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入完成後按 Enter 鍵。

可調整輸入答案時，系統發出的提示音
效，包括：槍聲、ABC 聲或無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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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測驗畫面

按此耳機圖示（或按快速鍵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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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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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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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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單項成績畫面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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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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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使用耳機圖示重複播放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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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有已選測驗類型作答完成，將出現如圖 12 所示之總成績畫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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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項都要在

70 分以上。

總成績要超過

350 分。

＋

可按這兩個鈕查看作答
情形及正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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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2　總成績畫面

9. 本系統提供「快捷答案」及「詳細答案」兩種方式，讓應試者查看各類型測驗做錯的

詞彙記錄以及正確答案。

可切換要查看「做錯題
目」或「全部題目」。

1

查看完畢，按此處返
回總成績畫面。

3

返回查詢作答記
錄的選單畫面。

點選想查看的測驗類型，了解答錯詞彙
的記錄。

2

圖 13　查詢作答記錄畫面（快捷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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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需要查看
的測驗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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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作答記錄畫面（詳細答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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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秒再關機或切斷網路，以免無法再次啟動本系統。

圖 15　系統結束提示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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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為避免每次啟動系統時重複輸入帳號的困擾，您可以自行修改並儲存本系統預設帳

號，方法如圖 16 所示。

在「Email 帳號」文字
上按一下。

1
在記事本開啟的文字檔中，將第一個
「]」符號左邊的預設 Email 修改成您
自己常用的 Email 帳號，就不用每次
輸入！（其它處請勿變動）

2

圖 16　修改系統預設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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