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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網：www.tkttw.com

FB 社團：www.facebook.com/groups/TKTtw

TKT 優惠方案
【一般人士】
凡同時報考 TKT 三項模組（含）以上，不限模組別，即享有單一模組
$1700 報名優惠。

【在校學生】
凡在校學生（含應屆畢業生）持有效學生證報名考試，不限模組別，
即享有 $1700 報名優惠。

劍橋英語教師認證

英國劍橋大學語言測評考試院簡介
劍橋大學之各項英文認證聞名全球，許多國家的學校單位、公司行號以及政府教育機關皆認可
採用。此認證系統由全球最大、最為著名的教育評量中心之一的「英國劍橋大學語言測評考試院」
(Cambridge Assessment English) 所主導，並結合國際歐系語言評量分級系統，只要是非英語系國家
的考生皆可參加，且適用於任何國籍的學生。
「英國劍橋大學語言測評考試院」(Cambridge Assessment English) 所提供的測驗範圍包括一系
列語言教師進修之認證與文憑，另外還有兒童英語測驗，與商業英語方面的專業檢定及學術用途之
評量。不論母語或文化背景為何，都有不同層級、類別的考試，以符合各階層的需求。

劍橋英語教師認證 Teaching Knowledge Test 簡介
劍橋英語教師認證（Teaching Knowledge Test，簡稱 TKT）由英國劍橋大學所研發，是針對非
英語系國家英語教師的「英文程度」及「教學專業知識」所設計的一套英語教學能力評量系統，主
要檢測教師對語言及語言應用基本概念的瞭解，和對教學與學習的背景知識在執行過程的掌握。全
球已有澳洲、日本、中國大陸等五十餘國承辦此認證考試，在台灣由師德文教股份有限公司承辦。
TKT 認證無需上課，僅需紙筆測驗，通過測驗後，由「英國劍橋大學語言測評考試院」(Cambridge
Assessment English) 核發證書，讓老師在英語教學的專業知識上擁有更有力的証明。

TKT 認證考試重點
◎ 教學用語。
◎ 不同的英語教學法。
◎ 教學資源利用。
◎ 教學準備的關鍵因素。
◎ 針對不同需求的課堂管理方式 。

為什麼要參加 TKT？
◎ 熟悉與語言、語言應用相關的基本概念。
◎ 進一步豐富教學專業知識，拓展事業前景。
◎ 掌握教學與學習的背景知識與執行過程。
◎ 奠定教師職業生涯的發展基礎。
◎ 取得證照，增加就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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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T 認證考試內容
核心模組
模組 1 『語言及語言教學學習背景知識』
Module 1 : Language and background to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此模組主要檢測教師在英語語言教學中用來描述語言、語言應用及語言技能的常用術語及概
念。
a. 語言及語言應用：
詞類、各種文法結構、語音學（國際音標、重音、語調等）、語彙（字彙的組成、字群等）以及
各種語法概念等。
b. 語言技能：
聽說讀寫的各項技能，理解語言的意義與內容，區別口說與書寫方式的特徵，包含：型式、架
構、準確度及流暢度。
檢測教師對影響英語學習因素的瞭解，如何根據不同學習者的特性因材施教，同時檢測教師對
英語學習過程及影響教學的知識之瞭解。檢測教師在處理學生的差異時，學習進程所選擇教學方法
的知識掌握，包括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此認證還檢測教學流程和教學活動的知識、概念和術語，
如：加強、提示、任務導向教學與肢體回應法等。

模 組 2 『教案設計及語言教學資源利用』
Module 2 : Planning lessons and use of resources for language teaching
此模組檢測教師如何準備一堂課或一系列課程，包括如何進行教學評估，備課時如何使用教學
資源以及教材教具的知識，檢測教師如何將教學目的落實到一堂課或一系列課程中，選擇和使用合
宜的課堂活動、評量方式以適用各類學生。

模 組 3『教學與學習進程管理』
Module 3 : Managing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process
此模組主要檢測教師在教學策略方面的知識，以及教師如何有效管控課堂，如：課堂互動的形
式、活動的種類及頻率、糾正學生口語錯誤的技巧，和教師在上課的不同階段所應擔任的角色職務
等。

延伸模組
TKT『兒童英語教學』

TKT『學科內容和語言綜合學習教學法』

TKT：Young learners

TKT：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rgrated Learning

此模組主要檢測教師以下四個部份：

此模組主要檢測教師以下四個部份：

一、兒童英語教學之基本知識與準則

一、CLIL 教學法的基本知識

二、兒童英語教學之課程設計與教案編寫

二、CLIL 教學法的課程準備

三、兒童英語教學策略與課堂活動

三、課程實施的方法

四、根據不同教室類型進行基礎評估

四、學習評量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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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T 輔考資源
TKT 最新考試資訊、參考書目、影音課程、全真模擬試題以及相關參考資料下載，歡迎至師德
TKT 網站 www.tkttw.com 或 Facebook 搜尋社團「TKT 教師認證中心」查詢。

TKT 報考對象與資格
報考對象
TKT 適合於全球兒童、中小學教師以及成人教育的老師。在職教師可以在職業生涯的任何一個
階段參加 TKT 考試。對於希望成為英語教師的考生們，TKT 無疑是最理想的認證考試。TKT 能夠幫
助考生豐富教學專業知識，奠定並拓展職業生涯的前景。

報考資格
參加 TKT 的考生應具有中級英語程度，如 PET (Preliminary English Test)，IELTS 4 分，或相當
於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參考標準 (CEF) B1 級別，但考試不需教學經驗即可報名，報名時亦不
需檢附任何證明。沒有教學經驗的考生、希望進一步豐富自身教學知識的在職英語教師，或是想由
其他科目轉為教授英語的教師也可以參加 TKT 考試，取得證書。

TKT 測驗時間

方式

每項認證有 80 題（選擇題），考試時間均為 80 分鐘，以畫卡的方式填寫答案卡。TKT 包含三
項核心模組及二項延伸模組，考生可以選擇一次全考或選擇單一模組應試，沒有先後順序。

TKT 測驗日期
每年約有三場考試，詳細考試時間、地點請上師德 TKT 網站或來電洽詢。
洽詢專線 (02) 2382-0961 分機 101

TKT 測驗費用

TKT 考試時間
Module（模組）
核心模組

延伸模組

時

間

Module 1

10:30~12:00

Module 2

13:30~15:00

Module 3

15:30~17:00

CLIL

13:30~15:00

YL

15:30~17:00

Module（模組）
核心模組

延伸模組

費

用

Module 1

1850 元 每人

Module 2

1850 元 每人

Module 3

1850 元 每人

CLIL

1850 元 每人

YL

1850 元 每人

TKT 評鑑方式
TKT 認證成績，分成以下四個等級（Band），考試後教師可取得印有成績等級之TKT證書。
Band 4（優 等）— 對教學知識具有深入的認識。
Band 3（高 等）— 對教學知識具有一定的廣度及深度的認識。
Band 2（中 等）— 對教學知識有基本且有系統的認識。
Band 1（初 等）— 對教學知識所知有限。
註：TKT 每屆考題版本不同，題數與等級之界定有些微差異，考生平均至少答對 45～50 題以上，可獲得 Band3 以上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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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T 報名流程
《 通訊報名 》

《 線上報名 》

填寫報名資料

填寫報名資料

填妥考生報名表，浮貼影印清晰之有效護

請上師德 TKT 網站線上報名系統

照（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www.tkttw.com

繳費方式

繳費方式

至郵局填寫「劃撥單」，利用郵政劃撥

◎ 劃撥 ◎

繳交報名費，請在劃撥單通訊欄上註明

請參照通訊報名繳費方式，並將

「TKT 劍橋英語教師認證」

繳費劃撥單收據註明考生姓名

戶名：師德文教股份有限公司

傳真至 (02) 2382-0841

帳號：19713562
◎ ATM 轉帳 ◎
請依照線上系統產出之 ATM 虛擬帳號
至自動繳款機繳費

確認報名資料並寄出
◎ 便利商店繳款 ◎

請將繳費劃撥收據正本黏貼於

選擇鄰近超商，並記下繳費代碼後至門市

報名表背面，並確認以下資料

列印帳單於櫃檯繳納即可

◎ 考生報名表 ◎

（選擇以上三種繳費方式之考生，
請於線上報名後三天內完成繳費）

◎ 劃撥收據正本 ◎
於報名截止日前，以掛號郵寄至：
100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100號12樓
TKT 劍橋英語教師認證 收

◎ 線上刷卡 ◎

完成報名
師德將於報名及繳費完成後發送簡訊通知完成報名，
並請考生注意師德 TKT 網站公佈之准考證寄發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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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T 證書寄發
TKT 證書將於考後六週以郵局掛號方式寄發，詳細時間請以師德網站為主。

TKT 成績查詢
師德網站提供考生查詢考試成績，當次考試成績將於 TKT 證書寄發日前一週開放查詢。

TKT 報名注意事項
為維護您的權益，請確實詳讀下方 TKT 考試相關權益說明：
01. 報名表各項資料未填寫完整或繳款後未於截止日前掛號寄出，恕不受理報名。
02. 請確實填寫報名表，並核對清楚無誤，一經報名，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改報考模組(Module)、
延期與退費。（如遇重大傷病、喪事、兵役者，可申請延期退費；延期退費標準與程序，以英國
劍橋大學語言測評考試院規定為準。）
03. 每位考生限選一個考區，試場、時段之編排以准考證為主，不得要求更改。
04. 證書上將印載考生英文姓名，請考生填寫報名表時以護照上英文姓名為準。師德將以報名表上填
寫的英文姓名為依據，請考生務必謹慎填寫，如有錯誤請自行負責。
05. 報名表可影印使用。
06. 請以正楷詳細填寫報名表各項資料，字跡潦草與資料不全者恕不受理。
07. 請詳細填寫報名資料，若因退件或因非掛號郵寄而延誤報名，由考生自行負責。
08. 若考生有特殊需求，請務必於報名表上註明。
09. 報名表填寫方式，請參考報名表背面『報名表填寫範例』。
10. 每場認證考試均準時開始，考試前 20 分鐘開放入場（考試時間之認定以試場為準）。
11. 考試當天請考生攜帶鉛筆、橡皮擦、准考證與護照（若無護照請攜身分證）應試。
12. 考試開始後，遲到考生視同放棄考試資格，一律不得以任何理由進入考場，亦不得要求退費。
13. 繳費收據及報名表，請自行影印留存，以便日後備查。
14. 師德將保留考試取消或延期等相關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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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橋英語教師認證報名表
Teaching Knowledge Test Application Form
考生個人資料 Candidate details

請勾選場次 (Please tick)

中文姓名 (Chinese name)：

□ 台北考場 (Taipei)

英文姓名 (English name)：

（請與護照相同）(as shown on passport)

身分證字號 (ID number)：

□ 高雄考場 (Kaohsiung)

性別 (Gender)：□ 男 (Male) □ 女 (Female)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年齡 (Age)：

日 (DD) /

月 (MM) /

國籍 (Nationality)：
服務單位

□ 台中考場 (Taichung)

□ 其他 (Other)
年 (YY)

母語 (First language)：

就讀學校 (Employer)：

聯絡住址 (Address)：□□□
聯絡電話 (Telephone/Mobile)：
電子郵件信箱 (E-mail)：

報考資料 Test details
報考日期 (Test date)： 核心模組

日 (DD) /

月 (MM) /

年 (YY)

延伸模組

日 (DD) /

月 (MM) /

年 (YY)

報考組別 (Test Module)：（可複選） (You can choose more than one) ★單場次僅可選擇報考核心模組或延伸模組
□ 模組 1：語言及語言教學學習背景知識 (Module1: Language and background to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核心模組 □ 模組 2：教案設計及語言教學資源利用 (Module2: Planning lessons and use of resources for language teaching)
□ 模組 3：教學與學習進程管理 (Module3: Managing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process)
延伸模組

□ TKT：兒童英語教學 (TKT：Young Learners)
□ TKT：學科內容和語言綜合學習教學法 (TKT：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rgrated Learning)

考生是否有其他特殊需求？(Do you have any special needs？)
報名手續完成後，考試中心概不接受更改考期及退考。如遇天災、戰爭等不可抗力因素，考試中心有權取消或延期考試，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Test fees must be paid in advance of the test. Fees are not normally refundable once your registration is complete. The CET Exams Centre reserves the right to cancel or postpone the test date
due to natural disaster, war or any other reason beyond our control.

由考試中心填寫 For office use only
報考日期 (Registration date)：
日 (DD) /

月 (MM) /

年 (YY)

請浮貼影印清晰之有效護照或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考生號碼 (Candidate number)：

Please attach a copy of your passport/ID here
請於持照人欄位簽名後再行影印
(Your passport must be signed and vaild on test day)

考試日期 (Test date)：
（請沿虛線剪下）

日 (DD) /

月 (MM) /

收據號碼 (Receipt number)：

年 (YY)

可影印使用

劍橋英語教師認證報名表（範例）

日 (DD) /

12

11

年 (YY)

母語 (First language)： 中 文

月 (MM) / 1976

年齡 (Age)：

（請與護照相同）(as shown on passport)

Teaching Knowledge Test Application Form (Sample)
考生個人資料 Candidate details
中文姓名 (Chinese name)： 王 大 明
英文姓名 (English name)： WANG DA-MING
身分證字號 (ID number)： A123456789
25

性別 (Gender)：□ 男 (Male) □ 女 (Female)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國籍 (Nationality)： 台 灣
服務單位 就讀學校 (Employer)： XX 文教機構 XX 大學
9 7 6 台中市西區忠孝路 100 號 12 樓
聯絡住址 (Address)：□□□

日 (DD) /
日 (DD) /

月 (MM) /

月 (MM) / 2020
年 (YY)

年 (YY)

聯絡電話 (Telephone/Mobile)： (04) 2998-1668 / 0910-10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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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郵件信箱 (E-mail)： dmwang@yoo.com.tw

報考資料 Test details
報考日期 (Test date)： 核心模組
延伸模組

請勾選場次 (Please tick)

□ 台北考場 (Taipei)
□ 台中考場 (Taichung)
□ 高雄考場 (Kaohsiung)
□ 其他 (Other)

□ 模組 1：語言及語言教學學習背景知識 (Module1: Language and background to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報考組別 (Test Module)：（可複選） (You can choose more than one) ★單場次僅可選擇報考核心模組或延伸模組

□ TKT：學科內容和語言綜合學習教學法 (TKT：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rgrated Learning)

□ TKT：兒童英語教學 (TKT：Young Learners)

□ 模組 3：教學與學習進程管理 (Module3: Managing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process)

核心模組 □ 模組 2：教案設計及語言教學資源利用 (Module2: Planning lessons and use of resources for language teaching)

延伸模組

考生是否有其他特殊需求？(Do you have any special needs？)

年 (YY)

請於持照人欄位簽名後再行影印
(Your passport must be signed and vaild on test day)

Please attach a copy of your passport/ID here

請浮貼影印清晰之有效護照或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報名手續完成後，考試中心概不接受更改考期及退考。如遇天災、戰爭等不可抗力因素，考試中心有權取消或延期考試，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Test fees must be paid in advance of the test. Fees are not normally refundable once your registration is complete. The CET Exams Centre reserves the right to cancel or postpone the test date
due to natural disaster, war or any other reason beyond our control.

月 (MM) /

月 (MM) /

年 (YY)

由考試中心填寫 For office use only

日 (DD) /

報考日期 (Registration date)：

考生號碼 (Candidate number)：

日 (DD) /

考試日期 (Test date)：

收據號碼 (Receipt number)：

日
月
年
劃撥日期

劃撥收據黏貼處

（請沿虛線剪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