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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越南胡志明市國家大學下屬人文與社會科學大學  
合辦單位：致理科技大學 
 
檢定測驗特色如下: 
 
 考題由胡志明市國家大學下屬人文與社會科學大學越南語學系專業教師團隊研

發，經過嚴謹的前、後施測取得信效度後建置題庫，每份考試試題皆經過團隊

審慎編輯。 
 

 考試日期、時間與越南胡志明市國家大學之人文社會科學大學同日同步施測。 
 

 每場考試皆由越南派任教師親自來台監考與面試。 
 

 每場考試試卷皆送回越南經由專業團隊閱卷批改。 
 

 檢定認證依照CEFR及越南教育部於2015年9月1日(Số: 17/2015/TTBGDĐT)公布

的越南語認證分級標準，共分為六級，分別為 A1 （基礎級）、A2（初級）、

B1（中級）、B2（中高級）、C1（高級）及 C2（專業級）。「不」分分級統

一試題考試，考完後再依照成績細分成 A1、A2、B1、B2、C1 或 C2 的某一級

數，精準診斷個人語言能力，不會因為分級報名考試而失敗。 
 

 檢定認證受中華民國教育部採認為公費留學考試之越南語能力證明，及越南教

育部認可，越南語能力證書將由越南胡志明市國家大學之人文社會科學大學與

致理科技大學共同署名核發，具國際認證效力，有利於國內外各職場與學術進

修之越南語能力證明。 

國際越南語能力認證檢定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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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方式： 

 
1. 先上網填寫報名表並上傳大頭照 https://reurl.cc/v5gA3e 
2. 備妥紙本報名表含個資同意書(共4頁)與匯票，郵寄至致理科技大學新南向小語種

教學與認證中心辦公室，並於信封上註明【報名越南語能力認證檢定】 
 
報名費用：優惠價新台幣 1,600 元整 
 
繳費方式：繳交1,600 元匯票，受款人「致理科技大學」  
 
考試時間：110 年 05 月 22 日（星期六） 
 
考試地點：致理科技大學（22050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 1 段 313 號）  
 
報名日期：110 年 3 月 1 日至 4 月 16 日止（郵戳為憑） 

 

報名表、模擬考題與詳細考試相關資訊： 

 
致理科技大學商貿外語學院/新南向小語種教學與認證中心/國際越南語能力認證檢定 
https://is.gd/AcFJap 

 
 
擬報考本檢定之特殊考生（譬如身心障礙者），請於報名前和本中心確認考場設備是

否符合特殊需求，再考慮報名。 

VIETNAM NATIONAL UNIVERSITY HOCHIMINH CITY 

UNIVERSIT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v 

  
  

測驗內容： 

考試科目包含聽力(60 分鐘)、口說(最多 15 分鐘)、閱讀(60 分鐘)、寫作(60 分鐘)。約一天時程，上

午進行聽力、閱讀、寫作測驗，以紙筆方式進行測驗；下午安排個別口試，每項測驗滿分各為 10
分。各科成績中如有一項測驗不及格(0 分)，則不通過考試。 

 

測驗方式： 

聽力 

依據錄音內容，選填正確答案；錄音內容僅播放一次，共有 50 題，從易到難，總分數：10 分 

第一部分(15 題)：句子 

第二部分(15 題)：簡短對話、溝通情境、短文 

第三部分(10 題)：長篇對話、文章 

第四部分(10 題)：文章、演說 

 

口試 

第一部分：社交互動 

第二部分：請考生依據口試委員提供的一段短文，可能包含圖、表、照片、地圖等，解決問題 

第三部分：請考生依據口試委員提供的主題與資料，如，圖、表、照片、地圖等，自行發展論

述，口試委員問 1-3 句有關主題內容 

總分數：10 分 

 

閱讀 

共 40 題 

第一部分：日常生活常見的一般議題文章，此部分為評量 1、2、3 級程度。 

第二部分：科學、文學、雜誌文章，此部分為評量 4、5、6 級程度。 

總分數：每題 1 分，整體轉為總分 10 分計分方式 

 

寫作 

第一部分：拼寫選擇題，此部分占總分數 20%。 

第二部分：互動式寫作，提供一封信或 email 請考生回覆，回覆字數最少 200 字，此部分占總分數

30%。 

第三部分：文章寫作，文章字數最少 300 字，此部分占總分數 50%。 

總分數：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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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語能力認證檢定成績標準： 

級數 平均成績 參照歐洲

語言標準 語言能力敘述 

初

級 

第 1 級 1,0 – 1,5 A1 

瞭解並使用一般常見的句型；使用基本詞彙

進行特定溝通；簡單自我介紹與介紹他人；

講述自己基本資料，例如：住所、家人、朋

友等；在對話者說話速度緩慢及清楚的狀況

下，回答簡單的對話內容。 

第 2 級 2,0 – 3,5 A2 

瞭解生活中常用溝通需求的句型，例如：本

人、家庭、買賣、問路、工作等相關資料；

對於常見主題、自我介紹、周邊環境與生活

基本需求進行溝通。 

中

級 

第 3 級 4,0 – 5,5 B1 

理解文字段落或整篇文章的主要內容；清楚

地瞭解工作、學習與娛樂常見的議題，並且

回應各種情境發生；寫作一段自己熟悉主題

之簡單文章；講述自己的經驗、事件、期望

並提出簡潔的理由、解釋意見與計畫。 

第 4 級 6,0 – 7,0 B2 

理解一篇較複雜且主題多元的文章主要內

容，且討論自己的專長；自然且流暢地與母

語者對話；清楚詳細地寫出不同主題的文

章，並提出自己對於某議題的觀點；提出方

法的優劣。 

高

級 

第 5 級 7,5 – 8,5 C1 

理解內容廣泛的長篇文章涵義；即時並流利

地與母語者溝通，輕鬆使用詞語表達；在社

會、學術與專業領域靈活且有效地使用語

言；清楚、詳細且嚴謹地寫出主題複雜的文

章，展現組織段落及運用連接詞的能力。 

第 6 級 9,0 – 10 C2 

輕鬆地理解各樣口語與書面文章；摘要各種

口語或書面資訊，並具邏輯力的重新整理與

呈現資訊；流利且準確地表達並分辨各種複

雜情境的意義細微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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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查詢： 
1. 總成績於考試日10個工作天後公告，會寄發連結網址，請自行上網查詢。 
2. 若對成績有疑義，請與考試單位聯絡，並於成績公告後三日內填寫成績複查申

請書以通信申請（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 
3. 若成績達A1級以上，則以掛號方式寄發證書。 
 
證書寄發： 
1. 證書由越南胡志明市國家大學下屬人文社會科學大學印製核發，寄送至致理科

技大學核章後，再以掛號轉寄給考生。  
2. 國內郵寄時間約需 2-3 個工作天（不含假日）。  
 
注意事項： 
1. 考試時間表、應試注意事項等將隨准考證由電子郵件寄發，請自行下載列印。  
2. 退費：完成報名後，如因不可抗力因素擬撤銷當次報名者，可保留一次考試資

格，請於考試前兩周來電告知。  
3. 檢定當天請攜帶附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如國民身分證、護照等，與准考證檢

驗身分入場考試。  
4. 檢定當天如遇颱風警報，考區所在縣市在行政院人事行政處公布不上班或不上

課名單中，檢定日期將另行公布，請隨時注意網站發布之消息。 
 
防疫因應措施： 
1. 考試當日請考生提前30分鐘抵達考場：配合量額溫、填寫健康關懷問卷。(*未量

額溫或額溫≧37.5度者，請勿進入考場。) 
2. 配合手部酒精消毒。 
3. 考場人員全面配戴口罩，請考生自備口罩，除查驗身分時得暫時脫下或拉下口

罩至可辨識面貌外，全程考試需配戴口罩應考。 
4. 不開放陪考，陪考親友請勿進入考場大樓。 
5. 考場保持通風。 
6. 考生務必配合考場規劃的動線移動。 
7. 考試休息期間應符合社交距離，室外1公尺、室內1.5公尺，除用餐時，其餘時間

仍請持續佩戴口罩。 
8. 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應考人如有

居家隔離、居家檢疫、加強自主健康管理及自主健康管理者，不得參加考試。

考生若有以上狀況，或有發燒、呼吸道症狀者，請提前聯絡本中心。 
 
致理科技大學 
商貿外語學院新南向小語種教學與認證中心  
電話: (02) 2257-6167 #1129 
Email: saltcc.cl@gmail.com 
地址: 22050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 1 段 313 號信義樓 1 樓 C16 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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