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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EIC® Tests TOEIC® Listening and Reading Test 報名|

測驗日期與考區一覽

場次狀態

查找方式

考區

搜尋

即將舉辦 已結束

不限 依測驗日期 依網路查詢成績日

北北基宜 桃竹苗 中彰投 雲嘉南 高屏 花東 離島

TOEIC® Listening and Reading Test

立即
報名

英語教師 校園行政 企業人資 TOEFL

TOEIC® Tests TOEIC Bridge® Tests 學習資源 活動一覽 TOEIC®資訊 團體測驗

https://www.toeic.com.tw/
https://www.toeic.com.tw/toeic/listening-reading/registration/test-dates/
https://www.examservice.com.tw/Product/ExamCalender
https://www.toeic.com.tw/
https://www.toeic.com.tw/teacher/
https://www.toeic.com.tw/school/
https://www.toeic.com.tw/hr/
https://www.toeic.com.tw/search/
http://www.toefl.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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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搜尋條件為 場次狀態：即將舉辦 查找方式：不限

共2場開放報名中

您可依據個人需求，將單一或年度測驗場次日期加到您的

2021場次

11 14/

09/08
~
10/12

10/26
~
11/06

11/11

12/03 ~
12/16

12/06

臺北 桃園 新竹 臺中 彰化

雲林 臺南 高雄 嘉義 屏東

花蓮

尚未開放追加報

名

12 19/

10/13
~
11/16

11/30
~
12/11

12/16

2022/01/10 ~
2022/01/23

2022/01/11

基隆 臺北 桃園 新竹 臺中

南投 雲林 臺南 高雄 嘉義

金門

立即報名

Google 行事曆

測驗日期

報名
期間

追加
報名
期間

應考
資訊
查詢

網路查詢成績

成績單預寄日
考區 報名狀態

立即
報名

英語教師 校園行政 企業人資 TOEFL

TOEIC® Tests TOEIC Bridge® Tests 學習資源 活動一覽 TOEIC®資訊 團體測驗

https://www.examservice.com.tw/Product/ExamInfoByTestTime?storeId=&type=toeic&testTime=202112190930
https://calendar.google.com/calendar/u/0/embed?src=c_urt1q848gfbg8rj1v8jc2vu9ac@group.calendar.google.com&ctz=Asia/Taipei
https://www.examservice.com.tw/Product/ExamCalender
https://www.toeic.com.tw/
https://www.toeic.com.tw/teacher/
https://www.toeic.com.tw/school/
https://www.toeic.com.tw/hr/
https://www.toeic.com.tw/search/
http://www.toefl.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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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16場尚未開放報名

您可依據個人需求，將單一或年度測驗場次日期加到您的

2022場次

2022

01 16/

11/10 ~
12/14

2022/01/13

2022/02/14
~
2022/02/27

2022/02/15

臺北 桃園 新竹 臺中 彰化 雲林

臺南 高雄 嘉義 宜蘭

尚

未

開

放

2022

01 26/

11/17 ~
12/21

2022/01/24

2022/02/24
~
2022/03/09

2022/02/25

臺北 桃園 新竹 臺中 臺南 高雄

尚

未

開

放

2022

02 20/

2021/12/15
~
2022/01/18

2022/02/17

2022/03/14
~
2022/03/27

2022/03/15

臺北 桃園 新竹 臺中 雲林 臺南

高雄 花蓮

尚

未

開

放

Google 行事曆

測驗日期
報名期間

追加報名期
間

應考資訊查
詢

網路查詢成
績

成績單預寄
日

考區

報
名
狀
態

立即
報名

英語教師 校園行政 企業人資 TOEFL

TOEIC® Tests TOEIC Bridge® Tests 學習資源 活動一覽 TOEIC®資訊 團體測驗

https://calendar.google.com/calendar/u/0/embed?src=c_urt1q848gfbg8rj1v8jc2vu9ac@group.calendar.google.com&ctz=Asia/Taipei
https://www.examservice.com.tw/Product/ExamCalender
https://www.toeic.com.tw/
https://www.toeic.com.tw/teacher/
https://www.toeic.com.tw/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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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oefl.com.tw/


2021/10/25 下午1:47 TOEIC Listening and Reading Test 測驗⽇期與考區⼀覽

https://www.toeic.com.tw/toeic/listening-reading/registration/test-dates/ 4/9

您可依據個人需求，將單一或年度測驗場次日期加到您的

2022

03 20/

2022/01/12
~
2022/02/15

2022/03/17

2022/04/12
~
2022/04/25

2022/04/13

臺北 桃園 新竹 臺中 彰化 南投

臺南 高雄 嘉義 屏東 臺東 澎湖

尚

未

開

放

2022

04 24/

2022/02/16
~
2022/03/22

2022/04/21

2022/05/13
~
2022/05/26

2022/05/16

臺北 桃園 新竹 臺中 苗栗 彰化

臺南 高雄 嘉義 花蓮

尚

未

開

放

2022

05 29/

2022/03/23
~
2022/04/26

2022/05/26

2022/06/20
~
2022/07/03

2022/06/21

基隆 臺北 桃園 新竹 臺中 雲林

臺南 高雄 嘉義 屏東 宜蘭

尚

未

開

放

2022

06 19/

2022/04/13
~
2022/05/17

2022/06/16

2022/07/08
~
2022/07/21

2022/07/11

臺北 桃園 新竹 臺中 雲林 臺南

高雄 嘉義 金門

尚

未

開

放

Google 行事曆

測驗日期
報名期間

追加報名期
間

應考資訊查
詢

網路查詢成
績

成績單預寄
日

考區

報
名
狀
態

立即
報名

英語教師 校園行政 企業人資 TOEFL

TOEIC® Tests TOEIC Bridge® Tests 學習資源 活動一覽 TOEIC®資訊 團體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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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依據個人需求，將單一或年度測驗場次日期加到您的

2022

07 14/

2022/05/04
~
2022/06/07

2022/07/12

2022/08/04
~
2022/08/17

2022/08/05

臺北 桃園 新竹 臺中 臺南 高雄

尚

未

開

放

2022

07 31/

2022/05/25
~
2022/06/28

2022/07/28

2022/08/19
~
2022/09/01

2022/08/22

臺北 桃園 新竹 臺中 苗栗 彰化

南投 雲林 臺南 高雄 嘉義 花蓮

尚

未

開

放

2022

08 18/

2022/06/08
~
2022/07/12

2022/08/16

2022/09/08
~
2022/09/21

2022/09/12

臺北 桃園 新竹 臺中 臺南 高雄

尚

未

開

放

2022

08 28/

2022/06/22
~
2022/07/26

2022/08/25

2022/09/19
~
2022/10/02

2022/09/20

臺北 桃園 新竹 臺中 彰化 雲林

臺南 高雄 屏東 宜蘭

尚

未

開

放

Google 行事曆

測驗日期
報名期間

追加報名期
間

應考資訊查
詢

網路查詢成
績

成績單預寄
日

考區

報
名
狀
態

立即
報名

英語教師 校園行政 企業人資 TOE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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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依據個人需求，將單一或年度測驗場次日期加到您的

2022

09 25/

2022/07/20
~
2022/08/23

2022/09/22

2022/10/17
~
2022/10/30

2022/10/18

臺北 桃園 新竹 臺中 苗栗 臺南

高雄 嘉義 花蓮 澎湖

尚

未

開

放

2022

10 30/

2022/08/24
~
2022/09/27

2022/10/27

2022/11/18
~
2022/12/01

2022/11/21

基隆 臺北 桃園 新竹 臺中 雲林

臺南 高雄 嘉義 臺東

尚

未

開

放

2022

11 13/

2022/09/07
~
2022/10/11

2022/11/10

2022/12/02
~
2022/12/15

2022/12/05

臺北 桃園 新竹 臺中 臺南 高雄

尚

未

開

放

2022

11 27/

2022/09/21
~
2022/10/25

2022/11/24

2022/12/16
~
2022/12/29

12/19

臺北 桃園 新竹 臺中 彰化 雲林

臺南 高雄 嘉義 屏東 宜蘭 花蓮

尚

未

開

放

Google 行事曆

測驗日期
報名期間

追加報名期
間

應考資訊查
詢

網路查詢成
績

成績單預寄
日

考區

報
名
狀
態

立即
報名

英語教師 校園行政 企業人資 TOE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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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alendar.google.com/calendar/u/0/embed?src=c_urt1q848gfbg8rj1v8jc2vu9ac@group.calendar.google.com&ctz=Asia/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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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您可依據個人需求，將單一或年度測驗場次日期加到您的

2022

12 18/

2022/10/12
~
2022/11/15

2022/12/15

2023/01/06
~
2023/01/19

2023/01/09

基隆 臺北 桃園 新竹 臺中 南投

雲林 臺南 高雄 嘉義 金門

尚

未

開

放

Google 行事曆

公開測驗各場次各考區開放之考場各有不同，請考生注意。

公開測驗各場次實際測驗時間、地點，請考生以報考場次之應考資訊上所載為準。請於開放網路查詢應考資訊後，至應考資訊查

詢 確認。

請隨時上網站查閱當月實際開放報名之測驗地點及最新訊息，所有訊息以官方網站最新公告為準。

更多資訊

測驗日期
報名期間

追加報名期
間

應考資訊查
詢

網路查詢成
績

成績單預寄
日

考區

報
名
狀
態

立即
報名

英語教師 校園行政 企業人資 TOEFL

TOEIC® Tests TOEIC Bridge® Tests 學習資源 活動一覽 TOEIC®資訊 團體測驗

https://calendar.google.com/calendar/u/0/embed?src=c_urt1q848gfbg8rj1v8jc2vu9ac@group.calendar.google.com&ctz=Asia/Taipei
https://www.examservice.com.tw/TicketQuiry/OpenExamInquiry
https://www.examservice.com.tw/Product/ExamCalender
https://www.toeic.com.tw/
https://www.toeic.com.tw/teacher/
https://www.toeic.com.tw/school/
https://www.toeic.com.tw/hr/
https://www.toeic.com.tw/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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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專區 大專專區 企業專區 政府專區

快速連結 其他測驗 臺灣區總代理 忠欣股份有限公司

Tel 02-2701-7333

Fax 02-2708-3879

Add. 106 台北市復興南路二段45號2樓

Email service@examservice.com.tw

常見問題

下載專區

公告訊息

影音專區

網站導覽

TOEFL Primary

TOEFL Junior

TOEFL ITP

TOEFL iBT

TFI

報名方式與費用

報名方式與費用

測驗簡介

測驗簡介

立即
報名

英語教師 校園行政 企業人資 TOEFL

TOEIC® Tests TOEIC Bridge® Tests 學習資源 活動一覽 TOEIC®資訊 團體測驗

https://www.toeic.com.tw/highschool/
https://www.toeic.com.tw/college/
https://www.toeic.com.tw/business/
https://www.toeic.com.tw/government/
tel:02-2701-7333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E5%8F%B0%E5%8C%97%E5%B8%82%E5%A4%A7%E5%AE%89%E5%8D%80%E5%BE%A9%E8%88%88%E5%8D%97%E8%B7%AF%E4%BA%8C%E6%AE%B545%E8%99%9F
mailto:service@examservice.com.tw
https://www.toeic.com.tw/quick-links/faq/
https://www.toeic.com.tw/quick-links/download/application/
https://www.toeic.com.tw/info/notice/announcement/
https://www.toeic.com.tw/info/video/language-management/
https://www.toeic.com.tw/quick-links/sitemap/
https://www.toeflprimary.com.tw/
http://www.toefl.com.tw/junior/
http://www.toefl.com.tw/itp/
http://www.toefl.com.tw/iBT/
http://www.toeictfi.com.tw/
https://www.toeic.com.tw/toeic/listening-reading/registration/info/
https://www.toeic.com.tw/toeic/listening-reading/registration/info/
https://www.toeic.com.tw/toeic/listening-reading/about/introduction/
https://www.toeic.com.tw/toeic/listening-reading/about/introduction/
https://www.examservice.com.tw/Product/ExamCalender
https://www.toeic.com.tw/
https://www.toeic.com.tw/teacher/
https://www.toeic.com.tw/school/
https://www.toeic.com.tw/hr/
https://www.toeic.com.tw/search/
http://www.toefl.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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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站連結

隱私權保護政策 聯絡我們

©  2021 CHUN SHIN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多益,TOEIC,TOEIC BRIDGE,CRITERION and PROPELL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E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countries, used under license in Taiwan.

立即
報名

英語教師 校園行政 企業人資 TOE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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