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學
普通話教育研究及發展中心

考生編號：T

普通話水平測試／試前輔導班／普通話診斷服務報名表（PSC68）
* 填表前，請詳閱“普通話水平測試概說”及 “報名方法”。

只限中大學生及教職員

一、個人資料
姓名（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以身份證為準）
（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以身份證為準）
日
月
年
出生日期
香港身份證號碼

性別（F／M）

通訊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中、英均可）
電郵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閣下是否同意中心日後經電郵通知最新的課程或測試信息：是

否

電話（辦公室）_____________電話（住宅）______________手提電話______________
（請在加上）
慣用家庭語言  粵語 普通話 吳語 閩語
工作類別
1. 普通話教師
2. 小學教師（中文科）
3. 小學教師（非中文科）
4. 中學教師（中文科）
5. 中學教師（非中文科）

6. 幼稚園教師
7. 大專院校教師
8. 文職人員
9. 服務業人員
10.專業技術人員

客語

11.行政管理人員
12.公務員
13.家庭主婦
14.退休／沒工作

15.學生（全日制） 或 學生（兼讀制）
程度 中學 預科 大學／大專 碩士／研究院或以上
16.其他（請說明）：
教育程度 中學 預科 大學／大專 碩士／研究院或以上
普通話教學經驗 幼稚園 小學 中學 大專院校 私人 不適用
收表時間：（由中心職員填寫）

2019 年______月______日
上午／下午______時_____分

二. 參加普通話水平測試
請在測試日期前的方格內，順序以 1、2、3......、至 8 表示可參加測試的先後選擇。申請人所選的測試
時間也會以先到先得方式分配。

** 報名表上沒選擇的測試時間，均以棄權論。**
**最多選擇 8 項時間**
（選擇後不得更改。）

(電測)
(電測)
(電測)
(電測)

2019 年 12 月 6 日 星期五 上午 9:00-下午 1:00
2019 年 12 月 6 日 星期五 下午 2:00-6:00
2019 年 12 月 7 日 星期六 上午 9:00-下午 1:00
2019 年 12 月 7 日 星期六 下午 2:00-6:00

(電測)
(電測)
(電測)
(電測)

2019 年 12 月 8 日 星期日 上午 9:00-下午 1:00
2019 年 12 月 8 日 星期日 下午 2:00-6:00
2019 年 12 月 9 日 星期一 上午 9:00-下午 1:00
2019 年 12 月 9 日 星期一 下午 2:00-6:00

（電測試卷一律以繁體字顯示。）

參加 不參加 電腦測試軟件操作介紹（免費供報名參加電腦錄音測試的應試人參加）
2019 年 11 月 30 日（星期六）下午 12:00-6:00（每人每節 15 分鐘，時間另行發信通知）
三. 報讀試前輔導班（請在適當內打）
課程目標：了解各個測試項的評分標準，提高應試技巧，做好測試前所需要的準備。
課程內容： （1）測試概況
（3）判斷測試及說話輔導
（2）朗讀詞語及短文輔導 （4）應試須知
上課地點：

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

課程

任教導師：本中心國家級普通話水平測試員

班別

上課時間

學費

 導試班（4 節課共 12 課時）

B

HK$1,200

 應試講座（1 節課共 3 課時）
概述測試須知

C

2019 年 11 月 9 日至 11 月 30 日
逢星期六，下午 2:30-5:30
2019 年 11 月 23 日
星期六，下午 2:30-5:30

 普通話水平測試講座――漫談普通
話一級水平的達標途徑與測試技巧
（1 節課共 3 課時）

-

2019 年 11 月 9 日
星期六，上午 9:30-12:30

HK$400
（中大員生及 PSCK 同學免
費）
HK$600

* 附註：“普通話水平測試講座――漫談普通話一級水平的達標途徑與測試技巧”詳情請到中心網頁瀏覽。
網址：https://www.fed.cuhk.edu.hk/~pth/index.php

優惠：報考測試的中大員生、PSCK 同學及全日制學生（包括全日制研究生）可免費報讀 3 小時（$400）的應試講
座。考生必須於報考測試時同時報讀，並提交有效的中大通或學生證副本，否則不能享用此優惠。名額 100 人。

四、普通話診斷服務
申請，另交診斷服務費 HK$400（詳見簡章）

 不申請

五、證書
電測：成績約四個月通知，入級者可獲國家語委頒發普通話水平測試等級證書。

普通話水平測試
報名方法
測試日期：2019 年 12 月 6 日至 12 月 9 日
報名日期：中大教職員及學生（持有有效中大通）優先報名，報名期由 2019 年 9 月 10 日至 9 月 24 日。
報名方式：名額以先到先得方式分配
測試名額：100（電測）
測試模式：電測
測試費：HK$1,000（電測）（持有有效中大通的中大學生及教職員優惠價 HK$900）
HK$100 測試費優惠只給於中大報名期內報名的中大學生及教職員，如於其他時間報名，需繳付
原來的測試費用
學費：HK$1,200（12 課時）／HK$400（3 課時，中大員生及 PSCK 同學免費參加）
HK$600（普通話水平測試講座――漫談普通話一級水平的達標途徑與測試技巧）
診斷服務費：HK$400
1.

報名者需於指定日期內 2019 年 9 月 10 日至 9 月 24 日（下午 5:00 前）把報名表格寄回或親身遞交至
本中心（以郵戳為準）或透過互聯網遞交（http://www.fed.cuhk.edu.hk/~pth）。逾期遞交的報名表將不
獲處理。

2.

如透過郵寄或親身遞交報名表，需同時遞交以下各項：

測試費、學費（如適用）、診斷服務費用（如適用）支票
（請用一張支票填寫所有款項，抬頭：香港中文大學）

3.

相片（1 張：須為 1.5 吋 x2 吋證件相，用來製作測試證書，自行打印的相片恕不接受。）
聲明書
中大通副本（如親身遞交，無須繳交中大通副本，但須出示中大通給職員查閱，以核實身份。）
如透過互聯網遞交報名表，需於報名後五個工作天內把上述第 2 點的資料（以郵戳為準），寄到或親
身交到本中心，以進行確認。逾期遞交資料的人士將當作退出論。

4.

申請者於遞交表格後，並不代表即時已獲得分配測試名額，測試名額及測試時段的最終分配將於 9 月
26 日中午 12 時於本中心網站顯示。

5.

中心地址：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陳國本樓 6 樓 609 室普通話教育研究及發展中心
（東鐵線大學站「A - 香港中文大學 」出口，出站後沿左邊斜坡往上走數分鐘到信和樓，陳國本樓 6 樓，即信和樓 6 樓）

6.
7.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上午 8 時 50 分至下午 5 時（中午 12 時 30 分至 1 時 15 分休息）
星期六：上午 8 時 50 分至中午 12 時 40 分（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查詢電話：3943 6749
傳真：2603 7542
網址:www.fed.cuhk.edu.hk/~pth

注意事項:
 中心將於校外人士測試名單公布（10 月 24 日）後 2 星期內發出確認通知信（包括中大員生及校外人
士考生），信上印上考生姓名、參加測試的時段及報讀試前導試班（如有）資料。另外，中心將於測
試前 2 星期發出准考證，通知考生確實的報到時間及地點。上述信件實為非常重要的文件，如考生於
限期後仍未收到，請主動聯絡本中心查詢。


報名的先後次序計算：網上報名（以成功傳遞報名表格並取得申請編號為準）；郵寄或親身報名（以
報名表格到達本中心辦公室為準）。



不論以郵寄或網上方式報名，每人只可遞交一份報名表格。如有重複遞交表格或填報資料不全者，其
參加資格將被取消。



報名表上沒選擇的測試時間，均以棄權論。申請人所選的測試時間也會同時以先到先得方式即時分配。
由於申請人數眾多，中心鼓勵申請人填滿選擇，以增加應考機會。



申請人可選擇只參加測試，或同時修讀試前導試班（24 課時、12 課時或 3 課時），測試名額及導試班
學額有限，額滿即止。



未能參加測試報名表將於三個月後銷毀。

普通話水平測試
聲 明 書

甲部

考生編號: _____________
（由中心職員填寫）

應試人須知

一.

應考時，應試人必須出示准考證及有效的證明文件（身分證或護照）。

二.

應考前，應試人有 15 分鐘時間準備。進行電腦錄音測試時，試題都在屏幕上按序顯示出來，不提供印刷試卷。
面測則提供試卷。面測試卷可選擇以繁體字或簡體字顯示，電測試卷一律以繁體字顯示。

三.

準備期間，應試人如要書寫，請用本中心提供的草稿紙。所有試題、草稿紙須於試後收回，應試人不得帶離試
場。

四.

應試人如未能在指定時間到達試場，將不得進入試場，同時會被取消測試資格。

五.

準備期間，應試人可查閱《普通話水平測試實施綱要》。上述材料由本中心提供。

六.

為確保考試公平，應試人不得攜帶字典、辭書、電子記事簿、電子發聲詞典進入試場。

七.

應試人進入試場後，必須關掉鬧錶、傳呼機、手提電話，以免干擾他人。

八.

電腦錄音測試在多媒體語言學習室進行，應試人毋須面對主考，國家級測試員根據錄音評分。面測由國家語委
測試員會同本中心測試員主持。

九.

如測試前兩小時天文台已發出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或懸掛 8 號風球，或預告兩小時後將會掛出上述信號，當天測
試將會全部取消。測試取消後的新安排，另行通知。

乙部

責任與權利

一. 應試人必須按照指定時間到達試場。
二. 開考後才到達試場的應試人，會被取消測試資格。應試人所繳費用，概不發還。
三. 本中心不會為缺席的應試人再安排測試。應試人所繳費用，概不發還。
四. 為使測試順利進行，應試人必須遵從試場主任的指示和安排。
五. 假如中心無法如期舉行測試，我會（請）


要求另訂日期進行測試。測試日期、時間由中心另行通知。



要求退回所交的測試費用。

六. 成績公布後，如應試人要求複核，須以書面向本中心提出，另繳付港幣 500 元手續費。複核後須修訂成績，本
中心如數退還手續費；維持原來結果，手續費不予退還。

我（姓名）
報考第 68 期普通話水平測試電測，我明暸及願意遵守上述考試規
則，並已細閱報名表上“申請須知”及 “報名方法”，特此聲明。如有任何疑問，歡迎中心職員致電
_______________與我聯絡。

我聲明以上申報的資料，均屬正確無
誤，並明瞭及願意遵守普通話水平測試
章則。

回郵地址:申請人必須填寫，如有郵誤，本中心恕不負責
PSC68
姓名：
地址：

簽署：
日期：

年

月

日

香港中文大學
普通話教育研究及發展中心
舉辦

普通話水平測試
測試內容：按照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頒布的普通話水平測試標準進行測試。
測試模式：（1）電腦錄音測試。應試人錄音送往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普通話培訓測試中心評審。
（2）面測（即應試人面對兩位主考進行測試，主考即時評審）。
測試證書： 電腦錄音測試：入級者約四個月可獲國家語委頒發普通話水平測試證書；
面測：入級者約兩個月可獲本中心頒發普通話水平測試證書（中英文對照）。本中心簽發的證
書與國家語委證書具有同等權威性和資歷。
自 2006 年 1 月 1 日起，凡參加本中心舉辦的面測並成績入級者，均有資格申領取國家語委統
一印製、全國通用的《等級證書》。2008 年 1 月 1 日起，費用為 HK$200。
測試日期：見報名表
測試時間：見報名表（應試人試前準備時間 15 分鐘，應考時間約為 20 分鐘）
測試地點：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
電腦測試軟件介紹：日期及時間見報名表，每人每節 15 分鐘。
應試材料：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普通話培訓測試中心編《普通話水平測試實施綱要》。商務印書館。
（繁體字本；內附光碟兩張） （由 2004 年 10 月 1 日開始使用）
試卷用字：從 2011 年起，本中心普通話水平測試提供簡體字試卷。面測試卷可選擇以繁體字或簡體字顯
示；電測試卷一律以繁體字顯示。請於報名時揀選，沒有揀選的人士，則理解為選擇繁體字試
卷。

測試模式簡介
面測
常規的普通話水平測試採用面測的模式，由兩位國家級普通話水平測試員主持，應試人逐一接受測試，
測試員即時評分。測試進行期間，應試人將獲發試卷，按測試員的指示完成測試。面測由國家語言文字工
作委員會普通話培訓測試中心及香港中文大學普通話教育研究及發展中心派出的測試員共同主持，試卷由
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普通話培訓測試中心供應。應試人在本中心舉辦的面測中考取的成績，獲國家語
言文字工作委員會普通話培訓測試中心承認。

電腦錄音測試
本測試是利用多媒體電腦輔助，在特別設計的語言實驗室進行。普通話電腦錄音測試系統由國家語言
文字工作委員會普通話培訓測試中心及香港中文大學普通話教育研究及發展中心共同開發，為應試人提供
另一種測試選擇。測試形式與內容完全按照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所訂的標準，試題由國家語言文字工
作委員會普通話培訓測試中心擬定。電腦錄音測試時，試題都在屏幕上按序顯示出來，不提供印刷試卷。
應試人在電腦及監試人員的引導下，按序進行測試，電腦同時為應試人錄音。應試人的錄音，將及時送達
國家語委普通話培訓測試中心測評，達到入級標準的應試人，直接由該中心發給普通話水平測試等級證書。
實驗研究證明無論採用電腦錄音測試或面測的模式，應試人所考獲的成績沒有分別。
電腦輔助測試，可為應試人提供程序、時間、速度等引導。與面測顯著不同的是，應試人毋須面對主
考，只須對電腦熒幕進行測試。電腦測試的操作非常簡單，應試人毋須熟悉電腦，只要依照電腦和監試人
員指引，就可以進行測試。
本中心同時提供面測和電腦錄音測試服務，應試人可選擇任何一種模式參加測試。

香港中文大學
普通話教育研究及發展中心

普通話水平測試概說
普通話水平測試（簡稱 PSC）是國家三部委（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國家教育委員會、廣播電影
電視部）於 1994 年 10 月發布的一項語言考試制度。這項考試的目的在於考查以漢語方言為母語的人掌握
和使用普通話所達到的標準程度。語言知識、漢語拼音和書面語言能力不在測試範圍。測試採用口試方式
進行，形式包括朗讀字詞與短文、判斷和說話。
普通話水平測試的試卷包括五個部分（滿分 100%）：
一、讀單音節字詞（100 個音節，限時 3.5 分鐘，佔 10%）。目的：測查應試人聲母、韻母、聲調讀音的標
準程度。
二、讀多音節詞語（100 個音節，限時 2.5 分鐘，佔 20%）。目的：測查應試人聲母、韻母、聲調和變調、
輕聲、兒化讀音的標準程度。
三、選擇判斷（限時 3 分鐘，佔 10%）。目的：測查應試人掌握普通話詞語的規範程度。
四、朗讀一篇 400 字的短文（限時 4 分鐘，佔 30%）。目的：測查應試人使用普通話朗讀書面作品的水平。
在測查聲母、韻母、聲調讀音標準程度的同時，重點測查連讀音變、停連、語調以及流暢程度。
五、命題說話（時間不少於 3 分鐘，佔 30%）。目的：測查應試人在無文字憑借的情況下說普通話的水平，
重點測查語音標準程度，詞滙、語法規範程度和自然流暢程度。
PSC 分為三級六等，即一、二、三級，每個級別再分為甲乙兩等，根據應試人在測試中所獲得的分值，
確定等級。本測試是證書考試。等級證書是持有人普通話語言能力的憑證，也是各類管理機構或單位衡量
其從業人員普通話水平的客觀依據。在內地省市和香港特區普遍認同，具有權威性。
PSC 是有聲語言規範程度的測試，為熟悉這項測試的內容和形式，應試人應根據測試大綱做好試前準
備；為掌握這項測試的技術要求，應試人宜接受試前輔導。
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普通話培訓測試中心，是主管全國 PSC 的政府隸屬機構，港澳地區的測試由
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授權該中心實施，該中心和香港中文大學簽訂合作協議，同意協助及支援本校開
展普通話水平測試的工作，本港應試者可到本中心報名接受測試。
歡迎教育專業工作者或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人士參加測試。

香港中文大學
普通話教育研究及發展中心

普通話診斷服務簡介
目標：

為普通話學習者提供診斷服務，讓他們了解自己語言的弱點及缺點，並為他
們提供改善意見，幫助他們提升普通話水平。

對象：

任何人士想了解自己的普通話水平，可申請這項診斷服務。

內容：

評估內容以粵方言區人學習普通話的難點作為重點，並參照國家語言文字工
作委員會普通話水平測試的形式進行設計。評估內容分為：朗讀單音節字
詞，朗讀雙音節詞語，選擇、判斷，朗讀短文及說話五個項目。

模式：

申請人按“指定材料”的內容朗讀、說話並錄音。錄音在申請人家中進行。

評審：

錄音由本中心國家級普通話水平測試員評審。測試員為申請人填寫評估報告
表，但不作任何評級或打分。評估報告表不等同正式的證書，也非一種資格
的評核。

費用：

HK$400（含材料及評估表）

限額：

以先到先得的方式限額處理。限額以外則按序處理。

正音輔導： 為參加過診斷服務的人士提供專業的諮詢服務及針對性的正音輔導。輔導員
由國家級測試員擔任，以面授（個人）形式進行，每小時收費 HK$600。
正音輔導最少須參加 1 小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