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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前言
 
香港教育局 1997 年公佈《普通話科課程綱要（小一至小六）》和《普通話科課程綱要（中

一至中五）》。1998 年開始，普通話成為香港中小學核心課程之一。二十多年來，香港學生
接觸普通話的機會越來越多，運用普通話溝通的能力和信心日漸增加，普通話在拓展年輕人
職業發展空間方面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根據香港特區政府《2021 年中期人口統計簡要報
告》，香港能講普通話的人口比例已達 54.2%。隨着香港和內地交往的日益加深，未來這一
比例將會快速提升。 

在普通話教學中，普通話水平及能力測查至關重要。據統計，截至 2020 年 6 月，香港
有 587 所小學，在校學生 37.3 萬人。隨着普通話教學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和重視，學校和
家長均迫切需要一套符合香港小學生實際情況、規範且行之有效的普通話水平考試，用以準
確評估小學生普通話水平，檢驗其普通話學習的階段性效果。早在 1996 年，國家語言文字
工作委員會（國家語委）普通話培訓測試中心就與香港大學共同開展了普通話水平測試

（PSC）工作，由此拉開香港開展國家普通話水平測試的序幕。不過該測試的主要對象是成年
人，迄今為止，針對香港中小學及幼稚園的普通話水平測試，尚未建立起科學系統、認受性
強的標準化測評機制。

為更好地提升香港學生普通話水平，提高香港幼稚園及中小學普通話教學效率，有必要
建立一套服務於普通話學習和教學的客觀科學的測評標準，以提升學生普通話學習的動能和
效能，為教師制訂更科學有效的教學計劃提供支撐。

經反覆調研、論證，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成立由內地和香港專家學者聯合組成的
項目組，立項研制「香港幼稚園及中小學普通話水平等級測試（HKPSC）」項目，擬全面系統
地開展香港幼稚園及中小學普通話水平等級測試工作。北京語言大學郭風嵐教授受邀擔任首
席專家，全面負責項目研發工作。2021 年 10 月，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與香港管理學院
共同成立香港語言研究中心（以下簡稱「中心」），中心為集語言測試研發、考務、出版、培
訓等業務於一體的語言應用研究機構，項目組依託該平台繼續開展專項研發。本書即是項目
組完成的首期成果之一。 

本書以語言學習理論和語言測試理論為指導，參考教育評估「達標 + 成長」模型理念，
針對香港初小和高小學生普通話學習特點、身心發展特徵及相關需求，參照國家標準及香港
教育局頒佈的普通話課程大綱等設計而成。

香港小學生普通話水平等級測試（簡稱 HKPSC-P）形式為口試，本測試秉持「結構與內
容融合」理念，以實現「以測促學，以測促教」為目標，以應試人在測試中無論是否「達
標」，都能獲得普通話能力「成長」為追求，通過認讀、朗讀、聽後說和口頭表達等方式，突
出應試人普通話聽、說、讀等運用能力的測查，突出普通話學習和中華文化學習同步發展。
有關項目研發理念、原則及過程等內容，請參見本書第一部分「總論」。

2022 年 10 月 6 日，由著名語言學家、教育測量專家李宇明教授、李子建教授、屈哨兵
教授、謝小慶教授、徐杰教授、周荐教授和祝新華教授等組成的鑒定委員會，對首期成果

「香港小學普通話水平等級測試」項目進行評審鑒定。鑒定會採用線上（騰訊會議）、線下（香
港中環域多利皇后街 9-10 號中商藝術大廈 11 樓）結合方式進行。李宇明教授擔任鑒定委員
會主席。鑒定委員會給予項目高度評價，認為項目的實施，對推動香港普通話教育發展意義
重大，項目借鑒教育評估「達標 + 成長」模型理念，無論是三級十二等的設立，還是測試內
容，均體現了創新。最終，通過閉門會議表決，專家鑒定委員會一致同意項目通過鑒定。

HKPSC 項目得到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國家教育部港澳台辦公室的指導支持；在
立項及研發過程中，得到著名語言學家李宇明教授等多位專家以及香港教育界知名人士的關
注、鼓勵、指導和支持，在此深表謝意！我們也誠摯地歡迎香港各界多提寶貴意見，幫助我
們進一步完善該測試。

本書由郭風嵐教授擔任主編，負責全書整體設計統籌，負責總論、大綱及附錄的編研工
作，試卷、測試用材料及詞語表等部分由郭風嵐教授和吳良媛女士共同負責，項目成員張一
萍、劉可有、吳黎純、楊安琪、洪巧靜等協同完成。

香港小學普通話水平等級測試正式推行後，我們將繼續開展香港幼稚園普通話水平等級測
試及香港中學普通話水平等級測試的研發工作，最終形成與國家普通話水平測試銜接並對接起
來的，完整覆蓋香港全學段的普通話水平等級測試系統。同時，我們也將有針對性地開展普通
話培訓等工作，讓更多香港學生掌握普通話，更好地促進學生個人發展和香港社會的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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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論

總論總論

為推動香港普通話教育發展，提升香港青少年個人發展競爭力，促進香港社會繁榮穩
定。經反覆醖釀、廣泛調研，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正式設立「香港幼稚園及中小學普
通話水平等級測試（HKPSC）」項目（以下簡稱「項目」），項目組成員由內地和香港有關專
家、學者組成，北京語言大學郭風嵐教授擔任項目首席專家，全面主持項目研發工作。以下
就項目研發理念、原則、目標及過程等予以簡要報告。

項目研發理念、原則及目標

項目研發吸收當代語言學、語言教學及教育測量學等最新理論成果，參考借鑒教育評估
「達標 + 成長」模型理念，依據普通話測試規律、特點和香港普通話教育實際，提出香港幼
稚園及中小學普通話水平等級測試設計構想，即秉持「結構與內容融合」理念，堅持「科學
性、實用性和系統性有機統一」原則，實現「以測促學，以測促教」的發展目標。  

「達標 + 成長」模型主張學習不僅追求「達標」，更追求「成長」。「成長評估，主要是評
估能力發展，主要是評估交流溝通、邏輯推理和審辯式思維等核心能力的發展」1。 這也是香
港幼稚園及中小學普通話水平等級測試的設計基礎，而無論學生在測試中是否「達標」，都
能獲得普通話能力的「成長」，則是我們測試設計追求的方向。

「結構與內容融合」理念，是指測試將普通話學習和中華文化學習融會貫通，在測試過
程及普通話學習與教學中，促進學生普通話運用能力和中華文化素養同步提高。

「科學性、實用性和系統性有機統一」原則，是指試題命制以科學性為前提，即遵循語
言學習規律、語言測試規律和學生身心發展規律。以實用性為方向，即對接國家普通話水平
測試，對應香港中小學普通話教學大綱，突出粵方言和普通話對應特徵，重視香港本地方言
詞語的應用，重點考查應試人的普通話運用能力。以系統性為方向，一是測試研發工作將實
現從幼稚園到小學、中學的全覆蓋、系統性開發；二是測試內容及等級結構實現有序銜接、
螺旋式上升、漸進式發展的系統性設計；三是試卷內容體現普通話語音、詞彙、語法結構和
中華文化系統性有機融合。

「以測促學，以測促教」目標，是指香港幼稚園及中小學普通話水平等級測試（HKPSC）
以激勵為導向，堅持為學生普通話能力「達標」並「成長」、普通話運用能力持續提升服務，
堅持為香港更好地開展普通話教學服務。以考生語音診斷報告為主要呈現形式的測試結果一
方面服務於學生普通話學習，讓應試人了解自己的普通話水平及程度，並通過自我檢省，查
漏補缺，有針對性地精準提高自己的普通話水平；另一方面服務於學校教學，教師可根據測
試結果，對普通話教學方法、效果等予以檢視、判斷，進一步調整和改進普通話教學。

1	 謝小慶，《從「達標」評估到「達標 +成長」評估》，2020年 10月 27日，轉引自新浪網，https://www.sohu.com/
a/427690421_100974。

HKPSC-P 研發過程

2021 年 8 月《香港小學普通話水平等級測試大綱》（以下簡稱「HKPSC-P」）出版。
HKPSC-P 借鑒語言學習理論和語言測試理論，針對香港初小和高小學生普通話學習特

點、心理發展特點和實際需求，依據《普通話水平測試大綱》（教育部、國家語委發教語用
[2003]2 號文件）和《普通話水平測試實施綱要》（2004 版），重點參考《普通話水平測試員實
用 手 冊 》（ 第 三 版 ）和 國 際 文 憑 組 織 小 學 項 目（Internatioanal Baccalaureate Primary Year 
Programme）課程大綱等進行規劃設計，測試突出應試人普通話聽、說、讀能力的測查，突
出普通話學習和中華文化學習同步發展。

為保證香港小學生普通話水平等級測試的科學性，穩妥施測，項目組於 2021 年下半年
持續進行了為期半年的試測。截至 2022 年 1 月，共有 100 多所小學、700 餘名學生參加試
測。試測為評價香港小學普通話水平等級測試的信度和效度提供了科學、準確和詳盡的資
料，為建立一套更加科學、有效的香港小學普通話水平測評機制奠定了基礎。

其後，北京語言大學教育測量專家對試卷進行了質量分析，分析結果顯示，香港小學普
通話水平等級測試試卷質量較高，各項指標表現良好。在效度分析中，通過對試卷內容的代
表性、內部結構的有效性和測試理念等關鍵指標的分析，證明了該測試的有效性。

根據試卷質量分析結果、專家建議以及香港小學普通話教學實際，項目組又對試測用
HKPSC-P 進行了優化調整，提交專家評審鑒定。2022 年 10 月 6 日，HKPSC-P 通過專家委
員會鑒定，正式進入實施階段。

HKPSC-P 等級設計

HKPSC-P 測試對象是香港小學生，為學習和教學提供雙向服務，因而在等級設立方
面，細化了國家成人普通話水平測試（PSC）等級，一方面與國家普通話水平測試等級相呼
應，另一方面也便於應試人更細緻地了解自己普通話水平的當下狀況和繼續發展努力的空
間，便於教師準確細緻地了解、評核學生的普通話水平，改進普通話教學方法，提高教學效
率。為此，等級設計方面重點參考了香港教育局《普通話科課程指引（小一至中三）》（2017）
和國家普通話水平測試有關內容，將測試等級劃分為三級十二等，三級分別與小學學段相對
應，初級對應小一至小二學段，中級對應小三至小四學段，高級對應小五至小六學段。初、
中、高三級每一級都包含一、二、三、四等，由高到低分別描述為優秀、良好、中等、入
門。三級十二等如下表所示：

https://www.sohu.com/a/427690421_100974
https://www.sohu.com/a/427690421_100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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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級 十二等

初級：小一至小二

一等：優秀

二等：良好

三等：中等

四等：入門

中級：小三至小四

一等：優秀

二等：良好

三等：中等

四等：入門

高級：小五至小六

一等：優秀

二等：良好

三等：中等

四等：入門

HKPSC-P 試卷設計

（一）試卷級別與測試字詞表的關係
HKPSC-P 試卷按照初級、中級和高級三級設計編制，三個級別內容分別對應於測試字詞

表的一級、二級和三級，即初級對應一級字詞表字詞，中級對應二級字詞表字詞，高級對應
三級字詞表字詞。試卷內容設計依據階梯設計原理，由低到高螺旋式上升，遵循「高級別包
含低級別，低級別有限擴容高級別」的原則，這樣的設計對應試人來說具有鼓勵性和激勵
性，應試人既可參加學段內同等級水平測試，也可不拘於學段，參加高級別測試。例如：小
二學段的學生，可以參加對應學段的初級測試，也可以參加高於學段的中級甚至高級測試。
這一點是基於實現級別內達標和同時提供進一步發展成長的空間思想而進行設計的。初、
中、高三個級別測試用字詞比例分配如下： 

初級水平測試用字詞，70% 來自一級字詞表，30% 來自二級字詞表；中級水平測試用
字詞，10% 來自一級字詞表，70% 來自二級字詞表，20% 來自三級字詞表；高級水平測試
用字詞，30% 來自二級字詞表，70% 來自三級字詞表。   

（二）試題設計
HKPSC-P 試題設計主要體現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時長適度。測試充分考慮小學生身心發展特徵，每一級別的測試時長均控制在 15

分鐘以內。

第二，題型等量。三個級別的題型均衡分佈，有序銜接，每一級別均設計五種題型。初
級試卷五種題型分別為：朗讀聲母和韻母，朗讀單音節字詞，朗讀多音節詞語，朗讀句子，
聆聽理解、回答問題。中級試卷五種題型分別為：朗讀音節，朗讀字詞，朗讀短文，聆聽複
述，命題說話。高級試卷五種題型分別為：朗讀單音節字詞，朗讀多音節詞語，名詞、量詞
搭配組合，朗讀短文，命題說話。

第三，難度適中。三個級別的試題內容相互銜接，梯級遞進，逐級向國家普通話水平測
試靠近，以方便應試人未來順利參加該考試。例如：初級試卷第一題是朗讀聲母和韻母，到
中級試卷第一題，則從單個聲母、韻母測查過渡到測查音節。每一級別內容難度控制在該學
段學生的平均水平。

HKPSC-P 測試材料設計

根據香港小學生語言特點及普通話學習難點，HKPSC-P 測試內容不僅包含普通話聲母、
韻母和音節，還有字詞、輕聲、兒化詞以及名量搭配結構等等的測查。測試材料包括六部
分：普通話測試用聲母、韻母和音節材料，普通話測試用單音節字詞表，普通話測試用多音
節詞語表，普通話測試用輕聲詞語表，普通話測試用兒化詞語表，普通話測試用粵方言與普
通話部分名詞—量詞搭配表。

在測試內容設計過程中，字詞表的研制極為關鍵，我們以高頻、規範並兼顧香港本地常
用特色詞語作為字詞表收詞的基本原則。為保證測試的科學性、有效性，字詞用表的設計也
參考了《現代漢語常用詞表》（2008，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義務教育常用詞表（草
案）》（2019，教育部語言文字信息管理司組編，蘇新春主編）、香港教育局課程發展處發佈
的《香港小學學習字詞表》和《香港地區普通話教學與測試詞表》（2008，陳瑞端主編，香港
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研發）中的詞彙等級大綱及漢字表等。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關於香港本地常用特色詞彙的選取，我們堅持突出香港特色、少量選
取的原則，能夠入選本詞語表的香港本地常用特色詞彙的條件是：（1）香港小學生日常生活
中經常接觸使用的特色鮮明的香港本地常用特色詞彙；（2）第七版《現代漢語詞典》收錄的部
分註明 < 方 > 的詞語以及部分寫法不一樣的詞語；（3）香港本地獨有的地名、物名、職名等
等；（4）若香港本地對某詞有兩種說法，其中一種說法屬於規範詞語，則只選規範用法。據
此，最終選取出 50 個典型常用的詞進入本詞語表。

總之，科學、謹慎的規劃設計，保證了 HKPSC-P 測試用材料質量可靠，不僅用於
HKPSC-P 測試，也是學生學習普通話字詞的首選材料，還可供教師在校本普通話教學後測
查學生普通話學習狀況時直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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