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教師語文能力評核
（普通話）

簡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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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

教育局：

www.edb.gov.hk

考評局：

www.hkeaa.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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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綱要



試題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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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書方法
考評局刊物組
• http://www.hkeaa.edu.hk/tc/Resources/publications/

• 電郵: pu@hkeaa.edu.hk

• 電話: 3628 8263 (新蒲崗爵祿街17號地下）

考評局網上書店
• https://online.hkeaa.edu.hk/Bookstore/faces/1_hom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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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會的程序

• 簡介卷一、二、三

• 簡介卷四

6



簡介卷一至卷三

1. 應考提示

2. 評核形式、内容

3. 評核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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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卷一的提示
1.何時進場？ 按准考證所示時間進場。

（遲到者？）

2.要注意甚麽？ 手機、傳呼機等必須

關掉，否則有可能被

取消考試資格。

3.用甚麽器材？ 考場裏的廣播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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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卷一的提示
4. 用甚麽筆？ 必須用鉛筆。

（電腦掃描效果）

5. 怎樣作答？ 選擇題，塗黑小圓圈；
短答題，用文字作答。

6. 用甚麽字體？ 繁、簡均可(拼音卷同)。

7. 短答題的要求如何？
意思須準確、清晰、完整，
但不必與標準答案一致。

9



卷一聆聽與認辨

甲部：聽辨音節 (10%)

乙部：聽辨詞語 (15%)

丙部：聆聽理解 (60%)

丁部：聆聽辨誤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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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甲部聽辨音節：形式

• 佔全卷 10%。選擇題。

• 卷面給出單字，聽辨四個音節，找出
單字的讀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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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甲部聽辨音節：内容

酵

（錄音）： A. xiao

B. jiao

C. jiao

D. 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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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甲部聽辨音節：内容

酵 A B C D

除短答題外，全卷都塗黑小圓圈選取答案。
（用鉛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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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甲部聽辨音節：重點

1.考查掌握常用字讀音的能力。

2.掌握方言與普通話的語音對應規律。

3.考核語音基本功（認字能力、記音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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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乙部聽辨詞語：形式
• 佔全卷 15%。選擇題。
• 兩類：
（1）聽辨孤立的詞語：

聽到一個詞語，
在四個詞語選項中選取答案。

（2）聽辨句中詞語：
聽到四組語音選項，
然後選取最恰當的做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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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乙部第一部分：内容

A 字符 B 支付 C 自負 D 致富

（錄音）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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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乙部第二部分：内容

今天的會議因事取消，
召開時間 通知。

（錄音） A. 零星
B. 靈性
C. 另行
D. 菱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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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乙部聽辨詞語：重點

• 考查掌握常用詞語讀音的能力。

• 注意詞語讀音的近似性。

• 考核語音基本功（認字能力、記音能
力）。

• 提示較多，得分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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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丙部聆聽理解：形式

• 佔全卷 60%。

• 題型：

（1）選擇題（30%）：對話、篇章。

（2）短答題（30%）：對話、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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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丙部聆聽理解：内容

對話和篇章：

• 語速正常。

• 情景不同。

• 語言功能不同。

目的：檢查參加評核者的理解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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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丙部聆聽理解:重點舉隅

• 理解主要信息（記憶、綜合理解
等）。

• 綜合概括。
• 推測（語調語氣、態度、身份等）。
• 理解細節（跳躍障礙、檢索重點

、正誤判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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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丙部短答題: 重點

1.意思要準確、清晰、完整（但不要求
必須與標準答案一致）。

2.用詞要符合普通話規範。

3.字形務求正確、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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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丁部聆聽辨誤:形式

• 佔全卷 15%。選擇題。

• 考查認辨規範普通話語句的能力。

• 通過小語境，找出不符合普通話規範
説法的語句（語法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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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部聆聽辨誤：内容

24

規範 不規範

我看中的，她管保喜
歡。

這醫院裏的都是好姑娘，悉心照料病
人！
（廣普同形異義。）

這位歌星擁有大批粉
絲。

那麽熱，你還不把毛衣取掉？
（動詞用法不規範。）

我還是打的來吧！ 她的眼那麽利，能看得上嗎？
（用詞不規範。）

算了吧，還有好多作
業得趕着做呢！

等多半個小時才去，會更便宜點兒。
（語序不規範。）

一堆同學在閙着玩兒。 今天上午他有來過。
（助詞用法不規範）



丁部聆聽辨誤：語境示例

女：賽況膠着啊！

男：你估摸哪邊贏面大？

女：一半兒一半兒？

男：咱們肯定跑贏幾條街。

25



丁部聆聽辨誤：語境示例

以下哪項不符合普通話規範説法？

A 賽況膠着啊！

B 你估摸哪邊贏面大？

C 一半兒一半兒？

D 咱們肯定跑贏幾條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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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部聆聽辨誤：重點

必須認真地聽。（在某種語境下，語意

可能有變化。例如：

A：加了三個鐘頭班，肚子叫了。

B：去吃食堂。飯卡帶了嗎？

A：沒，使現錢吧。

B：我錢包裏淨是二十元，還是回家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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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卷二的提示

1.全卷怎樣算分？ 按音節評分。

2.答案寫在哪兒？

• 甲部，表一和表二内。

• 乙部，與題目相應的橫線上。

• 丙部，按行寫在答案橫線上。

• 不必與相應的拼音對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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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卷二的提示

3.用甚麽筆？

鉛筆╱圓珠筆。

4.乙部，詞語分合不當要扣分嗎？

是的，對超出規定者，一次性扣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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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拼音：形式

• 甲部：音節表 (5 %)

• 乙部：根據漢字譯寫拼音 (47.5 %)

• 丙部：根據拼音譯寫漢字 (4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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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甲部音節表：形式

• 佔全卷 5%。

• 題型：

–按給出的音節填寫漢字。

–按給出的聲母、韻母填寫音節和漢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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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甲部（表一）：形式

zh p

ao zhao (找) pao (刨)

• 多音字可以接受。

• 每項只寫一個漢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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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拼音：形式
卷二甲部（表二）

m ch
uai  不能相拼 chuai (踹)

• 每個空格内，只寫一個音節及一個漢字。
• 不能相拼的音節必須註明“不能相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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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乙部：形式
根據漢字寫拼音

• 佔全卷 47.5%。

• 題型：

–寫拼音詞語。

–寫拼音句子╱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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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丙部：形式
根據拼音寫漢字

• 佔全卷 47.5%。

• 題型：

–寫漢字詞語。

–寫漢字句子╱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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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拼音：内容

1. 掌握漢語拼音方案的能力。

2. 掌握正詞法的基本能力。

3. 掌握書寫拼音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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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拼音：内容
一、掌握漢語拼音方案

1.聲母、韻母、聲調（包括調號位

置）必須清楚、正確。

2.輕聲：不標調號。（也接受：前

面加黑點╱小圈）。

3.隔音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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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拼音：内容
一、掌握漢語拼音方案

4.兒化：音節後面加“r”。

5.三聲連讀：按原字標調。

• 特殊要求：

• “一”、“不”按變調規則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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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拼音：内容
二、正確地書寫拼音

漢語拼音方案（一、字母表）

“字母的手寫體依照拉丁字母的一般書
寫習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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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評分重點

1. 一個音節寫到甚麽程度才算正確？
(1)聲、韻、調(包括調號位置)必須正確。

(2)無調號者，一律作輕聲論。

2. 多音字怎樣處理？
凡是符合題目要求者，均可接受。

3. 輕聲字怎樣處理？
不標調號。（也接受：前加黑點／小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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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評分重點

4. 兒化音節怎樣表示？

音節後加“r”。

5. 三聲連讀怎樣表示？

卷面按原字調標示。答案也要求如此。

6. 一、不調號怎樣表示？

卷面按原字調標示。答案則必須按實際

讀音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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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評核形式

報到室：編組、派發記分紙

預備室：派發考卷，準備考試

評核室：兩位評核員評分

（可能有第三位評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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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評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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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卷三的提示

1. 分配好備試時間。注音提示要適量。

2. 善用場內的計時器，靈活調整備試策略。

3. 如有需要，可用考評局所提供的草稿紙擬

定短講提綱，提綱要精簡。

4. 開考前，把短講提綱扣上。

5. 短講開始，可一邊參考所寫提綱，一邊發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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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試卷形式

1.準備： 10分鐘。

• 由參加者按個人需要、應考

策略自行分配時間。

2.評核： 10分鐘。

• 實際時間按進度而各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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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形式

甲部朗讀

⚫一百個音節 (15 %)

⚫對話 (20 %)

⚫短文 (20 %)

乙部短講 (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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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甲部朗讀一百音節：形式

佔全卷 15%。

• 包括：

–40 個單音節字。

–60 個多音節詞（包括兒化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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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甲部朗讀對話：形式

佔全卷 20%。

• 朗讀一篇約150字對話。

• 目的：考查掌握對話朗讀技巧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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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甲部朗讀短文：形式

佔全卷 20%。

• 朗讀一篇約200字短文。

• 目的：考查掌握短文朗讀技巧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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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甲部：重點

1. 詞語朗讀：

•橫着唸，速度不快不慢。
•三聲字：全三聲（單音節）；

半三聲（多音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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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卷三甲部的提示

2. 對話和短文朗讀

•讀音正確。 （標準）

•語氣、語調自然。（自然）

•語流流暢。 （流暢）

•停頓恰當。 （清楚）

•有效地表達意思。（達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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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甲部：重點

對話：不要求演出來。

短文：不要求朗誦出來。

3. 整個甲部：
•回讀：偶爾回讀，不扣分。
（一律以第二次爲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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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乙部短講：形式

• 佔全卷 45%。

• 兩道題任選其一，單向講話。限時 3
分鐘。

• 考查在有限的文字提示下運用普通話
的能力（闡述、説明、解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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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短講：重點

• 語言面貌：

語音基本正確。

語氣、語調自然流暢。

詞匯、語法基本正確。

• 語言功能：

能按題意表達思想，言之有物。

敘述有條理，讓人聽得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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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短講：重點

1. 要求聲情並茂嗎？

不作為評分點，但必須達意。

2. 説話重複，要扣分嗎？

經常重複可視為言語技能欠佳。

3. 時間太短，要扣分嗎？

未達要求，必須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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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短講：重點

4. 内容仍未説完，要扣分嗎？

不，但可視為内容條理性欠佳的表現。

5. 能自備草稿紙嗎？

有需要，可用局方提供的草稿紙。但要

等短講開始，才可翻看。

6. 善用計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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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至卷三介紹完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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