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稿
2025 年起之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丙類其他語言科目之新考試安排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考評局）今日（6月22日）宣布，由2025年起的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文
憑試）丙類其他語言科目，將不再採用英國劍橋大學國際考評部（劍橋國際）的高級補充程
度試卷，考生改為應考有關語言的官方語言考試。新安排下，丙類其他語言將提供五個科目，
包括現行的法語、德語、日語及西班牙語，並增設韓語；考生成績只要達到指定的語言能力
水平，便可獲納入文憑試成績。而目前提供的印地語和烏爾都語考試將於2025年文憑試起
停辦。
由 2012 年首屆文憑試起，丙類其他語言科目採用劍橋國際高級補充程度試卷，每年的考生
人數由 200 多人至約 500 人不等。劍橋國際早前就其評核服務作全面檢討，其後決定由 2024
年起，不再開設高級補充程度的日語和印地語考試，並通知考評局將未能繼續為丙類其他語
言科目的考試，提供考生的成績數據。因此，目前其他語言科目考試的安排將無法繼續。而
最後一次採用劍橋國際高級補充程度試卷的丙類科目考試將於 2023 年 11 月舉行，適用於
2024 年文憑試的考生。
考評局經諮詢相關持份者與研究不同替代方案後，決定由 2025 年文憑試起，與法國、德國、
日本、韓國及西班牙的官方文化機構合作，採用其官方語言考試作為文憑試丙類其他語言科
目的考試。考生須自行報考有關的官方語言考試，並於報考文憑試時選取相關的丙類科目，
以便有關機構向考評局提供考生的成績；若考生的成績達到指定或更高的語言能力水平（參
閱附錄），便可獲列入文憑試的成績內。
考生可在文憑試考試年份前的兩年內，應考一次或以上丙類其他語言科目的考試（以 2025 年
文憑試為例，考生可於 2023 至 2024 年應考其他語言科目的考試，並最遲於 2024 年底完成）。
考評局會把其獲得的最高語言能力水平及成績，列入文憑試的成績內。應考丙類科目的考生
將另外獲發成績通知書及證書，當中除匯報考生於有關考試取得的整體科目等級，亦會載列
其分部成績（如適用），以便大專院校或僱主等理解考生在有關科目的能力與水平。
考評局秘書長魏向東教授說：「是次與五個國家的官方文化機構合作，為文憑試考生提供丙
類其他語言科目的考試，不但較目前的安排更具彈性，亦可配合不同學生的學習進度、志向
和興趣。此外，有關的官方語言考試除獲所屬國家的認可，亦在國際上具廣泛認受性。新安
排下，考生應考一次考試，便可取得兩張證書，即同時獲官方語言能力的認證與文憑試證書。
我們希望藉此鼓勵更多考生學習與應考其他語言，豐富學習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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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教授續指：「是次丙類科目的新安排，有賴五個國家的駐港領事館協助，為考評局推薦及
聯繫相關的官方文化機構，並感謝各個文化機構的積極配合和提供寶貴建議，才能促成有關
安排。有見青少年對韓語的興趣漸增，故特別加入韓語考試，以回應學生的需要。至於印地
語和烏爾都語，由於目前未能找到合適的考試，故由 2025 年起，丙類考試將不再提供有關
科目。」
有關丙類其他語言科目的新安排得到教育局及課程發展議會支持，並已獲考評局委員會及公
開考試委員會通過。考評局今日向與考學校發信，並將於 7 月底舉辦網上簡介會，向學界講
解詳細安排。有關各個考試的詳情、成績匯報及等級要求，請參閱附錄。

–完–

日期：2022 年 6 月 22 日

附錄
2025 年文憑試起之丙類其他語言科目詳情
相關資料
指定語言考試

考試提供機構
(官方文化機構)/
考試執行機構

頒發證書的機構
考試程度與
成績匯報方法

日語
日本語能力試驗
(JLPT)

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

法語
西班牙語
法語鑑定文憑：
對外西班牙語水平證書
(i) Diplôme d’Études de
Diplomas de Español como
Langue Française
Lengua Extranjera
(DELF)
(DELE)
(ii) Diplôme Approfondi de
Langue Française (DALF)
香港法國文化協會(AFHK)

(考試執行機構：
香港日本語教育研究會)

上海塞萬提斯學院

德語
歌德證書
Goethe-Zertifikat

韓語
韓國語能力考試
(TOPIK)

香港歌德學院

韓國國立國際教育院

(考試執行機構：
香港伍倫貢學院)

(考試執行機構：
韓國國際學校，香港)

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

法國教育部

塞萬提斯學院

歌德學院

韓國國立國際教育院

• 設 不同能 力水 平的 考
試，分為：
N1、N2、N3、N4、N5
(N1 為最高；N5 為最低)

• 參考「歐洲語言共同參
考框架」

• 參考「歐洲語言共同參
考框架」

• 參考「歐洲語言共同參
考框架」

• TOPIK I - 1 至 2 級
TOPIK II - 3 至 6 級
(第 6 級為最高；第 1 級
為最低)

N2 或以上

B2 或以上

• 設 不同 能力水 平的 考 • 設 不同能 力水 平的 考
試，分為：
試，分為：
A1、A2、B1、B2、C1、
A1、A2、B1、B2、C1、 • 按 分數 訂 定考 生取 得
C2
C2
的等級，分數低於第 1
(C2 為最高；A1 為最低)
(C2 為最高；A1 為最低)
級 (TOPIK I)/ 第 3 級
(TOPIK II)的要求，則被
• 各能力水平考試設合格的分數要求，達標者將取得相應語言能力水平的認證
評為不合格
當地大學收生之
語言能力水平要求

• 設 不同能 力水 平的 考
試，分為：
DELF - A1、A2、B1、B2
DALF - C1、C2
(C2 為最高；A1 為最低)

B2 或以上

B2 或以上
(德語授課課程)

第 3 級或以上
(非本地學生的入學要求)

A1-A2 或以上
(英語授課課程)

第 2 級或以上
(非本地學生入讀部分職
業訓練學院的入學要求)

相關資料
納入文憑試成績匯
報的語言能力水平
(學習時數)

考試卷別/分部

考試日期
成績發放日期

相關網址

日語
N3 或以上
(學習時數：180-200 小時)

法語
A2 或以上
(學習時數：120-270 小時)

西班牙語
A2 或以上
(學習時數：180-200 小時)

德語
A2 或以上
(學習時數：180-220 小時)

韓語
TOPIK II：3 級或以上
(學習時數：180-320 小時)

言語知識（文字‧語彙‧
文法）、讀解、聽解

閱讀、寫作、聆聽、口試

閱讀、寫作、聆聽、口試

閱讀、寫作、聆聽、口試

閱讀、寫作、聆聽

7 月、12 月

3/4 月、11 月

5 月、11 月

4至6月

4 月、7 月、10 月

7 月份考試：8/9 月
12 月份考試：1/3 月

3/4 月份考試：4/5 月
11 月份考試：11/12 月
(一般考試後三星期)

5 月份考試：8 月
11 月份考試：2 月
(考試後約三個月)

4至7月
(考試後 14 日，但需視乎
考生人數)

4 月份考試：5 月
7 月份考試：8 月
10 月份考試：11 月
(考試後約一個月)

www.japaneseedu.org.hk/zh/jlpt/jlpta.ht
ml

www.afhongkong.org/cn/e
xams/

www.uowchk.edu.hk/study
-at-uowchk/findprogrammes/internationallanguage-proficiencytests/diplomas-de-espaolcomo-lengua-extranjeradele/

www.goethe.de/ins/cn/cn/
sta/hon/prf.html

www.topik-hk.org/chi/
index.as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