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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兒普通話能力鑑定-PSN》
承辦機構：漢語教室、香港語文現代化研究會
查詢熱線：2513 1115
傳真：2513 1226
網址：www.psnhk.org/
電郵：info@psnhk.org
地址：香港北角電氣道 180 號百家利中心 2 樓 202 室

前言
香港語文現代化研究會是在香港政府註冊慈善機構屬下機
構。
香港語文現代化研究會以推廣普通話為己任，堅信普通話的
推廣工作從兒童做起，才能深入鞏固。在推廣普通話的同時，注
重傳授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精萃，拓展香港兒童視野，從而了解、
認識祖國。
我們專注於香港少兒領域普通話的教學、研討、交流等各項
文化傳播工作，秉持從《國家漢語拼音方案》入門的教學理念，
使香港少兒學到字正腔圓的標準普通話。
《少兒普通話能力鑑定-PSN》於 2003 年創立，由國家相關部
門主辦，香港語文現代化研究會協辦。
《少兒普通話能力鑑定-PSN》
這項工作已載入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管理司及國家語委普通話培
訓測試中心的《普通話水平測試十年》政府工作報告。
《少兒普通話能力鑑定-PSN》為香港廣大中、小學生提供具公
信力的普通話水平證明文件，滿足學生普通話科目專業認證所需。
《少兒普通話能力鑑定-PSN》的創立，協助國家專業機構開創
了香港中、小學生普通話水平研究課題，同時填補了這一學術領
域的空白。
感謝給予《少兒普通話能力鑑定-PSN》工作支持的諸位朋
友，感謝參與歷屆《少兒普通話能力鑑定-PSN》工作的京、港所
有工作人員。
香港語文現代化研究會
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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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亞梅

序言
學好普通話，太重要了！
普通話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
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是現代漢語的標準形式。普通話
通行全中國，是自白山黑水到南海諸島，從東海之濱到天山南北，
惟一能夠跨越不同方言和不同民族語言隔閡的通用語言，因而是
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共同語。
香港是祖國的一部分，香港的主要方言是粵方言。粵方言在
香港、澳門和廣東省的大部分地方可以通行。但是在這些地方以
外的人們卻聽不懂粵方言，而這些地方以外的人們的家鄉方言，
香港人也很難聽懂。在香港人和粵方言區以外的人交流的時候，
普通話就能大顯神通了。普通話是全國人民和全世界華人“情感的
紐帶，溝通的橋梁”。“學好普通話，走遍天下都不怕”，這話一點
兒都不假。
當今的世界已經進入資訊化的 21 世紀。在資訊化社會裏，人
們的社會交往非常廣泛也非常頻繁，如果只會說方言而不會說民
族共同語，就會感到很不方便。作為一個現代的中國人，既要會
說母語的某種方言，又要會說母語的標準語，這是現代社會對人
的素質的基本要求。今天的小學生、中學生都是一二十年以後的
社會棟梁，一定要具備多種語言能力（既會說方言，也會說普通
話，還會說國際上通行很廣的英語或其他外國語）。掌握了普通
話，掌握了中文拼音，就能方便地與祖國各地各民族的同胞無阻
礙地進行經濟、文化、科技、生活等各方面的交流，就能在電腦
上使用特別簡便的漢字拼音輸入法，就能閱讀祖國各地出版的書
籍和報刊，閱讀浩如煙海的祖國傳統文化典籍，就能在事業的競
爭中處於優勢地位。學習普通話的過程，就是吸收中華民族優秀
傳統文化的過程，也是增長知識、拓寬眼界、開闊胸懷、陶冶情
操的過程。
香港的中小學生都願意學好普通話，都正在努力學習普通話。
祝願本書的所有小讀者早日成為講好普通話的模範！
袁鍾瑞

2004.1.13

於北京

（筆者是國家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管理司普通話推廣處處長，國家級普通話水平測試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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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兒普通話能力鑑定-PSN》簡介
在國家語委的鼓勵下，在北京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的支持和
配合下，香港中小學生於 2003 年首次參加《少兒普通話能力鑑定
-PSN》，取得國家政府專業部門發出認可證書。
配合香港社會普通話的推廣，為滿足學生在普通話專業的認證
所需，香港語文現代化研究會在香港舉辦《少兒普通話能力鑑定
-PSN》
，使有需要的香港少兒得到國家級專業人員的評估鑑定，獲
得《少兒普通話能力鑑定-PSN》等級證書。

目前，香港語文現代化研究會已安排過千名香港少兒參加鑑
定，接受國家級普通話專業審核，使他們獲得北京政府普通話專
業部門頒發的《少兒普通話能力鑑定-PSN》等級證書。

1. 《少兒普通話能力鑑定-PSN》適用於香港等粵方言地區 6 至 16
歲中小學生。
2. 所有參加《少兒普通話能力鑑定-PSN》的少兒將獲頒發證書。
3. 《少兒普通話能力鑑定-PSN》共設七級，由低到高依次為一級、
二級、三級、四級、五級、六級、七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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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兒普通話能力鑑定-PSN》級別設定
北京市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北京語言學會、北京語文現代化研究會
委派專家，依據國家小學語文課程教學大綱，參考香港教育局 1997 年中、
小學普通話科目教學綱要，以發展的眼光，對《少兒普通話能力鑑定-PSN》
的級別劃分進行了具前瞻性設定。
一級證書：
《少兒普通話能力鑑定-PSN》一級證書，是為小學低年級掌握普通話聲調、
聲母及單韻母，初具普通話應對能力的小學一年級至二年級同學而設。
二級證書：
《少兒普通話能力鑑定-PSN》二級證書，是為已掌握漢語拼音方案，能為
漢字注音標調，較流暢運用普通話表達的小學二年級至三年級同學而設。
三級證書：
《少兒普通話能力鑑定-PSN》三級證書，是為已熟練掌握漢語拼音方案，
能較準確為漢字標注音節並有一定普通話口語能力的小學三年級至四年級
同學而設。
四級證書：
《少兒普通話能力鑑定-PSN》四級證書，是為熟練、準確掌握漢語拼音方
案及普通話詞彙，瞭解普通話語流音變現象，並能標準、流暢運用普通話
表述的小學五年級至六年級而設。
五級證書：
《少兒普通話能力鑑定-PSN》五級證書，是為準確掌握漢語拼音方案及普
通話詞彙，能標準、流暢運用普通話表述，已掌握普通話綜合表達能力的
初中一年級至二年級而設。。
六級證書：
《少兒普通話能力鑑定-PSN》六級證書，是為準確掌握漢語拼音方案及普
通話詞彙，能標準、流暢運用普通話表述，具備理據充足、情理兼備的表
達能力的初中三年級至高中一年級而設。
七級證書：
《少兒普通話能力鑑定-PSN》七級證書，是為準確掌握漢語拼音方案及普
通話詞彙，能在朗讀和自由交談時語音標準、詞語語法正確無誤，語調自
然流暢，具備中等程度語文知識的高中二年級至高中三年級而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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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兒普通話能力鑑定-PSN》內容
《少兒普通話能力鑑定-PSN》從聆聽、朗讀、會話、譯寫四方面進行評估。
1. 筆試
筆試共兩部分，測試時間為 45 分鐘。
1.

聆聽譯寫(漢語拼音聲母、韻母或詞語等多種圖文並茂題型)

2.

普粵對譯(詞語或句子)

2.

口試 (每位考生面對兩位考官，錄音口試過程)
口試共四道題，測試時間為 5 分鐘。
1.

讀單音節字詞 10 個

2.

讀雙音節詞語 10 個

3.

朗讀短文
一級鑑定考生需在 1 分鐘內，完成一篇 60 字的短文朗讀
二級鑑定考生需在 1.5 分鐘內，完成一篇 80 字的短文朗讀
三級鑑定考生需在 2 分鐘內，完成一篇 100 字的短文朗讀
四級鑑定考生需在 2.5 分鐘內，完成一篇 120 字的短文朗讀
五級鑑定考生需在 3 分鐘內，完成一篇 150 字的短文朗讀
六級鑑定考生需在 3.5 分鐘內，完成一篇 200 字的短文朗讀
七級鑑定考生需在 4 分鐘內，完成一篇 250 字的短文朗讀

4.

說話
一級鑑定考生與主考官進行 1 分鐘簡單對話；
二級鑑定考生抽選主題講話，須說足 1 分鐘；
三級鑑定考生抽選主題講話，須說足 1.5 分鐘；
四級鑑定考生抽選主題講話，須說足 2 分鐘；
五級鑑定考生抽選主題講話，須說足 2 分鐘；
六級鑑定考生抽選主題講話，須說足 2.5 分鐘；
七級鑑定考生抽選主題講話，須說足 3 分鐘；

3. 鑑定流程
筆試︰按鑑定考生級別統一劃分考場評核；
口試︰按考場考生順序區分鑑定級別，安排進行個別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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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兒普通話能力鑑定-PSN》評分準則
《少兒普通話能力鑑定-PSN》分為筆試、口試兩部分，兩部分總分 100 分。
一至四級：
1.筆試分兩部分，總分 20 分
-

聆聽譯寫(漢語拼音聲母、韻母或詞語)

佔 10 分

-

普粵對譯(詞語或句子)

佔 10 分

2.口試四題，總分 80 分
2.1. 朗讀
- 朗讀單音節字詞 10 個

佔 10 分

- 朗讀雙音節詞語 10 個

佔 20 分

- 朗讀短文

佔 20 分

2.2. 說話

佔 30 分

五至七級：
1.筆試分兩部分，總分 35 分
-

聆聽理解

佔 15 分

-

拼音知識

佔 15 分

-

普粵對譯

佔 5分

2.口試四題，總分 65 分
2.1. 朗讀
- 朗讀單音節字詞 10 個

佔 5分

- 朗讀雙音節詞語 10 個

佔 5分

- 量詞配搭 5 個

佔 5分

- 朗讀短文

佔 20 分

2.2. 說話

佔 30 分

3. 《少兒普通話能力鑑定-PSN》各級成績劃分
每級鑑定獲 60-74 分為合格；
每級鑑定獲 75-84 分為良好；
每級鑑定獲 85-100 分為優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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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少兒普通話能力鑑定-PSN》成績計分比例
聆聽佔 10%，每面紅旗代表 2 分，滿分者證書獲 5 面小紅旗。
朗讀佔 50%，每面紅旗代表 10 分，滿分者證書獲 5 面小紅旗。
會話佔 30%，每面紅旗代表 6 分，滿分者證書獲 5 面小紅旗。
譯寫佔 10%，每面紅旗代表 2 分，滿分者證書獲 5 面小紅旗。

《少兒普通話能力鑑定-PSN》應試指導
配合《少兒普通話能力鑑定-PSN》
，北京市特級語文教師、國
家級測試員、主考官范燕生老師及張亞梅會長聯合主編《少兒普
通話能力鑑定-PSN 大綱》，為應試少兒指定練習範圍，作為應試
指南。
《少兒普通話能力鑑定-PSN 大綱》配備主考官范燕生老師及
北京廣播電台教授級主播杜敏教授朗誦的 CD。

《少兒普通話能力鑑定-PSN》證書頒發機構
北京市語言學會
北京市語文現代化研究會

《少兒普通話能力鑑定-PSN》承辦機構
漢語教室
香港語文現代化研究會

《少兒普通話能力鑑定-PSN》報名代理
漢語教室
進一培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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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07/12/2012

1. 個人資料 (請用正楷填寫)
中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

男

女

英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身份證號碼：

)

出生日期﹕_______ 年____ 月_____ 日 年齡﹕_____ 歲 年級﹕_____
就讀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 住宅 )

________________ ( 手機 )

2. 考試日期
2012 年 12 月 25 日 (星期二)

2013 年 2 月 13 日 (星期三)

3. 報考級別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四級

只購買大綱

4. 《大綱》
購買 《大綱》(第 ____ 級)
-請細閱背面之注意事項。

大綱及光盤已取

（簽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

日

期﹕______________

1、考試 第一級 HKD$ 350 第二級 HKD$ 400 第三級 HKD$ 450 第四級 HKD$ 500
2、《大綱》HKD$ 150/本
1、現金
2、支票（抬頭：「北京漢語教室有限公司」或「Beijing Hanyu Academy Limited」)
3、銀行入賬【恒生銀行戶口 249-375999-668】
職員專用
報名日期﹕__________
學生編號﹕____________
負責職員﹕______
分校：_____
所收費用﹕__________ (鑑定費)
收據編號﹕____________ 支票號碼：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 (大綱費用) 收據編號﹕____________ 支票號碼：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 (培訓班)
收據編號﹕____________ 支票號碼：______________
Ref:PSN-13/1212&1302

《少兒普通話能力鑑定-PSN》
承辦機構：漢語教室、香港語文現代化研究會
查詢熱線：2513 1115
傳真：2513 1226
網址：www.psnhk.org
地址：香港北角電氣道 180 號百家利中心 2 樓 202 室

鑑定日期：2012 年 12 月 25 日 9 a.m. – 12 p.m. / 2013 年 2 月 13 日 9 a.m. – 12 p.m.
鑑定地點：漢語教室 炮台山分校(電氣道 180 號百家利中心 2 樓 202 室)
本屆考試不設集體培訓班，如有需要可以單對單或自行組班形式上課
詳情請致電 2513 1115 查詢

1、以上資料只供報考《少兒普通話能力鑑定-PSN》之用。
2、名額有限，額滿即止。
3、報考時必須連同報名表及所需費用一起繳交，所有費用一旦繳交恕不退還。
4、准考證將於考試前一個月內通知考生前往領取 / 以郵寄方式發出。
5、考生須小心核對准考證上的個人資料，並按指定時間到考場應考。
請注意：遲到考生一律不准進入考場
6、筆試及口試當日須帶備：
1)身份證明文件（學生證、身份證或有效護照均可）
2)准考證
3)簡單文具，包括鉛筆、尺子及橡皮
7、漢語教室將會於考試後三至八個星期內致電通知考生考試成績及領取證書。
8、若有查詢，請聯絡承辦機構漢語教室（查詢熱線：2513 1115）。

1、親臨 承辦機構 漢語教室
2、網上報名：www.psnhk.org
3、電郵至 info@psnhk.org
4、傳真至 2513 1226

親臨漢語教室：
-現金
-支票
-銀行入帳

入帳銀行：恒生銀行

網上報名、電郵、傳真：
-銀行入帳

戶口號碼：249-375999-668
帳戶名稱：Beijing Hanyu Academy Limited
（北京漢語教室有限公司）

承辦機構
炮台山分校

炮台山電氣道 180 號百家利中心 2 樓 202 室

Tel: 2513 1115
炮台山 4 A 出口

辦公時間：星期三至日 上午 9：30 下午 6：30
Ref:PSN-13/1212&1302

《少兒普通話能力鑑定-PSN》
承辦機構：漢語教室、香港語文現代化研究會
查詢熱線：2513 1115
傳真：2513 1226
網址：www.psnhk.org
地址：香港北角電氣道 180 號百家利中心 2 樓 202 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