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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香港普通話科教師語文能力評核的準則  

 
 

田 小 琳  
 

 
2000年 4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公布了《普通話科教師語文

基準測試‧測試綱要》，並附有《試題樣本及基準說明》。2000 年
11月修改以上名稱，改為《教師語文能力等級說明及評核綱要（普
通話） 》。實際上評估的內容和原測試綱要相同，並無更改。內
文均將「基準要求」改為「基本要求」，將「基準以上」改為「基
本要求以上」，將「基準以下」改為「基本要求以下」。教師除了
可直接在香港考試局報考應試外，政府又批準了 14家香港和內地
的大學或機構，開設教師語文能力培訓課程。教師修畢課程後考
試，考試要求也要符合《教師語文能力等級說明及評核綱要（普
通話）》。這樣做的好處是可供教師選擇，或直接報考，或參加培
訓。為教師開辦培訓班有長遠的意義，把注意力放在全面提高教
師的水平上，這樣，測試就促進了培訓。 

 
（一） 

 
為什麼要對香港中、小學的普通話科教師的語文能力進行評

估呢？我想這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社會的要求，自 1984年中英兩國政府簽訂了「聯合聲

明」起，香港社會對普通話作為一種流通語言的要求，就日益迫
切。如果大家翻看一下教育統籌委員會於 1995年 12月公布的諮
詢文件《第六號報告書》，裏面已經建議，訂定教師應具備的基本
語文能力，訂定「基準資格」。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後，政府更是
明確提出推行「兩文三語」的語言政策。社會各界都向教育部門
提出對學生進行普通話教育的迫切要求。特別在中國加入 WTO以
後，香港各行各業的年青人，很多要進入中國各地，或投資，或
工作，或與內地人打交道，從某種意義上說，普通話是他們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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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證」，是他們能順利工作的先決條件。他們應該通過香港的學校
教育就具備了這種語言能力，而不是離開學校後才開始學普通
話。我在十幾年前就呼籲過，學校要重視普通話教育，普通話課
應該設在學校裏，而不是設在公司裏。 

 
再次，是教育部門本身，為適應社會的要求，提高了普通話

教學的地位。1998 年起，教育署規定在中、小學，普通話科是核
心課程；公布了中小學的《普通話科課程綱要》，使教學有所依據；
經教育署審查，批準了坊間出版社編寫的十幾套中、小學普通話
教材；提供資源，培訓了不少普通話科教師；2000 年起，普通話
也成為中學會考的獨立科目之一。應該說，政府有關部門為全面
提高中小學生的普通話水平制訂政策、採取措施，不誤時機地做
了很多努力。 

 
在政府有關部門推行上述政策時，師資水平問題無疑上昇為

一個重要的要正視的問題。現職的約四千多位中、小學普通話科
教師是否都勝任教學，過去是沒有任何由政府部門規定的嚴格考
核的。這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因而需要大家一起客觀的冷靜
的對待。從政府的角度考慮，它要為社會負責，保證教育質素，
所以才堅持教師要通過語文能力評估。從學生和家長的角度考
慮，當然是希望老師的普通話說得準，如同歡迎外籍老師教英語
一樣。從老師的角度考慮，肯擔任普通話科教師，很多是支持學
校教學工作，「見義勇為」，誰承想剛教了幾年，就要進考場，心
裏便老大的不痛快，而且，很多普通話科教師這些年也在不斷進
修，提高水平。這之間的矛盾，需要協調解決。 
 
目前政府推出的語文能力培訓課程，不失為一個好安排。教

師覺得自己需要提高的便去上課，覺得自己可以去應考的便去應
考，都有五年的時間迴旋。在政府《二零零一年施政報告》的相
關文件之——教育統籌局施政方針《優質教育》裏，在「工作進度」
第 5 項「培育本港學生及工作人口兩文三語的能力」中，再次明
確指出： 

 
我們已為英文科教師和普通話科教師釐定基本語文能力

要求，並與培訓機構合作，提供 9個英語訓練課程和 13個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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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話訓練課程，使在職教師能夠達到或超越基本語文能力要
求。由二零零一年開始，我們會為準教師及在職教師舉辦教
師語文能力評核，首次評核已於二零零一年三月舉行。 
 

上述文件並列明工作進度： 
 

我們的目標，是所有在職英文科及普通話科教師，必須
在二零零五年至零六學年完結前，證明其語文能力已達到要
求。 

 
我想，政策已經明確，不會再有什麼改動，普通話科教師會

向著達到基本要求和超越基本要求的方向努力。 
 

（二） 
 

對普通話教師進行評核的準則是什麼呢？要考慮哪些問題，
使得這項評核能夠具備規範化、科學化、制度化的性質呢？ 

 
在《教師語文能力等級說明及評核綱要（普通話）》的「簡介」

的「宗旨」中也說：「設立教師語文（普通話）能力等級，旨在提
供一個客觀的機制，以衡量中、小學普通話科教師的語文能力。」
這個「客觀的機制」就是評核科學化的問題。 
 

下面從四個方面來探討。 
 
一、 評核的內容 

 
對香港中、小學普通話教師的語文能力評核的測試，在

測試中，是一種標準參照式的測試，或叫作目標參照式測試。
就是訂定一個標準，訂定一個目標，看應試者是否在一定的
領域內達到一定的標準和要求。以普通話語文能力評核來
說，教師達到這個評核預定的標準，就達到任教普通話的合
格水平。評核本身不理會應試者互相的差異，不是常模式測
試。 
 
現行評核包括四項：聆聽與認辨，拼音，口語能力，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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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語言應用。這和中小學《普通話科課程綱要》所要求的聽、
說、讀、寫四個方面是一致的。1997 年香港課程發展議會編
訂公布了《普通話科小學課程綱要（小一至小六）》和《普通
話科中學課程綱要（中一至中五）》，兩個綱要制訂的「本科
學習總目標」是完全一樣的，即「以培養學生聽、說普通話
的能力為主，培養朗讀能力、譯寫能力及增進與本科有關的
語言文化知識為輔。」由此可以看到，普通話科主要是培養
學生能說、能聽普通話的能力。「讀」則指的是用普通話朗讀，
還是一種口語能力；「寫」指的是用拼音和漢字互相譯寫，主
要是認寫拼音的能力。不是指讀寫中文的能力，那是在中國
語文課上培養的。普通話科要求學生具備的能力，老師要先
行具備，而且要達到公認的基本要求，這是大家都會同意的
道理。將現行的評核內容與教學目標、教學內容對照來看，
評估的內容可以說是十分全面的。下面對卷一至卷四的內容
作些具體分析。 
 
卷一、聆聽和認辨，這其實是兩個不同的範疇。聆聽部

分是測試參加評核者的聽辨詞語的能力、聆聽理解的能力，
成績佔全卷總分的 75%，應考時間約 30分鐘；認辨部分，是
考查參加評核者的同音字判斷、語法判斷的能力，成績佔全
卷總分的 25%，應考時間約 15分鐘。因為這兩部分都是筆試，
所以放在一起。 

 
卷一聆聽理解部分有較多的題目，可能要讀七八段話，

答案形式以選擇和填充為主。這類題型反映出，聆聽的能力
不單止記憶而已，還要求聽後的分析、判斷、推理、綜合概
括的能力。在考試時，每段話的錄音以正常語速只播一遍，
即要求你做出選擇。參加評核者要事先熟悉這類題型。 
 
卷二、拼音，考核漢語拼音的拼寫和譯寫能力。內容包

括三部分，一是有關普通話音節表的內容，要求按字的音韻
結構在音節表上填上適當的漢字和音節。題目雖然不多，但
能看出應試者是否熟悉漢語拼音的聲母韻母相拼的規律，有
一定難度。二是根據漢字寫出拼音，還要求標出「一」、「不」
在語流中的實際聲調。題目包括寫詞語、句子和短文的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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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能有輕聲詞、兒化詞、多音多義詞，還可能考隔音符號
的標寫、專有名詞的大寫等。但對「漢語拼音正詞法」按詞
連寫的規律，似乎不作嚴格要求。三是根據漢語拼音寫出漢
字，考核認讀拼音的能力。有短文，也有詞語，如果漢字寫
了錯別字一律扣分。寫規範的繁體字、規範的簡化字都可以，
寫簡化字不扣分，但不能自己隨意簡化。 
 
卷二是關於拼音能力的測試，並不涉及《漢語拼音方案》

的有關理論或有關知識，比如，《漢語拼音方案》制訂的經過，
為什麼它是迄今為止的最佳方案，聲母的發音方法、發音部
位，韻母的四呼類別，音變規律等等。這一類理論和知識，
在香港中學會考普通話科時反而會要求。這反映了考試的目
的不同。 
 
卷三、口語能力，這部分至關重要，考核朗讀、拼讀與

說話的能力，也是目前在職教師要著力提高的部分。評核時
採用面試的方式，約 10分鐘，多半是兩位考官給分。內容包
括三部分，一是朗讀，約 5分鐘，朗讀詞語、對話（或短文），
成績佔全卷 55%。二是拼讀拼寫的部分，約 2分鐘，佔全卷
總分 5%。三是短講或會話，約 3分鐘，佔全卷總分 40%。這
幾部分內容，特別是短講和會話，足以核定應試者的口語能
力。 
 
卷三朗讀詞語部分，要特別注意，它包括 50個單字和 25

個詞語，從評核樣本分析來看，這 100 個音節涵蓋了北京音
系的全部聲母、韻母、聲調，全面考核了應試者的發音。培
訓教師時發現，能把 50個單字讀準的不多，因為有些單字不
是單音節詞，沒有詞語和句子的語境，而且有些是普通話的
口語詞，應試者不熟悉，比如樣本試卷中的「趴」、「歪」、「睏」、
「摘」等。 
 
普通話教學主要是說和聽，教師的口音好，課室裏就有

一個好語境，學生就有好的摹仿對象。此外，順便提一下，
卷三是面試，考官要在短時間裏給出分數，因而選定的考官
要具備應有的水準。國家語委培訓國家級測試員的辦法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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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審定考官資格有助提高考試的公信力。 
 
卷四、課堂語言運用，這一卷被專家們認為是最直接的

語言能力的測試。和其他普通話測試不同的是，這一評核是
為普通話教師所設的，所以要看教師在課堂上的語言能力的
表現。但又要注意區別的是，卷四不是考教學法，仍著重在
運用普通話的能力上。如果是考教學法，就脫離了評核的大
目標。 
 
據了解，卷四是採用由觀課員到被評核者任教學校觀課

的方式，時間為兩教節，由兩位觀課員各觀課一節。評估的
範疇包括四個方面：語音，語言表達，教學用語，聽、讀、
寫能力。每個方面再列細項，語音分發音、字音兩項；語言
表達分詞句、組織、語氣、體態語四項；教學用語分導入語、
講授語、過渡語、提問語、指示語、結語、交流用語七項；
聽、讀、寫能力分聆聽及糾正能力、朗讀能力、書寫能力三
項。綜上所述，課堂語言運用真是考了教師在課堂上的聽、
說、讀、寫四種能力的運用，而且上述四個方面都達到基本
要求才算通過，有一項未達基本要求也不行。過了這一關就
是真本事。 

 
二、 評核的等級設置 

 
在《評核綱要》的「語文能力等級描述」中，將評估範

疇首先分為三等：「基本要求」，「基本要求以上」，「基本要求
以下」。強調的是「基本要求」。下面又再將「基本要求」列
為第 3等，「基本要求以上」分為第 4等、第 5等，也就是良
和優。「基本要求以下」是不及格，再分為第 2等、第 1等，
第 2等則接近「基本要求」，第 1等則離「基本要求」較遠。 
 
我認為劃為 5 個級別，是為了將等級描繪得再細緻些，

反應了學習者從入門水準，到越來越熟練，以至達到最高等
級的不斷發展的過程。正如劉英林先生所說的：「制定普通話
等級標準，其理論依據來自普通話連續體及普通話連續體可
呈現出階段性和等級性的理論假設。」（見李學銘主編《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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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的理論和實踐》第 449 頁）設定了等級，便可用測試的
辦法確定應試者的等級。達到「基本要求」的老師，是合格
了，但還未達到良好和優秀，還有奮鬥的目標，如前所述，
要超越基本要求。這樣分等級，就便於教師培訓工作的進行。 
 
在卷一、卷二、卷三中，得分（百分比）與等級的關係

可以用數字來表示： 
 

五等（優）  得分 90% – 100%  
四等（良）  得分 80% – 少於 90% 
三等（達到基本要求）  得分 70% – 少於 80% 
二等（未達基本要求）  得分 50% – 少於 70% 
一等（離基本要求較遠）  得分 0 – 少於 50%  
                       
如果設想，等級設置只分為兩級：達到基本要求，未達

到基本要求，那麼，級別的線條就太粗了一些，對於學習者
在學習的不同階段達到的等級水平反映的不夠細緻。 
 

三、 評核測試的範圍 
 
評核測試的範圍應該說是相當廣泛的，因為這是考核教

師的運用普通話的語言能力。普通話作為國家的規範語言，
作為流通中國的語言交際工具，那於社會的交際中是無時無
處不在的，很難限定一個狹小的範圍。比方說，考教師，如
果限定只考和教育有關的詞語和話題，和教育無關的，就不
能出現在試卷裏，那如何讓教師適應中、小學普通話教材中
的豐富內容呢？衣、食、住、行，這些最基本的話題，也似
乎和教育無關，但不會說怎麼行呢？當然，生僻的字詞、文
言的說法，就不在考核之列。 
 
在試卷一「聆聽與認辨」的「測試範圍」中說明：「測試

內容選自日常生活的話題，亦可以自選，或選自現成讀物，
其文字由常用字和常用詞語構成，以考查應試者的聽辨詞語
的能力、聆聽理解的能力和認辨同音字：詞語、語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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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卷二「拼音」和試卷三「口語能力」的測試範圍，詞
語選自 3000 多個常用字，《評核綱要》中注明，可參考國家
語委漢字處編的《現代漢語常用字表》（語文出版社，1988），
及何國祥編《中、台、港常用漢字的比較與普通話常用字拼
音表》（收字 3154個，香港教育署語文教育學院，1990）。用
3000 多個常用字作為構詞語素互相組合，常用詞就在上萬個
了。這部分給老師一個範圍較好。因為漢字的數量很多，按
1981 年北京技術標準出版社出版的國家標準《信息交換用漢
字編碼字符集基本集（GB 2312 – 80）》，列第一級字，即常用
字 3755個，列第二級字，即次常用字 3008個，合共 6763個
字，按此要求教師，數量就多了一些。有的字典、詞典收字
動輒上萬。就是能讀準 3000個字的音，以及由它們組成的雙
音節詞、三音節詞和四音節詞，也是談何容易的事，何況漢
字中又有不少多音多義字。因此，雖然給了個範圍，範圍也
是夠大的。這部分是教師們的難點，是薄弱環節，但又是說
好普通話的基本功，是硬功夫。 
 
試卷四「課堂語言運用」，雖然只是聽兩教節課，但考核

的範圍也是難以限定的。觀課員會在觀課至少五天前通知老
師和學校，老師碰到該教什麼課就是什麼課。當然，老師可
以做足功夫，將他最拿手的表現出來，他不會的，可盡量藏
拙。從這方面看，考卷四，教師有相當大的主動性，也是卷
一至卷三體現不出來的。但課堂是活的，學生回答問題會出
錯你要糾正，學生可能提出問題你要回答，老師無法完全預
料只說什麼，不說什麼。即使他有充分的準備，他的語言面
貌、語言能力還是會在兩教節中得到充分表現。比如在發音
方面，如果他的翹舌音發不好，帶翹舌音聲母的字就都發不
準了，那就犯了一個有系統性的毛病。這樣的成類的毛病最
多允許兩類，有三類就達不到基本要求了。成系統的毛病， 

 



論香港普通話科教師語文能力評核的準則 

 189 

考試範圍的廣泛，使得這評核具有相當的公信力。如果
限定在一定範圍，應試者雖然容易準備，但不容易考出應試
者實際的語言能力。 

 
四、 評核等級的程度 

 
對於四個試卷中各等級要求的描寫，《評核綱要》既不脫

離教學的要求，又適應香港中小學普通話科教師的現狀。以
最近香港考試局所公布的 2001年第一次教師語文能力評核的
成績來看，就能證明這一點。考生取得了相當好的成績。根
據報紙上所披露的來看，卷一「聆聽與認辨」達到基本要求
的佔 92.73%，卷二「拼音」佔 85.52%，卷三「口語能力」佔
71.21%，卷四「課堂語言運用」佔 90.91%。（參加卷三和卷四
考試的人可能不盡相同，能考卷四的應多為在職教師，且是
自願報名，所以百分比並不一定接近。）教師可從這次考核
成績得到鼓舞，加強自信。 
 
按照內地教育部門公布的要求，以國家級普通話水平測

試三級六等來說，要求一般教師不低於二級乙等（80分），語
文教師和對外漢語教學教師不低於二級甲等（ 87分），普通話
教師和語音教師不低於一級乙等（92 分）。（當然，這個要求
我想也是要經過一個時期的努力才能做到的，因為中國方言
繁多。）香港政府有關部門顯然沒有按照這個標準來要求香
港的教師。目前的基本要求描寫，充分照顧了香港教師的現
狀，即要求教師具備教學的基本能力。到 5年 10年以後，基
本要求可能會比現在高也說不定。香港社會普通話水平日漸
提高，對普通話科教師的要求就水漲船高了嘛！ 
 
下面我們舉例看看對達到「基本要求」（三等，得分 70%

至少於 80%）這個級別的描寫。以試卷三「口語能力」來說，
第一，朗讀部分，朗讀字詞（100 個音節）「失誤率不超過
25%」；對話或短文(約 200 個字)，要求「發音基本正確，但
略受方言干擾。語調比較流利，停頓尚算恰當。字音失誤在
16 – 25個之間。」讀短文還要求「尚能有效表達文意」；第二，
拼讀部分，要求「基本上能準確地讀出用漢語拼音寫成的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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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或段落。尚能較熟練地拼讀或直呼音節。漢字錯音在 4 – 6
個之間。」第三，說話部分，短講或會話，都要求「發音基
本正確，語音、語調略受母語干擾，並帶少許方言口音。�
述時尚算有條理，聽起來讓人明白。表達還流暢。語法詞彙
基本正確，偶然出現使用不當的情況。字音失誤在 16 – 30個
之間。」會話還要求「在一般交際及工作範圍能與人靈活談
話，應對尚屬自然。」 
 
依這些內容來看，有定性也有定量，在表述上還用了「基

本」、「比較」「尚算」、「尚能」、「尚屬」等字眼，並允許帶少
許方言口音，或略受方言干擾，各部分所許可的字音失誤數
量不算少。因此可以看出對於「基本要求」的等級描述，充
分照顧了香港本地的實際情況，沒有好高騖遠，沒有把「發
音正確」定為基本要求。這也是合理的，因為它是用於香港
本地的一個測試，並不用於香港之外。制定者充分考慮到大
多數中小學教師，在目前情況下，實際上能達到的水平。 
 

（三） 
 
最後，談談香港普通話科教師語文能力評估測試與其他普通

話水平測試的關係。 
 
目前在香港有公信力的普通話水平測試，有香港考試局的兩

項普通話水平測試，包括「普通話水平測試」和「普通話高級水
平測試」，「普通話水平測試」自 1988 年開始，「普通話高級水平
測試」自 1990年開始，每年各一次，有 10年以上的歷史，積累
了豐富經驗，鍛鍊了一批考官；還有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設
定的「普通話水平測試」，自 1994年在內地開始舉辦，1996年和
香港大學合作，在本港最早推出。目前，分為三級六等的「普通
話水平測試」已列入 2001年 1月 1日起中國施行的《中華人民共
和國通用語言文字法》。此法第十九條規定：「以普通話作為工作
語言的播音員、節目主持人和影視話劇演員、教師、國家機關工
作人員的普通話水平，應當分別達到國家規定的等級標準；對尚
未達到國家規定的普通話等級標準的，分別情況進行培訓。」第
二十四條規定：「國務院語言文字工作部門頒布普通話水平測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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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標準。」 
 
經過比較後，有關部門設定了豁免機制。凡通過香港考試局

「普通話高級水平測試」獲得及格者，可豁免「教師語文能力評
核」的試卷一、二、三；凡在國家語委的「普通話水平測試」中
獲二級乙等（80 分）者，可豁免「教師語文能力評核」的試卷三
「口語能力」。這種做法，節省人力、財力，使已通過上述考試的
老師減輕了負擔，也方便日後老師選擇。 

 
據我所知，在確定這種豁免機制時，有關部門均請專家組將

語文能力評核各試卷和其他水平測試的試卷作過比較，將預測的
錄音帶和其他水平測試的錄音帶作過比較。國家語委「普通話水
平測試」二級乙等是 80分，達到二級乙等以上的口語水平，比「教
師語文能力評核」口試合格的水平（得分 70% – 少於 80%）要高
一些。香港考試局「普通話高級水平測試」涵蓋了口試、譯寫（筆
試）、聆聽幾個部分，試卷和錄音帶經比較，凡合格者也比「教師
語文能力評核」合格者（預測）的水平要高一些。香港考試局的
「普通話高級水平測試」，扣準了「高級」二字，題目是有相當難
度的，就是北京人也未必項項考到好成績。而考試局所設的「普
通話水平測試」，相當於初級試，經比較，不宜和教師的普通話語

  
 
在香港對於普通話科教師進行這麼全面的評核，設置一個專

門的評核機制，相信在中國內地和台灣都沒有，這是保證香港普
通話科教育素質的一個措施。意義還不僅於此，目前中小學在職
教普通話科的教師，很多是中國語文科的教師，小學教師更兼教
多科，那麼，這個評核，對於日後用普通話教中國語文科、以至
其他科，應該有積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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