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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文能力測驗介紹
測驗緣起
華語文能力測驗從 2001 年 8 月開始籌劃，由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
心、華語文教學研究所與心理教育測驗中心三個研究團隊共同研發。2003 年 12
月華語文能力測驗正式對外開辦考試，至今應試者已達千餘人，遍布全球二十多
個國家。
2005 年 11 月，台灣教育部責成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專案成立「華語測驗中
心」
，承接華語文能力測驗之研發與推廣工作。2007 年 1 月起，華語測驗中心正
式更名為「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
，積極促使「華語文能力測驗」轉型
為國家級測驗，為全球廣大華語學習者提供一套具公信力的國際級語言測驗。

適用對象
華語文能力測驗是一種外語／第二語言能力測驗，專為母語非華語之人士研
發。適用對象相當廣泛，不管是想要瞭解自己華語程度，或是想要在使用華語的
國家求學、工作或進行貿易之人士，均可報名參加。
華語文能力測驗目前分為「初等」
、
「中等」
、
「高等」三等試卷，考生可以依
據自己的學習背景選擇適合自己程度的卷別來報考。

表一 華語文能力測驗各等級適用對象
測驗等級

適用對象

初等測驗 適合在台灣學習 360-480 小時以上或具備 1500 個詞彙量之外籍人士。
中等測驗 適合在台灣學習 480-960 小時以上或具備 5000 個詞彙量之外籍人士。
高等測驗 適合在台灣學習 960 小時以上或具備 8000 個詞彙量之外籍人士。

依上表：
依上表：海外學習者
海外學習者之學習時數需要加倍計算
例如：報考初等所需的學習
學習者之學習時數需要加倍計算。
之學習時數需要加倍計算。例如：
個小時，
相當於在海外學習
個小時。
時數在台灣為 360-480 個小時
，相當於
在海外學習 720-960 個小時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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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用途
通過華語文能力測驗等級標準者將取得證書，此證書可作為：
－「台灣獎學金」申請之參考標準
－「海外聯招會」中文科目採計之參考標準
－台灣大專院校招收外籍學生之華語能力參考標準
－求職所需的華語能力證明

測驗內容選材
華語文能力測驗的考試題目是針對各種日常生活情境設計，題材真實且多
元化，內容涵蓋各種來源，例如：廣告、廣播、公告、信件、便條、天氣預報等
不同體裁。所選短文也均衡涵蓋文學、科學、藝術、天文、歷史等不同領域主題。

測驗形式、題數及時間
本測驗的內容可分成三個部份：聽力測驗、詞彙語法測驗及閱讀測驗，考試
時間約為 110 分鐘，三等各有 120 題，皆為單選題。詳細的說明請見下表：
表二 華語文能力測驗形式、題數及時間
項目
類別
初等 120 題

中等 120 題

高等 120 題

聽力
50 題
約 40 分鐘
單句 20 題
對話 20 題
段落 10 題
單句 15 題
對話 20 題
段落 15 題
單句 15 題
對話 20 題
段落 15 題

詞彙語法
閱讀
30-40 題
30-40 題
共 70 分鐘

測驗時間

詞彙 20 題
語法 20 題

單句 10 題
約 110 分鐘
材料形式 20 題

詞彙 10 題
語法 20 題

單句 10 題
材料形式 10 題 約 110 分鐘
短文 20 題

詞彙 20 題
語法 10 題

單句 10 題
短文 30 題

約 110 分鐘

第一單元、
）
第一單元、聽力測驗（
聽力測驗（Listening Comprehension）
聽力測驗是測驗考生對口說華語的整體理解能力。這部分包括 50 題選擇
題，分為單句聽力、對話聽力與段落聽力三部分，每題只唸一次；考試時間大約
為 40 分鐘。考生將會聽到各種以中文錄製的陳述、問題、對話及話題，然後根
據所聽到的內容回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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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單元、
）
第二單元、詞彙語法（
詞彙語法（Vocabulary & Grammar）
詞彙語法主要在測試考生掌握華語詞彙與語法的能力。這部分包括 30～40
題的選擇題，分為詞彙和語法兩部分。
第三單元、
）
第三單元、閱讀測驗（
閱讀測驗（Reading Comprehension）
閱讀測驗主要在測試考生閱讀華語材料及短文的能力。這部分包括 30～40
題的選擇題，共分單句閱讀、真實材料閱讀及短文閱讀三部分：初等項目有單句
及材料閱讀；中等包括單句、材料及短文閱讀；高等則包括單句及短文閱讀。考
生閱讀單句、各式材料及多種題材的文章，回答相關問題。

成績與證書
本測驗三等各有 120 題選擇題，每題 1 分，答錯不倒扣。成績單將依照測
驗項目列出考生各分項成績、總成績以及證書等級，考生可藉以瞭解自我的分項
能力並作為日後個人加強語言能力的參考。通過等級標準者將授予證書，發證單
位為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
表三 華語文能力測驗證書等級分數範圍
測驗類別
初等
中等

高等

分數等級

等級分數範圍
聽力

詞彙語法

閱讀

總分

1

38-42

31-34

23-25

92-103

2

43-50

35-40

26-30

104-120

3

37-41

23-25

30-33

90-101

4

42-50

26-30

34-40

102-120

5

32-36

20-22

27-29

81-89

6

37-41

23-25

30-33

90-101

7

42-50

26-30

34-40

102-120

取得證書的條件說明如下：
1. 達該級總分，且三個單項分數中有兩個達到標準，可得到該級證書。
2. 達該級總分，但僅有一個單項分數達該級標準，則授與該等次一級證
書。例如，達 6 級總分，但只有一個單項分數達 6 級標準，則授與 5 級
證書。
3. 未達該等最低總分（即初等 1 級、中等 3 級、高等 5 級總分標準）
，不
降等授與證書。例如，參加中等考試，但未達第三級總分標準，不降等
授與初等 2 級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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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能力說明
取得華語文能力測驗各等級證書，所代表之語言能力如下表：
表四 華語文能力測驗各等級語言能力說明
初等：
初等：著重在日常生活的一般性簡易溝通能力
等級
1
2

聽

力

閱

讀

能聽懂教師的簡單指示和日常生活的 對常用語詞的語意理解沒有問題。
一般性對話。
在上下文語境充分的情況下，能抓住一 能從日常生活中的簡單材料，如便條、
般話題的段落重點並記住。例如：廣 廣告等抓住重點，理解內容。
播、電話留言。
中等：
中等：著重在語言段落的理解分析能力

等級

3

4

聽

力

閱

讀

能聽懂一般社交及工作場合用語；能逐 藉由工具書的輔助，能看懂較長句子，
漸辨別藉由語氣變化所表達出的不同 甚至段落，及簡易的短文，慢慢會由上
意思。
下文已知的詞彙來猜測未學過單字詞的
意義，並抓住文章的大意；唯閱讀速度
仍慢。
在日常生活情境中，能抓住對話式的話 能看懂一般性主題，篇幅較長的文章及
題討論中心要點；能將所聽到的內容簡 工作所需的文件；會藉由上下文的脈絡
單分析；對語氣和聲調變化的辨異能力 和連貫性來理解篇章段落的意義。
增強。
高等：
高等：著重在語言使用的廣度與精熟度

等級
5

6

7

聽

力

閱

能聽懂文白夾雜的一般或個人專業領
域的交談、討論、演講等，並做分析歸
納。
能聽懂有議題性的討論和演講，理解上
對情境的依賴逐漸減少。

讀

能看懂當地報紙；可以掌握文白夾雜的
文章；對工具書的依賴程度降低。

雖然不能完全掌握一些用語和用法的些
微差異，但能以正常速度看懂一般或專
門領域的文章。
能聽懂各類主題及體裁的內容，理解程 能完全掌握用語或用法的些微差異，並
度與受過高等教育的母語人士相當。 能閱讀各類不同主題、體裁的文章，如：
報章雜誌、現代文學作品（散文、小說）
、
專業期刊等；閱讀速度和理解程度與受
過高等教育之母語人士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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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對應參考
本測驗預試時曾與其他國際上漢語水平測驗結果做過對照研究，在此僅提供
本測驗與中國的漢語水平考試（HSK）對照做為應試者的參考，如下圖：

圖一 華語文能力測驗與漢語水平考試等級分數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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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服務
成績單與證書寄發
測驗結束後 20 日內，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將寄發成績單；通過等
級標準者，將一併收到成績單及證書。測驗成績及證書有效期限為 2 年。

成績複查申請
考生可以在成績寄發後一個月內，向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申請成
績複查，請直接上本會網站（http://www.sc-top.org.tw），點選「考生服務」的
「各類申請」
，填寫申請表單。
申請成績複查費用為新台幣 150 元。

成績單加發申請
測驗日起兩年內接受申請，若已超過成績有效期兩年的期限，請恕無法補
發。您可自行決定補發成績單的份數，請直接上本會網站
（http://www.sc-top.org.tw）
，點選「考生服務」的「各類申請」
，填寫申請表單。
成績單加發每份新台幣 150 元整。

證書補發
測驗日起兩年內接受申請，若已超過成績有效期兩年的期限，恕本會無法
補 發 。 補 發 以 一 次 為 限 。 申 請 方 式 請 直 接 上 本 會 網 站
（http://www.sc-top.org.tw）
，點選「考生服務」的「各類申請」
，填寫申請表單。
證書補發費用為新台幣 350 元整。

聯繫方式
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
地址：106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62 號（國語教學中心轉）
電話：886-2-3343-3900
傳真：886-2-3343-2413
電子信箱：service@sc-top.org.tw
網址：http://www.sc-top.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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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應考準備
考生應考準備
平時準備
事先熟悉測驗的各項資訊
在考試之前，你可以先熟悉本測驗的相關事宜，包括測驗目的與對象、測驗
的步驟、測驗的形式內容、試場規則及注意事項等。若是您能事先充分了解整個
測驗的流程，考試當天應答比較不容易慌張。

訂定學習目標
平日不斷地加強練習，一定可以增進您的語言能力，所以針對自己的語言能
力程度，訂定學習目標將能提高通過此測驗的機會。您可以多閱讀報紙、雜誌、
書籍，並練習閱讀或書寫簡短的書信、便條、卡片等。以下僅列舉在台灣主要使
用的華語教材做為您的學習參考書。如：實用視聽華語 I、II、III，遠東生活華語
I、II、III，中國民間故事、國語日報、廣播劇、新聞選讀、思想與社會、高級華
文讀本等。

模擬試題練習
模擬試題練習
我們的網站上設有線上模擬試題，您可以在平時或考試前練習；或者您也可
以購買紙本模擬試題（附聽力測驗 CD）
，並試著自己計時，在有時間限制的環
境下模擬考試，以熟悉應答的速度；透過模擬試題的練習也可以熟悉題型和作答
方式，正式考試的時候就會更加得心應手。
線上模擬試題：
請上本會網站（http://www.sc-top.org.tw）
，點選「線上模
擬試題」
。
紙本模擬試題：
紙本模擬試題（附聽力 CD）
；每冊工本費新台幣 100 元
整。若需郵寄，郵費另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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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考技巧
聽力測驗
放鬆心情，但集中精神仔細聆聽考題。
聽力題每一題只唸一遍，選項唸完後停三秒給你塗答案的時間，所以建
議聽選項的同時，也看題本上的選項內容，如此，可以加快作答時間。
每一題作答後，不要回頭去思考答案的對錯；也不要在同一題猶豫太
久，否則聽不到下一題而不能作答時，得不償失。
測驗中可就關鍵字作答。聽的時候，當然能聽得懂每個字、每個句子是
最理想的，但前後文、說話者的語調和語氣也很重要，試著抓住關鍵字，
從上下文、語境和語氣去揣摩說話者的意思，去了解「說話的人到底在
談些什麼」
。
除了詞彙和單句的意義之外，也要注意句子和句子之間的關係，注意一
些連接詞，可以幫助您瞭解句子之間的關係。同時要注意，有些句子之
間的關係不盡然是靠連接詞來表達的，需要瞭解兩個句子的意義之後，
推敲、分析出前後句子的關聯性。
中高級的聽力測驗，會加入一些成語或熟語的使用，所以在準備時，擴
充詞彙量也是很重要的工作。

詞彙語法測驗
作答時可以試著將四個選項分別放入句子中，看看形式上是否合語法，
句子的意思是否合理、通順，以選出最合適的答案。
在詞彙測驗中，主要是測驗你對詞彙的掌握能力，你必須仔細地分辨哪
個選項最能配合題目的語境使用，才能選出最適合的答案。
在語法測驗中，你必須掌握整句話大概的意思，即使裡面有一、兩個難
懂的詞彙是你沒學過的，也能找到合適的答案。
平時應擴充自己的詞彙量，碰到新的詞彙時，不只要記住它的意思，還
要將它放在例句中，了解它的用法。另外，也可以順便記一些跟它意思
相近或相反的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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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測驗
閱讀文章時，您可以先快速地瀏覽文章，抓住一些關鍵字，瞭解大概的
主題，然後快速瀏覽題目和答案，再回到文章仔細找答案。這樣可以節
省閱讀和作答的時間。儘量抓住文章的主題和大意。
如果遇到看不懂的文章或題目，刪去不可能的選項，先就可能答案作
答，最後做完所有問題再回過頭來仔細閱讀。
注意文章的段落，掌握段落前後承先啟後的相關訊息，這對瞭解文章整
體的結構很有幫助，可以快速找到理想答案。
對多數中文學習者而言，閱讀中文最大的困難在於識字。平常除了多擴
充詞彙量以外，如果遇到不認識的生詞，不要馬上查字典，試著從偏旁、
字形以及上下文猜測詞的意思，然後再查辭典確認。這樣，一來可以訓
練從字形和上下文揣摩詞義的能力，二來對詞彙的記憶會更加深刻。
題目很多，時間有限，請注意分配作答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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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卡劃記方式範例
紙筆考試（Paper-based Test）時，請參考下面的答案卡劃記方式。另外，
劃答案卡時要小心，以免劃錯題號或選項。正確劃記答案卡方式如下：
所有的答案都必須作答在答案卡上，在題本上作答不計分。
題目都是單選題，如果選了兩個以上的答案，將不予計分。
請用 2B 鉛筆作答，不要用原字筆。

1.
2.
3.

圖四 華語文能力測驗劃卡範例

劃記正確方式：
劃記正確方式 請塗黑、塗滿。
A
AB

B
D

AB

C

CD

AB

D

CD

AB

CD

劃記錯誤方式
A
AB

B
D

AB

D

A

D

AB

D

AB

A
AB

CD

CD

D
AB

D

D

D

CD

D
AB

C
AB

CD

D
AB

C
AB

B
CD

D

C
AB

B

A
AB

C
AB

B

A
AB

CD

CD

D
AB

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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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文能力測驗試場規則
壹、 進場注意事項：
進場注意事項：
一、 考生應帶附有照片之身分證件正本
附有照片之身分證件正本到試場參加考試。我們不接受
附有照片之身分證件正本
影印本，如果沒有帶身分證件正本，將無法參加考試，且不能要
求退費。
二、 考試當天請不要帶貴重物品，試場不負責保管責任。
三、 進入試場前，請關閉行動電話、呼叫器或相關電子產品。
四、 除了身分證件和應試用品以外，其他東西請放在考場前面，不可
以放在試場桌椅上下或附近。
五、 進入試場前先查看試場門口的座位表，確定自己的座位號碼，並
按照座位號碼入座。
六、 考試當天請務必準時進入考場，考試開始 10 分鐘後就不可以進
場。
七、 試場內不能吸煙、飲食（含嚼食口香糖）或攜帶飲料（包括白開
水）入座。

貳、 考試期間注意事項：
考試期間注意事項：
一、 入座後，請將身分證件放在桌上，並檢查貼紙上的名字是不是自
己的，如果不是，請儘快跟監試人員反應。
二、 已經進入場考試的考生，未滿 40 分鐘不得提前離場或交卷，不
遵守規定者，以零分計算。
三、 測驗中沒有休息時間，如果因為身體不舒服或是要去洗手間，造
成測驗時間不夠，也必須在規定的考試時間內結束考試。
四、 考生不可以左顧右盼、相互交談，不可以唸出答案或是以暗號告
訴他人答案，隨便擾亂考試秩序或是影響其他人考試者，會被要
求離開考場並取消考試資格，考試成績不計分。
五、 若發現有人頂替代考，考生與代考者除了當場扣考並將考試成績
以零分計算外，三年內不得報名參加測驗。
六、 考生如有違規情況，或有不服監試人員指示者，監試人員可以取
消其考試資格，請考生離場，考試不予計分。
七、 測驗進行中，如有突發事故，一律聽從監試人員指示辦理。
-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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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考試結束注意事項：
考試結束注意事項：
一、 結束考試後請立即離開試場，題本與答案卡應留在座位上或交給
監試人員，不可以帶走。

二、 出場後，不得在試場附近逗留或高聲喧嘩、宣讀答案或以其他方
式指示場內考生作答。

三、 如有本測驗未列之其他作弊、不好意圖之行為，或影響考試公
平、考生權益之事項，及其他特殊情況時，得由監試人員予以登
記，再由本會依其情節輕重予以適當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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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to Test Of Proficiency - Huayu（
（TOP）
）
What is TOP?
The Test Of Proficiency-Huayu(TOP), an ongoing project designed and developed
since August 2001 by the Mandarin Training Center (MTC),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Second Language and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Psychological and Educational Testing of th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is an
examination of Chinese proficiency for non-native speakers of Chinese.
In November 2005,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R.O.C. designated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s the responsible origination for the Chinese Language Testing
Center (CLTC), a special unit that developed and promoted Chinese assessment
system. In January 2006, the CLTC changed its name to “Steering Committee for the
Test Of Proficiency-Huayu SC-TOP ” following that the TOP had been elevated to
national level. As an official Chinese language test, the TOP is widely acknowledged
by institutes and organizations. It is a good choice for worldwide Chinese learners
who wish to test their language ability.

（

）

Who takes TOP?
TOP is a foreign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 for non-native speakers of Chinese. Those
who wish to know about their level of Chinese proficiency, or those who want to study,
work or do business in Chinese speaking countries are welcome to register for the
test.
The TOP test is administrated in three levels, basic, intermediate and advanced.
Examinees can choose the test levels best suited to them based on their Chinese
language proficiency. The following is a table that describes suitable test takers at
different levels.
Table 1. Descriptions of suitable test takers

Level

Suitable Test Takers

Basic

Test takers who have taken 360-480 hours of Chinese courses in
Taiwan or have acquired a vocabulary base of 1500 words

Intermediate

Test takers who have taken 480-960 hours of Chinese courses in
Taiwan or have acquired a vocabulary base of 5000 words

Advanced

Test takers who have taken 960 hours of Chinese courses in Taiwan or
have acquired a vocabulary base of 8000 words

Note that the total Chinese course hours required for overseas test takers need to be
doubled. For example, the required Chinese course hours of the basic level for test
takers who have taken Chinese courses in Taiwan are 360-480 hours, while the
required Chinese course hours of the basic level are 720-960 hours for test takers
who have taken Chinese courses outside Taiwan.
-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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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TOP used for?
Eligible TOP test takers will receive certificate. The certificate can serve as a Chinese
proficiency credential for:

－Applying for the “Taiwan Scholarship”.
－Applying for the academic programs at colleges or universities in Taiwan.
－Serving as a reference of Chinese subject for University Entrance Committee for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 Serving as a job-required proof of Chinese language proficiency.
Content of the Test

The content of the test in general focuses on authentic language used in everyday
speech, incorporated in various situations. The content comes from a variety of
sources. The real life materials used on the TOP are extracted from materials in daily
life, such as advertisements, public announcements, notices, letters, memos, time
schedules, and weather broadcasts. In addition, these diversified texts are derived
from a variety of fields, including literature, science, art, astronomy, and history.

Format of the Test
The TOP is a 110-minute, written multiple choice test comprised of 120 questions
divided among three sections including listening, vocabulary and grammar, and
reading.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refer to the following table.
Table 2. Test format and its structure

Section

Listening
(50 items)

Vocabulary/Grammar
(30-40 items)

Reading
(30-40 items)

Test time

Level

40 minutes(approx.)

Basic Level
(120 items)

Sentence (20 items)
Conversation (20 items)
Passage (10 items)

Vocabulary (20 items)
Grammar (20 items)

Sentence (10 items)
110
Authentic Material
minutes
(20 items)
(approx.)

Intermediate
Level
(120 items)

Sentence (15 items)
Conversation (20 items)
Passage (15 items)

Vocabulary (10 items)
Grammar (20 items)

Sentence (10 items)
110
Authentic Material
minutes
(10 items)
(approx.)
Passage (20 items)

Advanced
Level
(120 items)

Sentence (15 items)
Conversation (20 items)
Passage (15 items)

Vocabulary (20 items)
Grammar (10 items)

Sentence (10 items)
Passage (30 items)

70 minutes

110
minutes
(approx.)

Section 1: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measures overall comprehension of spoken Chinese. In this
section, there are 50 items. The test time is approximately 40 minutes. Examinees
-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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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en to recorded sentences, conversations, and passages and then choose the
correct answer from one of the four alternatives.

Section 2: Vocabulary & Grammar
The vocabulary and grammar section focuses on word meaning and language use in
context. In this section, there are 30 to 40 items. Test questions are divided into two
parts - vocabulary and grammar.
Section 3: Reading Comprehension
The reading comprehension section evaluates the examinee’s ability to read materials
on different topics from various sources. In this section, there are 30 to 40 items
divided among single sentence reading, authentic material reading, and short
passage reading.

Scoring and Certificate Level
The TOP comprises 120 multiple-choice questions. Every question is worth 1 point to
make up a total of 120 points and only correct answers are counted. The test score
report lists the respective score in each section, the overall score and the certificate
level. Test takers can find out about their language abilities from the report and be
encouraged to enhance their individual language abilities in the future.
Those who have taken part in TOP and passed the level requirements will be
awarded a certificate. The certified organization is the Steering Committee for the
Test Of Proficiency-Huayu(SC-TOP).
Table 3. TOP scoring scale

Section Score Range
Levels

Ranks

Basic
Level
Intermediate
Level
Advanced
Level

Listening

Voc./Gram.

Reading

Overall
score

1

38-42

31-34

23-25

92-103

2

43-50

35-40

26-30

104-120

3

37-41

23-25

30-33

90-101

4

42-50

26-30

34-40

102-120

5

34-36

20-22

27-29

81-89

6

37-41

23-25

30-33

90-101

7

42-50

26-30

34-40

102-120

Eligible test takers will be awarded a certificate.
1.

If your score is in the range of the overall score of the rank, and two out of
three scores in individual sections are in the range of the section score, you
obtain the certificate of the level.

2.

If your score is in the range of the overall score of the rank, but among your
three scores for the separate sections, only one out of three is in the range of
-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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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ction score, you obtain the certificate of the lower rank. For example, if
your overall score is in the score range of the rank 6, but only one score out of
the three sections is in the section score range of rank 6, you obtain a
certificate of rank 5.
3.

If your score is not in the range of the overall score of the rank, you do not
receive any certificate. For example, people who take the test of the
intermediate level but do not receive a total score in the score range of rank 3
do not receive a certificate of rank 2.

Level Descriptions
The table below compares and contrasts the language ability expected at the
respective levels and ranks.
Table 4. Ability level descriptions

：

Basic Level
Focus on the simple and basic communication ability in daily life
Listening
Reading

Rank

Can understand a limited number of • Can read personal and place names,
individual words, simple phrases and
common signs, short texts with familiar
simple short sentences within familiar
words and simple phrases in predictable
1
topics.
contexts.
• Can understand simple information, • Can find a specific piece of information
commands or directions within context
in simple and clear materials.
• Can understand simple words, phrases, • Can read longer sentences within a
and conversations on many topics.
familiar context of daily life and
experience.
• Can
understand
many
common
2
questions, instructions, and directions • Can locate information in materials such
related to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as classified ads, sales promotion
general knowledge.
coupons and flyers.
Intermediate Level:
Focus on the comprehensible and analytical abilities in understanding contexts
Rank
Listening
Reading
•

•
3

•

•
4

•

Can identify the main idea, key words,
and details in moderately demanding
contexts.
Can
understand
short
sets
of
instructions and discourse related to
common experiences and general
knowledge.
Can comprehend main points, details,
styles, speaker’s purpose, attitudes, and
feelings.
Can follow formal and informal
conversations and understand abstract
and complex ideas in clear and coherent
instructional tex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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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Can identify main ideas, key words, and
important details in a paragraph in
moderately demanding contexts.
Can locate specific information in
materials from various sources.
Can get new information on familiar
topics from reading mostly factual texts
with clear organization.
Can analyze, compare, contrast, and
integrate the information in the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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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d Level:
Focus on the vocabulary extent and language proficiency
Listening
Reading

Rank
•
5

•

•
6

•

•
7

•

Can
obtain
complex
detailed
information, ideas and opinions from
multiple sources.
Can understand a broad range of
factual, persuasive and expressive oral
language in various contexts.
Can understand complex authentic
exchanges
and presentations
in
demanding contexts of language use.
Can understand previously unfamiliar
topics, infer unstated information, and
critically evaluate various aspects of oral
discourse.

•

•

•

•

•
Can competently and fluently interpret
all spoken discourse in a broad variety
of contexts.
•
Can understand unstated, figurative
language, irony, sarcasm, and evaluate
most aspects of oral discourse.

Can follow ideas and opinions in
multipurpose texts for with clear
underlying structure on various topics.
Can identify the purpose of the text and
summarize key points.
Can read and search for specific
information in a paragraph on a new
and unfamiliar topic.
Can paraphrase or summarize key
points and draw conclusions.
Can read a variety of general texts and
understand information, ideas, and
topics in various genres.
Can understand, compare, and evaluate
content and understand almost all
idiomatic and figurative language and
socio-cultural references.

Level comparison
The TOP can be compared with the HSK in China. The test taker can refer to the
following figure for more information.

Figure 1. Contrasting TOP and H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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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s for the Test Takers
Test Score Report and Certificate Issuance
Within 20 days after testing, the National Steering Committee for the Test of
Chinese Proficiency will send test score reports. The test takers who pass the
level requirements will receive both the test score report and the certificate at
the same time. The test result and the certificate remain valid for two years
from the test date.

Rescoring Request
Requests for rescoring must be made online within one month after the test
score reports are delivered.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http://www.sc-top.org.tw),
click the “Our services” button with a link to access ‘Application forms’ and
complete each section. The fee to rescore is NT$150. If test takers have
questions regarding rescoring, please contact the National Steering
Committee.

Additional Test Score Report Request
Requests for additional test score reports must be made online within two
years after the test date.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http://www.sc-top.org.tw),
click the “Our services” button with a link to access ‘Application forms’ and
complete each section. Test takers may choose how many copies they need.
The fee to order an additional test score report is NT$150.

Certificate Re-issuance
Requests for reissuing certificates must be made online within two years after
the test date.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http://www.sc-top.org.tw), click the “Our
services” button with a link to access ‘Application forms’ and complete each
section. Test takers will be allowed to request this service once. The
re-issuance of a certificate costs NT$350.

Contact Information
Steering Committee for the Test Of Proficiency-Huayu(SC-TOP)
Address

：

：No.162, Sec.1, Hoping E. Rd., Taipei 106, Taiwan (c/o Mandarin
Training Center)

TEL 886-2-3343-3900

：

Email box service@sc-top.org.tw

：886-2-3343-2413
Website：http://www.sc-top.org.tw/
F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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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 Preparation
Guidelines for Test Takers
Get familiar with all the information about the test in advance
Before taking the test, you can get familiar with the TOP related issues, including the
test objectives/targets, test procedures, test types/content and rules of testing centers
etc. If you study the whole test procedure in advance, you will be less nervous on the
test day.

Set your learning goal
Practice makes perfect. If you practice continuously everyday, your language ability
will improve. Set your learning goal according to your language ability. You will have
more of a chance of passing the test and obtaining a certificate. The following books
are references for further study: Practical Audio-Visual Chinese (I), (II), (III); Far East
Everyday Chinese (I), (II), (III); Speaking Chinese II; Chinese Moral Tales; Taiwan
Today; Chinese Folk Tales (I), (II); Radio Plays; Chinese Customs and Traditions;
Practical Business Conversation (I), (II); Stories from Chinese History (I), (II); Chinese
Idiom Source Stories; Newspaper Readings (I), (II); Thought and Society; Advanced
Chinese Reader; Taiwan TV News Programs.

Practice the mock test
We offer two types of test samples, including the online mock test and printed mock
test. You can practice them under the test time limitation, before taking the test, so as
to get used to the answering speed. You will get more used to the question types and
the answering methods during the practice and therefore get better scores.
1. Online mock test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http://www.sc-top.org.tw) and click the “Online mock test”
button. All test takers practice on-line for free.
2. Printed mock test along with CD
A fee is 100 NT dollars for each copy. The postage is required for mailing the
printed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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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s for Test Takers
Tips for the listening section
Relax. Focus and listen carefully to the test question.
Each question will be played only once. After that, three seconds will be
given for test takers to fill in the answer. It is advised that test takers read the
given choices on the Question Paper while listening to the question. It will
shorten your answering time.
Do not wonder if the previous question that you just answered is wrong. Do
not spend too much time on the same question. If you spend too much time
on one question, you might not have sufficient time to answer all the
questions.
During the test, you can answer the question based on key words you
understand. It is ideal to understand each word heard. However, you can
also grasp the speaker’s intention by understanding the context, speaker’s
intonation, and the speaker’s attitude. At the very least, you need to at least
know what the speakers are talking about.
In addition to vocabulary and sentence meanings, you should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relations between sentences. Some of the connectors can
help you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sentences. Note that there also
exist some cases when the relations between sentences cannot be
expressed fully by connectors. You must fully comprehe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sentence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omplete meaning
expressed.
You will find some idioms or familiar expressions in the listening tests for the
intermediate and advanced levels. Therefore,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enlarge
your vocabulary while preparing for the test.

Tips for the vocabulary/grammar section
When answering the questions, you should consider both the
grammar and the meaning. Try to place each of the four given
choices in the sentence to see if it is grammatically correct and if the
meaning of the sentence is reasonable, clear and coherent so as to
pick the best answer.
The vocabulary section aims to test your ability to grasp the meaning
of different words. You have to consider carefully about which choice
best suits the context of the question.
When you analyze one sentenc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grasp
the overall meaning and the grammatical structure of the whole
sentence. Even if you do not know one or two difficult words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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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tence, you can still answer the question by guessing the meaning
of the question.
You should try to expand your vocabulary. When finding a new word,
you should not only memorize its meaning, but learn it from the
example sentence to know more about its usage and try to make your
own sentence. In addition, you can also memorize the contextually
similar words or opposites.

Tips for the reading section
When reading, take a quick scan over the paragraph. Note some
keywords and get the general idea, then scan through the test
questions and answers. Then, you can go back to the paragraph and
look for answers. By doing so, you can get the main points of the
paragraph quickly and save yourself some time.
When encountering a paragraph and question you don’t understand,
eliminate the unlikely choices and still force yourself to choose an
answer. Come back to the question when you finish the rest of the
other questions.
Pay attention to the organization of paragraphs in an article.
Understanding relevant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 cohesion and
coherence of a paragraph can help you understand the overall
organization of the article. This way, you can find necessary
information faster.
For most learners of Chinese, the most difficult aspect of reading is
word recognition. You must enlarge your vocabulary when preparing
for the test. But if you encounter vocabulary you don’t know, don’t
immediately look it up in the dictionary. Try to make a guess first
according to the radical on the side of the character, the shape of the
character, and the context. Then check the dictionary. By doing this,
you train yourself how to infer the meaning and doing this reinforces
your memory of the word.
There are many test questions. Keep in mind the time you want to
spend on each 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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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ple Answer Sheet
Candidates are required to use the Answer Sheet while taking the TOP
Paper-based Test. Please refer to the following sample to know more about how
to fill in the Answer Sheet. In addition, be careful when you mark the Answer
Sheet. Do not mark on the wrong place. The right way to mark the Answer Sheet
is shown as follows.
1. Answers are to be marked on the Answer Sheet. Do not mark on the Question
Paper.
2. There is only one correct answer for each test item. Giving more than one
answer to an item will result in the loss of point for that item.
3. You should mark on this Answer Sheet with a 2B pencil rather than a ballpoint
pen.

Illustration 3. Sample Answer Sheet



Correct Marking
A
AB



B
D

AB

C

CD

AB

：Please mark the answer clearly and fully in the slot.
D

CD

AB

CD

Incorrect Marking
A
AB

B
D

AB

D

A

D

AB

D

AB

A
AB

CD

CD

D
AB

D

D

D

CD

D
AB

C
AB

CD

D
AB

C
AB

B
CD

D

C
AB

B

A
AB

C
AB

B

A
AB

CD

CD

D
AB

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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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OP Test Regulations
Entering for the Test
1. You are required to present the original copy of a photo ID on the day of
the test. Failure to do so will result in the entry being denied without any
refund of fees.
2. The Test Administration Board will not be responsible for any personal
valuables you bring to the Test Room.
3. Electronics such as mobile phones, beepers are to be turned off prior to
entering the test room.
4. No items other than personal ID, the Test Book, the Answer Sheet,
pencils, and erasers may be placed on the desktop. Please put them in
front of the test room.
5. You should check your seat prior to entering the test room.
6. You must arrive on time for the test. If you are late by over 10 minutes,
your entry will be denied.
7. You may not smoke, eat or drink once you enter the test room.

During the Test
1. Put your photo ID on desktop and check to ensure that the information on
the seat label matches that on your Answer Sheet. Any mismatch should
be reported to the Test Monitor immediately.
2. You may not leave the test room within the first 40 minutes after the test
begins.
Violators will have their test candidacy revoked.
3. There are no breaks during the test session. You must request and have
the permission of the test monitor if you have to go to the restroom.
Candidates requesting to go to the restroom must do so accompanied by
a test monitor. The test time will not be extended for anyone requesting to
go to the restroom.
4. You must not communicate in any way with other candidates, glance at
another candidate’s answer sheets, bring in notes of any kind, make
disturbance, or affect other candidates’ performance. Violators will be
required to leave the test room immediately and the candidacy revoked.
5. If you are found involve in malpractice of any sort, you will be requir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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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ve the test room immediately with your candidacy revoked. You may
not register for the same test in 3 years.
6. If you do not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of the Test Monitor or fail to abide by
the Regulations, you will be required to leave the test room immediately
with your candidacy revoked.
7. Follow the Test Monitor’s instructions in case of any unexpected
incidents during the test session.

After the Test
1. If you finish the test before the session ends and volunteer to stop the test,
you should exit the test room, leave the Test Book and Answer Sheet on
desktop or hand them over to the Test Monitor.
2. Do not linger, make any noise, involve in discussion in areas nearby after
exiting the test room.
3. If any candidate is found to be involved in any incident that may affect the
fair administration of the test, it shall be immediately reported to the Test
Administration Board for deci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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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型舉例
初等測驗

一、聽力測驗

第一部份 單句
在這一部份，每一題你會聽到有一個人說一句話，第二個人根據這句話提一
個問題。接著你會聽到(A)(B)(C)(D)四個選項，這四個選項內容也會出現在題本
上。請在(A)(B)(C)(D)四個答案中選出一個正確的答案，用 2B 鉛筆在答案卡上，
把那一題的正確答案塗黑。
例題如下：
你會聽到： 第一題（男）
：這件衣服真便宜。
（女）
：這件衣服怎麼樣？
你會聽到也會看到：
(A) 真貴
(B) 不貴
(C) 很好
(D) 很方便
根據這位先生的話，
「這件衣服真便宜」最適合的解釋是「這件衣服不
貴」
，正確答案是(B)。請在答案卡第一題的 B 下方塗黑。做法如下：
1. A

B

C

D

每題只念一遍，選項念完後停三秒（給你塗答案的時間）
，就繼續下一道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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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對話
在這一部份，每一題你會聽到一段兩個人的對話，對話後面有一個問
題。接著你會聽到(A)(B)(C)(D)四個選項，這四個選項內容也會出現在題本
上。請在試題本裏的(A)(B)(C)(D)四個答案中選出一個正確的答案，用 2B
鉛筆在答案卡上，把那一題的正確答案塗黑。
例題如下：
你會聽到：第二題 （男）
：現在幾點鐘了？
（女）
：不知道，我的錶不走了。
（男）
：這位小姐的錶怎麼了？
你會聽到也會看到：
(A) 不對
(B) 太快
(C) 壞了
(D) 丟了
根據這段對話，
「錶不走了」的意思是「錶壞了」
，所以正確的答案是
(C)。請在答案卡第二題的 C 下方塗黑。做法如下：
2.

A

B

C

D

每題只念一遍，選項念完後停三秒（給你塗答案的時間）
，就繼續下
一道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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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 短文
在這一部份，你會聽到幾段口語語料，你可以在題本上做筆記。每段語
料後面會問一個問題。聽完每個問題後，請在試題裏的(A)(B)(C)(D)四個答
案中選出一個正確的答案，用 2B 鉛筆在答案卡上，把那一題的正確答案塗
黑。
例題如下：
你會聽到：
請聽這一段電話錄音，然後回答第 3 題。
「您好，我是高美美，現在不方便接電話，請您下午四點以後、晚上十
點以前再打來。要是您要留言，請在『嗶』聲後開始留言，謝謝。」
你會聽到：第三題 高小姐什麼時候方便接電話？
你會聽到也會看到：
(A) 上午十點以前
(B) 上午四點以後
(C) 下午四點以前，晚上十點以後。
(D) 下午四點以後，晚上十點以前。
根據這段電話錄音，高小姐方便接電話的時間是下午四點以後，晚上十
點以前，所以正確的答案是(D)。請在答案卡第三題的 D 下方塗黑。做法如
下：
3. A

B

C

D

每題只念一遍，選項念完後停三秒（給你塗答案的時間），就繼續下一
道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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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詞彙語法

第一部份 詞彙
在這一部份，每一題有一個不完整的句子，請從(A)(B)(C)(D)四個選項
中，選出正確的詞彙完成句子。
例題如下：
4. 回國以後，我一直沒有他的____，不知道他好不好。
(A) 事情
(B) 通知
(C) 消息
(D) 新聞
要完成這個句子，正確的選擇是「消息」
。請在答案卡第四題 C 下方的
空格塗黑。做法如下：
4.

A

B

C

D

第二部份 語法
下面的這個部份，要測驗你對語法掌握的能力。每一題有 1~2 個空格，請
從(A)(B)(C)(D)四個選項中，選出一個正確的答案完成句子。
例題如下：
。

5. 我昨天太忙，
(A) 不看電影
(B) 沒看電影
(C) 不看電影了

(D) 沒看電影了
四個選項中，正確答案是「沒看電影」
。請在答案卡第五題 B 下方的空
格塗黑。做法如下：
5.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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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閱讀測驗

第一部份 單句
在這一部份，請讀引號內的句子，然後根據句子或畫底線的部份，或引號後
面的問題，從(A)(B)(C)(D)四個選項中，選出正確的答案。
例題如下：
6. 「要是老張去，我就去」
(A) 老張和我都要去
(B) 老張沒去是因為我沒去
(C) 老張去，因為我也去了
(D) 如果老張去了，那麼我也要去
「要是老張去，我就去」的意思是「如果老張去了，那麼我也要去」。
請在答案卡第六題 D 下方的空格塗黑。做法如下：
6.

A

B

C

D

第二部份 材料
在這一部份，請根據每一大題提供的材料內容，回答 1-2 個問題。
例題如下：
（一）廣告
7. 一隻半烤鴨賣多少錢？
(A) 160元
(B) 300元
(C) 450元

真北平烤鴨店
每隻 300 元

半隻 160 元

(附贈蔥醬，歡迎外帶)

(D) 460元
根據這個廣告，一隻半烤鴨賣 460 元，所以正確的答案是(D)。請在答
案卡上第七題 D 下方的空格塗黑。做法如下：
7.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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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測驗

一、聽力測驗

第一部份 單句
在這一部份，每一題你會聽到有一個人說一句話，第二個人根據這句話提
一個問題，你可以視需要在題本上做筆記，接著你會聽到(A)(B)(C)(D)四個選項，
這四個選項內容也會出現在題本上。請在(A)(B)(C)(D)四個答案中選出一個正確
的答案，用 2B 鉛筆在答案卡上，把那一題的正確答案塗黑。
例題如下：
你會聽到：
第一題 （男）
：他把皮夾掉在去火車站的計程車上了。
（女）
：請問皮夾掉在哪裡?
你會聽到也會看到：
(A) 火車上
(B) 飛機上
(C) 火車站裡面
(D) 計程車裡面
根據這位先生的話，知道皮夾掉在計程車上，因此正確答案是(D)。請
在答案卡第一題的 D 下方塗黑。做法如下：
1.

A

B

C

D

每題只念一遍，選項念完後停三秒（給你塗答案的時間）
，就繼續下一
道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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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對話
在這一部份，每一題你會聽到一段兩個人的對話，對話後面有一個問題，
接著你會聽到(A)(B)(C)(D)四個選項，這四個選項內容也會出現在題本上。請
在試題本裡的(A)(B)(C)(D)四個答案中選出一個正確的答案，用 2B 鉛筆在答
案卡上，把那一題的正確答案塗黑。
例題如下：
你會聽到：
第二題 （男）
：你這套休閒服真漂亮！
（女）
：就是嘛！我家隔壁的鄰居居然說我沒眼光。
（男）
：這位小姐說這套衣服怎麼樣？
你會聽到也會看到：
(A) 大家都說漂亮
(B) 她的鄰居不覺得好看
(C) 是她請隔壁的鄰居買的
(D) 她想知道去哪裡買得到
根據上面的對話，我們知道這位小姐的鄰居覺得這套衣服不好看，因
此正確答案是(B)。請在答案卡第二題的 B 下方塗黑。做法如下：
2.

A

B

C

D

每題只念一遍，選項念完後停三秒（給你塗答案的時間）
，就繼續下一
道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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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短文
在這一部份，你會聽到幾段口語語料。每段語料後面會問 1-2 個問題。
你可以視需要在題本上做筆記。聽完每個問題後，請在試題裡的(A)(B)(C)(D)
四個答案中選出一個正確的答案，用 2B 鉛筆在答案卡上，把那一題的正確答
案塗黑。
例題如下：
你會聽到：
請聽這一段錄音，然後回答第 3-4 題
「年底快到了。王先生為了業績而做最後衝刺，每天一大早，除了看看報
上的大事外，就開始去拜訪客戶、接洽生意，順利的話下午六點以前可以回公
司打報告，但是他常常要忙到晚上十點左右。回到家往往都夜深人靜，老婆、
孩子都已經進入夢鄉了。他真盼望春節快點到，才能好好睡個飽覺。」
你會聽到： 第三題 王先生最近為什麼特別忙？
(A) 因為工作不順利
(B) 因為他怕會失業
(C) 因為他要拜訪客戶
(D) 因為快過年了，得衝業績
從上面這段對話，可以知道王先生因為要衝業績所以特別忙，因此正
確的答案是(D)。請在答案卡第三題的 D 下方塗黑。做法如下：
你會聽到也會看到：

3.

A

B

C

D

（第四題省略）
每題只念一遍，選項念完後停三秒（給你塗答案的時間）
，就繼續下一
道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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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詞彙語法

第一部份 詞彙
在這一部份，每一題有一個不完整的句子，請從(A)(B)(C)(D)四個選項中，
選出正確的詞彙完成句子。
例題如下：
5. 我昨天理完了頭髮才發現沒帶錢，＿＿＿碰到了老朋友，才沒丟臉。
(A) 不幸
(B) 幸運
(C) 幸虧
(D) 運氣
要完成這個句子，正確的選擇是「幸虧」
。請在答案卡第五題 C 下方的
空格塗黑。做法如下：
5.

A

B

C

D

第二部份 語法
下面的這個部份，要測驗你對語法掌握的能力。每一題有 1~2 個空格，
請從(A)(B)(C)(D)四個選項中，選出一個正確的答案完成句子。
例題如下：
6. 哥哥才準備一個晚上就去參加演講比賽，我們都

他捏了一把冷汗。

(A) 把
(B) 被
(C) 替
(D) 對
根據上下文，正確的答案是「替」
。請在答案卡第六題 C 下方的空格塗
黑。做法如下：
6.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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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閱讀測驗

第一部份 單句
在這一部份，請讀引號內的句子，然後就這個句子或畫底線部份的語意，
或就引號後的問題，從(A)(B)(C)(D)四個選項中，選出正確的答案。
例題如下：
7. 「想找一份理想的工作好像大海裡撈針一樣。」
(A) 找理想的工作太複雜
(B) 找理想的工作太麻煩
(C) 找理想的工作太容易
(D) 找理想的工作太困難
「想找一份理想的工作好像大海裡撈針一樣。」的意思是「找理想的工
作太困難」
，因此正確的答案是(D)。請在答案卡第七題的 D 下方塗黑。做
法如下：
7.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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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材料
在這一部份，請根據每一大題提供的材料內容，回答 1-2 個問題。
例題如下：
（八）回答第 8 題-第 9 題
十月份活動：東勢林場烤肉、踏青半日遊
時 間
地
點
活 動 名 稱
活 動 內 容
07：00
東海大學門口
集合出發
人數清點
07：30
遊覽車上
卡拉 OK 接力
放聲盡情唱
10：00
東勢林場內
踏出健康人生
踏青、賞楓
12：30
B、C、D 區
飢不擇食
B.B.Q 烤肉
8. 有關「踏出健康人生」這個活動，下面哪一個不
不對？
(A) 活動時間是兩個小時
(B) 活動是早上十點開始
(C) 活動地點在東勢林場內
(D) 活動內容包括散步，欣賞楓紅
根據上面的行程表，活動應該是兩個半小時，所以(Ａ)的敘述不對。請
在答案卡第八題Ａ下方的空格塗黑。做法如下：
8.

A

B

C

D

（第 9 題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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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 短文
在這一部份，請閱讀短文，並根據短文內容回答 1-3 個問題。
例題如下：
對沒養成運動習慣的愛美女士來說，如何保持身材真是一大挑戰。她們
避免甜食，放棄零嘴，減少應酬，甚至每一塊要進口的食物都得計算熱量。
有位女明星告訴媒體，她二十年來都沒享用過自己中意的飲料，更別說大餐
了。
其實我以為日子大可不必過得那麼辛苦，只要每天有固定的活動量，身
體就不至於橫著發展，至於到中年稍微發福，那也算不了什麼，總比乾乾瘦
瘦的好看吧！
10. 第一段短文中，愛美女士如何保持身材？
(A) 不運動
(B) 控制飲食
(C) 吃不喜歡的食物
(D) 有固定的活動量
從短文中知道正確的答案是(B)。請在答案卡第十題 B 下方的空格塗
黑。做法如下：
10.

A

B

C

D
（第 11 題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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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測驗

一、聽力測驗

第一部份 單句
在這一部份，每一題你會聽到有一個人說一句話，第二個人根據這句話
提一個問題。接著你會聽到(A)(B)(C)(D)四個選項，這四個選項內容也會出現
在題本上。請在(A)(B)(C)(D)四個答案中選出一個正確的答案，用 2B 鉛筆在
答案卡上，把那一題的正確答案塗黑。
例題如下：
你會聽到：
第一題（男）
：現在外頭風聲很緊，這幾件東西根本就脫不了手。
（女）
：這幾件東西怎麼了？
你會聽到也會看到：
(A) 黏在手上
(B) 賣不出去
(C) 拿不出去
(D) 離不開手
根據這句話，「脫不了手」的意思是「賣不出去」。所以，請在答案卡
第一題的 B 下方塗黑。做法如下：
1.

A

B

C

D

每題只念一遍，選項念完後停三秒（給你塗答案的時間）
，就繼續下一
道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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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對話
在這一部份，每一題你會聽到一段兩個人的對話，對話後面有一個問題。
接著你會聽到(A)(B)(C)(D)四個選項，這四個選項內容也會出現在題本上。請
在試題本裏的(A)(B)(C)(D)四個答案中選出一個正確的答案，用 2B 鉛筆在答
案卡上，把那一題的正確答案塗黑。
例題如下：
你會聽到：
第二題 （男）
：老張一表人才，個性也隨和，怎麼到現在還打光棍？
（女）
：大概月下老人太忙了，忘了繫他的紅線了。
（男）
：他們說老張什麼？
你會聽到也會看到：
(A) 尚未成家
(B) 英俊瀟灑
(C) 忙碌不堪
(D) 熱衷運動
根據男女對話內容，可以知道老張「尚未成家」
。請在答案卡第二題
的 A 下方塗黑。做法如下：
2.

A

B

C

D

每題只念一遍，選項念完後停三秒（給你塗答案的時間）
，就繼續下
一道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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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短文
在這一部份，你會聽到幾段口語語料，你可以視需要在題本上做筆記。
每段語料後面會問 1-2 個問題。聽完每個問題後，請在試題裏的(A)(B)(C)(D)
四個答案中選出一個正確的答案，用 2B 鉛筆在答案卡上，把那一題的正確答
案塗黑。
例題如下：
你會聽到：
請聽這一段氣象報導，然後回答第 3-4 題。
「各位觀眾您好，為您報導今天二月十一日的天氣預測。明天週休二日，
各地仍是晴到多雲的天氣，適合民眾出遊踏青。不過西半部日夜溫差較大，民
眾請注意。像今天這樣的天氣型態將持續到十五日，從十六日開始因為受到鋒
面影響，全台都有降雨的機率，尤其北部及東半部機率可達百分之八十以上。」
你會聽到：
第三題 這個週末的天氣如何？
你會聽到也會看到：
(A) 氣溫降低有短暫雨
(B) 受到鋒面影響會下雨
(C) 是適合出遊踏青的好天氣
(D) 早上會下雨，下午出太陽
根據這則氣象報導，這個週末是適合民眾出遊踏青的好天氣。請在答案
卡第三題的 C 下方塗黑。做法如下：
3.

A

B

C

D

（省略第 4 題）
每題只念一遍，選項念完後停三秒（給你塗答案的時間）
，就繼續下一道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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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詞彙語法
在這一部份，每一題有 1~2 個空格，請從(A)(B)(C)(D)四個選項中，選出
正確的答案完成句子。
例題如下：
5. 氣象報導說，今天的溫度比昨天___低。
(A) 時
(B) 約
(C) 頗
(D) 略
四個選項中，只有「頗」和「略」是程度副詞，而其中又只有「略」可
用於比較句，所以正確的答案是(D)。請在答案卡第五題 D 下方的空格塗黑。
做法如下：
5.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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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閱讀測驗

第一部份 單句
在這一部份，請讀引號內的句子，然後根據引號內的句子或畫有底線的
部份的語意；或從引號後面的問題，從(A)(B)(C)(D)四個選項中，選出正確的
答案。
例題如下：
6. 「日本政府對美國這項決定表示遺憾，但認為不至於影響兩國外交關係。」
(A) 日本政府支持美國的這項決定
(B) 日本政府後悔對美國做出這項決定
(C) 這個決定會對美日關係帶來不利的影響
(D) 這個決定不會對美日兩國邦交造成影響
「這個決定不會對美日兩國邦交造成影響」符合上面這個句子的語意，
所以正確答案是(D)。請在答案卡第六題 D 下方的空格塗黑。做法如下：
6.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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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短文
在這一部份，請閱讀短文，並根據短文內容回答 1-3 個問題。
例題如下：
爸爸快八十歲了，真是一回相見一回老……步履蹣跚的他，每每在我們
返鄉探望時，起個大早，自市場拎著大包小包，讓我們大快朵頤，享受他的
慈愛，怎奈大腦已經力不從心，往往同樣的水果和菜，一天內買雙份，或者
買的東西遺忘在小販的攤位上。媽媽一再數落，激不起他年輕時的火氣，也
加深不了他的記憶。
7. 根據這段話，下面哪一個敘述是對的？
(A) 爸爸常遺忘客人要買的東西
(B) 媽媽數落爸爸年輕時火氣太大
(C) 爸爸總是拎著大包小包返鄉探望
(D) 爸爸總是買很多東西，讓兒女們大吃一頓
正確的答案是(D)。請在答案卡第七題 D 下方的空格塗黑。做法如下：
7.

A

B

C

D
（第 8 題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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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資訊 Registration Information

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
地址 Address：106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62 號（國語教學中心轉）
電 話 T E L：886-2-3343-3900
傳 真 F A X：886-2-3343-2413
電子信箱 E-mail：service@sc-top.org.tw
網址 Website：http://www.sc-top.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