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CT漢語口語測試」

誠邀學生免費參加



2

 國家認證：唯一由孔子學院總部認證並頒發證書的測試

 漢語口語：評估包括聆聽和讀說兩大部分，考查和提升

學習者在實際學習、生活情境中的普通話能力

 隨時隨地：線上測試，只需一部電腦/手機即可完成

Oral Chinese Test (OCT)

漢語口語測試



四個階段、八個等級

專為學生定制的七八級：

「應用溝通」

(Applied Communication)



在限定時間內，東華三院屬校中小學學生可免費參加OCT 1-8 級測試，

其中七八級測試為「應用溝通」(Applied Communication)，通過測試的學生可

獲得一份由贊助人捐贈的能力報告。另外還可申請證書，費用爲20美金。

OCT測試費用：

• 一、二級：20美金

• 三、四級：30美金

• 五、六級：40美金

• 七級：50美金

• 八級：60美金

贊助學生免費測試



測試規則

考生根據OCT測試指引在OCT官網注冊賬號，報名測試并輸入所在學校

對應的Referral/Offer Code

學生從第一級開始報名參加測試，完成一個等級后方可報名下一個等級，

不可降級、跳級報名

已報名的測試需在報名後7日內完成，若逾期失效，可重新報考

測試成績和電子版能力報告將於完成測試的14個工作日后線上公佈，

60分為合格

另可申請證書，費用為20美金

https://www.octtest.org/


測試設備

1. 電腦：網速良好，具備麥克風、揚聲器、攝像頭，瀏覽器為

Chrome 或 360

2. 手機：掃碼下載OCT App

iOS (App Store) Android (Google Play)



免費個性化能力報告（最高等級最好成績）

AI深度測評 六個維度分析 個性化報告



證書（最高等級最好成績）
需向老師申請，費用爲20美金



客戶服務
如需要咨詢相關事宜或在測試期間發生任何問題，歡迎聯絡：

電話：(852)3977 1568 (辦公時間：工作日9:00-18:00)

WhatsApp ：5511 8797

電郵：contact@octtest.org

mailto:mia.gao@octtest.org


 

 

致各位家長、同學：  

誠意邀請學生參加

OCT 漢語口語測試是唯一由孔子學院總部認證並頒發證書的官方線上漢語口語評估測

試，適合任何年齡的漢語初、中階學習者

的漢語普通話能力。 

OCT 有一套完善的評估體系

我們建議學生從第一級開始報名參加測試

等級的測試，但不可降級、跳級報名

可重新報考。第一至六級的每級測試時長約為

鐘。測試成績和電子版能力報告

時可於線上查詢。 

所有通過測試的學生可獲得一份由贊助人捐贈的能力報告

韻母、聲調和整體音節的掌握情況進行了詳細分析

將選取每位學生最高等級、最好成績的

月内寄到學校，由老師發放給學生

  

誠意邀請學生參加「OCT漢語口語測試」

漢語口語測試是唯一由孔子學院總部認證並頒發證書的官方線上漢語口語評估測

中階學習者，可以考查和提升學習者在實際學習

有一套完善的評估體系，總共包含四個階段、八個等級；包括聆聽和讀說兩大部分

我們建議學生從第一級開始報名參加測試，考生在完成一個等級的測試后即可報名參加下一

跳級報名。已報名的測試需在報名後 7 日內完成

第一至六級的每級測試時長約為 20 分鐘，第七八級的每級測試時長約為

和電子版能力報告將於完成測試的 14 個工作日后公佈，60

所有通過測試的學生可獲得一份由贊助人捐贈的能力報告，這份專屬分析報告對聲母

聲調和整體音節的掌握情況進行了詳細分析，以幫助學生進一步提高學習

最好成績的紙質版能力報告予以贈送，報告將於測試截止後兩個

由老師發放給學生。學生還可於測試截止後向老師申請由孔子學院總部認證

」 

漢語口語測試是唯一由孔子學院總部認證並頒發證書的官方線上漢語口語評估測

可以考查和提升學習者在實際學習、生活情境中

 

包括聆聽和讀說兩大部分。

考生在完成一個等級的測試后即可報名參加下一

日內完成，若逾期失效，

第七八級的每級測試時長約為 40 分

60 分爲合格，考生届

這份專屬分析報告對聲母、

以幫助學生進一步提高學習技巧。我們

將於測試截止後兩個

學生還可於測試截止後向老師申請由孔子學院總部認證



 

 

和頒發的證書和其它等級的紙質版

們歡迎學生不斷參加更高級別的測試提升自己

現誠邀東華三院屬校中學學生免費參與

測試日期：即日起至 2020

測試等級：1–8 級（7、8

測試地點：不限（請盡量處於安靜環境

測試設備：電腦（網速良好

或 360）；手機（請根據《OCT

測試流程：考生根據《OCT

級並輸入所在學校對應的 Referral/

試報名后需在 7 日内完成。 

測試結果：每次測試完成后

佈。考生需在規定期限內完成測試

測試截止後向老師申請證書，費用為

如需要咨詢相關事宜或在測試期間發生任何問題

WhatsApp：5511 8797 （

電話：+852 3977 1568  

電郵：contact@octtest.org 

 

希望各位家長鼓勵學生積極參與

順頌  

時祺  

  

紙質版能力報告，每份證書和報告的申請費用均為

們歡迎學生不斷參加更高級別的測試提升自己。 

學學生免費參與 OCT 普通話口語評估，有關測試詳情

2020 年 5 月 31 日 23:59（香港时间） 

8 級為應用溝通 Applied Communication） 

請盡量處於安靜環境）  

網速良好，具備麥克風、揚聲器、攝像頭，瀏覽器為

CT 測試指引》掃碼下載 OCT App） 

CT 測試指引》，在 OCT 官網或手機 App 註冊

Referral/Offer Code，再依次報名完成更高級別的免費測試

每次測試完成后，測試成績和電子版能力報告將於 14 個工作日後於

內完成測試，才可獲得最高等級、最好成績的免費

費用為 20 美金。 

如需要咨詢相關事宜或在測試期間發生任何問題，歡迎聯絡：  

（辦公時間：工作日 9:00-18:00） 

contact@octtest.org  

希望各位家長鼓勵學生積極參與，預祝學生考試順利！  

OCT 漢語口語測試认证委員會

每份證書和報告的申請費用均為 20 美金。我

有關測試詳情如下： 

瀏覽器為 Chrome 

註冊賬號，報名第一

再依次報名完成更高級別的免費測試。每級測

個工作日後於綫上公

最好成績的免費紙質報告，並可於

漢語口語測試认证委員會  

二〇二〇年二月 



OCT漢語口語測試

測試指引



注意事項

1. 為用於身份認證，請在注冊後于用戶檔案上傳或拍攝一張相片，

並完善其他必填的個人信息；

2. 為用於身份認證，請在測試中始終保持面部在攝像頭範圍内；

3. 請確保您的網絡穩定；

4. 請不要中途退出測試；

5. 小學生可由家長陪同測試。



OCT漢語口語測試

電腦測試指引



1.進入 OCT 官網 https://octtest.org ： 點擊Get Started或Log In

https://octtest.org/


2. 點擊Sign Up 注冊賬號：輸入郵箱、設置密碼，SUBMIT；輸入郵箱收

到的驗證碼，SUBMIT；驗證成功后Log In



3. Register  for a Test - Level 1 - USD 19.99：註冊第一級考試



4. I have a Referral/Offer Code：輸入學校對應的 Referral/Offer Code， 勾選

Digital Version(PDF)，點擊Complete



5. 報名成功，點擊Got It開始測試



6. Upload Photo/Take Photo上傳或拍攝本人的正面清晰頭像，完善並確認

個人信息（請填寫英文全名），點擊Confirm and Proceed



7. 設備和麥克風測試：Record，說話並試聽，如錄音清晰，點擊Proceed



8. 相機測試：請考生將面部對準相機，並調整至虛綫内，點擊Take Photo，如人面

識別通過，點擊Proceed， 測試正式開始。（完成後繼續挑戰更高級別的測試）



OCT漢語口語測試

手機測試指引

（附iOS例圖）



1.下載App：掃描下方QR Code

iOS (App Store) Android (Google Play)



2. 點擊右下方Profile



3.點擊Sign Up 注冊賬號：輸入英文全名、郵箱，並設置密碼；輸入郵箱收到

的驗證碼；驗證成功后Log In



4. 報名測試：Take a test - Register



5. Level 1 - USD 19.99



6. 勾選Digital Version(PDF)，點擊I have a Referral/Offer Code，輸入學校

對應的Offer Code，費用減免後，點擊Register，完成免費測試的註冊



7. Start Now：開始測試



8.允許取用相機和麥克風，Next



9.完善和確認個人信息（請填寫英文全名），Next



10.相機測試： 考生將面部對準相機，並調整至虛綫内，Take Photo，如

人面識別通過，Next



11.麥克風測試：點擊麥克風按鈕，說話並試聽，如錄音清晰， Next



12.閲讀注意事項：網絡良好、面部始終處於相機畫框内、請勿中途退出測試。

點擊Starting Now，測試正式開始。（完成後繼續挑戰更高級別的測試）



客戶服務
如需咨詢相關事宜或在測試期間發生任何問題，歡迎聯絡：

電話：(852)3977 1568 (辦公時間：工作日9:00-18:00)

WhatsApp ：5511 8797

電郵：contact@octtest.org

mailto:mia.gao@octtest.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