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校粵語正音基本測試(一) 
 (考生卷) 

               
甲、讀出下列各詞語  25 分          得分： ______ 
 
1. 桃李   2. 高雅   3. 姓郭   4. 金銀   5. 八卦 
 
6. 按金   7. 危險   8. 剛強   9. 懶惰   10. 掛念 
 
11.狂風   12. 口乾   13. 各位   14. 岩石   15. 蜜蜂  
 
16. 努力   17. 海岸   18. 默書   19. 背囊   20. 漢語  
 
21. 新娘   22. 驕傲   23. 藝術   24. 知覺   25. 誤會  
 
乙、請朗讀下段文字 15 分      讀音得分：______     整體表現得分：______ 
 

靈渠在桂林市東北，相信是世界上最古老的運河之一。靈渠全長 
               
三十四公里，曾為當時的農業和水利運輸出過不少力呢！不但如此， 
                       
靈渠還有世界上最早的運河通航設備，當時的人已經知道在渠道淺的 
   
地方，建造一道斗門來提高水位，讓船隻能夠通行。 
 
丙、請說出一段以健康為題的話語，限時 30 秒 (流暢 2 分, 準確 3 分, 共佔 5 分 )   
 
                                                            得分：____ 
    後面詞語僅供參考，考生可決定是否選用：營養、睡眠、運動、飲食過量、心情 
                 
考生編號：______________      測試日期：_____________     總得分：______ 
 
中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年齡：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考員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考員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粵語正音基本測試(二) 
 (考生卷) 

甲、讀出下列各詞語 25 分                               得分：______ 
 
1. 眼睛        2. 九龍   3. 蛋糕       4. 個人       5. 憤怒  

 
6. 音樂        7. 喝水       8. 品質       9. 昂貴      10. 阻塞     

 
11. 顏色       12. 很好      13. 堅硬      14. 規則      15. 粗魯  
 
16. 破爛       17. 水牛      18. 抵抗      19. 金礦      20. 兒女  
 
21. 健康       22. 難過      23. 寧靜      24. 蘋果      25. 姓吳  
 
乙、請朗讀下段文字 15 分     讀音得分：______ 整體表現得分：______ 
 

現在我國人的大毛病，只是圖享福，不願吃苦。一般做父母的， 
  
常常以為年紀大了，應該享福。有許多青年人，看見人家享福，羨慕 
 
得很；勉強他們暫吃辛苦，他們的慾望，總是對準享福的方面去進行 
 
的。甚至讀書只要文憑，不肯在學業上努力。 
 
丙、請說出一段以冬天為題的話語，限時 30 秒 (流暢 2 分, 準確 3 分, 共佔 5 分 ) 
     
                                                            得分：____ 
後面詞語僅供參考，考生可決定是否選用：寒冷、著衫、頸巾、火鍋、露宿者 

       
 
考生編號：______________      測試日期：_____________     總得分：______ 
 
中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年齡：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考員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考員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粵語正音基本測試(三) 
 (考生卷) 

甲、讀出下列各詞語  25 分                                 得分：______ 
 
1. 螞蟻        2. 接納        3. 五金        4. 根本        5. 輪廓                   

 
6. 鋼鐵        7. 饑餓        8. 黑色        9. 額頭       10. 突然     

 
11. 行走       12. 鱷魚       13. 光明       14. 車蓋       15. 出產  
 
16. 曾經       17. 嫩滑       18. 零用      19. 百態       20. 牙齒  
 
21. 捱苦       22. 南極       23. 寒冬       24. 外面       25. 煩惱 

 

乙、請朗讀下段文字  15 分     讀音得分：______  整體表現得分：______ 
     
    父親對我很慈愛，從來沒有打罵過我。到保定上學，是父親送去的。 

 

他很希望我能成材，後來雖然有些失望，也只是存在心裡，沒有當面斥 

 

責過我。在我教書時，父親對我說：「你能每年交我一個長工錢，我就滿 

 

足了。」我連這一點也沒有做到。 

 
丙、請說出一段以喜愛的科目為題的話語，限時 30 秒：(5 分)   得分：______ 
     

後面詞語僅供參考，考生可決定是否選用：語文、數學、知識、興趣、課堂活動 
 
考生編號：______________      測試日期：_____________     總得分：______ 
 
中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年齡：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考員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考員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粵語正音基本測試(一)      主考卷 
               
甲、讀出下列各詞語   25 分(有底線字讀音正確，每個得 1 分)     得分：  /25 
 
1. 桃李 l-      2. 高雅 ng-    3. 姓郭 gw-    4. 金銀 ng-    5. 八卦 -t                  
 
6. 按金 –n     7. 危險 ng-    8. 剛強 -ng    9. 懶惰 l-     10. 掛念 n-  
 
11.狂風 kw-   12. 口乾-n     13. 各位 g-    14. 岩石 ng-    15. 蜜蜂 -t 
 
16. 努力 n-    17. 海岸 ng-   18. 默書 -k    19. 背囊 n-    20. 漢語 –n 
 
21. 新娘 n-    22. 驕傲 ng-    23. 藝術 ng-  24. 知覺 -k    25. 誤會 ng 
 
乙、請朗讀下段文字 (有底線字讀音正確，每個得 1 分。)   讀音得分：___/10 

(另整體表現最高可得 5 分)                      整體表現得分：___/5 
 

靈渠在桂林市東北，相信是世界上最古老的運河之一。靈渠全長 
                  -k  -ng              l-                  -ng 
三十四公里，曾為當時的農業和水利運輸出過不少力呢！不但如此， 
            -ng        n-              gw-      
靈渠還有世界上最早的運河通航設備，當時的人已經知道在渠道淺的 
                          -ng 
地方，建造一道斗門來提高水位，讓船隻能夠通行。 
                                  -k n- 
 
丙、請說出一段以健康為題的話語，限時 30 秒：    (5 分)   得分：___/5 
後面詞語僅供參考，考生可決定是否選用：營養、睡眠、運動、飲食過量、心情     
 
考生編號：______________      測試日期：_____________      總得分：___/45 
 
中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年齡：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考員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考員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粵語正音基本測試(二)      主考卷 
  

甲、讀出下列各詞語   25 分(有底線字讀音正確，每個得 1 分)     得分：  /25 
 
1. 眼睛 ng-     2. 九龍 l-     3. 蛋糕 –n    4. 個人 g-     5. 憤怒  n-                 
 
6. 音樂 ng-     7. 喝水 -t     8. 品質 -t    9. 昂貴 ng-    10. 阻塞 -k    
 
11. 顏色 ng-    12. 很好 -n    13. 堅硬 ng-  14. 規則-k    15. 粗魯 l- 
 
16. 破爛 l-     17. 水牛 ng-   18. 抵抗 –ng  19. 金礦 kw-   20. 兒女 n- 
 
21. 健康 -ng    22. 難過 n-    23. 寧靜 n-   24. 蘋果 gw-   25. 姓吳 ng 
 
乙、請朗讀下段文字 (有底線字讀音正確，每個得 1 分。)   讀音得分：___/10 

(另整體表現最高可得 5 分)                      整體表現得分：___/5 
 
現在我國人的大毛病，只是圖享福，不願吃苦。一般做父母的， 
    ng-gw-                          -k 
常常以為年紀大了，應該享福。有許多青年人，看見人家享福， 
        n-                                 -n 
羨慕得很；勉強他們暫吃辛苦，他們的慾望，總是對準享福的方 
    -k                              -ng 
面去進行的。甚至讀書只要文憑，不肯在學業上努力。 
                          -ng   -ng        n-  
丙、請說出一段以冬天為話題的說話，限時 30 秒：    (5 分)   得分：___/5 
     
後面詞語僅供參考，考生可決定是否選用：寒冷、著衫、頸巾、火鍋、露宿者 
 
考生編號：______________      測試日期：_____________      總得分：___/45 
 
中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年齡：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考員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考員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粵語正音基本測試(三)      主考卷 
  

甲、讀出下列各詞語   25 分(有底線字讀音正確，每個得 1 分)     得分：  /25 
 
1. 螞蟻 ng-     2. 接納 n-     3.五金 ng     4. 根本 -n    5. 輪廓 kw-                  
 
6. 鋼鐵-ng      7. 饑餓 ng-   8. 黑色 -k     9. 額頭 ng-   10. 突然 -t     
 
11.行走 -ng    12. 鱷魚 ng-   13. 光明 gw-   14. 車蓋 g-  15. 出產 -n 
 
16.曾經 -ng    17. 嫩滑 n-    18. 零用 l-    19. 百態 -k   20. 牙齒 ng- 
 
21.捱苦 ng-    22. 南極 n-    23. 寒冬 -n    24. 外面 ng-  25. 煩惱 n- 
 
乙、請朗讀下段文字 (有底線字讀音正確，每個得 1 分。)   讀音得分：___/10 

(另整體表現最高可得 5 分)                      整體表現得分：___/5 
     

父親對我很慈愛，從來沒有打罵過我。到保定上學，是父親送去的。 
gw-        -ng -k 

他很希望我能成材，後來雖然有些失望，也只是存在心裡，沒有當面斥 
                              -t 
責我。在我教書時，父親對我說：「你能每年交我一個長工錢，我就滿足 
-k                              n-    n-        -ng 
了。」我連這一點也沒有做到。                      整體表現得分：______ 
l-       l- 
       
丙、請說出一段以喜愛的科目為話題的說話，限時 30 秒：   (5 分)   得分：___/5 
   
後面詞語僅供參考，考生可決定是否選用：語文、數學、知識、興趣、課堂活動 

 
考生編號：______________      測試日期：_____________      總得分：___/45 
 
中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年齡：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考員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考員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考員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考員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