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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文能力測驗」海外施測計畫 

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 

 

一、測驗時程： 

「華語文能力測驗」測驗時程全年開放，可因應各國節慶與學校行事曆辦理。 

 

二、執行單位： 

各地區相關駐外館處斟酌成立試務委員會（館長擔任主任委員，教育部或僑委會

駐外人員擔任執行秘書），以統籌辦理試務工作。 

 

三、辦理方式： 

各地承辦本案支出由駐外館處編列經費預算，內容可含括試務委員會委員費、代

辦費、試務工作費、監試工作費、臨時工資、場地費、雜支等；惟以試務工作費、監

試工作費、場地費等辦理測驗必要性支出為教育部優先補助項目，以撙節經費。 

請各駐外館處於 110 年 2 月 10 日之前上網填報當年施測計畫（網址：

http://edu.sc-top.org.tw），填報完成請列印，如有補助經費需求請併同本案經費預算表函

送教育部審核。年度中如有調整，應請敘明原委，函報教育部同意後辦理。 

各地測驗報名費由合作大學（機構）、試務委員會或駐外館處代收後，由駐外館處

行文繳回國庫。本案相關作業時程，請依據「海外施測標準作業時程表」辦理（附件

一）。 

四、施測地區︰ 

每年除教育部駐境外機構納入施測地區外，外交部駐外館處、僑委會華僑文教中

心、海外臺灣教育中心等有意願辦理測驗之單位，皆可加入施測地區，「華語文能力測

驗」施測地區規劃如下： 
區域 施測地區 

亞洲 日本、韓國、泰國、越南、印尼、馬來西亞、印度等 

大洋洲 澳大利亞等 

歐洲 
英國、愛爾蘭、法國、德國、比利時、荷蘭、奧地利、斯洛維尼亞、瑞士、

瑞典、挪威、波蘭、俄羅斯、土耳其、西班牙、匈牙利等 

北美洲 加拿大、美國等 

中南美洲 宏都拉斯、瓜地馬拉、巴拉圭、尼加拉瓜、智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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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施測對象： 

（一）華語文能力測驗 TOCFL 

1. 主要對象為外國學生或人士、海外臺商聘用之員工及華裔子弟等。 

2. 外國學生部分，宜鼓勵「臺灣獎學金」、「教育部華語文獎學金」申請者報考，

渠等之測驗成績得作為駐外館處獎學金遴選參考，亦得作為申請國內大學校院

及華語中心入學審核之參考。 

3. 另駐外館處得洽請當地大學校院協助，鼓勵中文相關系所或修習中文課程之外

國學生參與。 

4. 臺商聘用之員工及當地華裔子弟亦為宣傳重點，駐外館處宜洽請當地華僑團

體、商會、及臺商企業、公司等協助宣傳，並鼓勵其所屬成員或學生子弟報考。 

（二）兒童華語文能力測驗 CCCC 

以 7 至 12 歲母語非華語之兒童為主，主要對象為設有中文課程之主流學校學生、

國際學校學生、華僑中文學校學生等。 

 

六、測驗用途： 

（一）華語文能力測驗 TOCFL 

華語文能力測驗成績/證書為申請臺灣獎學金、華語文獎學金、僑生回臺入學、僑

外生留臺工作之要求佐證，亦為我國與鄰近國家設立教育交流獎學金之申請標準。 

 

（二）兒童華語文能力測驗 CCCC 

1. 幫助學生了解自己的華語程度，進而激發學習華語的熱忱與自信，並挑戰自我

能力。 

2. 幫助家長了解孩子學習華語的狀況，進而規劃與調整孩子學習華語的方法與步

調。 

3. 幫助華語教師了解學生的華語程度，進而檢視自己的教學成效，並作為未來課

程規劃的參考。 

 

七、測驗種類與形式： 

「華語文能力測驗」可分為「聽讀測驗」、「口語測驗」和「寫作測驗」；「聽讀測

驗」可提供電腦測驗或紙筆測驗，而「口語測驗」和「寫作測驗」均為電腦測驗。電

腦測驗採雲端連線方式，請參考「海外雲端測驗申請流程與作業須知」（附件二）。 

「兒童華語文能力測驗」為「聽讀測驗」，以紙筆測驗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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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名稱 測驗種類 測驗形式 

華語文能力測驗 

聽讀測驗 電腦或紙筆 

口語測驗 電腦 

寫作測驗 電腦 

兒童華語文能力測驗 聽讀測驗 紙筆 

 

八、測驗等級與性質： 

測驗等級與考試性質，請參考下表： 

測驗名稱 測驗等級 正式考試 預試 

華語文 

能力測驗 

準備級 1~2 級1

 收取測驗報名費

 核發正式成績單

 通過者授予證書

 免費 

 核發預試成績單

入門基礎級 

進階高階級 

流利精通級 

兒童華語文

能力測驗2 

萌芽級 

成長級 

茁壯級 

海外施測以辦理「正式考試」為主，惟以下條件可開放「免費預試」，俾利當地推

廣，惟請先敘明於年度施測簡表： 

1. 首次辦理華語文能力測驗之國家。 

2. 首次辦理測驗之合作單位。 

3. 首次辦理電腦化測驗之合作單位。 

    補充說明：協請駐外館處開發免費預試場次時，以當地主流學校非華裔學生為對

象，俾利華測會更精準估計試題難度。 

 

九、測驗版本： 

因應海外華語學習者以學習簡體字居多，海外考生可彈性選用「正體版」或「簡體版」

題本，惟簡體版以正簡體併列為原則；聽讀測驗之簡體版題本左頁為正體、右頁為簡

體。 

 

 
                                                 
1 華語文能力測驗證書核發單位為教育部，惟準備級證書核發單位為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 
2 兒童華語文能力測驗「預試」為萌芽級單獨一卷，成長茁壯級合併一卷，考生報考時需注意預試的測驗等級與

收費正式考試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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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報名費用： 

各地區海外報名費用列表如下： 

地區 TOCFL 電腦報名費 TOCFL 紙筆報名費 

準備級

TOCFL-Novice 與

CCCC 
報名費 

美國 
45 美元 

（約臺幣 1,398 元） 
40 美元 

（約臺幣 1,243 元）

30 美元 
（約臺幣 932 元） 

加拿大 
45 加幣 

（約臺幣 1,062 元） 
40 加幣 

（約臺幣 944 元） 
20 加幣 

（約臺幣 472 元） 
馬來 
西亞 

150 馬幣 
（約臺幣 1,193 元） 

120 馬幣 
（約臺幣 954 元） 

100 馬幣 
（約臺幣 795 元） 

印度 
2,500 盧比 

（約臺幣 1,173 元） 
2,000 盧比 

（約臺幣 938 元） 
1,500 盧比 

（約臺幣 704 元） 

印尼 
30 萬印尼盾 

（約臺幣 744 元） 
20 萬印尼盾 

（約臺幣 496 元） 
10 萬印尼盾 

（約臺幣 248 元） 

泰國 
1,200 泰銖 

（約臺幣 1,206 元） 
900 泰銖 

（約臺幣 904 元） 
700 泰銖 

（約臺幣 703 元） 

泰北 
1,200 泰銖 

（約臺幣 1,206 元） 
350 泰銖 

（約臺幣 352 元） 

350 泰銖 
（約臺幣 352 元） 

 

越南 
70 萬越盾 

（約臺幣 1,015 元） 
60 萬越盾 

（約臺幣 870 元） 
45 萬越南盾 

（約臺幣 653 元） 

日本 
6,000 日幣 

（約臺幣 1,655 元） 
5,000 日幣 

（約臺幣 1,380 元）

3,500 日幣 
（約臺幣 966 元） 

韓國 
65,000 韓幣 

（約臺幣 1,938 元） 
55,000 韓幣 

（約臺幣 1,640 元）

40,000 韓幣 
（約臺幣 1,193 元）

澳洲 
50 澳幣 

（約臺幣 1,144 元） 
45 澳幣 

（約臺幣 1,029 元）

20 澳幣 
（約臺幣 457 元） 

瑞典 
350 瑞典克朗 

（約臺幣 1,239 元） 
300 瑞典克朗 

（約臺幣 1,062 元）

250 瑞典克朗 
（約臺幣 885 元） 

挪威 
350 挪威克朗 

（約臺幣 1,155 元） 
300 挪威克朗 

（約臺幣 990 元） 
250 挪威克朗 

（約臺幣 825 元） 

瑞士 
60 瑞郎 

（約臺幣 1,871 元） 
55 瑞郎 

（約臺幣 1,715 元）

40 瑞郎 
（約臺幣 1,248 元）

英國 
30 英鎊 

（約臺幣 1,202 元） 
25 英鎊 

（約臺幣 1,002 元）

15 英鎊 
（約臺幣 601 元） 

德國 
30 歐元 

（約臺幣 1,063 元） 
25 歐元 

（約臺幣 886 元） 
20 歐元 

（約臺幣 708 元） 

法國 
30 歐元 

（約臺幣 1,063 元） 
25 歐元 

（約臺幣 886 元） 
20 歐元 

（約臺幣 70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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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TOCFL 電腦報名費 TOCFL 紙筆報名費 

準備級

TOCFL-Novice 與

CCCC 
報名費 

荷蘭/ 
比利時 

30 歐元 
（約臺幣 1,063 元） 

25 歐元 
（約臺幣 886 元） 

20 歐元 
（約臺幣 708 元） 

奧地利/ 
斯洛維

尼亞 

30 歐元 
（約臺幣 1,063 元） 

25 歐元 
（約臺幣 886 元） 

20 歐元 
（約臺幣 708 元） 

西班牙 
30 歐元 

（約臺幣 1,063 元） 
25 歐元 

（約臺幣 886 元） 
20 歐元 

（約臺幣 708 元） 

波蘭 
150 茲羅提 

（約臺幣 1,222 元） 
120 茲羅提 

（約臺幣 978 元） 
100 茲羅提 

（約臺幣 815 元） 

俄羅斯 
1,000 盧布 

（約臺幣 461 元） 
800 盧布 

（約臺幣 369 元） 
600 盧布 

（約臺幣 277 元） 

巴拉圭 
20 美元 

（約臺幣 621 元） 
15 美元 

（約臺幣 466 元） 
10 美元 

（約臺幣 311 元） 

尼加 
拉瓜 

20 美元 
（約臺幣 621 元） 

15 美元 
（約臺幣 466 元） 

10 美元 
（約臺幣 311 元） 

土耳其 
15 美元 

（約臺幣 466 元） 
10 美元 

（約臺幣 311 元） 
8 美元 

（約臺幣 249 元） 
宏都 
拉斯 

25 美元 
（約臺幣 777 元） 

20 美元 
（約臺幣 621 元） 

15 美元 
（約臺幣 466 元） 

智利 
25 美元 

（約臺幣 777 元） 
20 美元 

（約臺幣 621 元） 
15 美元 

（約臺幣 466 元） 

備註：  

1. 依據教育部 107 年 11 月 30 日臺教文(六)字第 1070202845 號函核定辦理，其他未列測驗費用之國家

請另報教育部核定。 

2. 各地區測驗費用及 10 人團報可享 9 折優惠方案。 

3. 泰北地區已採用優惠價格，不適用團報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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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測驗場次： 

    可依各地需求酌情增辦測驗次數，惟仍應考量成本效益，並以集中辦理為原則，

各測驗場次含不同等級考生應為 10 人次以上。 

 

十二、宣傳作業： 

統一由駐外館處進行之宣傳作業如下： 

（一）公告測驗訊息於駐外網站 

（二）舉辦測驗說明會 

（三）發布測驗訊息於各類媒體 

（四）寄發測驗文宣品 

1. 設有中文相關科系或開設中文課程之學校 

2. 中文學校（週末學校） 

3. 華語教師協會 

4. 海外臺灣學校 

5. 華僑學校 

6. 華僑組織 

7. 當地臺商組織 

8. 當地與中國或臺灣貿易往來之公司 

（五）其他符應當地狀況之必要宣傳 

 

十三、模擬試題免費下載與練習平台： 

    為使考生熟悉測驗題型，華測會除了寄送紙本模擬試題至駐外館處，亦於華測官

網提供三套模擬試題免費下載，可供教師教學或學生準備應試之用，敬請多加宣傳並

鼓勵師生下載使用。 

    華測會已建置華語文能力測驗模擬練習平臺，報考電腦測驗之考生可藉此熟悉電

腦測驗流程，模擬試題下載與練習平臺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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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頁面：

https://www.sc-top.org.tw/mocktest.php 

 

英文頁面：

https://www.sc-top.org.tw/mocktest_e.php 

 

 

十四、報名作業： 

    海外考生報名方式，華測會提供以下二種方式： 

（一）線上報名 

由華測會提供線上報名系統，可讓海外考生直接上網報名，無須投入人力逐筆彙

整考生資料，歡迎多加使用。若首次使用此項服務，請於規劃報名日前三個月與華測

會聯繫。 

（二）紙本報名 

考生填寫報名表，於測驗日前一個月，由駐外館處或合作單位統整於新版 EXCEL

彙整表並上傳於報名系統（駐館上傳網址：http://edu.sc-top.org.tw；合作單位上傳網址另

行提供）。屆時請連結網址並下載新版 EXCEL 彙整表，切勿沿用前一年度舊有格式，

以免上傳失敗。 

 

十五、紙本試題寄送： 

    試題卷包由外交部協助以外交郵袋運送，統一於施測前二個星期寄出，寄出後由

駐外館處負責保管責任。若有特殊情形，需以其他方式寄送卷包，請事先會知華測會。 

 

十六、施測結束題本處理： 

「華語文能力測驗」施測完畢，題本處理方式：（1）由駐外館處當地銷毀並填寫

題本銷毀記錄表（附件三）回傳華測會；（2）或由駐外館處全數寄回華測會，由華測

會統一銷毀。其餘相關文件與聽力 SD 卡需由駐外館處全數寄回華測會，俾利華測會進

行成績計算等工作。 

「兒童華語文能力測驗」施測完畢，請將題本併同所有相關文件與聽力 SD 卡全數

寄回華測會，俾利華測會進行成績計算等工作。 

 



8 

十六、試務與監試工作： 

    華測會訂有「試務工作手冊」與「監試工作手冊」，將以電子檔案提供駐外館處等

單位參考，內含標準作業流程與個資保護等相關規範，敬請詳閱並參照辦理。 

 

 

十七、評核工作： 

由各駐外館處負責該區施測指導及評核工作，並回報年度海外施測成果（附件四）

予教育部。 

十八、華測會聯繫資料： 

駐外館處於籌備施測期間有相關問題，可逕洽「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

聯繫資訊如下： 

聯絡人：「考試推廣組」陳劭茹專員 
    電郵：sjc.tops@gmail.com 

電話：+886-2-7749-1361 
    地址：24449 新北市林口區仁愛路一段 2 號資訊與教學大樓 B 棟 7 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