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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想学韩国语的外国朋友们

为了给母语为非韩国语的外国人以及海外韩侨指明学习韩国语的方向，扩

大韩国语的普及，设立了韩国语能力考试（TOPIK）。该考试测试外国人的韩国

语使用能力，成为外国人留学以及就业时的重要评价标准。这表明在全球化时

代，韩国与其他国家的社会、文化交流越发频繁，想学习韩国语的外国人数量

也不断增加。

国立国际教育院实施的韩国语能力考试考生数逐年增长的趋势，恰恰证明

了韩国语学习热潮。2017 年韩国国内有 45 处考点，国外的 72 个国家有 221 处

考点，预计今后还会持续增加。

《新韩国语能力考试 TOPIKⅠ（初级）：考点全解 + 全真模拟》收录了 2014

年改革后的最新真题，能够帮助面对新韩国语能力考试的考生更有效地学习。

本书特色

1. 收录最新真题，为考生打下坚实的基础。

2. 为通过韩国语能力考试（TOPIK），总结了各领域里必须知道的核心理论。

3. 每道题都有易懂并详细的说明，即使是考生自学也能很好理解并学习。

4. 通过实战模拟考试，可以有效地检查自己的实力。

5. 内含英文·中文译文，有利于考生轻松备战考试。

本书还收录了各实战模拟试题的词汇目录和词汇试题小册子，有助于提高

学习者的学习效率，掌握更多的韩国语词汇。

希望使用本书的考生都能取得好成绩。

编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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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语能力考试简介

 考试目的

❶ 向母语为非韩国语的外国人以及海外韩侨指明学习韩国语的方向

❷  测定和评价韩国语使用能力，以此作为赴韩留学或在韩国就业等的依据

 主管机关

❶ 教育部：考试的指导·监督

❷ 国立国际教育院：从整体上管理考试的实施，如出题、印刷、阅卷等

 应试对象

母语为非韩国语的海外韩侨以及外国人

·韩国语学习者以及有意赴韩留学的人员

·有意在国内外韩企以及公共机关就职的人员

·海外学校的在校生或已毕业的海外韩侨

 成绩有效期

自成绩公布日起两年内有效

 考试成绩的用途

·管理政府邀请的外国人奖学金获得者的升学、成绩·学分时

·外国人或在国外修完 12 年教育课程的海外韩侨申请韩国的大学或大学院时

· 选拔有意在韩企就业的人员，以及给这些人员发放就业签证，对这些人员进行人

事管理时

·拥有外国人医生执照的人员有意在韩国取得认证时

·取得外国人韩国语教师资格证（2 ～ 3 级）报考资格时

·取得永住权时

·结婚移民者申请签证时

·承认修完社会统合项目教育课程时（取得 1 ～ 4 级的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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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试时间表

考试级别 考试 领域
韩国

考试时间（分）
入场结束时间 开始 结束

TOPIK Ⅰ 第一堂
听力

09:20 为止 10:00 11:40 100
阅读

TOPIK Ⅱ
第一堂

听力
12:20 为止 13:00 14:50 110

写作

第二堂 阅读 15:10 为止 15:20 16:30 70

* TOPIK Ⅰ只有一堂考试。

 考试实施说明（以下考试实施时间，可能因考试当天考场情况发生变化，下表为韩国情况）

TOPIK Ⅰ——上午 09:20 之前进入考场（上午 09:20 之后绝对不能进入考场）

时间 内容 备注

～ 09:20 进入考场 09:20 之后不得进入考场

09:20 ～ 09:50 (30 分钟 )
答题纸填写说明 &
第一次确认是不是考生本人

收走手机以及电子仪器

09:50 ～ 10:00 (10 分钟 ) 发放试卷以及听力试听 —

10:00 ～ 10:40 (40 分钟 ) 听力考试 —

10:40 ～ 11:40 (60 分钟 ) 阅读考试
第二次确认是不是考生本人：
为了防止作弊，在听力考试之后实行

TOPIK Ⅱ——下午 12:20 之前进入考场（下午 12:20 之后绝对不能进入考场）

时间 内容 备注

～ 12:20 进入考场 12:20 之后不得进入考场

12:20 ～ 12:50 (30 分钟 )
答题纸填写说明 &
第一次确认是不是考生本人

收走手机以及电子仪器

12:50 ～ 13:00 (10 分钟 ) 试卷发放以及听力试听 —

13:00 ～ 14:00 (60 分钟 ) 听力考试 —

14:00 ～ 14:50 (50 分钟 ) 写作考试
第二次确认是不是考生本人：
为了防止作弊，在听力考试之后实行

14:50 ～ 15:10 (20 分钟 ) 休息时间 —

15:10 ～ 15:20 (10 分钟 )
答题纸填写说明 & 第一次确认是不是考
生本人

—

15:20 ～ 16:30 (70 分钟 )  阅读考试
第二次确认是不是考生本人：
为了防止作弊，在阅读考试之后实行

*TOPIK Ⅰ只有一堂考试。
* 必须在进入考场时间内进入考场，超过规定时间后不得进入考场。
* 没有按照规定时间进入考场责任由考生本人承担。

 试卷种类
种类 A 类型 B 类型（单双数）

考试地区 美洲·欧洲·非洲·澳洲 亚洲

考试日期 星期六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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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试级别及等级

- 考试级别：TOPIK Ⅰ，TOPIK Ⅱ
- 考试等级：6 个等级（1 ～ 6 级）
根据总分判断，各等级的分数线如下。

项目
TOPIK Ⅰ TOPIK Ⅱ

1 级 2 级 3 级 4 级 5 级 6 级

等级 80 分以上 140 分以上 120 分以上 150 分以上 190 分以上 230 分以上

 考试题型

①各级别题型

考试级别 考试 领域（时间） 类型 试题数 分数 总分

TOPIK Ⅰ 第一堂
听力（40 分钟） 客观题 30 100

200
阅读（60 分钟） 客观题 40 100

TOPIK Ⅱ
第一堂

听力（60 分钟） 客观题 50 100

300写作（50 分钟） 主观题 4 100

第二堂 阅读（70 分钟） 客观题 50 100

②试题类型

- 客观题（单选题）

- 主观题（写作）

完成文章（简答题）：两道题

写作：两道题

（200 ～ 300 字的中级水平说明文 1 篇，600 ～ 700 字的高级水平论述文 1 篇）

 写作评分标准
题号 评分标准 评分依据

51-52
内容及完成主题 内容是否符合指定的主题？

语言的使用 是否正确使用词汇和语法？

53-54

内容及完成主题

- 是否很好地展开了指定的主题？

- 构成文章的内容是否和主题有关联？

- 是否丰富、多样地表现出了指定内容？

文章的展开和结构

- 文章的结构是否明确，是否具有逻辑性？

- 是否根据文章内容分段？

- 是否恰当地表述了有助于展开论点的论据，论据和论据之间是否
有逻辑性？

语言的使用

-是否使用了丰富、多样的词汇、语法，词汇和语法的选择是否恰当？

- 语法、词汇、拼写是否正确？

- 文章的格式是否符合其目的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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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等级的评价标准

考试级别 等级 评价标准

TOPIK Ⅰ

1 级

- 能够使用“自我介绍、购物、点餐”等生活中必须使用
的基础语言，能够理解和表达“自己、家人、兴趣、天气”
等与个人日常生活有关联的或熟悉的话题内容。

- 以 800 个左右的基础词汇和基本语法为基础，造简单的
句子。

- 可以理解和读写简单的生活相关文章和实用文

2 级

-可以使用如“打电话、拜托”等日常生活所需的韩国语，
可以使用利用“邮局、银行”等公共设施时所需的韩国语。

- 利用 1500 ～ 2000 个左右的词汇，以段落为单位理解和
使用个人日常生活中熟悉的话题。

- 可以区分使用公开场合与非公开场合的语言

TOPIK Ⅱ

3 级

- 日常生活几乎无太大困难，能够使用各种公共设施和维
持社会关系所需的基础性韩国语。

- 除了熟悉、具体的题材之外，以段落为单位使用和理解
自己熟悉的社会题材。

- 能够区分和理解书面语和口语的基本特性，也可以区分
使用两者

4 级

- 能够使用利用各种公共设施和维持社会关系所需的韩国
语，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使用一般业务所需的韩国语。

- 能够理解“电视新闻、报纸报道”的一般性、简单内容。
较准确地理解并流畅地使用一般的社会性、抽象性题材。

-理解常用的惯用语和韩国的标志性文化，并以此为基础，
理解和使用社会、文化相关内容

5 级

-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使用专业领域的研究、业务所需的韩
国语。

- 能够理解和使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中不
太熟悉的题材。

-能够妥当地区分并使用公开、非公开场合中使用的口语、
书面语

6 级

-较准确、流畅地使用专业领域的研究、业务所需的韩国语。
- 能够使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中不太熟悉
的题材。

- 虽不能达到韩国人的语言水平，但在功能性使用和表达
上不会感到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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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构成和特点

熟悉题型

TOPIK Ⅰ分为听力、阅读领域。在这里说明

各领域的题型以及解答技巧。请仔细了解各

种题型，并通过列举的试题培养自己的临场

实战感。

词汇·语法

收录备战 TOPIK Ⅰ考试所需的词汇和语法。

完美地梳理词汇和语法，不但可以通过考试，

也可以提高韩国语词汇量。

3 回实战模拟考试

收录包含最新试题的形式和类型的实战模拟

考试。通过模拟考试可以最终检查自己所学

的内容，也可以查漏补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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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听力题型

提问应答

“提问应答”这类题需要选择对提问、拜托、提议、道歉等做出应有反应的选项，

此时提问、拜托、提议、道歉等是以句子的形式出现。或者这类题要听对话的一部分，

推测出应该应答的内容后完成对话。在会话中听力的最终目标不是只理解会话内容，

而是听后做出适当的回应。因此这类题很适合考查沟通能力。

听完提问之后，做出肯定或否定回答

这类问题需要听完提问之后，用肯定或否定形式回答。如果了解提问和回答的一

般形式，就便于解答这类题。

如果周末有约，就应该回答“네 ,약속이 있어요（是，有约）”。如果周末没有约，

就应该回答“아니요 ,약속이 없어요（没有，没有约）”。

答题技巧

正确答案

名词

名词是指表示事物名称的词。以下是需要掌握的名词。

韩国语有很多同音异义词。同音异义词是指发音相同但词义不同的词。为了区分同音异

义词，在词汇旁标注了号码。

词汇·语法

가게 store, shop 명사 商店

가격 price 명사 价格

가구 furniture 명사 家具

가방 bag 명사 包

가수 singer 명사 歌手

가슴 breast, chest, heart 명사 胸膛，胸，心

가요 song 명사 歌谣

가운데 middle 명사 中间

가위 scissors 명사 剪刀

가을 autumn, fall 명사 秋天

가족 family 명사 家庭，家人

가지 counting unit (for kind of) 의존명사 종류 种类  

간식 snack 명사 零食

간장 soy sauce 명사 酱油

간호사 nurse 명사 护士

갈비 rib 명사 排骨

갈비탕 beef-rib soup 명사 排骨汤

갈색 brown 명사 褐色

감 persimmon 명사 과일 柿子

감기 cold 명사 感冒

감동 impression 명사 感动

감자 potato 명사 土豆

값 price 명사 价格

강 river 명사 江 江，河

강아지 puppy 명사 小狗

개 counting unit (for general items) 의존명사 한~ 个

개 03 dog 명사 동물 狗

熟悉阅读题型

领会主题

“领会主题”这类题是为了考查考生阅读全部内容之后领会其主题的能力。一般

一道题有两个句子，阅读完两个句子之后判断写了什么内容即可。

想做好这类题，需要找出文章中有上位词·下位词关系的，或与主题有关的词语

以及表述。我们最好掌握上位词·下位词关系或与主题相关的表述。

“수영（游泳）”和“골프（高尔夫）”都属于“운동（运动）”项目。

答题技巧

正确答案

上位词·下位词

가족 ( 家庭 ) -  부모님（父母）, 동생（弟弟 /妹妹）, 언니（姐姐）, 할머니（奶奶）, 할아버지（爷爷）, 오빠（哥
哥） 등

계절 ( 季节 ) - 봄（春天）, 여름（夏天）, 가을（秋天）, 겨울（冬天）
과일 ( 水果 ) - 사과（苹果）, 딸기（草莓）, 복숭아（桃子） 등
나라 ( 国家 )(  ) - 중국（中国）, 일본（日本） 등
나이 (年龄 )(  ) - 스무 살（二十岁）, 열아홉 살（十九岁） 등
식사 ( 饮食 ) - 아침（早餐）, 점심（中餐）, 저녁（晚餐）
음식 ( 食物 ) - 비빔밥（拌饭）, 불고기（烤肉）, 갈비（排骨）, 떡볶이（炒年糕） 등
주말 ( 周末 ) - 토요일（星期六）, 일요일（星期日）

TIP需要知道哦！

表示是否有经验。不用于很近的过去发生的事情、经常做的事情、很一般的事情。现

在不做那件事情的时候使用。

是表示预测将来的事情或某种可能性的“-(으 )ㄹ까”和“하다”的结合形式。用于

动作动词后，陈述句为现在时、过去时，不使用将来时词尾“-겠 -”。根据主语可分

为以下几种。

1. 表示说话人的意图时 ：前一分句没有主语。

2. 表示说话人的推测时 ：与“-(으 )ㄹ까 하고”“-(으 )ㄹ까 해서”等词尾结合，前

一分句的主语是第三人称。

过去的经验

-( 으 ) ㄴ 적이 있다 , - 아 / 어 / 여 보다的比较

- 아 / 어 / 여 보다

-( 으 ) ㄴ 적이 있다 有时有，有时没有

关系密切

现在、将来的尝试 与“主语”意志的关系

过去的经验

过去的经验

现在 / 将来的尝试

我寄宿过。

还没有一个人去旅行过。

这个学期打算学钢琴。

生日的时候打算招待朋友来家里。

想着胜贤会不会来，在外面等着。

担心会不会来电话，没敢出门。



正确答案及解析

做完题之后，请确认自己做错的部分。本书附

韩文、中文、英文说明，即使没有老师，一个

人也能很好理解本书的内容。

TOPIK Ⅰ词汇＋考试

边整理实战模拟考试的词汇，边背诵这些词汇。

最后通过词汇测试，把所学的词汇完全转化为

自己的词汇量。

听力领域 MP3 二维码

本书附听力领域 MP3 二维码，可以用智能手

机扫码即听。使用二维码，轻松学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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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时间：40 分钟

答案及解析 245 页

扫描二维码，播放听力音频。



写出你的目标！！

没有计划的目标只是一个愿望而已。

—Saint Exupery—

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制订计划吧。
把计划付诸行动，我们可以离目标更近一步。

Ⅰ . TOPIK Ⅰ一次通过
★预计考试日期：      年       月       日

Ⅱ . 考过 TOPIK Ⅰ的计划
（每天背诵 20 个单词，看各领域的讲课视频，每天背诵 5 个句子）

Ⅲ . 学习韩国语的最终目标
（日常会话，在韩企工作，去韩国留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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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力

阅读

词汇 · 语法

核心理论

扫一扫，看视频讲解





听力是指通过听觉器官辨别听到的语音信息，并领会其意思的过程。但是人的听觉器官

与录音机不同，不接收全部的声音，而是选择性地接收。听的时候人们对所听到的信息的关

注度会不同，人们会根据自身的期待、目的关注特定信息。因此“听力领域”评价的不是你

听到了多少内容，而是评价你能否很好地辨别和倾听必要信息。

TOPIK Ⅰ“听力领域”评价的是听到日常生活中的个人会话，或者简单的实用会话之后，

能否领会和推敲其内容。

TOPIK Ⅰ“听力领域”主要涉及的主题如下。

主题

- 家庭生活
 （介绍家人，家务，饮食 / 料理，家 / 居住，邀请，拜访）
- 健康
 （医院，药店，健康管理）
- 教育
 （学校生活，朋友 / 同事 / 前后辈关系）
- 购买
 （购物，市场）
- 生活方式
 （约定，交通，日常生活，韩国生活，外貌 / 服装，性格 / 感情，天气 · 季节 / 气候）
- 数
 （日期，星期，时间，价格）
- 艺术
 （表演和观赏）
- 问候
 （自我介绍，个人信息，感谢及道歉）
- 工作和职业
 （职场生活）
- 爱好和休闲
 （爱好，个人关心的事情，节假日 / 放假，周末，旅行 / 住宿，地理信息）

社会性
相互作用

- 个人会话
 （日常生活）
- 社会性会话
 （ 介绍，点餐，利用政府机关和公共机关，利用设施，询问 / 咨询 / 要求，讨论，

会议）

信息的传递和理解

- 介绍
 （ 机场 / 地铁 / 车站 / 大巴的广播，迷路儿童 / 失物招领广播，招聘信息，使

用设施说明，食品 / 产品打折介绍，观光 / 旅行指南，博物馆介绍，公寓，
宿舍）

- 广告
 （产品广告，招人 / 招聘广告，企业广告，公益广告）

听力



熟悉听力题型

提问应答

“提问应答”这类题需要选择对提问、拜托、提议、道歉等做出应有反应的选项，

此时提问、拜托、提议、道歉等是以句子的形式出现。或者这类题要听对话的一部分，

推测出应该应答的内容后完成对话。在会话中听力的最终目标不是只理解会话内容，

而是听后做出适当的回应。因此这类题很适合考查沟通能力。

听完提问之后，做出肯定或否定回答

这类问题需要听完提问之后，用肯定或否定形式回答。如果了解提问和回答的一

般形式，就便于解答这类题。

如果周末有约，就应该回答“네 , 약속이 있어요（是，有约）”。如果周末没有约，

就应该回答“아니요 , 약속이 없어요（没有，没有约）”。

答题技巧

正确答案



回答有疑问词的提问

这类题需要恰当地回答提问中的“누가 , 언제 , 어디 , 무엇 , 왜 , 어떻게（谁，

什么时候，哪里，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等疑问词。最好掌握常搭配的疑问词

和相关回答。

对话中“누가（谁）”是表示人的疑问词。上述问题的提问内容是“谁吃了这个？”

会话中男子回答“是郑恩吃的”。

答题技巧

正确答案

区分陈述句和疑问句的语调

在韩国语中，陈述句和疑问句的语调完全不同。陈述句的句尾语调会下降，相

反，疑问句的句尾语调要上扬。



TIP需要知道哦！

疑问词 提问 回答

거기：询问场所  

무엇：询问行动  

누구：询问人   

언제：询问时间  

어때요：询问感觉  

몇 시：询问时间   

왜：询问理由  

어디：询问场所  

무슨：询问不知道的某事   

어떻게：询问方法    

选择与会话情景相匹配的表达

这类问题以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会话为主，要选择与会话情景相匹配的表达。

男子说的是吃饭之前的问候。被邀请的人会说“잘 먹겠습니다（我要开动了）”，

邀请的人会说“맛있게 드세요（慢慢享用）”。

答题技巧

正确答案



TIP需要知道哦！

会话情景 表达 回答

感谢 

见面时欢迎或高兴 

拜托 

道歉 

有人找你的时候  

吃饭的时候 

相互问候的时候  

希望得到谅解的时候 

去旅行的时候 

很久没见的时候  

互道晚安的时候  

打电话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祝贺 

称赞 

分别的时候 



找出符合会话内容的场所

“找出符合会话内容的场所”这类题，需要听到会话之后，找出符合会话内容的

场所。比起努力听懂全部会话内容，更重要的是掌握各个场所或情景会话的特点，把

握整体内容。想做好这类题，最重要的是培养听懂会话中表示场所的核心单词的能力。

“다음역（下一站）”“2 호선（2 号线）”等词都与“지하철（地铁）”有关。

答题技巧

正确答案

用于表示场所的名词后，表示具体的动作（谓语）发生的场所。

相关词汇场所

机场

剧场

银行

医院

公司

邮局

비행기 표 （飞机票），출발（出发），도착（到达），항공권（机票），여권（护照）

영화（电影），영화표（电影票），상영（上映），배우（演员），예매（预购）

통장（存折），돈（钱），찾다（取），바꾸다（换），저금（存钱）

열（发烧），의사（医生），환자（患者），간호사（护士），치료（治疗），감기（感冒）

사장님（社长），회의실（会议室），출근（上班）

편지（信），소포（包裹），부치다（邮寄），주소（地址）

在公园见面。

路上见到了老师。

TIP需要知道哦！



选择中心思想

“选择中心思想”这类题，需要听到会话之后掌握表达的核心内容。把握说话人

最想说的是什么意思，是做这类题时必备的能力。选择“女性”表述的核心内容的问

题中，正确答案在女性所说的话里；选择“男性”表述的核心内容的问题中，正确答

案在男性所说的话里。因此先弄明白问的是“男性”所说的核心内容，还是“女性”

所说的核心内容之后再听。

对于在韩国生活期间饮食口味的变化，女子感到很神奇。

答题技巧

正确答案

说话人想让听话人一起行动时使用。这时主语是“우리（我们）”。

我们一起去看演出吧？

我们一起打扫吧？

我们一起学习吧？

一起看电影吧？



听后找话题

“听后找话题”这类题，需要听到会话之后掌握会话的中心题材或内容。比起努

力听懂全部会话内容，更重要的是听懂两个人会话中的核心单词。比起听到会话之后

推测话题，更重要的是领会整体内容之后，找出最恰当的话题。如果知道听力属于理

解范畴的话，就会明白这类题是听力能力评价中必不可少的题型。

“하늘（天空）”“흐리다（天阴）”“비（雨）”这类词与“날씨（天气）”有关。

答题技巧

正确答案

“- 네요”是表达说话人的感受或感叹的终结词尾。给人一种很柔和的感觉。

这是胜贤的全家福吗？

天气很好啊。

食物非常好吃呢。



会话话题相关词汇

TIP需要知道哦！

계절（季节），계획★★（计划），공부（学习），공원★★（公园），과일（水果），교실（教室），극장（剧
场），기분★★（心情），꽃집（花店），꿈（梦），나이★★（年龄），날씨★★★（天气），날짜★★★★

（日期），도서관★★（图书馆），도시（城市），맛（味道），모임（聚会），물건★★（东西），방학（放
假），백화점（百货商店），사진（照片），색（颜色），서점★★（书店），선물★★（礼物），쇼핑（购
物），수업（课程），시간★★（时间），시장★★（市场），식당★★★（餐馆），식사（用餐），약국★★

（药店），약속★★（约会），역（站），요일★★★（星期），우체국★★★（邮局），운동（运动），운동

장（运动场），은행（银行），음식（饮食），음악（音乐），주말（周末），주소★★（住址），지하철역（地
铁站），직업★★★（职业），집★★（家），춤（舞蹈），취미★★（爱好），친구（朋友），학교（学校）， 
휴일★★★（公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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