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me Final Nacional de Língua Estrangeira III - MANDARIM
Prova 848 I 1ª Fase I Ensino Secundário I 2021
11.º Ano de Escolaridade – Iniciação – bienal
Decreto-Lei n.º 55/2018, de 6 de julho

Duração da Componente Oral da Prova (Parte D): até 20 minutos.

GUIÃO
Número de aluno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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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e 1. Ler frases
Para cada aluno, escolher aleatoriamente FRASES A, FRASES B OU FRASES C

一共三组句子（A 组、B 组和 C 组），分别打印在三张纸上。每位考生随意
抽取一张，进行朗读。

FRASES A
A 组句子

1.
M

玛丽亚的 红裙子 很 不错，颜色 很 明亮。

2.
J

家明 是 网球

运动员， 学校 的

每次 比赛都 参加。

3.
CXi

从 星期一 到 星期五，小雨 每天

早上

七点 起床，



八点 出门

上学，下午 四点 到家，晚上

4.
在中国，春节的时候最热闹，大家都买年货。

5.
我明天有事，不能和你们一起去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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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点 睡觉。

FRASES B
B 组句子

1.
W

我不会踢足球， 如果你 有 时间，教 我 一下吧


2.
WJN

王家明

喜欢 跟 努诺 一起打 乒乓球。

3.
M
玛丽亚很
漂亮， 长 头发，大眼睛， 经常
穿 红色的
TYPF

衣服。她会 说 英语 和葡萄牙语，还 会 说 一点儿法语。

4.
明天是妈妈的生日，我打算给她做蛋糕。

5.
现在外面刮风下雨，你带雨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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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SES C
C 组句子

1.

J

姐姐 要 买 一条 裙子 和 两 条 裤子，一共 三百 元。

2.
NJ

努诺 星期天 下午 经常

跟 家明 一起 玩 电脑。

3.
ZZ：c

在 中国， 一年 有四个季节：春天 天气 暖和， 夏天 天气
h
很热， 秋天 天气不 冷 也不 热，冬天 天气 很冷。

4.
年货是过年的时候吃的和用的东西。


5.
有的葡萄牙人喜欢吃饺子，喝鸡蛋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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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e 2. Responder a perguntas
Para cada aluno, escolher 5 perguntas.

考官选择 5 个问题，向考生提问。
Grupo 1 – Informação Pessoal / 第一组：个人信息
1. 你叫什么名字？多大了？
2. 你喜欢紫色吗？为什么？
3. 你最喜欢什么颜色？为什么？
4. 你的头发是不是黑色的？
5. 你喜欢吃饺子还是蛋炒饭？
6. 你喜欢喝什么饮料？
7. 你早饭常常吃什么？
8. 你最近忙不忙？ 为什么？
9. 你最喜欢打什么球？
Grupo 2 – Família e Amigos / 第二组：家人与朋友
10. 你家有几口人？都是谁？
11. 你爸爸做什么工作？他的生日是哪一天？
12. 你最好的朋友是谁？住在哪里？什么样子？多大了？
13. 你的爷爷/奶奶住在哪里？他们多大年纪了？
14. 你有没有哥哥/姐姐/弟弟/妹妹？ 你有几个……?
15. 你有没有小猫/小狗？有几只？
Grupo 3 – Escola / 第三组：学校
16. 你们的学校什么样子？
17. 谁是你的汉语老师？他什么样子？
18. 你最喜欢上什么课？
19. 你觉得你的汉语怎么样？
20. 你为什么学习汉语？
21. 你们学校经常举行体育比赛吗？
22. 你们学校有没有游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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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upo 4 – Data / 第四组：日期与钟点
23. 圣诞节是几月几号？
24. 你每天几点起床？几点睡觉？
25. 今年的春节是哪一天？今年是狗年吗？
26. 今天是复活节/春节吗？
27. 现在几点？今天你几点到学校的？
28. 在葡萄牙什么时候给朋友送礼物？
29. 你星期几有汉语课？每个星期上几个小时的课？
30. 今天星期几？ 几月几号？
31. 你的生日是哪一天？
Grupo 5 – Passatempos e Férias / 第五组：爱好与度假
32. 你的爱好是什么？
33. 你喜欢看电影吗？
34. 你喜欢跟朋友们一起打球吗？打什么球？
35. 你最喜欢什么运动？
36. 星期六你打算干什么？
37. 暑假你打算去哪儿度假？
38. 你喜欢去海边还是去山区度假？为什么？
Grupo 6 – Tempo / 第六组：天气
39. 今天/昨天天气怎么样？
40. 葡萄牙的冬天天气怎么样？
41. 北京的冬天怎么样？是不是很冷？
42. 北京的夏天怎么样？热不热？
43. 你最喜欢哪一个季节？ 为什么？
44. 下雨的时候你喜欢带雨伞还是穿雨衣？
45. 夏天西部海边天气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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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upo 7 – Compras / 第七组：购物
（请注意：需事先准备一些东西，如光盘、书、钱包、铅笔、墨镜，球等）
46.这是什么东西？请说一下颜色和用处。
47.钱包里有多少钱？
48.你最喜欢买什么东西？为什么？
49.你爱买什么礼物送给朋友？
50.你经常去中国商店买东西吗？
51.你喜欢买什么颜色的衣服/书包/文具盒？
52.中国人什么时候买年货？

7| julho/2021

Parte 3. O aluno terá 5 minutos para preparar uma breve apresentação sobre um dos dois
tópicos apresentados. Após esse período de preparação, terá um máximo de 5 minutos para
fazer a sua apresentação.

考生可以从下面的两个题材中任选一个，准备 5 分钟后进行讲述，讲述时间
最多 5 分钟。

Tópicos:
1.学习中文- Estudar chinês
(Falar sobre a aprendizagem do chinês. Referir a escola e cidade onde estuda, os colegas, o
professor, a utilidade, se gosta, etc.)

2.锻炼身体–Exercício físico
(A importância do exercício para a saúde: descrever exercícios que faz ou gostaria de fazer para
se manter saudá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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