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est de niveau de Chinois accès niveau 3 

Partie I 

  Tā wèn wǒ__________________. 

1 他问我___________________。 

  yǒu méiyǒu qù guo wàiguó ma    qù wàiguó guo méiyǒu 

A. 没有去过外国吗             B. 去外国过没有    

  qù bú qù guo wàiguó            qù méi qù guo wàiguó 

C. 去不去过外国               D. 去没去过外国 

  Wáng Lǎoshī_______ shūfǎ. 

2. 王老师__________书法。 

  gēn wǒmen jiāo                 hé wǒmen jiāo 

A. 跟我们教                     B. 和我们教    

  jiāo wǒmen                     jiāo xué wǒmen 

C. 教我们                       D. 教学我们 

  Zhèr de píjiǔ____piányi____hǎohē. 

3. 这儿的啤酒_____便宜_____好喝。 

bù……bù                   yě……yě 

A. 不……不                 B. 也……也    

yòu…… yòu               jì……bù 

C. 又……又                 D. 既……不 



  Wǒ xīngqīliù qù _____chī wǎn fàn. 

4. 我星期六去_______吃晚饭。 

nǐ nàr                     nǐ      

A. 你那儿                   B. 你    

nǎr                        jiā 

C. 哪儿                     D. 家 

Zhè jiàn yīfu hěn piàoliang，nǐ shì zài nǎr mǎi _____ ? 

5. 这件衣服很漂亮，你是在哪儿买_____？ 

   le                          guo 

A. 了                       B. 过    

   ma                        de 

C. 吗                       D. 的 

  Míngtiān méiyǒu kè，wǒ xiǎng zài jiā _____________. 

6. 明天没有课，我想在家_____________。 

   xiūxi xiūxi                   xiūxiūxi xi  

A. 休息休息                 B. 休休息息    

   xiūxi yìdiǎnr                 xiū yíhuìr xi 

C. 休息一点儿               D. 休一会儿息 

  Zuótiān tā wèn wǒ_________ zhōngcān. 

7. 昨天他问我__________中餐。 

  xiǎng chī bù chī            xiǎng bù xiǎng chī        



A. 想吃不吃                 B. 想不想吃    

xiǎng méi xiǎng chī          xiǎng chī méi chī 

C. 想没想吃                 D. 想吃没吃 

  Tā de érzi xiànzài shì lǎoshī_____. 

8. 他的儿子现在是老师_____。 

   ma                         ba  

A. 吗                       B. 吧    

   le                         zhe 

C. 了                       D. 着 

  Nǐ zuótiān________de shǒujī tài guì le ! 

9. 你昨天_______的手机太贵了！ 

   mǎi le                     mǎi 

A. 买了                     B. 买    

mǎi guo                   mǎi wán 

C. 买过                     D. 买完 

  Wǒ zhīdào tā _______________. 

10. 我知道他________________。 

  shuō Hànyǔ hěn hǎo         shuō Hàn yǔ de hěn hǎo      

A. 说汉语很好               B. 说汉语得很好    

shuō Hànyǔ shuō hěn hǎo    Hànyǔ shuō de hěn hǎo 

C. 说汉语说很好             D. 汉语说得很好 



Partie II 

    Nǐ zài nǎ ge dàxué gōngzuò ?  

11. -你在哪个大学工作？ 

    Wǒ zài ___________gōngzuò. 

-我在___________工作。 

  Shànghǎi Dàxué               Shànghǎi de dàxué 

A. 上海大学                  B. 上海的大学    

  dàxué                        Shànghǎi 

C. 大学                       D. 上海 

  Míngtiān shì wǒ de shēngrì，wǒ_____péngyou lái wǒ jiā wánr. 

12. 明天是我的生日，我_____朋友来我家玩儿。 

  xiǎng                       qǐng 

A. 想                        B. 请    

  wèn                        ài 

C. 问                        D. 爱 

  Tā de nǚpéngyou _____tā hěn hǎo. 

13. 他的女朋友_____他很好。 

  xiàng                         duì     

A. 向                         B. 对    

   gěi                           hé 

C. 给                         D. 和 



  Nǐ xiǎng hē píjiǔ _______hóngjiǔ ne ? 

14. 你想喝啤酒_______红酒呢？ 

  huòzhě                      yě     

A. 或者                       B. 也    

  háishì                       yàobù 

C. 还是                       D. 要不 

  Zhè ge cài _____tài duō le，wǒ bú ài chī______. 

15. 这个菜_____太多了，我不爱吃______。 

   xián ; xián                    yán ; xián     

A. 咸；咸                     B. 盐；咸    

xián ; xián de                  yán ; xián de 

C. 咸；咸的                   D. 盐；咸的 

  Nǐ gěi wǒ dǎ diànhuà de shíhou，wǒ _______kàn diànshì ne. 

16. 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_______看电视呢。 

bù                          zhèngzài 

A. 不                         B. 正在    

  yǐjīng                      gāngcái 

C. 已经                       D. 刚才 

  Wǒ xiǎng chī_______jiǎozi. 

17. 我想吃_______饺子。 

    



duō                       shǎo    

A. 多                      B. 少    

yǒudiǎnr                  yìdiǎnr 

C. 有点儿                  D. 一点儿 

  Běijīng Kǎoyā hěn hǎochī，nǐ yīnggāi qù _______. 

18. 北京烤鸭很好吃，你应该去_______。 

hē yi hē                  zuò yi zuò     

A. 喝一喝                 B. 做一做    

  kàn yi kàn                cháng yi cháng 

C. 看一看                  D. 尝一尝 

  Wǒ qù yīxià cèsuǒ，zánmen _______zài xuéxiào ménkǒu jiàn ba. 

19. 我去一下厕所，咱们_______在学校门口见吧。 

   mǎshàng                   kuài     

A. 马上                     B. 快    

   yǐhòu                      yíhuìr 

C. 以后                     D. 一会儿 

  Wǒ_____nǐmen jièshào yíxià Běijīng de míngcài. 

20. 我_____你们介绍一下北京的名菜。 

duì                        hé     

A. 对                       B. 和    

 



gěi                        cóng 

C. 给                       D. 从 

 

Partie III 

21. 王老师有个女儿长得非常漂亮，今年二十岁，现在上大学三年级，

以后想当演员(yǎnyuán)。 

王老师的女儿： 

A. 是学生                    B. 是老师 

C. 是演员                    D. 个子很高 

22. 我的女朋友不怎么爱喝绿茶(lǜchá)，因为在中国，南方人爱喝绿

茶，北方人一般(yìbān)爱喝花茶(huāchá)。 

他的女朋友： 

A. 爱喝绿茶                      B. 是南方人 

C. 是北方人                      D. 不爱喝绿茶也不爱喝花茶 

23.我家有爸爸、妈妈，两个哥哥(gēge)和一个弟弟(dìdi)。 

Xiàmiàn nǎ ge duì ? 

下面哪个对？ 

A.他家有五口人                    B.他有两个弟弟 

C.他有三个哥哥                    D.他没有姐妹 

24. 今天二月十号，星期一。他们下个星期三早上八点开学。 

他们从什么时候开始(kāishǐ)上课？ 



A.星期三                    B.早上八点 

C.二月十二日                D.二月十九日 

25-30 

文月是德国人，她来巴黎学习法国文学。她每天上午都有课，

早上七点半起床，八点坐车去学校，到学校以后，她和同学一起吃二

十分钟的早饭。九点吃了饭以后，马上开始上课。文月的男朋友是上

海人，他在一家美国公司上班(shàngbān)。他和文月在一起的时候常

常说法文，很少说英文。文月十一点半下课以后，走路去男朋友的公

司，他们一起在那儿吃午饭。吃饭以后，文月回学校看书学习。 

25.文月的男朋友住在哪儿？ 

A. 德国                   B. 巴黎    

C. 上海                   D. 美国 

26.文月从家里到学校大概要多长时间？ 

A. 二十分钟                B.四十分钟 

C. 一个小时                D.半个小时 

27.中午文月在哪儿、和谁一起吃饭？ 

A. 在家、和男朋友          B. 在学校、和同学    

C. 在路上、和男朋友        D. 在男朋友的公司、和男朋友 

28.文月每天下午做什么？ 

A. 在学校看书             B. 在家看书学习    

C. 在学校上课             D. 在公司上班 



29. 文月来法国做什么？ 

A. 工作                   B. 看男朋友 

C. 说法文                 D. 学习 

30. 文月的男朋友会说什么外语(wàiyǔ)？ 

A. 德文和法文              B. 英文、法文和中文    

C. 法文和英文              D. 中文和法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