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越南語認證各級考試科目與級數簡介
1. 【A 級/初級】考試科目、題型、時間及配分
(1) 成績總分 100 分。考生若需模擬試題，可向亞細亞國際傳播社購買。
(2) 考試科目分為：聽力測驗及閱讀測驗，均在同一節考試，時間是 40 分鐘以
內。聽力測驗考試時間大約是 20 分鐘，以實際試題內容錄音的時間為準，
錄音內容宣布聽力測驗結束時須立即停止作答。
(3) 聽力測驗結束後在監考人員的指示下繼續考閱讀測驗，作答時間是 20 分
鐘，20 分鐘一到，考生就必須停止作答。
(4) 選擇題部分均為單選題，僅有一個正確答案。答對可得分，答錯不扣分。
考試時間

考試科目&題型

分數配分

（a）約 20 分鐘
（a） 聽力測驗（20 題單選題）
1. 聽話揀圖－8 題 Nghe và chọn đáp án

以實際試題內容

2. 看圖揀話－6 題 Xem tranh và chọn đáp án

錄音的時間為

3. 對話理解－6 題 Nghe hiểu hội thoại

準。

（a）50 分

（b） 閱讀測驗（20 題單選題）
1. 看圖揀句－8 題 xem tranh chọn đáp án

（b）20 分鐘

（b）50 分

2. 讀句補詞－8 題 điền từ vào chỗ trống
3. 短文理解－4 題 đọc hiểu
共約 4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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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分 100 分

【A 級/初級】級數與考試成績對應表
考生成績總分*
分級標準

標準說明
（成績滿分 100 分）
能了解並使用熟悉的日常用語和詞彙，滿足具體

A1
基礎級

的需求。能介紹自己及他人，並能針對個人細節，

60≦總分≦79

例如住在哪裡、認識何人以及擁有什麼事物等問
題作出問答。能在對方說話緩慢而且清晰，並隨
時準備提供協助的前提下，作簡單的互動。
能了解最切身相關領域的句子及常用辭(例如：非
常基本的個人及家族資訊、購物、當地地理環境、

A2
初級

和工作)。能在單純例行性任務上進行溝通，範圍

80≦總分≦100

僅限於熟悉例行性事務上的簡單、直接信息交換。
能以簡單的詞彙敘述個人背景、周遭環境、及切
身需求的事務等方面。

※

59 分（含）以下無達到分級標準。

※

閱讀及聽力任 1 科不得缺考或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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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 級/中級】考試科目、題型、時間及配分
(1) 成績總分 400 分。考生若需模擬試題，可向亞細亞國際傳播社購買。
(2) 閱讀測驗和書寫測驗採固定時間考試。聽力測驗考試時間大約是 20~30 分
鐘以內，以實際試題內容錄音的時間為準，錄音內容宣布聽力測驗結束時
須立即停止作答。
(3) 選擇題部分均為單選題，僅有一個正確答案。答對可得分，答錯不扣分。
(4) 書寫測驗分為(a)單一語詞造句、(b)詞組短文。單一語詞的部分請就提供的
語詞造一完整句子。詞組短文的部分每組會提供 5 個提示詞，請寫出包含
這 5 個提示詞在內，共約 80~100 個音節的短文。
(5) 口語測驗分為(a)看圖講古、(b)口語表達。看圖講古的部分考生須針對提供
的圖片內容以越南語作敘述。考生有準備時間 30 秒，作答時間 1 分鐘。口
語表達的部分考生須針對提供的題目（越南語書寫）用越南語做及時演
講。此部分準備時間 1 分鐘，作答時間 2 分鐘。
考試科目&題型

考試時間

聽力測驗（25 題單選題）

約 20~30
分鐘

(a) 對話選擇題（16 題）
(b) 演說選擇題（9 題）
閱讀測驗（40 題單選題）

分數配分
(a) 64 分

小計 100 分
(a) 62.5 分

(a) 詞彙與語法測驗（25 題）

(b) 36 分

(b) 37.5 分

40 分鐘

1. 詞彙測驗（15 題）
2. 語法測驗（10 題）

小計 100 分

(b) 閱讀理解（15 題）
書寫測驗

(a) 56 分

(b) 44 分

40 分鐘

(a) 單一語詞造句（8 題）

小計 100 分

(b) 詞組短文（2 題）
口語測驗（2 題）

(a) 50 分

(b) 50 分

(a) 看圖講古（1 題）：
約 7 分鐘

（每題準備時間 30 秒，作答時間 1 分鐘）

小計 100 分

(b) 口語表達（1 題）：
（每題準備時間 1 分鐘，作答時間 2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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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級/中級】級數與考試成績對應表
考生成績總分*
分級標準

標準說明
（成績滿分 400 分）
針對一般職場、學校、休閒等場合常遇到的熟悉
事物，能了解清晰且標準信息的重點。在目標語

B1
中級

言地區旅遊時，能應付大部分可能會出現的狀況。

240≦總分≦319

針對熟悉或私人感興趣的主題，能創作簡單有連
貫的篇章。能敘述經驗、事件、夢想、希望及抱負，
而且對意見及計畫能簡短地提出理由和說明。
針對具體及抽象議題的複雜文字，能了解其重點，
這些議題涵蓋個人專業領域的技術討論。能與母

B2
中高級

語人士經常作互動，有一定的流暢度，且不會讓

320≦總分≦400

任一方感到緊張。能針對相當多的主題，創作清
晰詳細的篇章，並可針對各議題來解釋其觀點，
並提出各種選擇的優缺點。

※

單科均必須有 50 分（含）以上才可獲得此級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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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 級/高級】考試科目、題型、時間及配分
C 級尚未開放報名。考試內容若有變動，以開放報名時之公告為準。
考試科目&題型

考試時間

聽力測驗（25 題）
(a) 對話選擇題（9 題）
(b) 演說選擇題（16 題）

約
30 分鐘

閱讀測驗 （40 題）
(a) 詞彙與語法測驗（15 題）
1. 詞彙測驗（10 題）
2. 語法測驗（5 題）
(b) 閱讀理解（25 題）

分數配分
(a) 36 分
小計 100 分
(a) 37.5 分

40 分鐘

書寫測驗
(a) 看圖寫作（1 題）
(b) 作文（1 題）

口語測驗（1 題）
口語表達（1 題）：
約
（每題準備時間 2 分鐘，作答時間 3 分 7 分鐘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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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62.5 分

小計 100 分

(a) 50 分
40 分鐘

(b) 64 分

小計 100 分
100 分
小計 100 分

(b) 50 分

【C 級/高級】級數與考試成績對應表

分級標準

考生成績總分*

標準說明

（成績滿分 400 分）
能了解廣泛領域且高難度的長篇章，而且可以認
出隱藏其中的意義。能流利自然地自我表達，而
且不會太明顯地露出尋找措辭的樣子。針對社

C1
高級

240≦總分≦319

交、學術及專業的目的，能彈性且有效地運用語
文工具。能針對複雜的主題創作清晰、良好結
構、及詳細的篇章，呈現運用體裁、連接詞、和
統整性構詞的能力。
能輕鬆地了解幾乎所有聽到或讀到的信息。能將
不同的口頭及書面信息作摘要，並可以連貫地重

C2
專業級

320≦總分≦400

做論述及說明。甚至能於更複雜的情況下，非常
流利又精準地暢所欲言，而且可以區別更細微的
含意。

*單科均必須有 50 分（含）以上才可獲得此級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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