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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1 个人信息统计表（The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Index） 

提示：各项信息仅用于学术研究并将严格保密，请给出您真实的回答。对于选择题，

请在相应的□上打√。 
 

1. 姓名：_____性别：___年龄：___家庭住址：□农村 □乡镇 □县城 □地级市及以上 

2. 何时开始学习英语：________（年/月）； 何时开始学习日语：________（年/月） 

3. 父母教育程度 

父亲：□小学 □初中 □高中 □大学 

母亲：□小学 □初中 □高中 □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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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2 英语语言能力自评表 (The English Proficiency Scale) 

提示:下面各项是对您的英语语言能力的期待，请依据以下各项进行自我评估，全部为

单选，请在相应的□上打√。请给出最符合您实际的回答。 

1-5 是关于听力能力 
1.能识别不同语气所表达的不同情感。     

□几乎不可能   □困难   □有点难   □简单    
2.能听懂老师英文授课的主要内容。     

□几乎不可能   □困难   □有点难   □简单    
3.能听懂有关熟悉话题的讨论。      

□几乎不可能   □困难   □有点难   □简单    
4.能基本听懂广播或电视英语新闻的主题和大意。 

□几乎不可能   □困难   □有点难   □简单    
5.能听懂委婉的建议或劝告等。       

□几乎不可能   □困难   □有点难   □简单    
 
6-10 是关于口语表达能力 
6.能在交流中使用恰当的语调、语气和节奏表达个人的意图和情感等。 

□几乎不可能   □困难   □有点难   □简单    
7.能报告任务完成的过程和结果，例如制定学习计划、做实验等。  

□几乎不可能   □困难   □有点难   □简单    
8.能经过短时准备就一般话题作 3 分钟演讲。   

□几乎不可能   □困难   □有点难   □简单    
9.能在日常人际交往中有效地表达意见、责备或投诉等。 

□几乎不可能   □困难   □有点难   □简单    
10.能做一般的生活翻译，例如：带外宾购物或游览等。    

□几乎不可能   □困难   □有点难   □简单    
    
11-15 是关于阅读能力 
11.能识别不同文体的特征。                 

□几乎不可能   □困难   □有点难   □简单    
12.能通过分析句子结构理解难句和长句。 

□几乎不可能   □困难   □有点难   □简单    
13.能理解时政评论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和态度。  

□几乎不可能   □困难   □有点难   □简单    
14.能根据学习任务的需要从英文网络或纸质媒体中获取信息。 

□几乎不可能   □困难   □有点难   □简单    
15.能借助字典欣赏浅显的英语文学作品。 

□几乎不可能   □困难   □有点难   □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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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0 是关于书面表达能力 
16.能对理解的文章进行转述或写摘要。      

□几乎不可能   □困难   □有点难   □简单    
17.能根据文字及图表提供的信息写短文或报告。 

□几乎不可能   □困难   □有点难   □简单    
18.能就熟悉的话题写出内容连贯、结构完整的短文。 

□几乎不可能   □困难   □有点难   □简单    
19.能根据即时需要用英文写书信、事务通知、邀请信等。 

□几乎不可能   □困难   □有点难   □简单    
20.能描述人物或事件，并进行简单的评论。  

□几乎不可能   □困难   □有点难   □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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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3 日语语言能力自评表 (The Japanese Proficiency Scale) 

提示:下面是对您日语语言能力的期待，请依据以下各项进行自我评估，全部为单选，

请在相应的□上打√。请给出最符合您实际的回答。 
 
1-5 是关于听力能力 
1．能在语流中正确辨别各音节。    

□几乎不可能   □困难   □有点难   □简单    
2．能听懂老师用简单的日语讲解课文内容。  

□几乎不可能   □困难   □有点难   □简单    
3．能听懂和所学课文难度相同的听力材料。  

□几乎不可能   □困难   □有点难   □简单    
4．能听懂有关学校生活的日常对话。     

□几乎不可能   □困难   □有点难   □简单    
5．能听懂简洁、清晰的消息和通知的要点。  

□几乎不可能   □困难   □有点难   □简单   
  
6-10 是关于口语表达能力 
6. 能在交流中使用恰当的语调、语气和节奏表达个人的想法。  

□几乎不可能   □困难   □有点难   □简单    
7. 能较流利地用日语回答老师提出的与课文内容有关的问题。  

□几乎不可能   □困难   □有点难   □简单    
8. 能和同学用日语进行生活对话。      

□几乎不可能   □困难   □有点难   □简单    
9. 能复述读懂或听懂的材料。       

□几乎不可能   □困难   □有点难   □简单    
10.就熟悉的话题，稍加准备能做 1-2 分钟发言。  

□几乎不可能   □困难   □有点难   □简单    
 
11-15 是关于阅读能力 
11.能通过分析句子结构理解难句和长句。        

□几乎不可能   □困难   □有点难   □简单    
12.能较轻松地阅读与所学课文结构和难度类似的课外读物。 

□几乎不可能   □困难   □有点难   □简单    
13.能读懂简单的日常资料，如广告、购物指南等。    

□几乎不可能   □困难   □有点难   □简单    
14.能读懂个人信件中所表达的态度、情感和意愿。    

□几乎不可能   □困难   □有点难   □简单   
15.能借助字典阅读日本民间小故事，抓住其主要内容和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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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不可能   □困难   □有点难   □简单   
  
16-20 是关于书面表达能力 
16.能对所学课文进行缩写。     

□几乎不可能   □困难   □有点难   □简单    
17.能在课堂上根据要求用日语笔头回答问题。    

□几乎不可能   □困难   □有点难   □简单    
18.能根据即时需要用日语写简短的便条和留言。  

□几乎不可能   □困难   □有点难   □简单    
19.能用日语写日记和简单的书信。      

□几乎不可能   □困难   □有点难   □简单    
20.能根据要求，运用所学知识，在 1 小时内写出至少 120 字的短文。 

□几乎不可能   □困难   □有点难   □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