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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剑桥通用五级考试”是剑桥大学英语考评部设立的英语水平考试，对考生的英语

听、说、读、写能力进行综合考查，为成绩合格者提供由剑桥大学考试委员会颁发的成

绩合格证书。KET 青少版和 KET 标准版这两个版本的考试于 2020 年 1 月实行改革，

改革后考试分别更名为 A2 Key for Schools 和 A2 Key，又可称为 A2 Key 青少版和 A2 

Key。

A2 Key for Schools 相当于欧洲委员会制定的欧洲语言教学大纲 A2 级别，下表为

欧洲语言教学与评估框架性共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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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语为 A2 Key for Schools 考试中的一部分，分数占比 25%，重点考查学生的听

说能力。为了帮助考生更好地准备这项考试，我们编写了《新版剑桥 KET 考试·考官

口语·剑桥通用五级考试 A2 Key for Schools》一书。全书共分 5 章：Chapter 1 重点介

绍考试改革前后变化；Chapter 2 和 Chapter 3 详细介绍 A2 Key for Schools 口语考试

要求及如何展开对话；Chapter 4 和 Chapter 5 为模拟口语练习题。希望本书能够帮助

A2 Key for Schools备考者和低年龄段的英语学习者在短时间内实现从在口语考试中“无

从下口”到自信、流利地与考官交流的突破。

本书具体特色如下：

★两部分口语题型，逐一讲解演练

根据剑桥大学考试委员会官方发布的 A2 Key for Schools Handbook，我们了解到口

语考试分为两部分：Part 1 和 Part 2。本书按考试流程详细介绍各部分内容在考试中如

何展开对话，并根据考试要求及考试特点精心编写了模拟口语练习题，帮助考生全面备

考。

★18类口语题库问答

针对 Part 1 部分，本书总结了 18 类常考的口语话题，不仅给出问题，还进行作答

指导。学生可熟记口语提问句型，从而有效备考。

★ 22 类官方口语主题词汇

本书使用词汇十分丰富，其涵盖的范围包括交通、爱好、旅行、家庭等 22 类主题，

学生可使用这些单词轻松展开对话。

最后，祝考生们取得理想的成绩！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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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2020 年改革后的 A2 Key for Schools 口语

关于 A2 Key for Schools
A2 Key for Schools，即 A2 Key 青少版（原 KET 青少版），针对欧洲语言教学大

纲的 A2 级，获得此级别证书可证明考生能进行简单的英语会话。此考试非常适合已获

得剑桥少儿英语证书的考生或年龄稍长的考生进行英语入门学习。通过此考试可以让学

生有信心参加 B1 Preliminary for Schools 考试。

A2 Key 青少版与 A2 Key 所对应的欧洲语言教学大纲等级相同，但其考试内容主

要针对青少年学习者，而非成人。

通过 A2 Key for Schools 考试的学生能够：

 理解并使用基本的短语和表达；

 理解简单的书面英语；

 与说英语的人进行基本的交流。

改革前后变化解读

改革前后口语考试内容概览

Speaking

口语

8‒10 minutes
答题时间 8~10 分钟

Two parts, as before
改革后和改革前一样，共两部分

Part

部分

Task

任务

Format

形式

1
Introductory task

问答类任务

Interactional and social language. Candidates give factual 
information of a personal kind and answer the examiner’s 
questions about their daily life, interests, likes, etc., followed by 
a longer “Tell me something about...” question.
互动和社交语言。考生提供一些与个人有关的事实性信息，并回

答考官有关他们日常生活、兴趣爱好等方面的问题。之后，考官

会用“告诉我一些关于……的事情”引出一个更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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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部分

Task

任务

Format

形式

2

Co l labora t i ve 

task

合作类任务

Compare, describe and express opinions. Discussion between 
candidates based on picture prompts on a topic, e.g. “holidays” 
and follow-up discussion led by the examiner on the same 
topic.
比较、描述和表达观点。考生之间需要基于有关一个话题的图片

提示展开讨论，例如“假期”，然后考官就该话题进行提问。

（此部分为改革后新题型）

改革后，口语依然分为两部分：Part 1 和 Part 2。Part 1 与改革前相同，题型未发

生变化；Part 2 为改革后新题型。

改革后新题型介绍

改革后的 A2 Key for Schools 包括四个部分的测试：Reading（阅读）、Writing（写

作）、Listening（听力）和 Speaking（口语）。

口语为 Paper 3，分 Part 1 和 Part 2 两个部分，考试时长为 8~10 分钟。

Overall length

总时长

Number of tasks/parts

任务 / 部分数量

Number of items

题目数量

A2 Key for Schools

Reading and 

Writing

阅读和写作

60 mins

60 分钟
7 32

Listening

听力

Approx 30 mins

约 30 分钟
5 25

Speaking

口语

8-10 mins

8~10 分钟
2

Total

总计

Approx 1 hour 40 mins

约 1 小时 40 分钟
14 57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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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aking

口语

Part 

部分

Timing

时间

（分钟）

Interaction 

交流

Task types 

任务类型

What do candidates have 

to do? 

考生要做什么？

1 3~4

Interlocutor

考官


Candidate

考生

The interlocutor asks 

questions to each 

candidate in turn.

考官依次向考生提问。

Respond to questions, 

giving factual or personal 

information.

回答问题，提供事实或个

人信息。

2 5~6 

Candidate Interlocutor

考生             考官

       
Candidate Candidate

考生              考生

Discussion task with 

visual stimuli.

根据图片提示展开讨

论。

Candidates discuss 

likes, dislikes and give 

reasons.

考生讨论喜好并给出理

由。

关于 Part 1 你要知道的

Part 1 考生与考官对话，考官会问一些关于考生的基本问题，包括姓名、年龄、学

校和爱好等。这一部分旨在考查考生回答简单的关于自身情况的问题的能力，重点在于

运用互动和社交语言。需要注意的是，这一部分考生是直接与考官对话，考生之间不需

要交流。

Phase 1：你会拿到一张带有你名字的打分表，然后会有人带你到口语考试的房间。

你的搭档会跟你一起到房间。房间里会有两名考官，他们会跟你打招呼，让你递交打分

表并介绍自己。你把打分表给第一位考官，这位考官会问你问题，这部分问的问题是一

样的：“你叫什么名字？你多大了？你来自哪里？”顺序是先问考生 A 名字，再问考生

B 名字，接着问考生 B年龄和来自哪里，最后问考生 A 年龄和来自哪里。第二位考官

会填写打分表。

Phase 2：考官首先会告知两位考生要谈论的话题，然后先问考生 A两个相关的问

题，再问考生 B 两个相关的问题，接着让考生 A根据问题说一些内容。随后，考官会

告知两位考生要讨论一个新的话题，考官先问考生 B 两个关于新话题的问题，再问考生

A 两个关于新话题的问题，最后让考生 B 根据问题说一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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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Part 2 你要知道的

在 Part 2，考生会和搭档进行对话，并回答考官提出的问题。这部分旨在考查考生

能否使用恰当的语言和互动策略，而不是他们的想法。

Phase 1：在这一部分，考官会给考生五张关于一个话题的图片，让考生看完图片

后讨论一个问题。考官之后会再重复一次问题，然后让考生互相讨论图片的内容，时间

持续一到两分钟。讨论结束后，考官会问考生一个或多个关于这些图片的问题，然后问

考生最喜欢哪一种活动或事物，考生 A 和考生 B 分别作答。

Phase 2：考官收走图片，问考生 B 一个相关的问题，然后问考生 A 同样的问题。

考官会再问考生 A 一个相关的问题，然后问考生 B 同样的问题。

官方备考建议

关于 Part 1，官方给出的建议是：

 考生在口语考试开始时感到紧张是很正常的。此部分使用的是简单的日常用语，

目的是帮助考生进入考试状态。

 考生应该仔细听问题并给出相关答案。

 考生应该避免用一个词回答，要试图扩展答案，尽可能地给出原因和例子。不过，

在这个阶段，考生的回答不要过长。

 如果考生在理解问题时有困难，可请考官重复一遍。

关于 Part 2，官方给出的建议是：

 考生应该仔细观察图片提示，并确认每张图片中的活动、地点或事物。

 考生应尽量谈论所有活动、事物或地点，表达自己的喜好及原因。

 鼓励考生尽可能详细地阐述自己的答案和回应对方的话。例如，针对搭档的观

点给出自己的看法，或问一个问题使对话继续下去。

 考试涉及的话题可能包含与日常生活、学校、休闲活动、交通、城镇和假期相

关的活动和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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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评分标准

考官共两人，一人对考生提问并与考生对话，然后就考生的总体表现进行打分；另

一人只负责听而不提问，但会对考生在语法和词汇、语音、互动沟通三方面的表现进行

打分。

Assessment of Speaking

口语评分标准

A2 Global achievement 总体表现

5

Handles communication in everyday situations, despite hesitation. 

能应对日常情境中的交流，中间偶有迟疑。

Constructs longer utterances but is not able to use complex language except in 

well-rehearsed utterances.

能组织较长的语句，但除了事先充分准备好的部分，不能使用复杂的语言表达。

4
Performance shares features of Bands 3 and 5.

完成情况在 3 分到 5 分之间。

3

Conveys basic meaning in very familiar everyday situations. 

能在非常熟悉的日常情境中传达基本意思。

Produces utterances which tend to be very short—words or phrases—with frequent 

hesitation and pauses.

语句往往很短——只有单词或短语——经常出现迟疑和停顿。

2
Performance shares features of Bands 1 and 3.

完成情况在 1 分到 3 分之间。

1

Has difficulty conveying basic meaning even in very familiar everyday situations. 

即使在非常熟悉的日常情境中，也很难表达基本意思。

Responses are limited to short phrases or isolated words with frequent hesitation 

and pauses.

回答仅限于简短的短语或零散的单词，经常出现迟疑和停顿。

0
Performance below Band 1.

完成情况在 1 分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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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Grammar and vocabulary

语法和词汇

Pronunciation
语音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互动沟通

5

Shows a good degree 
of control of simple 
grammatical forms.
很好地掌握了简单的语法

结构。

Uses a range of 
appropriate vocabulary 
when talking about 
everyday situations.
在讨论日常情境时能使用

一系列恰当的词汇。

Is intelligible.
能被理解。

Intonation is generally 
appropriate.
语调总体恰当。

Sentence stress and 
word stress are generally 
accurately placed.
句子和单词的重音一般都放

得很准。

Individual sounds are 
generally articulated clearly.
通常能清晰地发出单个语音。

Maintains simple 
exchanges.
能保持简单的交流。

Requires very little 
prompting and support.
只需要很少的提示和帮助。

4
Performance shares features of Bands 3 and 5.
完成情况在 3 分到 5 分之间。

3

Shows sufficient control of 
simple grammatical forms.
基本掌握简单的语法结构。

Uses appropriate 
vocabulary to talk about 
everyday situations.
在讨论日常情境时能使用

恰当的词汇。

Is mostly intelligible, 
despite limited control of 
phonological features.
尽管语音特征掌握程度有

限，但基本上能被理解。

Maintains simple 
exchanges, despite some 
difficulty. 
尽管有一些困难，但仍能保

持简单的交流。

Requires prompting and 
support.
需要提示和帮助。

2
Performance shares features of Bands 1 and 3.
完成情况在 1 分到 3 分之间。

1

Shows only limited control 
of a few grammatical 
forms. 
语法结构掌握程度有限。

Uses a vocabulary of 
isolated words and 
phrases.
说出的单词和短语散不成句。

Has very limited control of 
phonological features and is 
often unintelligible.
语音特征掌握程度非常有

限，且难以理解。

Has considerable difficulty 
maintaining simple 
exchanges. 
保持简单的交流有相当大的

困难。

Requires additional 
prompting and support.
需要额外的提示和帮助。

0
Performance below Band 1.
完成情况在 1 分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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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2 官方要求 A2 Key for Schools 考生具备的
交流能力

A2 Key for Schools 的高分考生应能在一系列日常情境中与英语母语者和非英语母

语者进行顺畅的交流，以下是官方要求考生完成的交流任务清单：

 greeting people and responding to greetings （in person and on the phone）

 问候他人和回应他人的问候（当面和在电话里）

 introducing oneself and other people

 介绍自己和他人

  asking for and giving personal details: （full） name, age, address, names of 

relatives and friends, etc.

 询问和提供个人信息：姓名、年龄、地址、亲友姓名等

 understanding and completing forms giving personal details

 理解和填写提供个人信息的表格

 describing education

 描述受教育情况

 describing people （personal appearance, qualities）

 描述人物（个人外表、品质）

 asking and answering questions about personal possessions

 提出和回答有关私人物品的问题

 asking for repetition and clarification

 要求重复和澄清

 restating what has been said

 重述已说过的话

 checking on meaning and intention

 核实语意和意图

 helping others to express their ideas

 帮助别人表达他们的想法

 interrupting a conversation

 打断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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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king for and giving the spelling and meaning of words

 询问和给出单词的拼写和意思

 counting and using numbers

 计算和使用数字

 asking and telling people the time, day and/or date

 询问和告诉别人时间、星期和 / 或日期

 asking for and giving information about routines and habits

 询问和提供关于日常生活习惯的信息

 understanding and giving information about everyday activities

 理解和提供关于日常活动的信息

 talking about what people are doing at the moment

 谈论人们现在在做什么

  talking about past events and states in the past, recent activities and 

completed actions

 谈论过去的事件和状态，以及最近的活动和已完成的动作

 understanding and producing simple narratives

 理解和创作简单的故事

 reporting what people say

 转述别人的话

 talking about future situations

 谈论未来的情况

 talking about future plans or intentions

 谈论未来的计划或意图

 making predictions

 做预测

  identifying and describing accommodation （houses, flats, rooms, furniture, etc.）

 确认和描述住处（房子、公寓、房间、家具等）

 buying things （costs and amounts）

 买东西（费用和数量）

 talking about food and ordering meals

 谈论食物和点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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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lking about the weather

 谈论天气

 talking about one’s health

 谈论某人的健康状况

 following and giving simple instructions

 遵循和给出简单的指示

 understanding simple signs and notices

 理解简单的标志和注意事项

 asking the way and giving directions

 问路和指路

 asking for and giving travel information

 询问和提供旅行信息

 asking for and giving simple information about places

 询问和提供有关地点的简单信息

  identifying and describing simple objects （shape, size, weight, colour, 

purpose or use, etc.）

 识别和描述简单的物体（形状、大小、重量、颜色、功能或用途等）

  making comparisons and expressing degrees of difference

 做比较和表达差异程度

 expressing purpose, cause and result, and giving reasons

 表达目的、原因和结果并给出理由

 making and granting/refusing simple requests

 提出和同意 / 拒绝简单的请求

 making and responding to offers and suggestions

 提出和回应建议

 expressing and responding to thanks

 表达和回应感谢

 giving and responding to invitations

 发出和回复邀请

 giving advice

 提出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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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ving warnings and stating prohibitions

 提出警告和陈述禁令

 asking/telling people to do something

 要求 / 告诉别人做某事

 expressing obligation and lack of obligation

 表达愿意和不愿意承担责任

 asking and giving/refusing permission to do something

 请求和允许 / 拒绝做某事

 making and responding to apologies and excuses

 向别人道歉并解释，回应别人的道歉与解释

 expressing agreement and disagreement, and contradicting people

 表示同意和不同意以及反驳别人

 paying compliments

 表示赞扬

 sympathising

 表示同情

  expressing preferences, likes and dislikes （especially about hobbies and 

leisure activities）

 表达倾向与好恶（尤其是关于兴趣爱好和休闲活动的）

 talking about feelings

 谈论感受

 expressing opinions and making choices

 表达意见和做出选择

 expressing needs and wants

 表达需求和意愿

 expressing （in）ability in the present and in the past

 表达现在和过去的能力 / 不足

 talking about （im）probability and （im）possibility

 谈论概率和可能性

 expressing degrees of certainty and doubt

 表达确定和怀疑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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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1 整体要求

1. Conveying Basic Meaning 传达基本意思

考生能够将他们的信息传达给听者，尽管在语法结构和信息内容的传递上可能有不

准确的地方。

2. Situations and Topics 情境和话题

（1）日常情境

日常情境为考生在日常生活中可能遇到的情况，如吃饭、询问信息、购物、与朋

友或家人外出、出差、参加休闲活动等。A2 Key for Schools 口语考试题举例：要求

考生交流有关商店营业时间的详细信息（exchange details about a store’s opening 

hours）。

（2）熟悉的话题

A2 Key for Schools 口语考的是学生熟悉的话题，如学习情况、个人经验等。A2 

Key for Schools 口语考试题举例：要求考生谈论人们在假期喜欢做什么（talk about 

what people like to do on holidays），或者做不同的工作感觉如何（what it is like to do 

different jobs）。这些都是大家熟悉的话题。

3. Utterance 话语（口头用语，相对于书面语而言）

人们通常用书面语写作，用话语进行面对面沟通。相较于书面语而言，话语较短，

可能仅是一个单词或一个短语，或者简短的完整句子，如 you see、the thing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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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2 语法和词汇

1. Appropriacy of Vocabulary 用词是否恰当

用词是否恰当指的是考生在给定任务的上下文中所使用的单词和短语是否恰当。

例 1：

×  I’m very sensible to noise. 

√ I’m very sensitive to noise.

sensible 和 sensitive 都是由 sense 一词派生而来的。sensible 意思是“明智的”，

sensitive 意思是“敏感的”，如：

 It is a very sensible idea. 这个主意很明智。

 He is a sensitive person. 他是一个很敏感的人。

 It is a sensitive instrument. 这是一台很灵敏的仪器。

在本例中，sensible 的使用不恰当，表达“对噪声敏感”应该用 sensitive。

例 2：

×  Today’s big snow makes it difficult to get around the city.

√ Today’s heavy snow makes it difficult to get around the city.

big 的使用不恰当，描述“雪大”应该用 heavy。

2. Flexibility 句式灵活

考生需根据语境的需要，灵活地选用最佳句式，准确生动地向听者传递信息：或强

调重点，或区分话题，或避免歧义。

3. 掌握 A2 Key for Schools 语法

考生要牢记并熟练运用 A2 Key for Schools 考试所要求掌握的语法，如肯定形式、

否定形式和简单从句等，这样才能够准确且恰当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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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3 语音

1. Intelligible 能被理解

在 A2 Key for Schools 口语考试中，即使考生有一些口音也不会影响考试成绩，但

是你所说的内容要能让考官轻松理解。

2. Phonological Features 语音特征

语音特征包括单个音的发音、单词和句子的重音以及语调。A2 Key for Schools 口

语考试要求考生掌握单词和句子层面的一些语音特征。

（1）音标

 单元音：如 cat 中的 /æ/、bed 中的 /e/

 双元音：两个单元音组合在一起产生一个音，如 host 中的 /əʊ/、hate 中的 /eɪ/

 辅音：如 cut 中的 /k/、fish 中的 /f/

IPA 国际音标及单词举例

分类 音标及举例

元音

单元音

短音

/i/  
happy

/ɪ/  
bit

/e/  
bet

/æ/  
cat

/ɒ/  
dog

/ə/ 
about

/ʌ/  
cut

/u/ 
actuality

/ʊ/  
put

长音
/iː/  

beat
/uː/  
boot 

/ɔː/  
four

/ɜː/  
bird

/ɑː/  
farmer

双元音

/eɪ/  
make

/aɪ/  
lie

/ɔɪ/  
boy

/aʊ/  
now

/əʊ/  
note

/ɪə/  
near

/iə/  
peculiar

/ʊə/  
sure

/uə/ 
actual

/eə/  
hair

辅音

爆破音

清辅音
/p/  

pen
/t/  

ten
/k/  

key

浊辅音
/b/  

back
/d/  

day
/ɡ/  
get

摩擦音

清辅音
/f/  
fat

/s/  
soon

/ʃ/  
ship

/θ/  
thing

浊辅音
/v/  

view
/z/ 

zero
/ʒ/  

pleasure
/ð/  

then



14

分类 音标及举例

辅音

破擦音

清辅音
/tʃ/  

cheer

浊辅音
/dʒ/  

jump

半元音
/j/  

yet
/w/  
wet

鼻音
/m/  

sum
/n/  

sun
/ŋ/  

sing

其他辅音
/h/  
hot

/r/  
red

/l/  
let

（2）重音

重音，即强调音节或单词。关于重音，考生需要掌握以下几点：

  两个或两个以上音节的单词有一个音节比其他音节突出，因为它的发音更响亮、

更清晰，而且比其他音节长。

 例：imPORtant 重要的

 单词重音也可以区分单词词性。

 例：proTEST  v. 反对

   PROtest  n. 反对

 在句子中，重音可以用来表示说话人想要强调的意思。

 例：WHY is that one important? 为什么
4 4 4

那一点很重要？

   Why is THAT one important? 为什么那一点
4 4 4

很重要？

（3）语调

语调，即说话的腔调，也就是一句话里声调高低轻重的配置和变化。语调能传达说

话人的情绪、支持观点或提示新的信息等。

英语有五种基本语调：升调（↗）、降调（↘）、升降调（∧）、降升调（∨）以

及平调（→）。

一句话除了词汇意义还有语调意义。所谓词汇意义就是话中所用词的意义，而语调

意义就是说话人用语调所表示的态度或口气。一句话的词汇意义加上语调意义才算是这

句话完整的意义。同样的句子，语调不同，意思就会不同。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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