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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 2 Chinese, 2016
91111 Demonstrate understanding of a variety 

of written and / or visual Chinese texts on familiar matters

2.00 p.m. Tuesday 29 November 2016 
Credits: Five

RESOURCE BOOKLET

Refer to this booklet to answer the questions for Chinese 91111.

Check that this booklet has pages 2–4 in the correct order and that none of these pages is blank.

YOU MAY KEEP THIS BOOKLET AT THE END OF THE EXA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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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TEXT:  旅游行程 / Travel itineraries

Hemi is planning to visit China this year. He used Chinese websites to research possible destinations 
and airline schedules. Read Hemi’s email to his Chinese friend An An, and the three itineraries below  
it. Use the email and itineraries to answer Question One. 

Glossed vocabulary
故宫	 	 	 Gù Gōng 	 	 the Forbidden City
行程	 	 	 xíngchéng 	 	 itinerary

行程 一 二 三

日期 十二月九日到
十二月二十六日

十二月九日到
十二月三十日

十二月十五日到
一月二日

城市和天数 北京十天，上海八
天

北京十天，上海十
二天

北京十二天，上海
七天

飞机时间
(来回)

一共三十五个小时 一共三十三个小时 一共三十九个小时

饭店 四星级 四星级 三星级

安安:

	 你好吗?  我打算在十二月的假期去中国玩。我打算参观长城和故宫, 我
还想去茶馆喝茶, 在那儿看中国人跳舞, 还有听中国人说话学习汉语。我也想	
去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看看, 去商店买东西。我认为应该在上海的时间比北京
多一点。

							 我一定要在新年以前回到新西兰,  因为我父母决定带我去英国过年。	
但是一想到坐飞机我就头痛, 因为坐飞机不但无聊, 而且坐飞机的时候我常常
觉得不舒服,		所以飞机来回的时间越短越好。去中国的飞机票和住旅馆的钱
都不是问题	因为我从很久以前就开始打工了, 	我也听说在中国生活不用花太
多钱。你可以帮我看看,  下面哪一个行程对我来说最好吗?  谢谢你帮忙!

祝好

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二日

He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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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 TEXT:  问老北京的问题 / Questions for Beijing locals

Sally is visiting Beijing. She has posted a blog entry on Weibo about her experiences in the city. She is 
concerned about three issues and has asked locals for their views. Read the following blog entry and 
use it to answer Question Two. 

	 你们好, 我是一个刚到北京的新西兰人。北京真是一个有文化的城市, 我来到这里
非常开心, 但是我有三个问题想问问北京人。

	 第一，这里的天空和新西兰不一样, 新西兰的天空又蓝又漂亮。可是我昨天从北京
机场坐公共汽车到饭店, 想一边坐车一边看看这个城市, 但是什么都看不到。我听说最近
北京的空气常常这样。你们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吗?

 	 第二, 我住的饭店虽然离市中心挺近的, 但是到哪里
都得花很久的时间。请问, 什么时候出门最方便？虽然最
近新西兰的车子也越来越多了, 但是还是比北京少。	
北京也有很多好处, 比如说商店开到很晚, 学生放学以后
还可以去买东西, 这比在新西兰有意思!  新西兰的商店,  
五六点就关门了。

									 第三, 饭店旁边有很多饭馆, 服务员每天都很忙,  
有许多客人。我的中国朋友告诉我, 他们的父母工作很忙, 他们也不用帮忙做饭, 所以常
常在外面吃饭。中国人是不是觉得出去吃饭比自己做饭更方便? 	在新西兰, 我有很多朋
友从小就开始帮忙父母做饭, 只有少数的人不会做饭。对我来说, 在家做饭虽然花时间, 
但是比在外面吃健康。你们同意吗?

Image sources:
http://flashpackatforty.com/2012/11/10/travel-in-china-shanghai-to-beijing-by-train/
http://buro-os.com/cctv/
http://www.templeofheavenbeijing.com/temple-of-heaven-beijing/
http://www.beijing-airport-transportation.com/airport-shuttle-bus-fare-adjustm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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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RD TEXT:  哪个国家比较有创意? / Which country is more creative?

Xiaohong and Mark are having a discussion on WeChat about which country is more creative, China or 
New Zealand. Read their WeChat messages and use them to answer Question Three. 

Glossed vocabulary
创意  chuànyì  creativity
相互	 	 xiānghù 	 mutual

Xiaohong

Xiaohong

我同意新西兰的电影比中国的电影更有名,		我也挺喜欢看的。
可是,		我觉得中国从很久以前就非常有创意了。四千多年以
前,		中国就已经有汉字了,		还有中国的音乐,		美术和衣服都很
有特色,		所以许多外国人喜欢到中国旅游和学习。虽然,		常常
听到有人说中国人没有创意,		只会考试,		不知道怎么开心地生
活,		可是我不同意。

我同意！现在中国到处都是外国人,		人们不用出国就可以和不
同国家的人交朋友,		真好！外国人给中国带来了不同的语文和
文化,		这些对一个国家的进步有很大的帮助。我想,		这在新西
兰应该也是一样的,		如果有机会我也想去新西兰看看。

我觉得中国和新西兰都有不错的地方,		都非常有创意,		所以相互学习
特别重要！Mark

小红,		你知道吗?  虽然以前很多新西兰的东西都是从英国来的,		可是
现在新西兰人觉得应该要有自己的文化,		所以开始有了自己的电影,		
音乐和美术。比如说,		聪明的新西兰人,		用电影让外国人看到这个国
家美丽的山和海,		许多人看了电影以后决定来新西兰旅游或是住在
新西兰。

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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