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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 1 Chinese, 2018
90871 Demonstrate understanding of a variety 

of Chinese texts on areas of most immediate relevance

2.00 p.m. Thursday 22 November 2018 
Credits: Five

RESOURCE BOOKLET

Refer to this booklet to answer the questions for Chinese 90871.

Check that this booklet has pages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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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记 / Diary entry

Lanlan (兰兰) is an exchange student from Guangzhou. Today was her first day at a New Zealand high 
school. Read her diary entry below, and use it to answer Question One. 

Glossed vocabulary
游戏  yóu xì  game 

二〇一八年二月十九号      星期一	 	 	 雨

今天是我在新西兰学校上课的第一天。我应该坐八点十五分的公共汽车去上学
因为学校九点开始上课,  可是等了很长时间,  公共汽车还不到车站。而且今天的
天气很不好,  又刮大风又下大雨。

我九点半到了学校。因为这个学校非常大,  所以我找不到我的教室。有一个老
师看我迷路了,  想帮助我,  可是他的英语说得很快,  我什么都听不懂。老师知道
我是中国人,  所以带我去中文教室上中文课。

我觉得中文课非常有意思,  和在中国上课不一样。我的同学说的中文都很不
错。我们还用手机玩一个很好玩的游戏,  叫 ‘Quizlet’。大家用 Quizlet 学中文汉
字。我觉得这个游戏非常有用,  不但可以学习汉字,  而且又好玩,  真高兴!  

在中文班里我认识了很多新朋友,  他们都非常友好。午饭时,  他们带我去买东
西吃。因为没有米饭所以我买了一个面包和果汁。我只用了六块钱,  非常便宜!  
我们吃完了午饭以后,  我的朋友和我一起踢足球!  新西兰的学生在午饭的时候
都不学习,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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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 TEXT:  在新西兰的第一个周末 / First weekend in New Zealand

Before going shopping, Lanlan (兰兰) and her host sister, Mary, are texting each other about where they 
should eat out. Use the texts to answer Question Two.

Glossed vocabulary
广州  Guǎngzhōu  Guangzhou
奥克兰 Àokèlán   Auckland

好!  我觉得有一点饿。我们去哪
里吃?  

Lanlan

很不错！ 新西兰的海边和广州
的不一样吗？

Lanlan

这个地方离商店远吗?  Lanlan

不错。第二个地方呢?  Lanlan

兰兰,  我们去商店以前先吃一点
东西好吗? Mary

我知道两个地方。一个叫 Phoenix。
这个饭馆是在一个很有名,  很漂亮
的海边。他们的东西有一点贵可是
很好吃。你看一看。

Mary

对！而且天气那么好，我们可以
坐在外面看海。

Mary

不远,  开车去只要十分钟。我们
可以吃了东西以后再去海边走
走。 

Mary

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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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 TEXT continued

第二个地方是一家中国饭馆,   
叫 Golden House。他们的东西
很有名,  但是很便宜,  而且比 
Phoenix 安静。

Mary

是,  有点远。开车要四十分钟。 Mary

这个饭馆的旁边有一个很高的
山。从山上可以看见奥克兰很多
很漂亮的地方。

Mary

以前可以开车上山,  可是现在一
定要走上去。走路上山要三十分
钟。 

Mary

这个饭馆离商店远吗?  Lanlan

我们在这个饭馆吃完了以后还可
以做什么吗? 

Lanlan

 在广州我们可以开车上山。这
个山没有我家那里的山高,  可是
可以看见那么远的地方!  

Lanlan

我觉得走到山上以后会很累吧。
两个地方都很有意思。去哪里好
呢? 

Lanlan

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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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RD TEXT:  第一次的板球比赛 / First cricket match

Lanlan is emailing her parents about a recent cricket match she went to. Use the email to answer 
Question Three. 

Glossed vocabulary
比赛  bǐ sài  competition / match

爸爸,  妈妈:

你们好吗?  最近我去看了一个板球比赛。板球在中国没有那么有名,  可是很多新
西兰人都喜欢看板球。

比赛在十点半开始,  我和 Mary 早上九点半开车去体育馆,  可是到了体育馆以后,  
到处都是车,  我们没有地方停车。球迷很早到了体育馆。最后,  我们停车的地方
离体育馆很远,  走路去体育馆要四十五分钟!  到了体育馆以后,  我已经非常累了!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开车,  因为体育馆的旁边有很多公共汽车站,  还有一个火车
站。

看板球比赛的时候,  我们坐在外面。早上的时候天气非常热,  我买了很多水。体
育馆的食物又不好吃又贵,  一个热狗要十二块,  一瓶水也要四块! 

然后,  中午的时候下雨了!  出去以前,  我已经告诉 Mary 今天会下雨。可是她不同
意,  所以我们没有带雨衣。我有点不高兴。她应该听我说的话! 

板球比赛一共十二个小时,  而且我也看不明白板球。那天真是累死我了!   
我再不会去看板球比赛了!  

如果你们来新西兰的话,  我们可以去看别的运动比赛!  

爸爸,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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