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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 1 Chinese, 2019
90871 Demonstrate understanding of a variety of

Chinese texts on areas of most immediate relevance

2.00 p.m. Thursday 28 November 2019
Credits: Five

RESOURCE BOOK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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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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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聘广告  Job advertisement

Jing Jing’s mother is looking for a tutor for him and has advertised the job on a community noticeboard. 
Read the advertisement and the three applications for the job. Use them to answer Question One.

你想找工作吗？？？

我有一个儿子， 他叫京京， 今年八年级。 我想要京京学习中文和音乐，因为我觉得中国文化
很有意思， 学音乐也非常重要， 所以想给他找一个老师。

京京平时非常忙， 放学以后常常运动。 星期一到星期三他踢足球， 星期四和星期五打板球，
所以只有星期六和星期天有空。 我想让京京星期六和星期天早上十点到十二点上课， 一个
小时十八块五毛。 如果你会教中文和音乐， 欢迎你打电话给我： 八八三四八六六五。

谢谢

Candidate 1

我是住在新西兰的中国
人， 平时非常喜欢运动。 
我也会唱歌，我的朋友都
说我唱得非常好！ 在中国
的时候，我教过小朋友 
运动和音乐， 我非常喜欢，
也觉得非常好玩！ 我想找
一个工作， 但是只有 
星期六有空。

Candidate 2

我是一个新西兰十三年级
的学生。 在学校， 我学了
五年汉语。 我非常喜欢 
中国文化，以后想去中国
看看。 我还喜欢运动，常常
在星期六和星期天和朋友
一起踢足球。

Candidate 3

我是一个大学生， 在学习
音乐。 在中学的时候， 我
学了六年汉语， 也去过 
中国玩儿。 我的中文老师
教了我很多有意思的中国
文化和中文歌。 我平时 
上学很忙， 星期六也教 
小朋友音乐， 所以只有 
星期天有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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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 TEXT:  会话  Conversation

Jing Jing is discussing the tutoring sessions and his learning at school with his mother. Read their 
conversation and use it to answer Question Two.

京京, 你怎么了？

你昨晚没睡觉吗？

你不应该睡太晚。 你的老师
打电话告诉我， 你没做中文
功课，你不喜欢中文吗?

如果你不会， 你应该问
老师。 如果你觉得汉字很难，
你应该多练习!

你不可以天天玩儿， 一定
要好好学习!

没有可是! 你不可以出去
玩儿。 我找了一个中文老师
给你， 星期六上课。

妈妈， 我很累。 我想睡觉。

昨天晚上我看了一个中国电影。
电影真的太好看了， 所以我打了
电话告诉我的朋友。 然后十二点
半睡觉。

我很喜欢学中文， 也很喜欢
中国文化。 但是我觉得中文太
难学了， 汉字很难写。

妈妈， 我没空。 每天放学以后， 
我都要运动， 星期六和朋友们出去
玩儿， 星期天要休息和睡觉， 因为
星期一又要上学了。

可是 。。。

好吧。

Images: https://www.istockphoto.com/nz/illustrations/asian-family?sort=mostpopular&mediatype=illustration&phrase=asian%20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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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RD TEXT:  日记录入  Diary entry

Read Jing Jing’s diary entries about school life and use them to answer Question Three.

Glossed vocabulary
队 duì team 队员 duìyuán team member

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五日  星期五  风
学校又开始了。 虽然这个星期上学不用学习太多， 只是看看哪里上课， 认识
新的同学， 新的老师。
不知道今年会怎么样？ 我不喜欢学习， 我的朋友们也不喜欢学习。 去年我们
每天中午一起运动， 多开心！ 可是今年他们和我在不同的班。 怎么办？

二〇一九年二月八日  星期五  大雨
上课两个星期了。 全班的新同学们学习都很好。 我常常听不懂老师说什么 。。。
我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
我觉得这些新同学们只会学习。 我踢足球一定踢得比他们好！
为什么我们要上学？ 我最不喜欢学校了！

二〇一九年四月五日  星期五  雨
开学已经三个月了！ 新同学们都非常友好。 我不明白的时候， 他们不但不会笑
我， 而且会帮助我， 慢慢教我。 我觉得我开始明白老师说什么， 也开始觉得
学习很好玩。
我和老朋友们还是学校的足球队队员， 一个星期练习两次。 可是他们都不爱
学习， 所以练习以后我回家， 不和他们一起玩儿了。 一到家，我就做功课， 很
晚睡觉。

二〇一九年五月三日  星期五  风
以前我觉得学习很难， 上课也听不懂老师说什么。 放学以后只想玩儿， 不做
功课。 太难的事都不想做。
现在不一样了。 我还是很喜欢踢足球， 也喜欢学习。 功课很容易。 虽然每天
都很忙， 可是这样很快乐。

Image: https://pixabay.com/illustrations/book-isolated-open-book-empty-3057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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