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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TEXT: 明年的计划 Next year’s plan

Jacob and Amy are Year 13 students in New Zealand. They are sharing their gap year plans with their
Chinese class. Use the information in the text to answer Question One.
Jacob 的计划

明年我不想去上大学，我想去外国旅游，因为我非常喜欢旅游。在旅游的时候，我不但
可以体验不同的文化和生活习惯，参观有名的地方，而且还可以认识新的朋友，学习
新的语言。我想先去中国，因为我想提高我的中文，我的中文老师建议我去中国住两到
三个月，我可以去语言学校学习中文，也可以住在中国人的家里。和中国人住在一起，
我不但可以和他们练习中文，而且可以体验中国人的生活。虽然这样会花很多钱，但是
我从十一年级就开始打工了，而且我的父母很支持我的计划，他们也可以帮助我，所以
我不用怕钱不够。

Amy 的计划

明年我也计划去旅行，但是我的钱不够。虽然我的父母很支持我的计划，但是他们不会
给我钱，所以我一定要在旅行的同时挣钱。更重要的是我可以利用这种假期去体验
不同的工作，比如去饭馆打工，或者去教英语。一边打工一边旅游一定会让我学到有用
的东西，我相信这些经验对我的将来有很大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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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 TEXT: 选课 Choosing subjects

Xiaoming, Tom and Meimei are Year 12 students in New Zealand. They are having a conversation on
WeChat about choosing subjects for next year. Use the information in the text to answer Question Two.
Glossed vocabulary

门

mén

measure word for subject

科学

shùxué

maths

kēxué

science

xuǎnzé

choice

数学
选择

Tom, 美美，你们已经决定明年要选什么课了吗？
Xiaoming

我还没有决定。你呢？
Tom

Xiaoming

我也没有。你们知道我非常喜欢音乐课和美术课，可是我觉得
学习这两门课不太有用，将来不容易找工作。我的父母建议我学
数学课和科学课，但是我不喜欢这两门课，而且对我来说，这两
门课有点难。所以我不知道怎么选择。

是啊，这是一个很难的决定，但是我觉得你应该选数学课和科学
课。这两门课虽然很难，可是这些课对我们的将来更有用，可以让
我们找到更好，更挣钱的工作。如果你希望将来做一些高收入的
工作，比如医生，工程师等等，你就一定要选这些难学的课。
美美，我知道你也喜欢音乐课，你明年还会选吗？

Meimei

当然啦，我已经学习音乐七年了，我非常喜欢
音乐，将来我上大学也想继续学习音乐。小明，
我觉得你也应该选你喜欢的课。

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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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oming

在中国的高中，学生没有那么多课可以选，老师
和家长一般都会建议学生选那些比较容易找工作
的课。

所以我的父母让我来新西兰上高中。在新西兰，学校给了我们很多
选择，而且在新西兰的学校没有很多功课，所以我有机会选我喜欢
的课，也有更多的时间做我喜欢的事，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Meimei

可是我听说学音乐不容易找工作，你不怕吗？
Tom

我不怕，因为我相信我学音乐会学得越来越好，
我一定会找到好的工作的。
Meimei

我觉得你们都说得很对，让我再想一想吧。
Xia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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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RD TEXT: 你更喜欢什么样的书? Which type of books do you prefer?

Xiaoyue is doing research for a social science assignment. She posted the question “Do you prefer
e-books or paper books?” on a social media site. Below are some of the responses she received. Use
the information to answer Question Three.
Glossed vocabulary

电子

diàn zǐ

electronic

有意义

zhǐ zhì

paper

yǒu yìyì

meaningful

纸质

小月 Xiaoyue
6 hours ago

大家来说一说你们比较喜欢电子书还是纸质书？

Like . Comment . Share

Emily

我喜欢看电子书，电子书有很多优点。现在去图书馆借书和去书店买书的人
越来越少，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在看电子书。我刚刚买了个 Kindle。我觉得买
电子书比买纸质书更便宜也更快。买电子书只要从网上下载就可以了，不用
出门就可以买到。
Like . Reply . November 3 at 9.01 a.m.

Lauren

我同意你的看法。我也买了一个 Kindle。我觉得电子书最大的
优点是更轻更方便。这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我常常出去旅游。
有了 Kindle 以后，我可以带上很多我想看的书，但是一点都不重。
Like . Reply . November 3 at 9.23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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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新

Xiaoxin

我不喜欢看电子书。第一，看电子书容易让人三心二意，特别是在手机上
看书。第二，我不习惯看电子书，因为我喜欢一边看书，一边在书上写下我的
看法。第三，长时间看电子书对健康不好。
Like . Reply . November 3 at 10.37 a.m.

我支持电子书，纸质书用了太多树木。
Like . Reply . November 3 at 12.08 p.m.

David

Tim

我喜欢看书。在我生日的时候，我的父母和朋友常常送纸质书给我当礼物。
在书上，他们可以写下他们想对我说的话，我觉得很有意义。而且纸质书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借给别人很方便。
Like . Reply . November 3 at 1.17 p.m.

天天

Tiantian

我是一个中国学生。平时学习我看的书都是英文书，休闲的时候我喜欢看
中文书。在新西兰很难买到中文的纸质书，但是我可以很容易地在网上买到
中文的电子书。
Like . Reply . November 3 at 2.4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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