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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s the 2015 WACE Examination in Chinese: Second Language Stage 3, Section One:
Listening and responding.
Listen to the short audio text which is printed in your Question/Answer Booklet. This may help
you to become familiar with the speakers’ voices. There are no questions for this text and it is
worth no marks.

A: 请问，你是哪国人？
B：我是澳大利亚人，你呢？
A：我是日本人。
B：你的汉语说得很好。
A：我在中国学过汉语，在北京大学。
B：我也在北大学过汉语。
A：哦,世界真小！

Turn over and begin Section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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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will hear 5 audio texts in Chinese. Each audio text will be played twice. There will
be a short pause between the first and the second reading of each text. After the
second reading, there will be time to answer the questions.
You may make notes at any time. Your notes will not be marked. You may come back to
this section at any time during the working time of this paper.

Text 1: Future Plans (3B) (First Reading)
Listen to conversation and answer Questions 1 to 2
女：刘伟，你明年有什么打算？
男：我想上大学，可是连学什么都不知道。
女：我也是，想上大学，又想打工，越想越头疼。
男：可以一边打工，一边上学啊。
女：可是我还是不知道学什么。
男：那你就打一年工好了。想清楚了再上大学。

(30 seconds silence)

Text 1: (Second Reading)
女：刘伟，你明年有什么打算？
男：我想上大学，可是连学什么都不知道。
女：我也是，想上大学，又想打工，越想越头疼。
男：可以一边打工，一边上学啊。
女：可是我还是不知道学什么。
男：那你就打一年工好了。想清楚了再上大学。

(90 seconds silence)

Now answer Questions 1 t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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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2: Study and Work (First Reading)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and answer Questions 3 to 5.
女儿: 爸爸，我找到工作了！
父亲: 太好了！在哪里？一个星期上几天班？
女儿:: 在一家花店！每天都上班。
父亲: 每天？你现在十二年级功课忙，不会影响学习吗？
女儿:: 我的工作只是接电话， 不用去花店上班。不会影响的。
父亲: 你上课时怎么接电话？
女儿:: 可以用手机啊。
父亲: 学校是学习的地方， 打电话会影响别人， 也影响你自己的学习。
女儿:: 你说的也是。那怎么办？
父亲: 你是学生，找一份周末的工作吧。

(30 seconds silence)

Text 2: (Second Reading)
女儿: 爸爸，我找到工作了！
父亲: 太好了！在哪里？一个星期上几天班？
女儿:: 在一家花店！每天都上班。
父亲: 每天？你现在十二年级功课忙，不会影响学习吗？
女儿:: 我的工作只是接电话， 不用去花店上班。不会影响的。
父亲: 你上课时怎么接电话？
女儿:: 可以用手机啊。
父亲: 学校是学习的地方， 打电话会影响别人， 也影响你自己的学习。
女儿:: 你说的也是。那怎么办？
父亲: 你是学生，找一份周末的工作吧。

(90 seconds silence)

Now answer Questions 3 to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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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3: Festivals and customs (3A) (First Reading)
Listen to the telephone message and answer Questions 6 to 8
简妮，我是李娜！后天是除夕，我爸爸妈妈说你一个外国人在中国，不容易，让我给你打个电话，
请下午三点来我们家， 一起包 饺子过年，晚上就住我们家，听午夜钟声， 看焰火。新年早上爸
爸妈妈还要给你送红包呢。你要我去接你吗？

(30 seconds silence)

Text 3: (Second Reading)
简妮，我是李娜！后天是除夕，我爸爸妈妈说你一个外国人在中国，不容易，让我给你打个电话，
请下午三点来我们家， 一起包 饺子过年，晚上就住我们家，听午夜钟声， 看焰火。新年早上爸
爸妈妈还要给你送红包呢。你要我去接你吗？

(90 seconds silence)

Now answer Questions 6 to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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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4: ICT and me (3A) (First Reading)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and answer Questions 9 to 13.
学生：张老师，您找我？
老师：是呀！你最近学习成绩退步了，是不是打工太多？
学生：有两个科目是退步了。反正也没去打工。
老师：那你有很多时间学习啊。为什么会退步呢？
学生：是这样的，我一看书就想睡觉。但是一上网就把时间忘了。
老师：这么说你在网上的时间很多啰?
学生：怎么说呢，跟其他的同学差不多吧。
老师：你上网主要是学习吗？很多课的练习和阅读 都在网上，学起来很方便啊。
学生：想学的时候 是很方便。物理课的设计不错，尤其是图型非常容易理解。
历史课的老照片我也很喜欢。
老师：那你上网有什么问题呢？
学生：上网容易走神，有时做功课累了就去打游戏，这样会忘了学习。还有和同学的短信
也很多， 一说就没有完。
老师：你应该先把功课做好以后再打游戏或聊天， 你说呢？

(30 seconds silence)

Text 4: (Second Reading)
学生：张老师，您找我？
老师：是呀！你最近学习成绩退步了，是不是打工太多？
学生：有两个科目是退步了。反正也没去打工。
老师：那你有很多时间学习啊。为什么会退步呢？
学生：是这样的，我一看书就想睡觉。但是一上网就把时间忘了。
老师：这么说你在网上的时间很多啰?
学生：怎么说呢，跟其他的同学差不多吧。
老师：你上网主要是学习吗？很多课的练习和阅读 都在网上，学起来很方便啊。
学生：想学的时候 是很方便。物理课的设计不错，尤其是图型非常容易理解。
历史课的老照片我也很喜欢。
老师：那你上网有什么问题呢？
学生：上网容易走神，有时做功课累了就去打游戏，这样会忘了学习。还有和同学的短信
也很多， 一说就没有完。
老师：你应该先把功课做好以后再打游戏或聊天， 你说呢？
(90 seconds silence)

Now answer Questions 9 to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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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5: Future plans (3B) (First Reading)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and answer Questions 14 to 18.
刘梅: 丹尼尔，祝贺你呀！被选上去悉尼参加全国中学生足球比赛，你好棒呀！
丹尼尔：谢谢！不过去悉尼比赛的事还真让我头疼呢！
刘梅：别开玩笑！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会头疼呢？
丹尼尔：我爸爸妈妈的收入不高，买飞机票的钱还差很多，真不知道怎么办！
刘梅：那就在放学后和周末找一份工做做，这样可以挣钱买飞机票吧！
丹尼尔：不行呀，这些时间我都要参加足球比赛训练， 没有时间打工。
刘梅：这也真是让人头疼呀！
丹尼尔：对不起也让你头疼了！
刘梅： 去悉尼比赛是什么时候？
丹尼尔：七月学校放假的时候。
刘梅： 呃，有办法了！ 我去找几个女同学一起做蛋糕拿到学校里卖，另外告诉十一年级和十
二年级的同学们，他们肯定会帮助和支持的。现在是三月还有四个月，用卖蛋糕挣的
钱买机票！到时候你可以高高兴兴地去悉尼踢足球了！
丹尼尔：太好了， 刘梅! 你真有办法，谢谢！我不头疼了！

(30 seconds silence)

Text 5: (Second Reading)
刘梅: 丹尼尔，祝贺你呀！被选上去悉尼参加全国中学生足球比赛，你好棒呀！
丹尼尔：谢谢！不过去悉尼比赛的事还真让我头疼呢！
刘梅：别开玩笑！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会头疼呢？
丹尼尔：我爸爸妈妈的收入不高，买飞机票的钱还差很多，真不知道怎么办！
刘梅：那就在放学后和周末找一份工做做，这样可以挣钱买飞机票吧！
丹尼尔：不行呀，这些时间我都要参加足球比赛训练， 没有时间打工。
刘梅：这也真是让人头疼呀！
丹尼尔：对不起也让你头疼了！
刘梅： 去悉尼比赛是什么时候？
丹尼尔：七月学校放假的时候。
刘梅： 呃，有办法了！ 我去找几个女同学一起做蛋糕拿到学校里卖，另外告诉十一年级和十
二年级的同学们，他们肯定会帮助和支持的。现在是三月还有四个月，用卖蛋糕挣的
钱买机票！到时候你可以高高兴兴地去悉尼踢足球了！
丹尼尔：太好了， 刘梅! 你真有办法，谢谢！我不头疼了！

(90 seconds silence)

Now answer Questions 14 to 18.

CHINESE: SECOND LANGUAGE
STAGE 3

8

This is the end of Section One.
You may continue with the rest of the paper.
Supervisors, please turn off the sound equipment.

RECORDING SCRIPT

This document – apart from any third party copyright material contained in it – may be freely copied, or communicated on an
intranet, for non-commercial purposes i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provided that it is not changed and that the School Curriculum
and Standards Authority is acknowledged as the copyright owner, and that the Authority’s moral rights are not infringed.
Copying or communication for any other purpose can be done only within the terms of the Copyright Act 1968 or with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School Curriculum and Standards Authority. Copying or communication of any third party copyright material can
be done only within the terms of the Copyright Act 1968 or with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owners.
Any content in this document that has been derived from the Australian Curriculum may be used under the terms of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3.0 Australia licence.

Published by the School Curriculum and Standards Author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303 Sevenoaks Street
CANNINGTON WA 6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