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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Marking Guidance 
  
  

• All candidates must receive the same treatment.  Examiners 
must mark the first candidate in exactly the same way as they 
mark the last. 

• Mark schemes should be applied positively. Candidates must 
be rewarded for what they have shown they can do rather than 
penalised for omissions. 

• Examiners should mark according to the mark scheme not 
according to their perception of where the grade boundaries 
may lie. 

• There is no ceiling on achievement. All marks on the mark 
scheme should be used appropriately. 

• All the marks on the mark scheme are designed to be awarded. 
Examiners should always award full marks if deserved, i.e. if 
the answer matches the mark scheme.  Examiners should also 
be prepared to award zero marks if the candidate’s response 
is not worthy of credit according to the mark scheme. 

• Where some judgement is required, mark schemes will 
provide the principles by which marks will be awarded and 
exemplification may be limited. 

• When examiners are in doubt regard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 
mark scheme to a candidate’s response, the team leader must 
be consulted. 

• Crossed out work should be marked UNLESS the candidate has 
replaced it with an alternative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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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number 

Answer Mark 

1(a) fan (1) 
 
Question 
number 

Answer Mark 

1(b) World Cup (1) 
 
Question 
number 

Answer Mark 

1(c) poor (1) 
 
Question 
number 

Answer Mark 

1(d) time (1) 
 
Question 
number 

Answer Mark 

1(e) weather (1) 
 
Question 
number 

Answer Mark 

2(i) A (1) 
 
Question 
number 

Answer Mark 

2(ii) D (1) 
 
Question 
number 

Answer Mark 

2(iii) C (1) 
 
Question 
number 

Answer Mark 

2(iv) B (1) 
 
Question 
number 

Answer Mark 

3 B, D, F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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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number 

Answer Mark 

4(a) boring (1) 
 
Question 
number 

Answer Mark 

4(b) competitive (1) 
 
Question 
number 

Answer Mark 

4(c) competitive (1) 
 
Question 
number 

Answer Mark 

4(d) expensive (1) 
 
Question 
number 

Answer Mark 

4(e) sociable (1) 
 
Question 
number 

Answer Mark 

5(i) C (1) 
 
Question 
number 

Answer Mark 

5(ii) A (1) 
 
Question 
number 

Answer Mark 

5(iii) D (1) 
 
Question 
number 

Answer Reject Mark 

6(a) 2 nights 
(Accept: 2 days) 

3 days (1) 

 
Question 
number 

Answer Reject Mark 

6(b) He doesn't like air 
conditioning/He prefers the air 
from outside/The air is better 
outside/ wants to know if 
windows open 

if windows are ope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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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number 

Answer Reject Mark 

6(c) Rooms at the front might be 
noisy/Because of the (car) 
noise/can hear noise from street 

listen to noise (1) 

 
Question 
number 

Answer Reject Mark 

6(d) Cash money (1) 
 
Question 
number 

Answer Reject Mark 

6(e) Traffic is heavy/there is too much 
traffic/the bus will move 
slowly/too many cars on the 
road/ it’s faster 

 (1) 

 
Question 
number 

Answer Reject Mark 

7(a) He has had enough of 
revision/study/exam 
preparation/doing past papers OR 
he has had to study non-stop OR 
he has been studying for 6 
months 
(Accept: he did revision/past 
papers etc. Also accept ‘doesn’t 
have to revise’ even if any more 
missing) 

Anything that sounds 
as though is still 
studying eg ‘every 
day he studies…’ 
 
 

(1) 

 
Question 
number 

Answer Reject Mark 

7(b when exams (tests) are over Graduation (1) 
 
Question 
number 

Answer Reject Mark 

7(c) results take too long to come out/ 
results are too slow to be issued/  

exam system is too 
slow/results are too 
late 

(1) 

 
Question 
number 

Answer Reject Mark 

7(d) they may not see each other 
again/no chance of meeting up 
(again) 

will never meet 
friends 

(1) 

 
Question 
number 

Answer Reject Mark 

7(e) asking his classmates about their 
results 

his classmates’ 
results/how they did 

(1) 

 
Question 
number 

Answer Mark 

8(a)(i) 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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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number 

Answer Mark 

8(a)(ii) B (1) 
 
Question 
number 

Answer Mark 

8(a)(iii) B (1) 
 
Question 
number 

Answer Mark 

8(b)(i) C (1) 
 
Question 
number 

Answer Mark 

8(b)(ii) B (1) 
 
Question 
number 

Answer Mark 

8(b)(iii) D (1) 
 
Question 
number 

Answer Reject Mark 

9(a)(i) (She piloted) her first flight 
 
Accept: flew on her own 

finished 
training/gained 
certificate/became 
pilot/ got licence 

(1) 

 
Question 
number 

Answer Reject Mark 

9(a)(ii)  she made (accept:let) her father 
take her to the airport/ she went 
often to the airport to watch 
planes 

 read books about 
aviation/planes/accept: pilots 

 watched TV programmes about 
aviation/planes 

 (1) 

 
Question 
number 

Answer Reject Mark 

9(a)(iii) a stewardess/air hostess/cabin 
crew member 

air host/dinner 
lady/air 
assistant/airline lady 

(1) 

 
Question 
number 

Answer Reject Mark 

9(a)(iv) he was angry/mad didn’t understand (1) 
 
Question 
number 

Answer Reject Mark 

9(a)(v)  stable life 
 comfortable life  
 good quality life 
 ACCEPT: steady/consistent 

salary 

she should keep her 
present job (doesn’t 
answer questi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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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number 

Answer Reject Mark 

9(b)(i) who will take care of their child? 
Accept: children/son/daughter 

 (1) 

 
Question 
number 

Answer Reject Mark 

9(b)(ii) her parents moved near 
her/parents live near her/parents 
will take care of child 

Just says ‘father’ or 
‘mother’ (ie only one 
parent) 

(1) 

 
Question 
number 

Answer Reject Mark 

9(b)(iii) none 
NB must answer question, not just 
translate what is heard 

not much/very 
little/almost none 

(1) 

 
Question 
number 

Answer Reject Mark 

9(b)(iv) has less (not much/very little etc) 
time with her daughter 

no time (1) 

 
Question 
number 

Answer Reject Mark 

9(b)(v) be the first female captain in her 
airline 
Accept: senior pilot 

must have 'female' 
and 'company/airline' 

(1) 

 
 
 
Question 
number 

Answer Mark 

10(i) B, C (2) 
 
Question 
number 

Answer Mark 

10(ii) B, 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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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cript of Listening test 
 
Autumn 2020 
 
Pearson Edexcel GCSE 
In Chinese (1CN0_1H) 
Paper 1: Liste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Chinese 
Higher Tier 
 

 
TRADITIONAL/FULL CHARACTER VERSION 

 
A love of football 

Question 1    
M1: 我的同學美英很喜歡看足球比賽。她特別喜歡看世界杯。但是她不看

中國隊，因為她覺得中國的足球員踢得很不好。  
 她說因為中國和歐洲的時間不一樣，看歐洲的比賽會讓她很累。 

 她想兩年以後去看世界杯，可是她很擔心那裡會太熱了。   
     

 

 

 
Memories of childhood 

Questi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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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 玉芬，你多大了？  
F1: 十八歲了。 
M1: 你還記得小時候的你是什麼樣的孩子嗎？ 

F1: 我不聽父母的話。媽媽要我睡覺，可是我卻看電視。 
M1: 我很努力，每天都做作業。媽媽一看到我的成 績表就很高興。  
F1: 小時候我游泳游得很好， 在比賽中游得最快， 但是我不喜歡練習，

不聽老師的話。媽媽不開心。 

M1: 媽媽不讓我跟朋友去公園打球，因為她覺得學 習最重要。  
     
 

An exchange trip 
Question 3     
F1: 我最近參加了學校交換。第一個星期我們住在天津的中國家庭，第二週

住在上海的一家酒店。在天津我們早上有語言課，下午有文化活動。很

多活動我們以前都沒做過，所以覺得很有趣！星期天我們沒有課，我打

算去放風箏，但是下大雨，我很失望。到上海的高速火車又乾淨又舒

服。不過，到飛機場的火車比它更快。   
 
 
 
 
 
 
 
 
 
 
 
 
 
 
 

Sports 
Question 4       
M1: 我覺得打羽毛球沒意思。 

 美思偶爾騎馬。她覺得每天騎馬會很無聊。 

雖然東東很喜歡跑步，但是他不參加比賽。因為很多參加的人都想跑得

最快，得冠軍。 

 美英在籃球比賽的時候，她覺得贏的壓力太大，她很不舒服。 

安娜游泳游得非常好。她常常坐飛機去參加國際比賽，飛機票不便宜。

   

我的橄欖球隊每年去香港看橄欖球比賽。我們也一起吃飯，一起遊

玩香港。  
 

A charitable i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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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5    
M1: 李女士，這家餐廳的特點是什麼？ 

F1: 我們每天中午十一點給人們免費的午餐。 

M1: 太好了！幾點關門？ 
F1: 十二點關門，晚上又在開門。不過，晚餐你應該付錢！ 

M1: 誰來吃午餐？ 
F1: 很多老年人，沒有孩子去看他們。病人，窮人也來。他們都沒有機

會跟其他人聊天。 

M1: 你為什麼開了這家餐廳？ 
 
F1: 我在長春看到一家提供免費午餐的餐廳。我覺得這是一個好主意。 

      
 
 
 
 

Check-in 
Question 6       
F1: 您好。有什麼可以幫您？ 

M1: 有空房嗎？ 

F1: 有。從今天住到幾號？ 

M1: 我後天離開香港。 
F1: 好的。一天一百塊。還有什麼事嗎？ 
M1: 房間有窗戶嗎？我覺得外邊的空氣好，不喜歡用空調。 

 

F1: 沒問題。我們的窗戶都可以打開。  
 
M1: 那好。我不喜歡面向前面的房間。你能聽到馬路上的車，不太安

靜。 

F1: 好。我給您安排很好的房間。 

M1: 謝謝。我可以用信用卡付房費嗎？ 

F1: 對不起，我們只收現金。 

M1: 沒問題。我現在去銀行。請問，到市中心怎麼去？ 

F1: 車站就在酒店前面，但是路上的車很多，您最好坐地鐵去。 

M1: 謝謝。         
 

 
Exam season 

Questio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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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 你們好！我叫傑克，我十八歲，快要考試了。說實在的，這半年裡

我天天不斷地複習，讀書，做以前的試卷，所以考試一開始，我就

會安心了。 
英國的高中不舉辦畢業典禮。考完試後，中學的生活也就結束了。

大約八個星期以後，成績才出來。我覺得太慢了。 

考完試以後，有的人去旅行，有的去賺錢，有的什麼都不做。不

過，我們都知道，暑假完了，可能沒有再見面的機會了。 

成績出來那天，可能讓我緊張的不是看到自己的成績，而是問同學

們他們考得怎麼樣。 
  

Work experience 
Question 8 Part (a) 
F1: 除了馬田以外，我們都有工作經驗。我將來打算當獸醫，我在獸醫

院幫助檢查寵物的工作經驗很好。那個星期以後，我不想再上學，

想繼續工作。大衛，你呢？ 

M1: 我的工作經驗也很好。辦公室的氣氛非常好。同事們、經理都很友

好，都願意幫我忙。可是早起床，坐一個小時的火車，我不太喜

歡。  
Question 8 Part (b) 
F2: 大衛，你忙不忙？  

M1: 忙得吃午飯的時間都沒有。不過我不介意，我覺得越忙越好。莉

莉，你的工作經驗是什麼？ 

F2: 是在拍電影的公司。當然很有意思、但是沒想到，為了獲得拍電影

的經驗，一些志願者在那裡工作。 

F1: 馬田，你有什麼看法？ 

M2: 為了上大學，以前我只學習。現在聽到你們的意見，我覺得這是很

好的事情，不是浪費時間。        
    

 
Making her mark 

Question 9 Part (a) 
M1:  杜倩是一個女飛行員。她去年九月完成了自己的首飛。杜女士，你

為什麼想當飛行員？ 

F1: 我從小就常常讓爸爸帶我去飛機場看飛機。關於航空的書我都讀

了，電視節目也都看了。 

M1: 長大以後呢？ 

F1: 我成了一名空姐，結婚生孩子。但是，我沒忘記我的夢想、 決定做

飛行員訓練。我爸爸很生氣，說他不明白。現在的生活又穩定又舒

服。為什麼放棄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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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8 Part (b) 
M1: 你的丈夫呢？  
F1: 他問我：誰來照顧我們的孩子呢？幸好，我的父母搬家了，現在住

在我們附近。 
M1: 那很好。你的工作，有什麼壞處？ 
F1: 我常常去不同的地方，可是只去酒店休息，就馬上回來。 

M1:   你有什麼後悔的嗎？ 
 
F1: 我跟女兒在一起的時間少了。這讓我傷心。 

M1: 小時候的夢想實現了。你有新的嗎？ 

F1: 我要成為我們公司裡的第一个女機長！      
 

A very 'green' school 
Question 10 Part (i) 
M1: 請介紹一下你的學校。 

F1: 好。這是上海的最古老的學校。雖然以前學校對環保的態度不太

好，但是現在完全變化了！感謝 新任校長，學校有了自己的發電

站！  
發電站是在暑假建造的。校長給我們看從飛機上拍的航拍照片的時

候， 我們才知道，屋頂上有一座太陽能發電站。我吃飯，做運動，

看書的時候，電站正在我頭上發電。    
Question 10 Part (ii) 
M1: 校長，發電站有什麼好處？ 

M2: 第一，電費每年少了三萬元。不過，它對環境的影響比錢更重要。 
 用太陽能發電，一年的發電量就相當於種六千棵樹。 

現在，建設發電站的學校很少。但是我要學生明白環境問題的重要

性，也讓他們的家人知道如何 保護環境。    
    

           
SIMPLIFIED CHARACTER VERSION 

 
A love of football 

Question 1    
M1: 我的同学美英很喜欢看足球比赛。她特别喜欢看世界杯。但是她不看

中国队，因为她觉得中国的足球员踢得很不好。 
 她说因为中国和欧洲的时间不一样，看欧洲的 比赛会让她很累。  
 她想两年以后去看世界杯，可是她很担心那里会太热了。    
      

Memories of childhood 
Question 2    
M1: 玉芬，你多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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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 十八岁了。 

M1: 你还记得小时候的你是什么样的孩子吗？ 

F1: 我不听父母的话。妈妈要我睡觉，可是我却看电视。 
M1: 我很努力，每天都做作业。妈妈一看到我的成绩表就很高兴。  

F1: 小时候我游泳游得很好，在比赛中游得最快，但是我不喜欢练习，

不听老师的话。妈妈不开心。 

M1: 妈妈不让我跟朋友去公园打球，因为她觉得学习最重要。  
      
 

An exchange trip 
Question 3    
F1: 我最近参加了学校交换。第一个星期我们住在天津 的中国家庭，第

二周住在上海的一家酒店。在天津我们早上有语言课，下午有文化活

动。很多活动我们以前都没做过，所以觉得很有趣！星期天我们没有

课，我打算去放风筝，但是下大雨，我很失望。到上海的高速火车又干

净又舒服。不过，到飞 机场的火车比它更快。         
  
 

Sports 
Question 4       
M1: 我觉得打羽毛球没意思。 
 美思偶尔骑马。她觉得每天骑马会很无聊。 

虽然东东很喜欢跑步，但是他不参加比赛。因为很多参加的人都想跑得

最快，得冠军。 
 美英，在篮球比赛的时候，她觉得赢的压力太 大，她很不舒服。 

安娜游泳游得非常好。她常常坐飞机去参加国际比赛，飞机票不便宜。 
我的橄榄球队每年去香港看橄榄球比赛。我们也一起吃饭，一起游

玩香港。    
 

A charitable institution 
Question 5    
M1: 李女士，这家餐厅的特点是什么？ 

F1: 我们每天中午十一点给人们免费的午餐。 

M1: 太好了！几点关门？ 

F1: 十二点关门，晚上又再开门。不过，晚餐你应该付钱！ 

M1: 谁来吃午餐？ 
F1: 很多老年人，没有孩子去看他们。病人，穷人也来。他们都没有机

会跟其他人聊天。 
M1: 你为什么开了这家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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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 我在长春看到一家提供免费午餐的餐厅。我 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 
     

 
 
 
 
 

Check-in 
Question 6      
F1: 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 
M1: 有空房吗？ 
F1: 有。从今天住到几号？ 
M1: 我后天离开香港。 
F1: 好的。一天一百块。还有什么事吗？ 
M1: 房间有窗户吗？我觉得外边的空气好，不喜欢用空调。 
F1: 没问题。我们的窗户都可以打开。  
M1: 那好。我不喜欢面向前面的房间。你能听到马路上的车，不太安

静。 
F1: 好。我给您安排很好的房间。 
M1: 谢谢。我可以用信用卡付房费吗？ 
F1: 对不起，我们只收 现金。 
M1: 没问题。我現在去银行。请问，到市中心 怎么去？ 
F1: 车站就在酒店前面，但是路上的车很多，您最好坐地铁去。 
M1: 谢谢。         

 
Exam season 

Question 7     
M1: 你们好！我叫 杰克，我十八岁，快要考试了。 说实在的，这半年里

我天天不断地复习，读书， 做以前的试卷，所以考试一开始，我

就会 安心了。       英国的高中不

举办毕业典礼。考完试后，中学的生活也就结束 了。大约八个星期

以后，成绩才出来。我觉得太慢了。  考完试以后，有的人

去旅行，有的去赚钱，有的什么都不做。不过，我们都知道，暑假

完了，可能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 成绩出来那天，可能会让我紧张

的不是看到自己的成绩，而是问同学们他们考得怎么样。 
        

Work experience 
Question 8 Part (a) 
F1: 除了马田以外，我们都有工作经验。我将来打 算当兽医，我在兽医

院帮助检查宠物的工作经验 很好。那个星期以后，我不想再上

学，想继续工作。大卫，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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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 我的工作经验也很好。办公室的气氛非常好。同事们、经理都很友

好，都愿意帮我忙。可是早起床，坐一个小时的火车，我不太喜

欢。 
 
Question Part (b) 
F2: 大卫，你忙不忙？ 
M1: 忙得吃午饭的时间都没有。不过我不介意，我觉得越忙越好。莉

莉，你的工作经验是什么？ 

F2: 是在拍电影的公司。当然很有意思，但是 没想到，为了获得拍电影

的经验，一些志愿者在那里工作。 
F1: 马田，你有什么看法？ 
M2: 为了上大学，以前我只学习。现在听到你们的意见，我觉得这是很

好的事情，不是浪费时间。       
     

Making her mark 
Question 9 Part (a) 
M1: 杜倩是一个女飞行员。她去年九月完成了自己的首飞。杜女士，你

为什么想当飞行员？ 

F1: 我从小就常常让爸爸带我去飞机场看飞机。关于航空的书我都读

了，电视节目也都看了。 
M1: 长大以后呢？ 

F1: 我成了一名空姐，结婚生孩子。但是，我没忘记我的梦想、决定做

飞行员训练。我爸爸很生气，说他不明白。现在的生活又稳定又舒

服。为什么放弃它呢？          
 
 
Question 9 Part (b) 
M1: 你的丈夫呢？ 
F1: 他问我：谁来照顾我们的孩子呢？幸好，我的父母搬家了，现在住

在我们附近。 

M1: 那很好。你的工作，有什么坏处？ 
F1: 我常常去不同的地方，可是只去酒店休息，就马上回来。 

M1:   你有什么后悔的吗？ 
 
F1: 我跟女儿在一起的时间少了。这让我伤心。 
M1: 小时候的梦想实现了。你有新的吗？ 
F1: 我要成为我们公司里的第一个女机长！         
       
     

A very 'green' school 
Question 10 Part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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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 请介绍一下你的学校。 

F1: 好。这是上海的最古老的学校。虽然以前学校对环保的态度不太

好，但是现在完全变化了！感谢新任校长，学校有了自己的发电站!

   

发电站是在暑假建造的。校长给我们看从飞机上拍的航拍照片的时

候，我们才知道，屋顶上有一座太阳能发电站。我吃饭，做运动，

看书的时候，电站正在我头上发电。     
Question 10 Part (ii) 
M1: 校长，发电站有什么好处？ 
M2: 第一，电费每年少了三万元。不过，它对环境的影响比钱更重要。 

 用太阳能发电，一年的发电量就相当于种六千棵树。 

现在，建设发电站的学校很少。但是我要学生明白环境问题的重要

性，也让他们的家人知道如何保护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