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Year	  11	  Chinese	  Notes	  

Topic:	  My	  life	  
 

Lesson	  1:	  Review	  1&2	  	  	  	  	  	  	  (*extra	  words	  )	  
 
Review	  1:	  
 
1.Match the pictures with the Chinese Characters. 

姐姐jiě jie ,             弟弟dì di,                奶奶nǎi nai ,            爸爸bà ba ， 
 
爷爷yé ye ，          妈妈mā ma,            妹妹mèi mei ，       哥哥gē ge  
 

2.   Important vocab. 

吃 chī	  	   Eat 

有 yǒu	  	   have 

要 yào	  	   want 

看 kàn	  	   Watch  

听 tīng	  	   listen 

住  zhù	  	  	   live 

是 shì	  	   Be(is,are,was…) 

喜欢 xǐ	  huān	  	   like 

喝 hē	  	   drink 

叫 jiào	  	   Be called 

3. Make sentences.  
•･我喜欢吃面。wǒ xǐ huān chī miàn 。 

•･我有⼀一只狗。wǒ yǒu yī zhī gǒu 。 

•･我要去中国。wǒ yào qù zhōng guó 。 

•･我喜欢看电视。wǒ xǐ huān kàn diàn shì 。 

•･我喜欢听音乐。wǒ xǐ huān tīng yīn yuè  。 

•･我住在印尼。wǒ zhù zài yìn ní 。 

•･我是学⽣生。wǒ shì xué shēng 。 

•･我喜欢看书。 wǒ xǐ huān kàn shū 。 

•･我喜欢喝茶。wǒ xǐ huān hē chá 。 

•･我叫王明。wǒ jiào wáng míng 。 



5. important vocab. 

听 tīng  Listen 

⾦金鱼 jīn yú  Gold fish 

喜欢 xǐ huān  Like 

猫 māo  Cat 

不 bú  not 

姐姐 jiě jiě  Elder sister 

电视  diàn shì   TV 

在 zài  At,in,on 

谁 shuí  who 

叫 jiào  Be called 

看 kàn  Watch, see 

但是 dàn shì  but 

狗 gǒu  dog 

音乐  yīn yuè music 

没有 méi yǒu  Don’t have 

要 yào  want 

他 tā  he 

爷爷 yé yé  Grandpa  

家 jiā  Home,family,house 

有 yǒu  have 

 
 
7.  My grandpa.  
 
       我爷爷叫王海。他住在中国。他喜欢狗。他家有⼀一只狗，没有猫。他天天
听音乐。他不喜欢看电视。 
 
          wǒ yé yé jiào wáng hǎi 。tā zhù zài zhōng guó 。tā xǐ huān gǒu 。tā jiā yǒu yī 
zhī gǒu ，méi yǒu māo 。tā tiān tiān tīng yīn yuè 。tā bú xǐ huān kàn diàn shì 。 
 
 
 
 
 
 
 
 
 
 



8. Match the questions with the correct answers.  (Speaking) 
 
你叫什么名字？ 
nǐ jiào shén me míng zì ？ 
我叫李红。 
wǒ jiào lǐ hóng 。 
 
你多⼤大了？ 
nǐ duō dà le ？ 
我⼗十五岁。 
wǒ shí wǔ suì 。 
 
你住在哪⼉儿？ 
nǐ zhù zài nǎ ér ？ 
我家在上海。 
wǒ jiā zài shàng hǎi 。 
 
你有没有弟弟？ 
nǐ yǒu méi yǒu dì di ？ 
我没有弟弟，有妹妹。 
wǒ méi yǒu dì di ，yǒu mèi mei 。 
 
你喜欢做什么？ 
nǐ xǐ huān zuò shén me ？ 
我喜欢听音乐。 
wǒ xǐ huān tīng yīn yuè 。 

Review	  2:	  Understanding	  basic	  introductions.	  	   
 
1.  Reading  
	  
       我叫王明，我⼗十六岁。我家住在上海。我有⼀一个可爱的妹妹叫王丽。我很
喜欢猫，可是我们家有⼀一只狗，没有猫。我喜欢听中国音乐。 
 
wǒ jiào wáng míng ，wǒ shí liù suì 。wǒ jiā zhù zài shàng hǎi 。wǒ yǒu yī gè kě ài 
de mèi mèi jiào wáng lì 。wǒ hěn xǐ huān māo ，kě shì wǒ men jiā yǒu yī zhī gǒu ，
méi yǒu māo 。wǒ xǐ huān tīng zhōng guó yīn yuè  。 
 
         
 
 
 
 
 
 



        我姓陈，叫陈小红，我⼗十五岁。我住在中国北京（印尼）。北京很⼤大！我
有⼀一个哥哥叫陈海，他⼗十九岁。他很有意思。我也有⼀一个姐姐，叫陈希，她爱
看电影。我不太喜欢看电影，但是我喜欢看电视。我们家没有宠物。 
 
wǒ xìng chén ，jiào chén xiǎo hóng ，wǒ shí wǔ suì 。wǒ zhù zài zhōng guó běi jīng 
（yìn ní ）。běi jīng hěn dà ！wǒ yǒu yī gè gē gē jiào chén hǎi ，tā shí jiǔ suì 。tā h
ěn yǒu yì sī 。wǒ yě yǒu yī gè jiě jiě ，jiào chén xī ，tā ài kàn diàn yǐng 。wǒ bú tài 
xǐ huān kàn diàn yǐng ，dàn shì wǒ xǐ huān kàn diàn shì 。wǒ men jiā méi yǒu chǒ
ng wù 。 
 
        我姓⽑毛，叫⽑毛⽂文。我住在香港。我的⽣生日是四月⼆二⼗十六号，我⼗十⼋八岁。我
有⼀一个弟弟叫小明，他⼗十岁。他有⼀一只⼤大⿊黑狗，我有很多⾦金鱼。我喜欢看英⽂文
书，也喜欢游泳。 
 
wǒ xìng máo ，jiào máo wén 。wǒ zhù zài xiāng gǎng 。wǒ de shēng rì shì sì yuè èr 
shí liù hào ，wǒ shí bā suì 。wǒ yǒu yī gè dì dì jiào xiǎo míng ，tā shí suì 。tā yǒu y
ī zhī dà hēi gǒu ，wǒ yǒu hěn duō jīn yú 。wǒ xǐ huān kàn yīng wén shū ，yě xǐ huā
n yóu yǒng 。 
 
 
Question word: 谁： shuí ： 
 
谁⼗十⼋八岁？ shuí shí bā suì ？ 
 
谁⼗十六岁？ shuí shí liù suì ？ 
 
谁有姐姐、也有哥哥？ shuí yǒu jiě jiě 、yě yǒu gē gē ？ 
 
谁有弟弟？ shuí yǒu dì dì ？ 
 
谁住在上海？ shuí zhù zài shàng hǎi ？ 
 
谁喜欢看书？ shuí xǐ huān kàn shū ？ 
 
谁喜欢听音乐？ shuí xǐ huān tīng yīn lè ？ 
 
谁没有宠物？ shuí méi yǒu chǒng wù ？ 
 
谁有⾦金鱼？ shuí yǒu jīn yú ？ 
 
谁喜欢猫，可是家里没有猫？shuí xǐ huān māo ，kě shì jiā lǐ méi yǒu māo ？ 
 
 
 



Grammar:  
 
很： hěn （very quite） 
 
狗很⼤大。 gǒu hěn dà 。 
 
弟弟很好玩⼉儿。 dì dì hěn hǎo wán ér 。 
 
猫很可爱。 māo hěn kě ài 。 
 
2.  Ask and answer questions in Chinese.  
 
姓名(Name)：刘花         xìng míng ：liú huā  
你叫什么名字？ nǐ jiào shén me míng zì ？ 
 
 
年龄（Age）：⼗十六岁                 nián líng ：shí liù suì  
你多⼤大了？你⼏几岁了？ nǐ duō dà le ？nǐ jǐ suì le ？ 
 
 
出⽣生日期(Date of birth)：⼀一九九⼆二年⼋八月⼗十五号 
chū shēng rì qī ：yī jiǔ jiǔ èr nián bā yuè shí wǔ hào  
 
你是什么时候出⽣生的？ nǐ shì shí me shí hòu chū shēng de ？ 
 
 
出⽣生地点(Place of born)：中国上海 chū shēng dì diǎn ：zhōng guó shàng hǎi  
你是在哪⼉儿出⽣生的？ nǐ shì zài nǎ ér chū shēng de ？ 
 
 
地址(Address)：中国上海浦东区 dì zhǐ ：zhōng guó shàng hǎi pǔ dōng qū  
你住在哪⼉儿？ nǐ zhù zài nǎ ér ？ 
 
 
家⼈人(Family)：妈妈、爸爸、姐姐 jiā rén ：mā mā 、bà bà 、jiě jiě  
你家都有谁？ nǐ jiā dōu yǒu shuí ？ 
 
 
宠物(Pet)：狗 chǒng wù ：gǒu  
你有宠物吗？ nǐ yǒu chǒng wù ma ？ 
 
 
 
 



3. Listening script:    
 
我姓周，叫周海，我⼗十四岁， 我家在上海，我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我哥
哥有⼀一只狗，我妹妹有⼀一只猫。我没有宠物。 
 
wǒ xìng zhōu ，jiào zhōu hǎi ，wǒ shí sì suì ， wǒ jiā zài shàng hǎi ，wǒ yǒu yī gè g
ē gē ，hé yī gè mèi mèi ，wǒ gē gē yǒu yī zhī gǒu ，wǒ mèi mèi yǒu yī zhī māo 。wǒ 
méi yǒu chǒng wù 。 
 
4. Speaking and writing task. 
 
你好，我姓…,叫…。 nǐ hǎo ，wǒ xìng …,jiào …。 
我…岁。 wǒ …suì 。 
我的⽣生日是…月…号。 wǒ de shēng rì shì …yuè …hào 。 
我住在…。 wǒ zhù zài …。 
我有…（弟弟、姐姐）。他/她叫…。  
wǒ yǒu …（dì dì 、jiě jiě ）。tā /tā jiào …。 
我们家有…（猫、狗、鱼）。它…（⼤大、小）。  
wǒ men jiā yǒu …（māo 、gǒu 、yú ）。tā …（dà 、xiǎo ）。 
我喜欢…（看书、听音乐、看电视）。 
 wǒ xǐ huān …（kàn shū 、tīng yīn lè 、kàn diàn shì ）。 
 
Summary:  
 
Important Radicals:  ⼥女，⽗父，⼝口，犭 
 
“⼥女” （female）：妈妈，妹妹，姐姐，奶奶， 她 (他)，*姑姑， *妇 
 
⽗父（father）： 爸爸，爷爷，*⽗父母，*⽗父亲 
 
⼝口 (mouth) ：吃，喝，叫，唱，吗 
 
犭(Animal)： 狗，猫，*猪，*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