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on 1 live course

Nǐ   jiā    jǐ kǒu  rén 

你家几口人？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复习一下数字吧~



复习一下数字吧~



一二三四五

上山找老虎

老虎不在家

找到小松鼠

松鼠有几只

让我数一数

数来又数去

一二三四五

yī èr sān    sì    wǔ

shàng shān zhǎo lǎo hǔ

lǎo hǔ bú zài jiā

zhǎo dào xiǎo sōng shǔ

sōng  shǔ  yǒu   jǐ   zhī

ràng wǒ shǔ   yī shǔ

shǔ lái   yòu   shǔ qù

yī èr sān    sì    wǔ

儿歌



热身

爷爷

奶奶

爸爸

妈妈

yé ye

nǎi nai

bà  ba

mā ma

你家有几口人？

Nǐ  jiā yǒu jǐ kǒu rén ？



一 二 三



几



dì di

弟弟
mèimei

妹妹



一共



和



岁



课文



A：你家有几口人？

B：我家有三口人，你呢？

A：我家一共五口人，

我有弟弟和妹妹。

Nǐ jiā yǒu jǐ kǒu  rén ？

Wǒ jiā yǒu sān kǒu rén ，nǐ ne ？

Wǒ jiā yī gòng wǔ kǒu rén ，

Wǒ yǒu dì di hé mèi mèi。



句子 sentence1

Nǐ jiā yǒu jǐ kǒu rén？

你家有几口人？

Wǒ jiā yǒu……

我 家 有…… sān kǒu rén

三口人
three members

yǒu jǐ kǒu rén

……有几口人？



Tā jiā yǒu jǐ kǒu rén ？

他们家有几口人？

Tāmen jiā yǒu ……

他们家有……

yǒu jǐ kǒu rén

……有几口人？

句子 sentence1



句子 sentence1

A：你弟弟几岁了？

B：他三岁了。

A: 你妹妹呢？

B：她五岁，她是学生。

Nǐ dì dì  jǐ  suì  le ？

Tā sān suì le 。

Nǐ mèi mei ne ？

Tā wǔ  suì ， tā shì xué shēng 。



句子 sentence2
jǐ  suì  le                             duō shǎo suì 

......几岁了 ......多少岁
How old……

Nǐ  dì  di    jǐ    suì le ？

你弟弟几岁了？
Wǒ  dì   di   bā  suì  le.

我弟弟八岁了。



句子 sentence2
jǐ  suì  le                             duō shǎo suì 

......几岁了 ......多少岁
How old……

Nǐ jīnnián jǐ/duōshǎo suì suì ？ Wǒ jīn nián shí sì suì le。

你今年几/多少岁？ 我今年十四岁了。

Nǐ dìdi jǐ suì le ？ Wǒ dìdi bā suì le.

你弟弟几岁了？ 我弟弟八岁了。

Tā gē ge jīn nián duōshǎo suì ？ Tā gē ge èr shí qī suì。

他哥哥今年多少岁？ 他哥哥二十七岁。



句子 sentence2
jǐ  suì  le                             duō shǎo suì 

......几岁了 ......多少岁
How old……

Nǐ dì di   jǐ /  duō shǎo suì le？

你弟弟几/多少岁？
Wǒ jīn nián suì le。

我今年_____岁了。



句子 sentence2
jǐ  suì  le                             duō shǎo suì 

......几岁了 ......多少岁
How old……

Nǐ jīn nián jǐ /  duō shǎo suì le？

你今年几/多少岁？
Wǒ jīn nián suì le。

我今年_____岁了。



句子 sentence2
jǐ  suì  le                             duō shǎo suì 

......几岁了 ......多少岁
How old……

Tā gē ge jīn nián duōshǎo suì？

他哥哥今年多少岁？
Tā    gē  ge                              suì。

他哥哥_______岁。



练习 sentence 2

用新学的词完成对话。

Nǐ jiā yǒu kǒu rén ？

你 家 有 ___ 口 人？

Wǒ jiā yǒu 。

我 家 有 _______。



练习 sentence 2

用新学的词完成对话。

Zhè shì wǒ

这 是 我 ____。

Tā jīn nián suì 。

她 今 年 ____ 岁。



课 堂 活 动 Class Activities

看图，回答问题。

1.她家有几口人？ Tā jiā yǒu jǐ kǒu rén ？

2.她家有谁？ Tā jiā yǒu shuí ？

3.她今年几岁？ Tā jīn nián jǐ suì ？

4.她有弟弟吗？ Tā yǒu dì di ma ？

5.她妹妹几岁了 Tā mèi mei jǐ suì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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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 Character

几 个

几 岁



汉字 Character

我和你

爸爸和妈妈



汉字 Character

一 共



汉字 Character

多少岁

十 岁



总结 Summary

词：几 多少 岁 和 一共 弟弟 妹妹

语法： 你家有几口人？

你几岁了？ 你多少岁了？

作业：1）写“几、和、共、岁”各10个？

2）问家人多少岁了。

jǐ  duō shǎo   suì  hé   yī gòng  dì dì  mèi mèi 

Nǐ jiā yǒu jǐ kǒu rén ？

Nǐ   jǐ suì le ？ Nǐ  duō shǎo suì le ？

Xiě “jǐ 、 hé 、 gòng 、 suì ” gè shí gè ？

Wèn jiā rén duō shǎo suì le 。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