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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can speak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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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做中国菜吗？
Can you cook Chinese food?

Warm-up

Nǐ huì zuò zhōng guó cài ma ？

蛋 炒 饭

dàn chǎo fàn

西红柿炒蛋

xīhóngshì chǎodàn

麻婆豆腐

mápó dòufu



Words

会
mod.

can,

to be able

我会游泳。

wǒ huì yóu yǒng.



Words

说
v.

to speak, to say



Words

妈妈
n.

Mom



Words

写
V.

to write

汉字
n.

Chinese character



生词 Words

读
V.

to read

她喜欢读书。

Tā  xǐhuān   dúshū.

怎么
pron.

how

老师，这个字怎么写？
Lǎoshī， zhègè  zì  zěnme  xiě？



听

说

读

写

汉字

怎么

会

Choose the proper words to describe the pictures.

Exercise



Text 

A：你会说汉语吗？

B：我会说汉语。

A：你妈妈会说汉语吗？

B：她不会说。

A：你会写汉字吗？

B：我会写。

A：这个字怎么写？

B：对不起，这个字我会读，不会写。

Nǐ huìshuō hàn yǔ ma ？

Wǒ huì shuō hàn yǔ 。

Nǐ māma huì shuō hàn yǔ ma ？

Tā bú huì shuō 。

Nǐ huì xiě hàn zì ma ？

Wǒ huì xiě 。

Zhè gè zì zěn me xiě ？

Duì bu qǐ zhè gè zì wǒ huì dú ， bú huì xiě 。



1. 你会说汉语吗？Can you speak Chiense?

Subject+  会 +          吗？

Subject+ （不）会 +   V.（+object） 。

Sentences1

我 会 游泳。 我不会游泳。

你会游泳吗 ？

Subject+  喜不喜欢 +          ？

你会不会游泳 ？



Use“会”“不会”“会…吗?”“会不会…?”to make sentence.

Practice

Activities 会 不会 会……吗？ 会不会……?

唱歌
（chàng gē）

画画
(huàhuà)

打篮球
(dalánqiú)

做中国菜
(zuòzhōngguócài)

滑冰
(huábīng)



根据实际情况回答问题 Answer the questions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Practice

1. 你会说汉语吗？

2. 你会写汉字吗？

3. 你会做中国菜吗？

4. 你有汉语名字吗？

5. 你会写你的汉语名字吗？

Nǐ huì shuō hàn yǔ ma ？

Nǐ huì xiě hàn zì ma ？

Nǐ huì zuò zhōng guó cài ma ？

Nǐ yǒu hàn yǔ míng zì ma ？

Nǐ huì xiě nǐ de hàn yǔ míng zì ma ？



1. 这个字怎么写？How do you write this character?

Subject+ 怎么 +   V.。

Sentences2

这个汉字怎么读？

你的汉语名字怎么写？

这个字英语怎么说？

Zhè gè hàn zì zěn me dú ？

Nǐ  de hàn yǔ míng zì zěn me xiě ？

Zhè gè zì yīng yǔ zěn me shuō ？



用“怎么”描述图片说句子
Describe the pictures using the newly-learned language point “怎么”.

Practice

1. 请问，这支笔________？

Qǐng wèn ，zhōng guó kuài zǐ 

2. 请问，中国筷子________？

Qǐng wèn ，zhè zhī bǐ

Note：用 yòng： use



用新学的语言点和词汇描述图片
Describe the pictures using the newly-learned language point and words

Practice

1. 我们都会________？

Wǒmen dōu huì？

2. 中国菜很________？
Zhōngguó cài hěn



用新学的语言点和词汇描述图片
Describe the pictures using the newly-learned language point and words

Practice

3. 他会做________。

Tā huì zuò

4. 这个汉字我会_______，不会______。
Zhōngguó cài hěn



1.放假的时候我喜欢_____或者_____,有时我会去

_______。你呢？你喜欢做什么？

2.周末我们一起去_______好吗？

......

Exercises

语言技能调查，作口头报告。

Do a survey about the language skills of your friends or family. And then make a oral report.

Supplementary words：英语（yīngyǔ） 日语(rìyǔ)    法语(fǎyǔ)

姓名 英语
（English）

法语
（French）

汉语
（Chinese）

日语
（Japanese）

其他
（others）

我 √ √ × ×

爸爸

……

Eg. 我和我爸爸都会说英语和法语，我不会说汉语和日语，但我爸爸会

说汉语，他也不会日语。

Wǒ hé wǒ bà bà dōu huì  shuō yīng yǔ hé fǎ yǔ ， wǒ bú huì  shuō hàn yǔ hé rì yǔ ， dàn wǒ bà bà huì 

shuō hàn yǔ ，tā yě bú huì rì yǔ 。



Characters（汉字）

偏旁
Radical

解释
Explanation

例字
Example Characters

日 the radical “日” is related to time
明 míng   bright

时 shí   time

目 the radical “目” is related to the eyes
眼 yǎn  eye

睡 shuì  to sleep

Chinese Radicals:

rì zì pánɡ 

• “日”（ called 日字旁 ）
mù zì pánɡ

• “目”（ called 目字旁 ）



Characters



Characters



Words

会 说 写 汉字 怎么 读 妈妈

我会说汉语。

这个汉字怎么写？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