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能坐这儿吗？
Can I sit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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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做这些吗？
Can we do these？

Warm-up
Wǒmen néng zuò zhè xiē ma ？

Smoke in the office/hospital Answer calls when we are driving Take shelter from rain under a tree



Words

桌子
n.

table,

desk

电脑
n.

computer,

laptop

椅 子

yǐ   zi



Words

上
n.

up,

above

里
n.

inner,inside,

interior



Words

和
conj.

and

本
m.

a measure word 

for books

三本书

sān běn shū



Words

能
mod.

can,may

坐
v.

sit



Words

抽烟
V.

smoke



坐

本

里

和

能

桌子

Choose the proper words to describe the pictures.

Exercise



Text 1 

A：桌子上有什么？

B：桌子上有一个电脑和一本书。

A：杯子在哪儿？

B：杯子在桌子里。

在办公室 In the office

Zhuō zi shàng yǒu shén me ？

Zhuō zi shàng yǒu yī gè diàn nǎo hé yī běn shū 。

Bēi zǐ zài nǎr ？

Bēi zǐ zài zhuō zǐ lǐ 。



桌子上有什么？What are there on the desk?

“有” indicates a person or thing exists somewhere.

Sentences1

Word of Locality  +    有 +   Person/Thing Existing

椅子下面有一只小狗。

学校里有一个商店

桌子上有一个电脑和一本书。

Yǐ zi xià miàn yǒu yī zhī xiǎo gǒu 。

Xué xiào lǐ yǒu yī gè shāng diàn.

Zhuō zi shàng yǒu yī gè diàn nǎo hé yī běn shū。



Sentences1

Word of Locality  + 没有 +   Person/Thing Existing
（without a numeral classifier before the object）

椅子下面没有小狗。

学校里没有商店

桌子上没有电脑和书。

Yǐzi xiàmiàn méiyǒu xiǎogǒu 。

Xuéxiào lǐ méiyǒu shāngdiàn.

Zhuō zi shàng méiyǒu diànnǎo hé sh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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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actice

1. 你的电脑在哪儿？

2. 书在哪儿？

3. 桌子里面有什么？

4. 桌子上面有什么？

5. 桌子旁边有什么？（旁边：nearby）

Nǐ de diàn nǎo zài nǎ r ？

Shū zài nǎ ér ？

Zhuō zi lǐ miàn yǒu shén me ？

Zhuō zi shàng miàn yǒu shén me ？

Zhuō zi páng biān yǒu shí 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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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actice

1. _______有________？

yǒu                           hé

2. _______有________和_______？

yǒu



Text 2 

A：这儿有人吗？

B：没有。

A：我能坐这儿吗？

B：请坐。

B：这儿能不能抽烟？

A：不行。

在饭馆 In the restaurant

Zhèr yǒu rén ma ？

Méiyǒu。

Bù xíng 

Wǒ néng zuò zhè ér ma ？

Qǐng zuò 。

Zhèr néng chōu yān ma ？



我能坐这儿吗？ Can I sit here ?

“能”Indicates an ability or a possibility.

“能…吗”is often used to request or for permission.

Subject+  能 + V.（+object）吗？

Sentences1

你能在这儿写你的名字吗？
Can you write down your name here?

Subject+  能不能 + V.（+object）？

我能不能在这儿抽烟？
Can I smoke here?

明天下午我能去商店。
I can go to store tomorrow aftern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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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actice

1.我能____________吗？

Nǐ                 bāng wǒ                      

2. 你______帮我_________吗？

Wǒ néng                                        



选择适当的量词填空
Choose a suitable measure word to fill in the each blank.

Practice

个 口 本 快
gè                kǒu             běn          kuài

1.我家有三_____人。

2.我买一______杯子。

3.我有五______汉语书。

4.椅子八十_____钱。

Wǒ jiā yǒu sān rén 。

Wǒ mǎi yī bēi zǐ 。

Wǒ yǒu wǔ hàn yǔ shū 。

Yǐ zi bā shí qiá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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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人一组，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问答练习。

Work in pairs and ask and answer questions according to the actural situation.

Words：桌子（zhuōzi）椅子（yizi）电脑（diànnǎo）书（shū）上面（shagnmian）

下面（xiàmiàn）左边（zuǒbiān）右边（yòubiān）旁边（pángbiān）

Eg. A：你的桌子上面有什么？

B：……

A:  你的椅子下面有什么？

B：……

Nǐ de zhuōzi shàngmiàn yǒu shénme？

Nǐ de yǐzi xià miàn yǒu shénme？



Characters



Characters



Words

桌子 电脑 上 和 本
里 这儿 能 坐

桌子上有什么？

这儿有人吗？

我能坐这儿吗？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