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on 1 live course

    工作太多，我还没做完。
There is too much  work to do,I haven’t finish it.

            Gōngzuò tàiduō,  wǒ háiméi zuòwán 

      Chinlingo Chinese



      Instructions

• Warm-up

• Words & Lessons:  错    从     希望    第一  

• Grammar & Expressions: 

           The complement of result:    V. + adv./v. 

             The order:      第~ 

             The preposition：从 

• Exercises



热身 Warm-up

How do you feel about your workload?



热身 Warm-up

Match the pictures with the words/phrase.?

A B C

D E F

   shàng bān   

① 上      班
    chàng 

gē② 唱     
歌
    duì    cuò

③ 对    错
    wèn   tí

④ 问   题
     yì      dī
⑤ 第  一
    tiào  wǔ
⑥ 跳   舞



生词  Words

错  adj. wrong，incorrect

wǒ men zǒu cuò le 。

我们走错了。



课文  Lesson1

打电话  On the Phone

       Nǐ hǎo ，   qǐng wèn zhāng huān zài ma?

A：你 好，     请    问     张     欢     在  吗？
        Nǐ dǎ cuò le ，wǒmen zhèr méi yǒu jiào zhāng huān de。 

B：你打错了，   我 们  这儿 没有    叫     张     欢     的。
        Duìbuqǐ 

A：对不起。



语法  Grammar1

1. The Complements of result.  

 S + V.+ Complement+ ( Object ) 
+了

   我        看     见     你的 女朋友   了。

   我        打    错     了。

我        做     好         饭                 了。

大卫     找   到         工作             了。

Wǒ         dǎ      cuò    le 。

Wǒ          kàn     jiàn       nǐ de nǚpéngyǒu le。

Wǒ          zuò     hǎo            fàn                      le 。

Dà wèi     zhǎodào          gōng zuò              le 。



语法  Grammar1

1. The  Complements of result. （Negative  pattern） 

 S + 没(有)+ V.+ Complement+ ( Object )  

   我     没有     看   见     你的女  朋   友。

我       没        听     懂     他说    的话。

我        没        做     完      作业。

Wǒ   méi yǒu  kànjiàn      nǐ de nǚ péng yǒu 。

Wǒ      méi       tīng   dǒng   tā shuō de huà。

Wǒ       méi      zuò  wán        zuò yè 。



练习  Exercise1

Make a sentence of complement of result with“听”  



练习  Exercise1

Make a sentence of complement of result with“写”  



从 Cóng Prep.   from

生词  Words 2

游泳

从上海到广州 
 cóng shànghǎi dào guǎng zhōu  
从星期一到星期五 
 cóng xīng qī yī dào xīng qī wǔ



希望 xīwàng  V.   to hope, to wish
                 n.   hope,wish

生词  Words 2

游泳

希望你成功。 
xī wàng  nǐ chénggōng 
有希望    yǒu xīwàng



课文  Lesson2

在家  At home

     Nǐ zhī dào ma ？zhāng huān zhǎodào gōng zuò le 。 
A：你 知道  吗？   张      欢     找到     工作 了。
    Tài hǎo le ！tā cóng shénme shíhou kāishǐ shàngbān ？
B：太好了！他从     什么 时候         开始上班？
    Cóng xià gè xīng qī yī kāi shǐ 
A：从 下个星期一开始。
     Zhè shì tā de dì yīgè gōng zuò ，xī wàng tā néng xǐ huan。

B：这是 他的第一个工作，     希望    他 能 喜欢。



语法  Grammar2

1.  The Preposition “从” Introduces the start point 
of time, a distance.

从 到

从北京 到 上海

A B …….

要坐几个小时飞机。

从老人 到 孩子 都喜欢吃苹果从老人 到 孩子 都喜欢吃苹果。

从下星期一  开始上班。

Cóng běijīng      dào shàng hǎi   yào zuò jǐ gè xiǎo shí fēi jī 。 

Cóng lǎo rén          dào hái zi      dōu xǐ huān chī píng guǒ。 

Cóng xià xīng qī yī                          kāi shǐ shàng bān。 



练习  Exercise2

Make a sentence with “从”



练习  Exercise2

Make a sentence with “从”

厦门 
xiàmén

福州
fúzhōu

300公里
gōnglǐ



生词  Words3

上班  shàngbān V. to work,to do a job

忙  máng    adj.   busy



课文  Lesson 3

在家  At office

       Zuó tiān   dì yī tiān      shàng bān zěn me yàng？  

A：昨天    第一天     上    班     怎么样？ 
       Hái hǎo ，    jiù shì   yǒu diǎnr máng.

B：还好，   就 是  有   点儿 忙。
        Nà  dōu zuò   wán le ma ?

A：那 都  做   完  了 吗？
        Gōng zuò tài duō le ，    wǒ méi yǒu zuò wán.

B：工  作  太 多 了，  我 没 有 做 完。



语法  Grammar 3

1. The Complements of result. （Question pattern） 

S+ V.+ Complement+ ( Object ) +（了）+吗？ 

  你        看    见                  他的女朋友了吗？

你        听     懂                   他 说的话 吗？

你        做     完                      了  没有？

 S + V.+ Complement+ ( Object ) +（了）+ 没有？ 

Nǐ        kàn  jiàn                 tāde nǚ péngyǒu le ma ？

Nǐ        tīng  dǒng               tā shuōde huà ma ？

Nǐ       zuò     wán                  le  méi yǒu ？



练习  Exercise 3

Make sentence with “the complement +了吗/ 了没有？”



练习  Exercise 2

Make sentence with “the complement +了吗/ 了没有？”

作业
Zuò yè



练习  Exercise 3

Make sentence with “the complement +了吗/ 了没有？”



语法  Grammar 4

1. Indicating Order “第~” 

第   +      Num. Phrase   +      Measure W.    
+ N. 

  第              一                           本                 书

第             二                            个                 工作

第             一                           次                 跳舞  

dì               yī                           běn               shū 

  dì               èr                            gè             gōng zuò

dì              yī                             cì                tiào wǔ 



练习  Practice

Describe the picture using the newly-learned language point 

         Zuòyè tài duō le，wǒ hái  

（1）作业太多了，我还____。

         Yī fu nǐ                   le méi yǒu ?

（2）衣服你______了没有?



练习  Practice

Describe the picture using the newly-learned language point 

       Cóng bā diǎn dào shí èr diǎn tā men dōu zài  

（3）从八点到十二点她们都在  ________。



练习  Practice

Describe the picture using the newly-learned language point 

           Wǒ dì yī cì  

（3）我第一次__________。



复习  Reivew

生词

语法

错    从     希望    第一  

（1）“the complement of result” 
（2）“the preposition of  从”
（3） “ the order 第~”



课 堂 活 动Class Activities

Use Chinese to make a conversation according to following pictures.

It is a listening test ：
1. ask about how do you feel about the test.
2. ask and answer about do you understand the test?
3. ask and answer about do you finish it.



文化角 Culture Corner 
corner

Fengshui  : a system of ancient Chinese knowledge,                        
                             orient dwelling and tombs. 
 Used in :  picking  locations , directions and designs.
 Some people believe: affect the fate, 
                                          future of younger generations
 Theoretical basis:
        astronomy ,geography and Chinese philosophies
   (talking about the relationship among heaven,earth,wind,water and name)

Tools: Compass
   

     

风水 fēngshuǐ   Fengshui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