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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xià

“next”

上午、下午

上一個考試
上一个考试

下一個考試
下一个考试



The Learning objectives for L6

Function:

•Make a phone call 打电话

•Make an appointment 约时间

•Ask others for help 请别人帮忙

Grammar:

•Time expressions and where to place them in 

the sentence.

•Modal verbs: 要（yào) and 得(děi)

Vocabularies related to this topic



下（個）星期
下（个）星期

xiàgè xīngqī

“next week”



⚫Next month

⚫下個月【下个月】

⚫Afternoon

⚫下午

⚫The opposite of 下？

⚫上

⚫The class is dismissed.

⚫下課了【下课了】！（as 
opposed to “上課了”【上课了】

Combination with 上 and 下



文 wén
“language; 

script”

中文Chinese language 

zhōngwén



說【说】

shuō

“to say; to speak”



中文 zhōngwén
⚫Can you speak Chinese?

⚫你會說中文嗎？

⚫你会说中文吗？

⚫I can speak a little Chinese.

⚫我會說一點兒中文。

⚫我会说一点儿中文。



练习
liànxí

“to practice”



练习

⚫I practice speak Chinese every day.

⚫我天天练习说中文。

⚫Can you help me practice speaking 

English?

⚫你可以帮我练习说英文吗？

⚫Every day he practice playing ball

⚫他每天练习打球。



幫【帮】

bāng

“to help”



幫【帮】 bāng

“to help”

⚫帮我一下。
⚫你可以帮我一下吗？
⚫你可以帮我看一下吗？
⚫Can you help me cook?

⚫你帮我做饭,好吗？

⚫Can you help me make a phone call to him?

⚫你可以帮我打一个电话给他吗？



幫忙【帮忙】

bāngmáng

“to help”



准备zhǔnbèi

prepare

⚫ A:准备好了吗？ B: 都准备好了！

⚫ 我明天要考中文，你可以帮我准备一
下吗？

⚫ 要是我帮你准备考试，你要请我吃饭。



Pair up activity: 

跟朋友一起練習說中文。
跟朋友一起练习说中文。

⚫Q: 你常常幫你朋友__________?
⚫ 你常常帮你朋友 __________?

⚫A:我常常帮朋友__________ 。
我常常幫朋友__________ 。

Suggestions: 
(做饭、练球、学中文、练中文、准备考试
）



幫忙[帮忙]（VO) 

⚫Can you help me?

⚫你可不可以幫忙一下?

⚫你可不可以帮忙一下？

⚫你可以幫我忙嗎?

⚫你可以帮我忙吗？

⚫He has given me a big help.

⚫他幫了我一個大忙!

⚫他帮了我一个大忙！



别
bié

“don’t”

Note: “別人”—another person.



别 bié=不要 búyào

⚫ Don’t talk!

⚫別說話！【别说话！】

⚫ Don’t speak English！

⚫别说英文！【別說英文】

⚫ Don’t speak English in class!

⚫上課的時候別說英文！
⚫上课的时候别说英文！

When in class, what will your 

teacher say?

上課的時候，老師會說什麼？
上课的时候，老师会说什么？



別客氣
别客气

biékèqì

“Don’t be so polite”



啊
a

“to emphasize agreement, 
exclamation, etc.”



但是(=可是)

Dànshì(=kěshì)

“but”



但是/可是
⚫I am a Chinese, but I can’t make Chinese food.

⚫我是中國人，但是（可是）我不會做中國飯。

⚫我是中国人，但是（可是）我不会做中国饭。

⚫I am an American, but I like to listen to Chinese 
music.

⚫我是美國人，但是我喜歡聽中國音樂。

⚫我是美国人，但是我喜欢听中国音乐。

⚫I like to watch movies, but I don’t often go 
to the movies.

⚫我喜歡看電影，但是我不常看。

⚫我喜欢看电影，但是我不常看。



得
děi

“must; have to”
(Note: 覺得： juéde)



得 děi
⚫If you want to speak Chinese well, what do 

you have to do?

⚫Q:要是你想學好中文，你得做什麼？

⚫ 要是你想学好中文，你得做什么？

⚫A:我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uggestion: 

⚫常常練習說中文

⚫常常练习说中文

⚫常常看中文書

⚫常常看中文书



回來
回来

huílái

“to come back”



回來
回来huílái
“to come back”

⚫When are you coming back?

⚫你什麼時候（會）回來？
⚫你什么时候（会）回来？
⚫ I am too busy.  I have many tests.  I won’t go 

back this weekend.

⚫我太忙了。我有很多考试。我这个周末不（会
）回去。

⚫【我太忙了。我有很多考試。我這個週末不（
會）回去。】

⚫Call you after you come back!

⚫回来以后给我打电话。



見面
见面

jiàn miàn

“to meet up/with”

http://www.mandarintools.com/sounds/jian4.aif
http://www.mandarintools.com/sounds/mian4.aif


面
miàn

“face”

http://www.mandarintools.com/sounds/mian4.aif


（跟 + person ）见面jiàn miàn
“to meet up/with”

⚫When we will meet?
⚫我們幾點見面？
⚫我们几点见面？
⚫We will meet at 3:00 p.m.
⚫我们下午三点见。
⚫我們下午三點見。
⚫跟（someone)见面
⚫When are you meeting him?
⚫你什麼時候跟他見面？
⚫你什么时候跟他见面？
⚫我们找个时间见见面吧！
⚫我们明天见个面吧！
⚫我们在哪儿见面？
⚫我们在图书馆见面吧。

http://www.mandarintools.com/sounds/jian4.aif
http://www.mandarintools.com/sounds/mian4.aif


课文 160-161页（課文 p. 160-161) 

⚫A：（ ），請問，王朋（ ）嗎？？
⚫A：（ ），请问，王朋（ ）吗？
⚫B: 我（ ）是。你是李友吧？

⚫A: 王朋，我下個星期（ ）考中文，你幫我
⚫A: 王朋，我下个星期（ ）考中文，你帮我（

prepare   ）一下，跟我（ practice   ）说中文，
好吗？

⚫B: 好啊，但是你 (      ) 請我喝咖啡。
⚫B:好啊，但是你（ ）请我喝咖啡。



⚫A: 喝咖啡，沒問題。那我什麼時候跟你（ ）
？你今天晚上有(   )兒嗎？

⚫A:喝咖啡，没问题。那我什么时候跟你（ ）
？你今天晚上有（ ）儿吗？

⚫B: 今天晚上白英愛（ ）我吃飯。
⚫B:今天晚上白英爱（ ）我吃饭。

⚫A:（ Is that so)?  白英愛請你吃飯？
⚫A：( Is that so)？白英愛请你吃饭？

⚫B:（ yes/correct），我回來（ ）你打電話。
⚫给你打电话。
⚫B:  (yes/ correct），我回来（ ）你打电话。

⚫A:好，我（ ）你的電話。
⚫A: 好，我（ ）你的电话。



⚫1. Why did li You call Wang Peng?

⚫李友为什么打电话给王朋？

⚫2. Why did Wang Peng ask Li You to invite him 
for coffee?

⚫为什么王朋要李友请他喝咖啡？

⚫3. What will Wang Peng do tonight?

⚫王朋今天晚上做什么？

⚫4. Will Wang Peng meet with Li You tonight?

⚫王朋今天晚上会和李友见面吗？

⚫5. What will Li You do tonight?

⚫李友今天要做什么？



文法

GRAMMAR



See G4 Time Expression involving 

month and week（p. 163)

⚫The month before last

⚫上上個月
⚫上上个月
⚫ Last month

⚫上個月
⚫上个月
⚫Next month

⚫下個月
⚫下个月
⚫The month after next

⚫下下個月
⚫下下个月

⚫The week before last

⚫上上（個）星期
⚫上上 (个）星期
⚫ Last week

⚫上（個）星期
⚫上（个）星期
⚫This week

⚫這個星期
⚫这（个）星期
⚫Next week

⚫下個星期
⚫下(个)星期



--continued …

⚫One week

⚫一個星期

⚫一个星期

⚫After one week

⚫一個星期以後

⚫一个星期以后

⚫One month 

⚫一個月

⚫一个月

⚫After one month

⚫一個月以後

⚫一个月以后



Additional Time Expression Involving Year 

and Day
⚫ Yesterday

⚫昨天

⚫ Today

⚫今天

⚫ Tomorrow

⚫明天

⚫ The day after tomorrow

⚫後天【后天】

⚫ Three days from today

⚫大后天【大後天】

⚫ Last year

⚫去年

⚫ This year

⚫今年

⚫ Next year

⚫明年

⚫ The year after next

⚫後天【后年】

⚫ Three year from now

⚫大后年【大後年】



Time expression+以後【以后】/以前

⚫After 3:00 p.m.

⚫下午三點以後

⚫下午三点以后

⚫Before 4:00 p.m.

⚫下午四點以前

⚫下午四点以前

⚫I will go home after 10:00 p.m.

⚫我晚上十點以後回家

⚫我晚上十点以后回家。



A  跟（和） B +V

⚫Do you like to chat with friends?

⚫你喜歡跟朋友聊天嗎？
⚫你喜欢跟朋友聊天吗？
⚫Do you practice Chinese with your Chinese friend?

⚫你跟你的中國朋友練習說中文嗎？
⚫你跟你的中国朋友练习说中文吗？
⚫Don’t speak English with your classmate.

⚫不要跟你的同學說英文。
⚫不要跟你的同学说英文
⚫ I met with her last night.

⚫我昨天晚上跟他見面。
⚫我昨天晚上跟他见面。



X        O

X        O
G. On p. 166: 你别 V1,你得 V2



练习中文X        O

你别 V1, 

你得 V2

O



DirectionalComplement(I):
V去 or V来

请你 进去



请你 进来

V去 or V来



你几点/什麼時候
回來

我三点以后回去.

V去 or V来(回去/回來)

A: when are 

you coming 

back?B:I’ll go

back at 3 

pm 



Question sentence with “吧”

⚫你是老师吗？ 你是老师吧
？

⚫The use of “吧” in question sentence 

suggests that the speaker expects a 

confirmation of his assumption: I 

guess you are a teacher. Am I right?

⚫你就是XX吧!



Review: different ways to say “thank 

you” and “you are welcome”

⚫謝謝(你)=多謝=謝了

⚫谢谢（你）＝多谢＝谢了

⚫不（别）客氣＝不用謝＝没事儿＝没問题

⚫不（别）客气＝不用谢＝没事儿＝没问题



Review: 哪 MW N =which one N
哪一個【个】？、哪一張【张】？、哪一瓶？、哪一杯？哪（

一）位？哪一天？哪一課【课】？哪一個【个】年级？哪一
節【节】？

⚫ 哪一張是你的照片?[哪一张是你的照片？]

⚫ 哪一位是你的老师[師]？
⚫ 哪一杯是你的咖啡？
⚫ 我們今天學哪一課? [我们今天学哪一课？]
⚫ 我們哪一天要開會? [我们哪一天要开会？]

⚫ 哪一節課是中文課? [哪一节课是中文课？]
⚫ 老師給哪一個年級考試? [老师给哪一个年级考试？]

⚫ A:哪兒【儿/】 哪MW N=which one N / 
⚫ Ans:那兒【儿】/ 那一個【个】
⚫ Q:老師的辦公室在哪兒？【老师的办公室在哪儿？】Ans:…

（那儿）

⚫ Q:你知道哪一個是一年級的學生嗎？
⚫ 你知道哪一个是一年级的学生吗？ Ans:那（一）個【个】



⚫ 1. opening:  A: greeting: 
⚫ 喂、你好
⚫ ask for sb: XX在吗？
⚫ B: ask about caller: 我就是，（您是）哪位
？

⚫ A: self-intro

⚫ 2. reason for calling: 我想...、我想要...

⚫ 3. negotiation time: 
⚫ a. suggestion: specific time+你有时间/空儿吗
？

⚫ b. agree: 好、没问题 [沒問題]、行、可以
⚫ c. disagree: 对不起，（因为）我...要...
⚫ 但是...、specific time以后才有空
⚫ d. come to agreement: 要是您方便，...
⚫ 4. closing: 
⚫谢谢（您/你)、别客气、不客气、好吧、再见

Call your partner and begin the following phone conversation:



If the receiver is not the person…
⚫1. opening:  

⚫A: greeting: 
⚫ 喂、你好
⚫ ask for sb: XX在吗？
⚫
⚫B: ask about caller: 我就是，（您是）哪位
？

⚫5. if the receiver is not the person :
⚫
⚫ B：对不起，他不在， time以后才回来。

⚫请问您是哪位？
⚫ A：我是……。要是方便,请他回来以后给
我打电话，好吗？

⚫ 我的电话是XXX-XXXX。谢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