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和我的家人
Me and my family.

By Aaron



这是我的爷爷 (This is my paternal grandpa.)

他叫 Ken (His name is ken)

他是欧洲人 (He is European)

他七十五岁 (He is seventy-five)



这是我的奶奶 (This is my paternal grandma)

她叫 Colette (Her name is Colette)

她也是欧洲人 (She is European)

她七十岁 (She is seventy)



这是我的伯伯 (This is my father’s older brother.)

他叫Max (His name is Max)

他也是欧洲人 (He is 
European)

他四十岁 (He is forty)



这是我的叔叔 (This is my father’s younger brother.)

他叫 Kelvin (his name is Kelvin)

他是欧洲人 (He is European)

他三十岁 (He is thirty)



这是我的姑姑 (this is my paternal aunt.)

她叫 Katie (Her name is Katie)

她也是欧洲人 (She is 
European)

她三十一岁 (She is thirty-one)



这是我的外公 (This is my maternal grandpa.)

他叫 James (His name is James)

他是中国人 (He is Chinese)

他七十二岁 (He is seventy-two)



这是我的外婆 (This is my maternal grandma.)

她叫 Angel (Her name is Angel)

她是中国人 (She is Chinese)

她六十三岁 (She is sixty-three)



这是我的舅舅 (This is my maternal uncle.)

他叫 Larry (His name is Larry)

他也是中国人 (He is Chinese)

他四十六岁 (He is forty-six)



这是我的阿姨 (This is my maternal aunt.)

她叫 Lisa (Her name is Lisa)

她也是中国人 (She is Chinese)

她三十岁 (She is thirty)



这是我的爸爸 (This is my father.)

他叫 Kevin (His name is Kevin)

他是欧洲人 (He is European)

他三十六岁 (He is thirty-six)



这是我的妈妈 (This is my mother.)

她叫 Amy (Her name is Amy)

他是中国人 (She is Chinese)

她三十五岁 (She is thirty-five)



这是我的哥哥 (This is my older brother.)

他叫 John (His name is John)

他是加拿大人 (He is Canadian)

他十六岁 (He is sixteen)



这是我的姐姐 (This is my older sister.)

她叫 Shiah (Her name is Shiah)

她是加拿大人 (She is Canadian)

她十七岁 (She is seventeen)



这是我的弟弟 (This is my younger brother.)

他叫 Even (His name is Even)

他是加拿大人 (He is Canadian)

他四岁 (He is four)



这是我的妹妹 (This is my younger sister.)

她叫 Neve (Her name is Neve)

她是加拿大人 (She is Canadian)

她七岁 (She is seven)



这就是我 (This is me.)

我叫 Aaron (My name is Aaron)

我也是加拿大人 (I am 
American)

我十六岁 (I am sixteen)



这是我的儿子 (This is my son.)

他叫 Timmy (His name is Timmy)

他是美国人 (He is American)

他一岁 (He is one)



这是我的女儿 (This is my daughter.)

她叫 Sally (Her name is Sally)

她是美国人 (She is American)

她一岁 (She is o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