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 恩 的 中文 課
hǎi ēn de Zhōngwén kè 。
Lesson 1
1. I, he, she, it, you(male), you(female)
2. us, them you(plural)
3. is/ am
4. and
5. possesive article
6. friend , wife, husband, boyfriend, girlfriend
7. younger brother, older brother, younger sister, older sister
1. 我 他 她 它 你 妳

1. wǒ 。tā 。tā 。tā 。nǐ 。nǐ

2. 我們 他們 你們

2. wǒmen 。tāmen 。nǐmen

3. 是

3. sh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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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 Mark。
I am Mark
我是 Dave。
我是 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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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ǒ shì Mark。
I am Mark
wǒ shì Dave。
wǒ shì 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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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 Rose。

wǒ shì Rose。

他是 Mark。

tā shì Mark。

He is Mark

He is Mark

他是 Dave。

tā shì Dave。

她是 Mary。

tā shì Mary。

She is Mary

She is Mary

她是 Rose。

tā shì Rose。

4.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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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是 Mark 和 Dave。
They are Mark and Dave

4. hé 。
tāmen shì Mark hé Dave。
They are Mark and Dave

她們是 Mary 和 Rose。

tāmen shì Mary hé Rose。

他們是 Dave 和 Mary。

tāmen shì Dave hé Mary。

他們是 Mark 和 Rose。

tāmen shì Mark hé Rose。

我們是 Dave 和 Mark.

wǒmen shì Dave hé Mark.

We are Dave and Mark

We are Dave and Mark

我們是 Dave 和 Mary.

wǒmen shì Dave hé Mary.

我們是 Mary 和 Rose.

wǒmen shì Mary hé Rose.

我們是 Mark 和 Rose.

wǒmen shì Mark hé Rose.

5. 的。
我的。
min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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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的。
..is mine/my.

5. de 。
wǒde 。

shì wǒde 。

mine/my

..is mine/my.

你的。

是你的。

nǐ de 。

shì nǐ de 。

他的。

是他的。

tā de 。

shì tā de 。

她的。

是她的。

tā de 。

shì tā 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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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

是他們的。

tāmen de 。

我們的。

是我們的。

wǒmen de 。

你們的。

是你們的。

nǐmen de 。

yours

..is yours.

yours

shì tāmen de 。
shì wǒmen de 。
shì nǐmen de 。

..is yours.

是 Dave 的。 是 Mark 的。

shì Dave de 。 shì Mark de 。

是 Mary 的。 是 Rose 的。

shì Mary de 。 shì Rose de 。

6. 朋友。太太。先生。

6. péngyou tàitai xiānsheng

女朋友。男朋友。

nǚpéngyou nánpéng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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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
My friend.
我的太太。
My wife.
我的先生。
My husband
我的女朋友。
My girlfriend.
我的男朋友。
My boyfriend.
他是我的朋友。
He is my friend.

wǒde péngyou 。
My friend.
wǒde tàitai 。
My wife.
wǒde xiānsheng 。
My husband
wǒde nǚpéngyou 。
My girlfriend.
wǒde nánpéngyou 。
My boyfriend.
tā shì wǒde péngyou 。
He is my friend.

她是我的太太。

tā shì wǒde tàitai 。

他是我的先生。

tā shì wǒde xiānsheng 。

她是我的女朋友。

tā shì wǒde nǚpéngyou 。

She is my girlfri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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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 is my girlfri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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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我的男朋友。

tā shì wǒde nánpéngyou 。

我是他的朋友。

wǒ shì tā de péngyou 。

I am his friend.

I am his friend.

我是他的太太。

wǒ shì tā de tàitai 。

我是她的先生。

wǒ shì tā de xiānsheng 。

我是他的女朋友。

wǒ shì tā de nǚpéngyou 。

我是她的男朋友。

wǒ shì tā de nánpéngyou 。

I am her boyfriend.

I am her boyfriend.

我是 Mark 的朋友。

wǒ shì Mark de péngyou 。

我是 Dave 的太太。

wǒ shì Dave de tàitai 。

我是 Mary 的先生。

wǒ shì Mary de xiānsheng 。

I am Mary's husband.

I am Mary's husband.

我是 Mark 的女朋友。

wǒ shì Mark de nǚpéngyou 。

我是 Rose 的男朋友。

wǒ shì Rose de nánpéngyou 。

Dave 是他的朋友。

Daveshì tā de péngyou 。

Mary 是他的太太。

Maryshì tā de tàitai 。

Dave 是她的先生。

Daveshì tā de xiānsheng 。

Rose 是他的女朋友。

Roseshì tā de nǚpéngyou 。

Mark 是她的男朋友。

Markshì tā de nánpéngyou 。

Dave 是我們的朋友。

Dave shì wǒmen de péngyou 。

Mary 是我們的朋友。

Mary shì wǒmen de péngyou 。

Mark 是我們的朋友。

Mark shì wǒmen de péngyou 。

Rose 是我們的朋友。

Rose shì wǒmen de péngyou 。

我們是他們的朋友。

wǒmen shì tāmen de péngyou 。

We are their fri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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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re their fri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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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是我們的朋友。

tāmen shì wǒmen de péngyou 。

你們是我們的朋友。

nǐmen shì wǒmen de péngyou 。

他們是你們的朋友。

tāmen shì nǐmen de péngyou 。

我們是你們的朋友。

wǒmen shì nǐmen de péngyou 。

7. 弟弟，

哥哥，

7. dìdi ，

妹妹，

姐姐。

gēge ，

mèimèi ，

jiěji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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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ā shì wǒde dìdi 。

他是我的弟弟。

He is my younger brother.

He is my younger brother.

Mark shì wǒde dìdi 。

Mark 是我的弟弟。

wǒ shì tā de gēge 。

我是他的哥哥。

I am his older brother.

I am his older brother.

wǒ shì Mark de gēge 。

我是 Mark 的哥哥。

tā shì wǒde jiějie 。

她是我的姐姐。

Rose shì wǒde jiějie 。

Rose 是我的姐姐。

wǒ shì tā de mèimèi 。

我是他的妹妹。

wǒ shì Rose de mèimèi 。

我是 Rose 的妹妹。

I am Rose's younger sister.

I am Rose's younger s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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