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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Clarification Table 
Unit Four Chinese 

Statements  

我的最好的朋友是… My best fr iend is… 

他叫／她叫… His/her name is… 

他／她住在… He/She l ives in… 

他／她来自 He/She comes from.. .  

他／她+number 岁 He/She is  … years old.  

他／她有 He/She has …  

我的男朋友／⼥女朋友是… My boyfriend/ girlfr iend is… 

我上 (class name)，因为… I take… because 

我参加…，因为… I’m part of…because…  

我的时间安排是… My schedule is… 

我喜欢…,因为… I l ike… because… 

午饭期间，我／我们 During lunch I/we … 

我参加… I’m part of…     

我是…的成员 I’m a member of… 

在周末／放学以后，我们去… We go to … on the weekends/ afterschool.  

在周末我们… On weekends we… 

我和+someone ⼀一起去… I go to … with… 

我们喜欢… We l ike to…. 

我们不喜欢… We do not l ike to…. 

我的朋友和我喜欢… My friends and I …. 

Questions 
我的朋友是什么样的⼈人？ What does your fr iend look l ike? 

你的朋友⼏几岁？ How old is  your fr iend? 

你的朋友住在哪里？ Where does your fr iend l ive? 

你的朋友来自哪里？ Where does your fr iend come from? 

你什么时候上＋class？ When do you take…?  

你的时间安排是怎么样的？ What is  your schedule ( l 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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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午饭期间做什么？ What do you do during lunch? 

你在学校喜欢做什么？ What do you l ike to do at school? 

你参加什么俱乐部？ What club are you a part of? 

你更喜欢哪个俱乐部？ Which club do you prefer? 

你在…做什么？ What do you do in…? 

你和你的朋友⼀一起做什么？ What do you do with your fr iends? 

你们放学以后喜欢做什么？ What do you all  l ike to do afterschool? 

你们在周末喜欢做什么？ What do you all like to do on weekends? 

Level Up Language 

他／她住在…但是他／她来自… He/She l ives in…but is  from… 

我的…是…, 和… My … is … and … 

我的…是，但是不是… My … is … but not … 

我的…既不…也不… My … is neither… nor… 

我的朋友(是)…， ⽽而且(是)… My friend is … and is … 

他／她是…但是他／她不是… He/she is . . .but he/she is  not… 

他／她是…，因为… He/she is…because… 

在学校我（我们）…但是不… At school I  (we)… but not… 

在学校我（我们）喜欢和+someone ⼀一起… At school I  (we) l ike to… with… 

在学校我(我们)…，因为 At school I  (we) … because… 

在…我们…因为 In …we… because. . .  

在…期间…我们…，因为… During…we … because… 

我参加…因为… I joined… because. . .  

我们喜欢…和… We l ike to…And… 

我们喜欢…，但是不… We l ike to…but not… 

我们喜欢…因为 We like to… becau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