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ese 1           Vocabulary 8.1          
         
 Traditional Simplified Pinyin Meaning 

 學校 学校 xuéxiào 
School 

这是我的学校。 

 很 很 hěn very (or as a filler preceding an adjective) 

 了 了 le 
marker usually follows a verb to indicate the 

completion of an action 

 在 在 zài in/on/at 

1 篇 篇 piān 
measure word for essays, articles 

这篇是谁的？ 

2 日記 日记 rìjì 
Diary 

这是一篇日记。 

3 累 累 lèi 
Tired 

我很累。 

4 起床 起床 qǐchuáng 
to get up; to get off bed 

他起床了。 

 床 床 chuáng 
Bed 

这是我的床。 

5 洗澡 洗澡 xǐzǎo 
to take a bath/shower 

我洗了澡。 

6 早飯 早饭 zǎofàn 
Breakfast 

这是我的早饭。 

7 
一邊... 

一邊... 

一边...

一边... 
yìbiān … 
yìbiān … 

simultaneously; at the same time 

她一边做工作一边学中文。 

 錄音 录音 lùyīn sound recording; to record 

8 教室 教室 jiàoshì 
Classroom 

这是王老师的教室。 

9 發音 发音 fāyīn 
Pronunciation 

他发的音很好。 

10 新 新 xīn 
New 

这是她的新朋友。 

11 電腦 电脑 diànnǎo 
Computer 

我有一个电脑。 

 腦 脑 nǎo Brain 

12 中午 中午 zhōngwǔ 
Noon 

我中午在学校。 

13 餐廳 餐厅 cāntīng 
dining room; cafeteria 

那是学校的餐厅。 

14 午飯 午饭 wǔfàn 
Lunch 

这是我的午饭。 

15 上網 上网 shàngwǎng 
to go online; to surf the internet 

我在学校上网。 



 

 

 
 
 
 
 
 
 
 
 
 
 
 
 

Lesson Text:  李友的一篇日记    十一月三日星期二 

今天我很忙，很累。早上七点半起床，洗了澡以后就吃早饭。我一边

吃饭，一边听录音。九点到教室去上课。第一节课是中文。老师教我

们发音、生词和语法，也教我们写字，还给了我们一篇新课文，这篇

课文很有意思。第二节是电脑课，很难。中午我和同学们一起到餐厅

去吃午饭。我们一边吃，一边练习说中文。下午我到图书馆去上网。

四点王朋来找我打球。五点三刻吃晩饭。七点半我去白英爱的宿舍跟

她聊天（儿）。到那儿的时候，她正在做功课。我八点半回家。睡觉以

前，高文中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我明天要考试，我说我已经知道

了。 

Grammar: 

1. When（moment in time） proceeds predicate/verb 

2. 就   Indicating the second action happens as soon as the first one is completed 

3. 一边 … 一边…  two ongoing actions 

4. 到 [place] 去 [action] 

5. Series of verbs (or verb phrases) 

6. The particle 了 – state transition or action complete 

7. The particle 的     adjective + 的 + noun 

8. The adverb 正在 - be doing 

16 宿舍 宿舍 sùshè 
Dormitory 

这是我的宿舍。 

17 那兒 那儿 nàr 
There 

我的宿舍在那儿。 

18 正在 正在 zhèngzài 
in the middle of (doing something) 

我正在上网。 

19 以前 以前 yǐqián 
Before 

我以前常常去学校打球。 

20 告訴 告诉 gàosu 
to tell 

我以前告诉你了。 

21 已經 已经 yǐjīng 
Already 

我已经在学校了。 

22 知道 知道 zhīdao 
to know 

我已经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