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 恩 的 中文 課 

hǎi ēn de Zhōngwén kè 。

Lesson 11。

1.     free time,  
2.     thing( matter, affair.)  ,  bank.  
3.     busy.  
4. is it there?  ,  left side, right side  ,  dictionary,animal.  
5. get on,get off (bus, taxi, car)  ,  carrefour.  

1. 有空. 
我有空。

I have free time.

我沒有空。

你有空嗎？

我現在沒有空。

你什麼時候有空？　

When are you free?

我不知道我什麼時候有空。

你今天有空嗎？

今天我沒有空。

1. yǒukōng .
wǒ yǒu kōng 。

I have free time.

wǒ méiyǒu kōng 。

nǐ yǒu kōng ma ？

wǒ xiànzài méiyǒu kōng 。

nǐ shénme shíhou yǒu kōng ？　

When are you free?

wǒ bùzhīdào wǒ shénme shíhou yǒu kōng 。

nǐ jīntiān yǒu kōng ma ？

jīntiān wǒ méiyǒu kō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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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這個星期四有空嗎？

Do you have time on Thursday?

我這個星期四沒有空。

下個星期呢？

我下個星期四有空。

有空來看我！

有空的時候，來看我！

你每天有空嗎？

有空的時候，你喜歡做什麼？

In you free time, what do you like to do?

有空的時候，你喜歡去哪裡玩？

如果你有空，請你來看我。              back to top▲

２。 事　（件），　銀行 
我有事要做。

I got something to do.

你明天有事嗎？

Do you have something tomorrow?

 明天我沒有事。

不對，我明天有事。

你明天有什麼事？

What do you have to do tomorrow?

我要去銀行。

I want to go to the bank.

你沒事嗎？

我沒事。

你下個星期有什麼事？

星期四晚上我要去看老師。

如果你有事，我要回家。

nǐ zhègè xīngqīsì yǒu kōng ma ？

Do you have time on Thursday?

wǒ zhègè xīngqīsì méiyǒu kōng 。

xiàgèxīngqī ní ？

wǒ xiàgèxīngqī sì yǒu kōng 。

yǒu kōng láikàn wǒ ！

yǒu kōng deshíhòu ，láikàn wǒ ！

nǐ měitiān yǒu kōng ma ？

yǒu kōng deshíhòu ，nǐ xǐhuan zuò shénme ？

In you free time, what do you like to do?

yǒu kōng deshíhòu ，nǐ xǐhuan qù nǎli wán ？

rúguǒ nǐ yǒu kōng ，qǐng nǐ lái kàn wǒ 。

2。shì 　（jiàn ），　yínháng .
wǒ yǒu shì yào zuò 。

I got something to do.

nǐ míngtiān yǒu shì ma ？

Do you have something tomorrow?

 míngtiān wǒ méiyǒushì 。

bùduì ，wǒ míngtiān yǒu shì 。

nǐ míngtiān yǒu shénme shì ？

What do you have to do tomorrow?

wǒ yào qù yínháng 。

I want to go to the bank.

nǐ méi shì ma ？

wǒ méi shì 。

nǐ xiàgèxīngqī yǒu shénme shì ？

xīngqīsì wǎnshang wǒ yào qù kàn lǎoshī 。
rúguǒ nǐ yǒu shì ，wǒ yào huíji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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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有事。

我們都有事。

你什麼時候要做這件事？

我不喜歡講這件事。

你喜歡講這件事嗎？

我不懂這件事。　

我不知道我的女朋友明天有什麼事。

I don't know what my girlfriend has planned 

for tomorrow.

不好意思， 明天我有事所以我不會陪你去銀行。

Sorry, I have to do something tomorrow, 

so I can't accompany you to the bank.

因為他明天有事，

  所以他不會陪我去銀行。

三個月以前我每天有很多事，

  可是現在我每天有空，

     我沒有事要做。

如果你有空，

   請你教我這件事怎麼做。

這次我們要吃什麼？                        back to top▲

３。忙。
我很忙。

I'm very busy

你很忙嗎？

我不太忙。

你今天很忙嗎？

我今天不忙，　可是昨天我很忙。

你的太太很忙嗎？

Is you wife very busy?

wǒ yě yǒu shì 。

wǒmen dōu yǒu shì 。

nǐ shénme shíhou yào zuò zhè jiàn shì ？

wǒ bù xǐhuan jiǎng zhè jiàn shì 。

nǐ xǐhuan jiǎng zhè jiàn shì ma ？

wǒ bùdǒng zhè jiàn shì 。　

wǒ bùzhīdào wǒde nǚpéngyou míngtiān yǒu 

shénme shì。I don't know what my girlfriend 

has planned for tomorrow.

bùhǎoyìsi ，míngtiān wǒ yǒu shì suǒyǐ wǒ bùhuì 

péi nǐ qù yínháng. Sorry, I have to do something 

tomorrow, so I can't accompany you to the bank.

yīnwei tā míngtiān yǒu shì ，

  suǒyǐ tā bùhuì péi wǒ qù yínháng 。

sān gè yuè yǐqián wǒ měitiān yǒu hěnduō shì ，

  kěshì xiànzài wǒ měitiān yǒu kōng ，

     wǒ méiyǒushì yào zuò 。

rúguǒ nǐ yǒu kōng ，

   qǐng nǐ jiào wǒ zhè jiàn shì zěnme zuò 。

zhècì wǒmen yào chī shénme ？ 

3。máng 。
wǒ hěn máng 。

I'm very busy

nǐ hěn máng ma ？

wǒ bù tàimáng 。

nǐ jīntiān hěn máng ma ？

wǒ jīntiān bùmáng,kěshì zuótiān wǒ hěn máng.

nǐ de tàitai hěn máng ma ？

Is you wife very bu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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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也不忙。

我們都不太忙。

你忙什麼？

如果你不忙，

       去買三明治給我好嗎？

洗手間很忙，　裡面有很多人。

為什麼她每天那麼忙？

Why is he so busy everyday?

你有的時候很忙嗎？

忙，每個星期三我很忙。　

你有的時候有空嗎？

有空，

  每個星期四早上我有空。

  所以有的時候我很忙，　

    有的時候我很有空。             　back to top▲

4. 有沒有？

左邊，右邊，字典，動物。

桌子上面有沒有錢？

Is there money on the table?

(Tabe top have not have money?)

桌子上沒有錢。

書右邊有沒有字典？

Is there a dictionary next to the book?

書右邊沒有字典。

家裡面有沒有人？

Is there somebody in the house?

家裡面有人。

tā yě bù máng 。

wǒmen dōu bú tài máng 。

nǐ máng shénme ？

rúguǒ nǐ bùmáng,

        qù mǎi sānmíngzhì gěi wǒ hǎo ma ？

xǐ shǒu jiān hěn máng, lǐmiàn yǒu hěnduō rén。

wèishénme tā měitiān nàme máng ？

Why is she so busy everyday?

nǐ yǒude shíhou hěn máng ma ？

máng ，měi gè xīngqīsān wǒ hěn máng 。　

nǐ yǒude shíhou yǒu kōng ma ？

yǒu kōng,

 měi gè xīngqīsì zǎoshang wǒ yǒu kōng.

   suǒyǐ yǒude shíhou wǒ hěn máng ，　

      yǒude shíhou wǒ hěn yǒu kōng 。

　

4. yǒuméiyǒu? 

zuǒbiān, yòubiān, zìdiǎn, dòngwù 

zhuōzi shàngmian yǒu méiyǒu qián ？

Is there money on the table?

(Tabe top have not have money?)

zhuōzi shàng méiyǒu qián 。

shū yòubiān yǒu méiyǒu zìdiǎn ？

Is there a dictionary next to the book?

shū yòubiān méiyǒu zìdiǎn 。

jiā lǐmiàn yǒu méiyǒurén ？

Is there somebody in the house?

jiā lǐmiàn yǒuré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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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上有沒有咖啡店？

樓上有咖啡店。

椅子下面有沒有動物？

Is there and animal under the chair?

椅子下面沒有動物。

電腦左邊有沒有現金？

電腦左邊有現金。

樓下有沒有洗手間？

樓下有洗手間。                             back to top▲

５。上車. 下車. 家樂福。
上車！

Get on! (bus,car,etc)

下車！

Get off!

你要上車嗎？

不要。

我可以上車嗎？

Can I get on?

不可以。

can't.

你要哪裡下車？

Where do you want to get off?

我要在銀行前面下車。

I want to get off in front of the bank.

(I want at bank front off car)

在家樂福前面你可以上車。

我們可以上車了。

我們可以下車了。 　back to top▲

lóu shàng yǒu méiyǒu kāfēidiàn ？

lóu shàng yǒu kāfēidiàn 。

yǐzi xiàmian yǒu méiyǒu dòngwù ？

Is there and animal under the chair?

 yǐzi xiàmian méiyǒu dòngwù 。

diànnǎo zuǒbiān yǒu méiyǒu xiànjīn ？

diànnǎo zuǒbiān yǒu xiànjīn 。

lóuxià yǒu méiyǒu xǐ shǒu jiān ？

lóuxià yǒu xǐ shǒu jiān 。

5 。shàngchē 。xià chē 。　jiā lè fú 。
shàngchē ！

Get on! (bus,car,etc)

xià chē ！

Get off!

nǐ yào shàngchē ma ？

bùyào 。

wǒ kěyǐ shàngchē ma ？

Can I get on?

bùkěyǐ 。

can't.

nǐ yào nǎli xià chē ？

Where do you want to get off?

wǒ yào zài yínháng qiánmian xià chē 。

I want to get off in front of the bank.

(I want at bank front off car)

zài jiā lè fú qiánmian nǐ kěyǐ shàngchē 。　

wǒmen kěyǐ shàngchē le 。

wǒmen kěyǐ xià chē 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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