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pyright DEEPLOVE                                     - Page 1 - 

STEP 1 

1      这是我爸爸—介绍家人 

 

                                                                    

 

1. 복운모 익히기    

2. 중국어 기본 어순 익히기 (3) :  형용사술어문         

 

                                      
 

  복 운 모 비 운 모 

  ai ei ao ou an en ang eng ong 

  아이 에이 아오 어우 안 언 앙 엉 옹-웅 

설 
근 
음  

g gai gei gao gou gan gen gang geng gong 

k kai kei kao kou kan ken kang keng kong 

h hai hei hao hou han hen hang heng hong 

 

 
1. 漂亮 （形） piào liang 예쁘다   

2. 聪明 （形） cōng ming 똑똑하다  

3. 可爱 （形） kě ài 귀엽다  

4. 帅 （形） shuài 멋있다 (남성에게만 사용)  

5. 高 （形） gāo (키가)크다  

6. 爱人 （名） ài rén 남편 또는 아내/애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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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女儿 （名） nǚ ér 딸  

8. 儿子 （名） ér zi 아들  

9. 看 （动） kàn 보다  

10. 极了  jí le 아주, 몹시  

 

     
 
这是我爸爸。那是我妈妈。 
Zhè shì wǒ bà ba.       Nà shì wǒ mā ma. 

这是我爱人，她漂亮极了。 
Zhè shì wǒ ài rén,  tā piào liang jí le. 

这是我们的女儿，她很聪明，也很可爱。 
Zhè shì wǒ men de nǚ ér, tā hěn cōng ming, yě hěn kě ài. 

那是我们的儿子，他很高。 
Nà shì wǒ men de ér zi,  tā hěn gāo. 

你们看，这是我，很帅。 
Nǐ men kàn , zhè shì wǒ , hěn shuài. 

 
 

                               
 

 
 
 
 
 
 

 

 

1.这是 我爸爸 那是 ， 我妈妈。 
我姐姐 我哥哥 

我弟弟 我妹妹 

我老师 我同事 

2.这是 我们的女儿， 她 很 聪明 也很 ， 可爱  。  
我的衣服 它 大 便宜 pián yi (값이)싸다 

我儿子 他 高 帅   

我的电脑 它 新 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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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跟老师朗读 gēn lǎo shī lǎng dú  

선생님의 발음을 듣고 따라하세요. 

 

kāi mén 开门 문을 열다 hēi sè  黑色 검은색 

kàn jiàn 看见 보다 nǐ hǎo  你好  

kōng qì 空气 공기 hòu tiān   后天 모레 

dà hǎi  大海 바다 hán guó   韩国 한국 

 
2. 看图说话 kàn tú shuō huà。     
그림을 보고 대화를 만들어보세요. 

 

1） 

 
     我 
 

1、这是我。我很帅。 
2、那是我的        ，他很         。 
3、这是我的        ，她          极了。 
4、那是我的        ，她很          ，也很        。 

5、这是我的             ，她很                  。 

3.她 极了。 漂亮 
聪明  

好  

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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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这是我的       。           1、这是我的         。 
他很      ，也很        。  2、那是我的         。 

3、他们        极了。 
 
 
3. 补全对话 bǔ quán duì huà  

다음의 대화를 완성해 보세요. 

 
1) A： 这是你爸爸吗？ 

B： 是的，         。 
A：           ？ 
B： 他很好。 

 
   2)  A： 你哥哥高吗？ 
       B： 他很         ，也很         。 

 

 作业 – 오늘의숙제 

把下面的韩文翻译成中文 bǎ xià miàn de hán wén fān yì chéng zhōng wén 
다음의 한글 문장을 중국어로 만들어 ‘강사와 나’게시판에 올려주시면 강사님께서 

검사 후 틀린 문장은 교정해 주실 거예요  

 

1）이쪽이 우리 아빠고, 이쪽이 우리 엄마입니다.  

2）우리 집사람인데 정말 예뻐요. 

3) 내 딸인데 정말 똑똑하고 귀엽습니다 

4) 이것 봐, 나야, 정말 잘생겼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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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형용사술어문 : 주어 + 부사어 + 술어 > 
 
서술어가 형용사인 문장을 말합니다. 서술어 앞에는 很，非常，都 등의 부사 

수식어를 쓸 수 있고, 형용사 앞에 부정부사 “不”를 써서 부정문을 만듭니다.  

 

형용사술어문 
 
형용사술어문의 부정형 

她漂亮。 她不漂亮。 

他很聪明。 他不聪明。 

他很高。 他不高。 

书很厚。 书不厚。 

 
만약 단독으로 형용사가 술어로 쓰이면 비교의 의미를 나타내고, 일반적으로 

대비의 문장에 주로 쓰입니다.  

 
 我的房间大, 他的房间小。 

书贵，杂志不贵。 

我的车新，他的不新。 

他胖, 我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