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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16 part 3 姓名: 

I. 替換與擴展 - Substitution and Extension: Replace the underlined words in the sample and use the 
various grammatical features we learned so far to expand the nominal phrase.

白 襯衫 white blouse
新的白襯衫 new white blouse
兩件新的白襯衫 two new white blouses
這兩件新的白襯衫 these two new white blouses
我的這兩件新的白襯衫 these two new white blouses of mine

1. 綠裙子 舊的綠裙子
三條舊的綠裙子
那三條舊的綠裙子
她的這三條舊的綠裙子

2. 中國地圖 新的中國地圖
四張新的中國地圖
這四張新的中國地圖
老師的這四張新的中國地圖

3. 藍車 新的藍車
兩個新的藍車
哪兩個新的藍車
朋友的哪兩個新的藍車

I. 用詞 - Word Choice: Fill in the blanks with the most appropriate item from the list on the right.

1. 他們常從宿舍去書店買雜誌。

2. 我有兩張票。我們晚上看京劇。

3. 這條裙子是舊的。

4. 那件襯衫太大。我穿白的。

5. 這本書是英文的，那本是法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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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翻譯 - Translation: Transla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into Chinese using the following sentence 
pattern.

從 + Place Word [Origin] + Verb + Place Word [Destination]

Example: I went from my house to the bookstore.   ➔   我從我家去書店。

1. He is coming from China.

他從中國來。
2. We are leaving from my place.

我們從我這兒去。
3. They went from the dorm to your place.

他們從宿舍去你那兒。
4. From where did he leave to go to Professor Xie’s place?

他從哪兒去謝教授家？

5.  Two students came from the classroom (and) one from the reading room.

兩個學生從教室來，一個從閱覽室來。

II. 詞序 - Word Order: Rearrange the following entries to make grammatically correct sentences.

1. 從 去 銀行 我家 我
我從我家去銀行。

2. 從 來 書店 圖書館 朋友 我
我朋友從圖書館來書店。

3. 從 去 老師那兒 中文系 學生
學生從中文系去老師那兒。

4. 從 去 大學 三個 我們 看京劇
我們三個從大學去看京劇。

5. 從 來 中國 她 學習
她從中國來學習英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