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econdary College Chinese Program Year 8 

Term Topic & Content (Highlighted are for Pathway II Students) Activities

Term 1 Students will learn 
 how to ask for and give dates, how to give your own and 

ask for someone’s date of birth, how to tell where you 
go to celebrate special days 

 how to tell the time, how to say when you are doing 
something 

 
Unit 1 Dates & Celebrations 
Vocabulary:  
今天，明天，前天，后天，昨天，星期一，时候，周，日，年，

生日，蛋糕，月，号，（新年，春节，中秋节，节日，出生，端

午节，元宵节，庆祝，快乐） 
Syntax:  
今天几月几号？               今天…月…号 (日) 。 
昨天星期几？                   昨天星期…。 
你的生日是什么时候？     我的生日是…月…日。 
 
Unit 2 Daily Routine & Activities 
Vocabulary:  
起床，吃早饭，吃午饭，吃晚饭，上学，放学，听音乐，喝茶，

上午，中午，晚上，点，刻，分，现在，（唱歌，看书，做作

业，跳舞，打电话，睡觉，写字，下棋） 
Syntax:  
你在做什么？                    我在….。 
他下午…点做什么？         他下午…点….。 
现在几点了？                    现在…点...分。 
你…点吃早饭？                 我八点吃早饭。 
 

 
 Celebration 

posters 
 

 Daily routine 
journal book 
 

 Subject + 
Time + 
Activity 
Sentence 
practice 
 

 Mr. Wolf, 
what’s the 
time? 

Term 2 Students will learn 
 how to say and tell what you and others eat, how to 

read menus and describe food 
 how to describe Chinese eating habits, common 

Chinese dishes 
 how to name fruits and drinks in Chinese 

 
Unit 3 Colour & Fruits 
Vocabulary:  
红色，黄色，蓝色，绿色，白色，黑色，金色，葡萄，芒果，香

蕉，苹果，甜，（好吃，酸，橘子，西瓜，草莓，棕色，紫色） 
Syntax:  
红苹果甜不甜？               红苹果很甜。 
你喜欢吃草莓吗？            我喜欢吃草莓。/我不喜欢吃草莓。 
这些紫葡萄好吃吗？         好吃。/不好吃。 
 
Unit 4 Chinese Dishes 
Vocabulary:  
中国菜，渴，饿，喝，三明治，汉堡包，鱼，春卷，炒饭，筷

子，果汁，水，汽水，咖啡，牛奶，面包，可乐，（热狗，古老

肉，柠檬鸡片，铁板牛肉，羊肉串，烤鸭，虾片） 
Syntax:  
你想吃什么？                  我想吃春卷。 
你要喝什么？                  我想喝汽水。 
你要吃羊肉串吗？           好的，来一份羊肉串。 
 

 Fruit tasting 
 

 Fruit 
describing 
 

 Chinese food 
research 
 

 Restaurant 
role-play 
 
 



 
Term 3 

 
Students will learn 

 how to say different body parts, how to describe 
someone’s appearance 

 how to communicate about one’s feelings, how to say 
e.g. ‘I have a headache’ when visiting the hospital 

 
Unit 5 Body Parts 
Vocabulary:  
眉毛，眼睛，鼻子，嘴巴，头，耳朵，脸，头发，长，短，大，

小，高，矮，胖，瘦，（漂亮，美丽，可爱，英俊，帅气，好

看） 
Syntax:  
你妹妹长什么样子？             我妹妹很可爱。 
她的眼睛大吗？                     她的眼睛很小。 
你哥哥的头发是什么颜色？   他的头发是棕色。 
 
Unit 6 Not Feeling Well 
Vocabulary:  
肚子，背，胃，手，脚，喉咙，牙齿，痛，疼，病，感冒，发

烧，拉肚子，休息，多，病假，(不舒服，吃药，饭后，看医

生，打喷嚏，咳嗽) 
Syntax:  
你哪里不舒服？                     我的胃疼。我病了。 
他怎么了？                            他今天头痛，请病假了。 
你弟弟今天好点儿了吗？       没有，他今天看医生去了。 
 

 
 Simon says 

 
 Blind-fold 

Drawing 
 

 Charades of 
sickness 
 

 Act out “at the 
doctor” 
scenario 

 
Term 4 

 
Students will learn  

 how to describe weather and seasons 
 location of cities in China, compass points, saying 

where you and others live, types of housing 
 
Unit 7 Weather & Seasons 
Vocabulary:  
春天，夏天，秋天，冬天，下雨，下雪，热，冷，凉快，风沙，

天气预报，最高，气温，摄氏度，最低，晴天，多云，（雷阵

雨，雨衣，雨伞，温暖，阴雨，衣服，穿，点儿，就，少，带） 
Syntax:  
今天天气怎么样？                   今天很热。 
中国的春天怎么样？               中国的春天很温暖。 
澳大利亚的冬天冷吗？            不太冷，很少下雪。 
明天最高气温是多少？             明天最高 15 摄氏度。 
 
Unit 8 Places in China 
Vocabulary:  
北京，上海，西安，香港，长城，墨尔本，悉尼，本迪戈，台

湾，地图，远，近，（歌剧院，东方明珠，故宫，兵马俑，迪斯

尼乐园，假期，旅游） 
Syntax:  
你要去哪里旅游？                      我要去北京。 
长城在哪里？                             长城在北京。 
北京离本迪戈远吗？                   北京离本迪戈很远。 
你家在哪里？                               我家在本迪戈。 
 

 Weather 
reporting 
 

 Research 
climate in 
different city 
of China 
 

 China tour 
plan 
 

 Weather 
photo bo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