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unctions and Forms DRAFT: NOT FOR DUPLICATION PPS K-12 Chinese Language Curriculum

FUNCTION K 1 2 3 4 5 6 7 8 9 10
Abilities
  asking about 做得到吗？ 能不能？/ 会吗？ 行不行？ 有没有把握？
  expressing 会 做得到 能 行 有把握
Address and 
Telephone Number
    asking about （请问）你的电话是多

少？
你住在哪里？ （请）告诉我你的

地址。
给我你的电话号码
，是吗？

    expressing 我的电话是… 我住在… 我的地址是…

Advice
  giving 你（也）可以 你应该； 你最好… 我认为…；
  asking about 我这样做可以吗？ 我该怎么做...？ 你认为我应该怎么

做？
你认为我怎么做
比较好？

  accepting 好；谢谢 可以。 行 不错 好主意。 好，就这样吧。

Agreement/disagreeme
nt 
     expressing 好 我(不)同意 我反对。 我也这样认为（想

）。（我）同意你
的想法。

我和你意见相同
。赞成。

Apology
     expressing 对不起 我错了 是我不对 不好意思

     responding (move to 
vocabulary)

没关系 没问题 没事儿 不要紧

Appointments
 making  (person1) 

可不可以/能不能（和pe
rson2 一起）。。。？

（person） day/date 
有空/时间 
吗？（我想。。。）

（person）有
空/时间 
吗？（我想。。
。）

 responding to (move to 
vocab)

（不）好 行，不行，没问题 有（没）空。

 confirming  (好 and 
everything in 
responding 
1)，time见。

好，那就这样。

TW+见  Person, (time) 
别忘了。(e.g. 
王老师， 
星期三开会别忘了
！）

Approval/Disapproval
  expressing （不）可以 （不）同意 没问题 （不）成 （不）赞成

（不）好 （不）行
Cause and Effect
  expressing 因为…所以… 由于…所以（因

此）…
…令...

是因为…
  asking about 为什么…？ 怎么会…？ 什么原因（理由）

？
Clarification/Repetition

asking for 我不懂（明白）你说什么？ 请再说/讲一遍。/ 
请重复一下

请再讲一遍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 
我不懂（明白），
请解释一下。

我没听清楚，请
你再说一次。

     responding 我再说一遍 (…) 我来重复一 
下/遍.

Comparison
    expressing A比B好 / A好还是B好 A和B一样，A没有B好 / 

A和B不一样
A最好，A比较好 A比B还（更）好 A比B好多了 A和B差不多 A和B相似（同

）/ A比B还差
Complaint see criticism
    Making 不公平！ 不讲理！ 为什么会这样？

Confirming  
asking for 真的吗？/是吗？ 真是这样的吗？ 我没听错吧！ 确定吗？
Congratulations

PPS Confidential 3/10/08/3:17 PM Page 1

CARLA has permission to share this document from the CARLA website.  
Permission for others to use it or reprint it should be sought from the author.



Functions and Forms DRAFT: NOT FOR DUPLICATION PPS K-12 Chinese Language Curriculum

FUNCTION
Abilities
  asking about 
  expressing
Address and 
Telephone Number
    asking about

    expressing

Advice
  giving
  asking about

  accepting

Agreement/disagreeme
nt 
     expressing

Apology
     expressing

     responding (move to 
vocabulary)
Appointments
 making

 responding to (move to 
vocab)
 confirming

Approval/Disapproval
  expressing

Cause and Effect
  expressing 

  asking about

Clarification/Repetition

asking for

     responding

Comparison
    expressing

Complaint
    Making

Confirming
asking for
Congratulations

11 12 13+

（请问）你的联络方式
？
我的联络方式是…

我建议… 你不妨… / 试试看
请（指）教… 你有什么高见？

高明

我不这么看。 我和你想法一致。 我无法接受你的意见。
我举双手赞成。

抱歉。 我对此深感歉疚。（真
）抱歉。

无所谓 别介意、别放在心上

有事 抽不出空

 好， 不见不散。

否决；保留；弃权；

由于…的缘故，所以… …才…

…使得…
…导致…
既然（如此）...，那么
…
之所以…

什么缘故？ 是怎么造成（导致）的
？

（请）再  verb phrase 
一遍。

我有点糊涂，请举个例子。
请重复一遍。/你（您）的意
思是…？/（请）把 ... Verb 
phrase (e.g. 再讲/重复/…) 
一遍。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你
（您）是指…？请你把
…再重复以遍。

A不如B好

这太不像话了！/怎么搞的？ 我要申诉！/成何体统！
/岂有此理！

准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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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s and Forms DRAFT: NOT FOR DUPLICATION PPS K-12 Chinese Language Curriculum

FUNCTION K 1 2 3 4 5 6 7 8 9 10
     expressing 祝你 --- 恭喜 祝贺你
     responding 谢谢 谢谢你 多谢 谢啦！ 客气了
Convincing 试试看！ / 来吧。 你一定会（动词） 不难。很容易，

很简单放心啦。
来嘛！

Count
    from 0-100 数一数 数数看 我能从几数到几 合算合算/算一算
Courtesy
  expressing 请…； 请帮个忙，… 对不起，我可以…

吗？
不好意思，… 麻烦你…

  receiving 好； 可以； 没关系。 当然可以。 没问题
不用客气。 行。 不麻烦。

  responding 谢谢！ 没关系！ 非常感谢！ 不要紧！
不客气！ 没事！

没什么！
Decision
     expressing （我）决定 

Degree
  expressing 很+adj. 真+adj. 太+adj. adj.+极了； 有点儿+adj./特别+adj. adj.+得 （要命/死）

非常 好得不得了。
Describing 
Animals/People/Object
s/Places
  expressing adj. （忙、高、漂） 有 的 得 又（不）…又（不）…

；
地 不但…而且…

Directions
  asking about （请问）location怎么

走？
从location 
A到location 
B怎么走？

去…往哪儿走？

  giving …在….里面（旁边，上
面…）；/ 
往前（后，左，右…）
走（转，…）就到了。

从…到…； 向（朝）东（南
，西…）

Doubt
      expressing  你骗人 真的吗？ 我（不）相信。 你撒谎

Emphasis
  showing 是…的(noun) 就是…
  giving 要 是 (noun)（动）的 必须。 别/不要…，/ 

才（不）…
Encouragements
 expressing 加油。 再 verb (e.g. 

来/试/做/。。。) 一 次。
你 会/可以/能 verb (e.g. 
做/写)。。。得更好。

继续努力。

Example
     giving 像 比方说 比如说 举个例子说吧
Existence
 asking about (Location) 有/没有 

(person/object/animal/
plant) 吗？

(person/object/animal/plant
) 在/在不在 (location)？

 responding/expressing  (Location) 有/没有 
(person/object/animal/
plant) 。

(person/object/animal/plant
) 在/不在 (location)。

Feelings
     expressing 我很+ feeling related 

vocabulary
我觉得 --- 我对 --- 感到 --- 我心里（觉得） 我最近心情不好

。
     asking about 你是不是 ---？ 你怎么了？ 你感觉怎么样？
Gratitude
      expressing 谢谢！ 多谢！ 谢啦！ 感谢您。。！

      responding 不客气！/ 不谢！ 没什么！ / 
小/没 事儿！ 

Greeting/Parting
     expressing  greeting 你好 早上/下午/晚上好 你好吗 好久不见(了) 慢走
     expressing parting 再见 tw 见! 吃了吗 我走了。

   welcomeing 请进 欢迎 欢迎光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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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s and Forms DRAFT: NOT FOR DUPLICATION PPS K-12 Chinese Language Curriculum

FUNCTION
Abilities     expressing
     responding
Convincing

Count
    from 0-100
Courtesy
  expressing

  receiving

  responding

Decision
     expressing

Degree
  expressing

Describing 
Animals/People/Object
s/Places
  expressing

Directions
  asking about

  giving

Doubt
      expressing

Emphasis
  showing
  giving

Encouragements
 expressing

Example
     giving
Existence
 asking about

 responding/expressing 

Feelings
     expressing

     asking about
Gratitude
      expressing

      responding

Greeting/Parting
     expressing  greeting
     expressing parting

   welcomeing

11 12 13+

彼此彼此 同喜同喜
真的，不骗你的

打搅一下/打扰了。 劳驾了。..

打扰了。
不会。 您太客气。

感激不尽！

（我）（下定）决心要 
---

没商量，我已经决定了 我铁了心要 ---

绝了

既（不）…又（不）... place W （都） 是 
(noun)

我怀疑 难以置信/不可思议/我
倒要看看。

偏偏（不）

（再）加把 劲。/ 再 坚持 / 
努力 / 试  一下。

例如 打个比方 / 譬如 / 如

我心情

你心情（如何）？

非常感谢！ 没齿难忘！/  终身难忘 / 
感激不尽

小意思！ 应该的！ 举手之劳！/  愿意效劳 / 
我的荣幸！/  
别放在心上！

吃（过）了吗？
别来无恙 告辞了/保持联系/后会

有期
欢迎光临寒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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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s and Forms DRAFT: NOT FOR DUPLICATION PPS K-12 Chinese Language Curriculum

FUNCTION K 1 2 3 4 5 6 7 8 9 10
    seeing off 再见 走吧 tw 见！ 欢迎再来 下次/有空再来（

玩）。
Guesses
      making 猜猜看！ 猜到了吗？
      responding 猜对/到/错了！ 猜到了！ 猜得真准！
Help
 asking for 我要帮忙（， 谁能帮我 

（一把））？
 救命啊! 请帮（我）个忙/一下， 

好吗？
可不可以帮我一下？ （大家)（快）

来 
帮（个）忙吧！

 谁有空 
来帮一下？

 responding 我 / 好。  我 能/可以 帮忙。 来了来了。 等一下，马上来
。

Ideas/Opinion
     giving 我觉得/想 --- 我有个想法/主意。 我有个主意 我认为 ---

Information
     asking for 我有个问题 请问

Instructions
     giving (in a sequence) 第一， 第二 第一步 --- 第二步 --- 先---， 再--- 首先---然后---

(最后)
Intentions/Plans
     making 我想要。。 我打算 我准备 我计划

     asking about 你想要。。？ 你打算。。？ 你准备。。？ 你计划做什么？

Interests
  asking about 喜欢做什么？ （你的）爱好（是）什

么？
你有什么兴趣？

  expressing 我 喜欢/爱… 我对…感兴趣。 我爱好…
Interrupting （再，还有，一个

问题
等等！我觉得。。。

Introduction
    self-introduction 我是 --- 我叫--- 我姓---  

/我的）名字叫---

    introducing others 这是--- 这位是---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

    responding to 你好！ 很高兴认识你。

Invitation 
 making  你和我/我们 

一起去。。。 好吗？
(（person） time 
有空吗)？我想请 
你/他/大家 verb (eg. 
来我家玩, 吃饭）。

你 time  能/可以 verb 
(eg. 来我家玩, 
和我吃饭）吗？

你 什么时候 
有空 verb (eg. 
我家玩, 
和我吃饭）？

你 time verb (eg. 
来我家玩, 
和我吃饭）好吗？

要不要一起去。
。。？

 responding 1好 啊. 可以啊  行啊. 我 time 有空。 什么时候?

Likes/Dislikes (move to vocabulary)

     expressing 我爱 --- 我非常喜欢/不喜欢 --- 我讨厌 --- 真讨厌

     asking about 你喜欢 --- 吗？ 你爱好什么？

Location/Spatial 
Relations 
  expressing …在…（上，下...） A和/跟B之/中（

的）间。
…位于…

Means/Methods
     asking (你)怎么去/来/上学

（的）？
（你）是怎么去/来的？ 
/ 

（你）（坐飞机
）来的吗？

（你）乘什么来
的？

     responding 我走路。 我坐妈妈的/校/公共
汽车。

我乘几路（号）
车来（的）

（妈妈）带我来
的。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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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s and Forms DRAFT: NOT FOR DUPLICATION PPS K-12 Chinese Language Curriculum

FUNCTION
Abilities    seeing off

Guesses
      making
      responding
Help
 asking for 

 responding 

Ideas/Opinion
     giving

Information
     asking for

Instructions
     giving (in a sequence)

Intentions/Plans
     making

     asking about

Interests
  asking about

  expressing
Interrupting

Introduction
    self-introduction

    introducing others

    responding to

Invitation 
 making

 responding

Likes/Dislikes 

     expressing

     asking about

Location/Spatial 
Relations 
  expressing

Means/Methods
     asking

     responding

Needs

11 12 13+
不送（了），慢走。

瞎蒙吧！
被你歪打正着了！

劳驾， 帮帮忙。

我来。

我考虑 我的看法是 --- 
/我是这么想的，---

据我所知/了解； 
依/照我看 ---

劳驾 请教一下/打听一下/打
扰一下

我策划
我盘算
你在盘算什么？

你策划。。？

打断一下！ 对不起插个嘴/补充一下
/我能加一句吗？/打个
岔

让 我来做个 （自我 ) 
介绍。。。

我 叫/是。。。， 
（请问）您贵姓？/ 
本人（是）---

让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

 你/你们/大家 认识 
person or persons 吗？ 
要不要我来做个介绍？

幸会 久仰久仰/久仰大名， 
我是。。。

我 想/来 （邀）请你 
什么时候/time verb 
(eg. 来我家玩, 
和我吃饭）。

改天吧。 （啊呀，）（真不巧）
， 我  （那天/ time 
）（刚好）  没空。 

真烦人

你忌讳什么？

A与B之（中）间。

sb开车送我来（的）。 我打的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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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s and Forms DRAFT: NOT FOR DUPLICATION PPS K-12 Chinese Language Curriculum

FUNCTION K 1 2 3 4 5 6 7 8 9 10
     expressing （我）要/去。 我需要 --- （我）应该/得 我必须 ---
    asking about 你要不要---？ 你想要 ---吗? 你需要--- 吗？
Negotiation / Proposal
     asking about 好吗？ 可以吗？ 行吗？ 同不同意？ 便宜点吧 讨论一下

     responding 好。 可以。 行 / 好吧 （不）同意。 好,  讨论讨论 这很好

Obligation/Responsibil
ity
     asking 这个该（你）+ 

verb
你负责吗？ 你该做这个吗？

     expressing 我应该 --- 这是我该做的。 是我管的 这是我份内的事
儿。

Ownership
     asking 这是 person 的吗？ 这是谁的？
     expressing 是 person 的。/ person 

的。/ 不是 person 的。
这是 person 的 ---。

Permission
  asking about 好吗？ 可以…吗？ 我能…吗？ 行吗？ 可以让我…吗？ 你允许我…吗？

可不可以…？
  giving 好；不好 可以；不可以； 能；不能； 行；不行； 好吧；我让你… 我（不）允许…

，因为…
Prohibition
  giving 不可以/要… 请勿… 不许…；

Quantities
  asking about 几个+（noun）...？/ 

多少...？
几（量）+noun

  expressing (number) 个/quantity 
noun …

很多 / 很少 number W + noun number(量)+noun 一些, 不少 大部分 多数， 少数

Quoting
  expressing (noun) 说：“…" 书上 (and other 

sources)说：“…"
(我)听 (person) 说… 有人说：“…" 某人说…

Reasoning
     stating 因为…，所以…

Refusal
     expressing politely 不 不（好） 不可以 不要。 不行 不用了。 不贊成

Suppositions
 expressing 如果…的话，就

…
假如…(那么)就
…

要是…(可能)就会
…
如果…就会…

Suggestions
    Making 我觉得这样才 我看。。 这。。比较好 我认为应该是这样 我的看法是 我建议

Telephone 
Conversation
     greeting/parting -- 
vocab

喂，你好！ 我是 name / 再见！ 
/ 谢谢！

     asking for a person …在/不在吗？ 找谁？ 请问，您找谁？ / 
请问，您要找 
谁/哪一位？ 

 我想和 --- 
说/讲话。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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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s and Forms DRAFT: NOT FOR DUPLICATION PPS K-12 Chinese Language Curriculum

FUNCTION
Abilities     expressing
    asking about
Negotiation / Proposal
     asking about

     responding

Obligation/Responsibil
ity
     asking

     expressing

Ownership
     asking
     expressing

Permission
  asking about

  giving

Prohibition
  giving

Quantities
  asking about

  expressing

Quoting
  expressing

Reasoning
     stating

Refusal
     expressing politely

Suppositions
 expressing

Suggestions
    Making

Telephone 
Conversation
     greeting/parting -- 
vocab
     asking for a person 

Time

11 12 13+
我绝对要 --- 我非 --- 不可

再谈一谈（吧） 商量 商量好/不好？/ 
退一步吧/ 

好，就这样办/做 交个朋友/一言为定/不
能再让步了

（谁）管 ---？/ 负责任

这是我应尽的义务。 这（件事儿）与 person 
无关。

我有义务把这件事情办
好。

这个属于谁？ 这个归谁？

（不要）千万别 / 请勿 / 禁止 
/ 严禁…

大多数 绝大多数

常言道…/俗话（语）说
…/古人说… / 
依照…/根据 source …

理由是… / 原因是… / 
是因为… 

之所以…

看看吧 再说吧/让我考虑一下/ 
恐怕不成

假设…就…

我提议 我的浅见是。。

再聊！ / 改天再聊！

对不起，我要挂电话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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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s and Forms DRAFT: NOT FOR DUPLICATION PPS K-12 Chinese Language Curriculum

FUNCTION K 1 2 3 4 5 6 7 8 9 10
    Calendar/date
     asking about （今天）是几月几日星期几

？/(今天)是星期（四）吗？
今天是星期几？ 今天是几号？ 今天实礼拜几？ （今天）是_年_月

_日
    responding 今天是六月二十九日星期四

。
今天是星期（四）
？

今天是（） 今天实礼拜 ---

    expressing 今天 昨/明天； 这个星期/月 上/下个月；前/后天
；上/下个星期/月。

今/去/明年 大前/后天；上上/下下个
星期；上上/下下个月；
（几）个星期前/后。

前/后年。 大前/后年。

  time (clock)
        asking about （现在）几点了？ 几点+verb--- 一天有几个小时

？/一小时有几
分钟？/一分钟
有几秒？

       expressing 
responding

(现在)三点/四点四十五分 两点半 六十秒 十二点一刻

    time (duration)
        asking about 你（们）（玩）了

几天？/你（们）要
（玩）几天？

从--- 时间到--- 
时间？/几分钟？/几个
小时？/ 
从（几点）到几点？

你（玩）了多久
？/多久/多长时
间？/几年？

你要开几个小时的
会

你（玩）了几个
小时的（球）？/
你要（玩）几个
小时的（球）？/
你在---
呆了多久？

        expressing/respond
ing

我（花）了多少（田）
（的）时间。

已经多少天了。 我（verb）多少小
时（了）。。

    time (frequency)
         asking about /总是/老是 经常/一直 一直 通常
         responding 常常 （我）从来不/没有/有

时
（我）经常。 （我）很少 不常

  time (occassion)
     asking about （今天）是什么日

子？
     responding
  time (sequence)
         asking about (verb)了--- 才--- 先做--- ， 再做--- 吗？

         responding 做完---就去---
         expressing 我（吃饭）前先（洗手）。 从（大）到（小） 首先， 然后 从（一）排下去。 你们做时，要先

做---，再做---
，最后做---。

Time-within
    expressing 人一天--- 

（表示常常）
他+（time）内+（
吃）了--- 

When
    asking about 什么时候（有）--- 
    responding 上午/下午；（今天）早上

。
晚上/白天 中午 黄昏

Uncertainty
     expressing 不一定 我不确定 说不定
Understanding
     asking about 懂不懂吗？/懂了吗？ 知道了吗？/明不明白？/明

白了吗？
有问题吗？ 你(noun)清楚了 (noun)了解了

      responding 有/没有  我（不）懂 我（不）知道。/（不)明白
。/明白了。

我搞（不）清楚
了/我搞不清楚

我搞不懂了。

我不了解、
什么也没听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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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s and Forms DRAFT: NOT FOR DUPLICATION PPS K-12 Chinese Language Curriculum

FUNCTION
Abilities    Calendar/date
     asking about

    responding

    expressing

  time (clock)
        asking about

       expressing 
responding
    time (duration)
        asking about

        expressing/respond
ing

    time (frequency)
         asking about
         responding

  time (occassion)
     asking about

     responding
  time (sequence)
         asking about

         responding
         expressing

Time-within
    expressing

When
    asking about
    responding

Uncertainty
     expressing
Understanding
     asking about

      responding

11 12 13+

你玩球玩了几个小时？/（他
）一直在 --- 吗？

（他）一直在 --- 自从--- 一直---  / 
我(一共)逗留了---/从---
至---

不断地 往往 习惯

（你）（做）---
的顺序是什么？

按（）排列 他们陆续的---

他一会就--- 

傍晚 午夜 凌晨

说不准 搞不好(他不能来）/ 难说。

有疑问吗？ 你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吗？ 我开窍了

原来如此 一头雾水 / 恍然大悟

我无法领悟
我理不出头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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