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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课：选课 
第五課：選課 

胡莹 
yhu@hawaii.edu 

Our Academic Journey 

Major 

专业／專業 (zhuan1ye4)：major 

决定／決定 (jue2ding4)：to decide 

决定��／決定專業(jue2ding4 zhuan1ye4) 决定��／決定專業(jue2ding4 zhuan1ye4) 

科(ke1) 

学院／學院 
(xue2yuan4) 

系(xi4) 

专业／專業 
(zhuan1ye4) 

•  文学／文學（wen2xue2) 
•  哲学／哲學 (zhe2xue2) 
•  金融(jin1rong2) 
•  其它(qi2ta1) 

•  文学院／文學院 
•  管理学院／管理學院 
  （guan3li3) 
•  工学院／工學院(gong1) 

•  文科（wen2ke1)， 
•  理科 
•  工科 

•  中文系 Department 

School 

A branch of academic  
or vocational study 

(学／學;念) 

(学/學;念)  

（上）  

! Humanities 
! School: Education 
! Department: Chinese education 
! Major: Chinese  

决定��／決定專業(jue2ding4 zhuan1ye4) 

Linlin 

                                   （学／學;念nian4） 文科                     

（学／學;念）  中文专业／中文專業

（上） 教育学院／教育學院                                         

（上） 中文教育系

! Mingling activity I: 
   Ask around about your classmates’ major, 

department, school and determine their 
brand of academic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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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Academic Journey 

Major 

Courses 

课／課 

��／選課（xuan3ke4): to choose courses 
Measure word:  
门／門(men2) 

To choose: 
选／選(xuan3) 

世界历史／世界歷史 
（shi4jie4 li4shi3) 
化学／化學(hua4xue2) 
经济／經濟(jing1ji4) 

文章(wen2zhang1) 
数字/數字(shu4zi4) 

他学金融, 所以他整天(zheng3tian1)跟数字打交道(da3 jiao1dao4)。 
他學金融, 所以他整天(zheng3tian1)跟數字打交道(da3 jiao1dao4)。 

o  整天：all day long 
o  跟……打交道：to deal with … 

跟 打交道(gen1 da3 jiao1dao4): to deal with… 

! 购物中心的售货员整天(zheng3tian1)跟买东西的人打交道。
  購物中心的售貨員整天(zheng3tian1)跟買東西的人打交道。

! 她在银行(yin2hang2)工作，天天跟钱和数字打交道。
  她在銀行(yin2hang2)工作，天天跟錢和數字打交道。

! 我是老师，每天跟学生打交道，很高兴。
  我是老師，每天跟學生打交道，很高興。

! His major is Chinese, so he deals with Chinese characters all day 
long. 

    他的专业是中文，所以他整天跟汉字打交道。 
    他的專業是中文，所以他整天跟汉字打交道。 

课／課 
轻松／輕鬆
(qing1song1) 
受不了
(shou4 bu liao3) 

��／選課（xuan3ke4): to choose courses 
Measure word:  
门／門(men2) 

To choose: 
选／選(xuan3) 

世界历史／世界歷史 
（shi4jie4 li4shi3) 
化学／化學(hua4xue2) 
经济／經濟(jing1ji4) 

文章(wen2zhang1) 
数字/數字(shu4zi4) 

受不了(shou4 bu liao3): unable to bear 

! 今天太热，我真的受不了。
  今天太熱，我真的受不了。

! 很久没吃中国饭了，小张快受不了了。
  很久沒吃中國飯了，小張快受不了了。

! 我的同屋每天夜里两三点钟才睡觉，我真受不了。
  我的同屋每天夜裡兩三點鐘才睡覺，我真受不了。

! Make your own sent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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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課 
轻松／輕鬆
(qing1song1) 
受不了
(shou4 bu liao3) 

��／選課（xuan3ke4): to choose courses 
Measure word:  
门／門(men2) 

To choose: 
选／選(xuan3) 

世界历史／世界歷史 
（shi4jie4 li4shi3) 
化学／化學(hua4xue2) 
经济／經濟(jing1ji4) 

文章(wen2zhang1) 
数字/數字(shu4zi4) 

学分／學分 
(xue2fen1) 

! Pair activity I: 
   Find out more information about your 

partner’s course selection this semester. 
Make conversations about the course 
studies for at least 2 minutes. 

Our Academic Journey 

Courses 

Major 

Graduation 

��／畢業(bi4ye4): to graduate 

毕业/畢業(bi4ye4)

学位/學位(xue2wei4)

•  硕士/碩士～(shuo4shi4)
•  博士～(bo2shi4)
•  双/雙～(shuang1)

•  本科～(ben3ke1)

拿(na2)＋学位／學位

Our Academic Journey 

Graduation 

Courses 

Major 

Future?！ 

将来／將來 

将来／將來(jiang1lai2)： future 

Graduate School 
研究生院 (yuan4) 
研究生院 (yuan4) 

to apply 申请(shen1qing3) 
申請(shen1qing3) 

工作

After graduation, I will either apply for the graduate school or go to work. 

Ying Hu
slide 13

Ying Hu
slide 14

Ying Hu
slide 15

Ying Hu
slide 16

Ying Hu


Ying Hu
slide 17

Ying Hu
slide 18

Ying Hu


Ying Hu




10/24/11 

4 

要 要 ／要麼 要麼 ： either…or…  

     Selective conjunctive, between possibilities or desires 

! 我毕业以后要么申请研究生院，要么工作。
  我畢業以後要麼申請研究生院，要麼工作。

! A: 今天晚饭想吃点什么素菜？  
   A: 今天晚飯想吃點甚麼素菜？
   B: 要么吃菠菜，要么吃芥兰。 
   B: 要麼吃菠菜，要麼吃芥蘭。 

要 要 ／要麼 要麼 ： either…or…  

     Selective conjunctive, between possibilities or desires 

   A: 你这个周末打算做什么？

   B: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意见／意見 (yi4jian4)：opinion 
建议／建議 (jian4yi4)： suggestion 

申�／申請(shen1qing3)研究生院 

教授 (jiao4shou4): professor 
指导／指導 (zhi3dao3): v. to guide                                                   
                                      n. guidance 

o 指导教授：advisor 

谈/談 (tan2): to talk; to discuss 
讨论／討論 (tao3lun4): to discuss 

赚钱／賺錢 (zhuan4qian2)：make money 
o 省钱／省錢 (sheng3qian2): save money 

工作 

经验／經驗 (jing1yan4): n. experience 

实习／實習 (shi2xi2): v./n. intern 

! Mingling activity II: 
   Find out your classmates’ plan(s) for 

graduation and future development. 

!  Pair activity II: 
   Read the authentic materials, highlight the 

words you recognize, and guess what the 
materials are 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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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有很多(乌wu1)云, 今天肯定会下雨。
天上有很多(烏wu1)雲，今天肯定會下雨。

肯定(ken3ding4): definitely  (p.160) 

汤里放了很多醋，肯定很酸。
湯裡放了很多醋，肯定很酸。

只是 or 就是：it is just that  (p.159) 

!  夏威夷漂亮是漂亮，__________________。

!  中文很有意思，______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不過：but    (p.163) 

!  夏威夷生活很贵，不过／不過_______________。
!  夏威夷很漂亮，不过／不過________________。

! 学中文有时候有点难，不过__________________。
! 學中文有時候有點難，不過__________________。

! 学中文很有意思，不过有时候________________。
! 學中文很有意思，不過有時候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LOGO 

yhu@hawaii.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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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决定， 文学，哲学，金融，文科，理科，工科，文学院，理学

院，工学院，中文系，计算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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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课，几门课，世界历史，化学，经济，文章，数字，整天，跟��
打交道，轻松，受不了，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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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学位，本科，硕士，博士，双学位 

 

将来，申请，研究生院，工作，要么��要么��，建议，导师，讨
论，谈，赚钱，省钱，经验，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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