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ì bā Kè  Zhè jiàn yīfu zěnmeyànɡ? 

第八课 这件衣服怎么样？ 

Lesson 8 How about this dress 

Kèwén    

课文 Text    

Shòuhuòyuán: Nǐhǎo, nǐ juéde zhè jiàn yīfu zěnmeyàng？  

售货员：   你好, 你觉得 这 件衣服 怎么样？ 

Salesman:         Hello, how do you like this dress? 

MěiLì:         Zhè jiàn yīfu tài dà le! 

美丽：       这 件 衣服太大了。 

Meili:           It is too big. 

Shòuhuòyuán:   Nà jiàn yīfu zěnmeyàng？ 

售货员：     那件 衣服怎么样？ 

Salesman:         How about that one? 

MěiLì:         Búcuò ，wǒ kěyǐ shìshi ma？ 

美丽：       不错， 我可以试试 吗？ 

Meili:           Not bad,can I try it on? 

Shòuhuòyuán:   Dāngrán kěyǐ！Nǐ shìshi ba. 

售货员：     当然可以， 你试试 吧。 

Salesman:         Of course, please try it on. 

MěiLì:         Wǒ xǐhuan zhè jiàn yīfu. 

美丽：       我 喜欢  这件衣服。 

Zhè jiàn yīfu duōshao qián？  

             这 件衣服 多少 钱？ 

Meili:           I like this one. How much is it? 

Shòuhuòyuán:  Liùbǎi kuài. 

售货员：     六百 块。 

Sales man:        600 Yuan. 

MěiLì:       Dǎzhé ma? 

美丽：       打折 吗？ 

Meili:           Can I have a discount? 

Shòuhuòyuán:  Kěyǐ dǎ jiǔzhé，wǔbǎisìshí kuài. 

售货员：    可以打 九折，   540   块。 

Sales man:        You may have 10% off, 540 yuan. 

MěiLì:        Tài guì le！Wǒ xiǎngxiang ba. 

美丽：      太 贵了！我  想想   吧。 

Meili:          That’s too expensive. I need to think about it. 

 

  

 

 

 

 

Shēng cí 

生  词:  New words 

1 觉得       

2 件        

3 衣服      

4 怎么样     

5 太…了 

6 大 

7 不错 

8 可以 

9 试 

10 当然       

11 喜欢 

12 百 

13 打折 

14 贵 

15 想 

juéde 

jiàn 

yīfu 

zěnmeyàng 

tài…le  

dà 

búcuò 

kěyǐ 

shì 

dāngrán 

xǐhuān 

bǎi 

dǎzhé 

guì 

xiǎng 

feel, think 

piece(a measure word) 

dress, clothes 

how about 

too 

big 

good; not bad 

can; may 

try 

sure; of course 

like 

hundred 

have a discount 

expensive; dear 

think 



 

 

 

语法 Grammar 

tài+ adj +le 

1. 太+ adj +了 
too…… 

Tài guì le！  
1) 太 贵了！ 

Zhè jiàn yīfu tài dà le! 
2) 这  件衣服 太大了! 

Tài hǎo le！  
3) 太 好了！ 

zěnmeyàng 
2. 怎 么 样 

how about 

Nǐ juéde nà jiàn yīfu  zěnmeyàng？ 
1) 你觉得 那 件衣服  怎 么 样 ？  

Nǐ juéde zhè bēi kāfēi zěnmeyàng？ 
2) 你觉 得 这 杯 咖啡 怎 么 样？ 

Nǐ juéde Shēnzhèn zěnmeyàng？ 
3) 你 觉得  深 圳  怎 么 样？ 

3. Verb+Verb  
“v.+v.” means that an action will be of short duration  

or something will be done in a casual way.  

Wǒmen shìshi ba 。  
1)  我们  试试 吧 。  

Wǒ xiǎngxiang。  
2) 我   想 想。  

Wǒ wènwen ba。  
3) 我   问问  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