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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mmar—無論…都…/无论…都… 

• Signifies that the result will remain the same under any 

condition or circumstance. It must be used together 

with a question pronoun or an alternative construction. 

• 無論下雨還是不下雨，我都要去海灘。 

  无论下雨还是不下雨，我都要去海滩。 

  No matter it’s going to rain or not, I’m going  

    to the beach. 

 



Grammar—無論…都…/无论…都… 

• 我們已經說好明天去買東西，你無論願意（還是）

不願意都得跟我們去。 

  我们已经说好明天去买东西，你无论愿意（还是）

不愿意都得跟我们去。 

   We’ve already decided to go  shopping tomorrow.  

Whether you’re willing or not, you have to go with us. 

• 無論願意（還是）不願意，學生都得做功課。 

    无论愿意（还是）不愿意，学生都得做功课。 

 



Grammar—無論…都…/无论…都… 

• After 无论/無論 

Question pronoun 

 这家餐馆的菜，无论哪个我都不喜欢。 

 這家餐館的菜，無論哪個我都不喜歡 

（是）A還是/还是B 

 在我们班，无论是男同学还是女同学都会说中文。 

 在我們班，無論是男同學還是女同學都會說中文。 

A不/沒A 

 女朋友送給你的禮物，無論喜歡不喜歡你都要說喜歡。 

 女朋友送给你的礼物，无论喜欢不喜欢你都要说喜欢。 

 

     



Grammar—無論…都…/无论…都… 

• 如果下雨了，你还来上中文课吗？ 

 如果下雨了，你還來上中文課嗎？ 

• A:這件毛衣太漂亮了，我一定要買！ 

     这件毛衣太漂亮了，我一定要买！ 

    B:可是，要200塊，太貴了！ 

        可是，要200块，太贵了！ 

    A：…… 

         无论多少钱…/無論多少錢… 

         无论贵不贵…/無論貴不貴… 

        无论贵还是便宜…/無論貴還是便宜… 



Grammar—於是/于是 yúshì 

於是/于是connects two clauses.  

The second clause is a new situation or action caused by 

the first clause. 

• 我給他打電話沒有人接，於是就給他留了語音信息。 

• 我给他打电话没有人接，于是就给他留了语音信息。     



Grammar—於是/于是 yúshì 

• 我給他打了很多次電話都沒有人接，於是就給他

發了一封電子郵件。 

• 我给他打了很多次电话没有人接，于是就给他发

了一封电子邮件。     

 I called him many times, but nobody answered, so I 

sent him an email. 



Grammar—於是/于是 yúshì 

• 週末孩子們要去山上，沒想到星期六早上下雨了，

於是他們就不去了。 

• 周末孩子们要去山上，没想到星期六早上下雨了，

于是他们就不去了。 

 The kids were going to go to the mountains over the 

weekend, but it rained unexpectedly Saturday 

morning, so they didn’t go. 



Grammar—於是/于是 yúshì 

• 小明在商店看見一件毛衣，樣子、顏色他都很喜

歡，於是就買下來了。 

    小明在商店看见一件毛衣，样子、颜色他都很喜

欢，于是就买下来了。 



Grammar—於是/于是 yúshì 

• 於是/于是 can be replaced by 所以, where there is a 

discernible causal relationship. However, if the emphasis 

is clearly on cause and effect, and the two actions do not 

have a sequential relationship, only 所以can be used. 

• 明天有中文考試，所以我今天得早點兒睡覺。 

 明天有中文考试，所以我今天得早点儿睡觉。 

• 小白不喜欢运动，所以越来越胖。 

 小白不喜歡運動，所以越來越胖。 

• 這兩天他不舒服，所以不想吃東西。 

    这两天他不舒服，所以不想吃东西。 

 



Grammar—於是/于是 yúshì 

• 小李很喜歡這件襯衫，可是價錢太貴了，____沒買。 

 小李很喜欢这件衬衫，可是价钱太贵了，——没买。 

• 我下午去了老師的辦公室，可是沒有人，____我就
回家了。 

 我下午去了老师的办公室，可是没有人，____我就
回家了。 

• 紐約在美國的東北邊，_____冬天特別冷 。 

 纽约在美国的东北边，_____冬天特别冷。 

  



Grammar—於是/于是 yúshì 

• 小李很喜歡這件襯衫，可是價錢太貴了，於是沒買。 

 小李很喜欢这件衬衫，可是价钱太贵了，于是没买。 

• 我下午去了老師的辦公室，可是沒有人，於是我就
回家了。 

 我下午去了老师的办公室，可是没有人，于是我就
回家了。 

• 紐約在美國的東北邊，所以冬天特別冷 。 

 纽约在美国的东北边，所以冬天特别冷。 

  



Grammar—Adj./V+是+Adj./V,可是/但是… 

• Although…(yet)… 

A:我打算學音樂。/我打算学音乐。 

     I plan to study music. 

B:學音樂好是好，可是以後找工作不太容易。 

    学音乐好是好，可是以后找工作不太容易。 

    It is good to study music, but it may not be easy to 

find a job later. 



Grammar—Adj./V+是+Adj./V,可是/但是… 

• A:中國菜很好吃！我很喜歡。 

    中国菜很好吃！我很喜欢。 

 B:中國菜好吃是好吃，可是有些菜太油了。 

    中国菜好吃是好吃，可是有些菜太油了。 

• A:這件衣服太貴了，別買！ 

    这件衣服太贵了，别买！ 

 B:這件衣服貴是貴，可是牌子好。 

    这件衣服贵是贵，可是牌子好。 

 



Grammar—Adj./V+是+Adj./V,可是/但是… 

Sentence Making 

 

• 貴   質量好 

 贵  质量好 

• 便宜 上學不方便 

 便宜 上学不方便 

• 打折 不便宜 

• 好看 不好吃 

 



Grammar—難道/难道 

• Do you mean to say…(is used in rhetorical questions) 

   他來美國十年了，難道連一個英文詞都不認識嗎？ 

   他来美国十年了，难道连一个英文词都不认识吗？ 

    Do you mean that he has been in America for ten 

years and can’t recognize even one English word?  

• 你已經有八張信用卡了，難道你還想再辦一張？ 

   你已经有八张信用卡了，难道你还想再办一张？ 

    You already have eight credit card. Do you really 

want to get another one? 

 



Word & Phrases—…什麽的/…什么的 

• To cap series of items (…etc.) 

他要買毛衣，牛仔褲什麽的。 

    他要买毛衣，牛仔裤什么的。 

他的床上放了很多東西，有被子、毯子、衣服什麽的。 

   他的床上放了很多东西，有被子、毯子、衣服什么的。 

媽媽昨天晚上請客，做了很多菜，像紅燒牛肉、清蒸
魚、家常豆腐什麽的，都很好吃。 

   妈妈昨天晚上请客，做了很多菜，像红烧肉、清蒸鱼、
家常豆腐什么的，都很好吃。 

 

 



Word & Phrases—…什麽的/…什么的 

• 教室裡有什麽？/教室里有什么？ 

• 你的房間里有什麽？/你的房间里有什么？ 

• 你的衣櫃里有什麽？/你的衣柜里有什么？ 

 

 



大小，長短/长短，寬窄/宽窄kuānzhǎi 

• Opposites such as 大，小，長/长，短，寬/宽，
窄…can be combined to form abstract nouns meaning 

size, length, width, and soon. 

• 這件衣服的大小正好。 

   这件衣服的大小正好。 

• 這條褲子的長短很合適。 

    这条裤子的长短很合适。 

 



大小，長短/长短，寬窄/宽窄kuānzhǎi 

Note: There are only a limited pairs of adjectives can be used in   

this structure. Please don’t make up yours. 

• 大小  

• 長短/长短 

• 寬窄/宽窄 

• 薄厚 

• 胖瘦 

• 高矮 



Word & Phrases—打折 

• 打折can either be used generally to mean “on 

sale”or more specifically with numbers mean “a 

certain percentage off” 

• 20% off（打）八折   

   25% off（打）七五折 

   50% off （打）五折； （打）對折/对折 



Word & Phrases—打折 

• 這個週末很多東西都打折，我們去買吧。 

   这个周末很多东西都打折，我们去买吧。 

• 我買了一張飛機票，打五折，才一百二十五塊錢。 

    我买了一张飞机票，打五折，才一百二十五块钱。 

• （打）六折= ？% off 

• 35% off= （打）？折 



Word & Phrases—(要)不然 otherwise 

• 要 and 然 can be omitted, but not at the same time. 

 要不然 要不 不然 

• 今天天氣很冷，你得多穿一件衣服，要不然容易感冒。 

    今天天气很冷，你得多穿一件衣服，要不然容易感冒。 

• 找房子不要找離馬路太近的，要不然會很吵。 

    找房子不要找离马路太近的，要不然会很吵。 

• Don’t just eat meat, have some fruit and vegetable as well. 

Otherwise you’ll get sick. 

   不要只吃肉，應該也吃水果和蔬菜，要不然你會生病。 

   不要只吃肉，应该也吃水果和蔬菜，要不然你会生病。 



Word & Phrases—標準/标准 

• As a noun 

   你覺得地道的中国菜的標準是什麽？ 

   你觉得地道的中国菜的标准是什么？ 

    What do you think are the criteria for an authentic 

Chinese dish. 



Word & Phrases—標準/标准 

• As an adjective 

   他說的是標準的廣東話。 

   他说的是标准的广东话。 

   What he speaks is standard Cantonese. 



Word & Phrases—在乎 

• 別人說什麽，我不在乎。 

   别人说什么，我不在乎。 

   I don’t care what other people say. 

• 衣服的價錢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衣服的質量。 

   衣服的价钱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衣服的质量。 

    I don’t care about the price of clothes, but I do 

care about the quality. 



Word & Phrases—非……不可 

• If one doesn’t do something, there will be negative 

consequences. 

    你再不起床，上課非遲到不可。 

    你再不起床，上课非迟到不可。 

    If you stay in bed any longer, you’ll definitely be late 

for class. 



Word & Phrases—非……不可 

• To show strong resolution and will. 

     我今天非要吃中國菜不可。 

       我今天非要吃中国菜不可。 

     麗莎週末非要買東西不可。 

       丽莎周末非要买东西不可。  



Word & Phrases—非……不可 

• 他很在乎牌子，買衣服非買_______不可。 

 他很在乎牌子，买衣服非买_______不可。 

• 她很在乎價錢，買東西非買________不可。 

 她很在乎价钱，买东西非买________不可。 



Word & Phrases—非……不可 

• 他很在乎牌子，買衣服非買名牌不可。 

 他很在乎牌子，买衣服非买名牌不可。 

• 她很在乎價錢，買東西非買最便宜的不可。 

 她很在乎价钱，买东西非买最便宜的不可。 



Word & Phrases 

• 你買衣服的標準是什麽？/你买衣服的标准是什么？ 

 你在乎什麽？不在乎什麽？ 

 你的同學的標準是什麽？/你的同学的标准是什么？ 

價格/价格 

牌子 

顏色/颜色 

样子 

質量/质量 

 无论/無論……都、在乎、非……不可、要不然…… 

 



TEXT 

• Why does Zhang Tianming need to go shopping? 

• What do Lin Xuemei and Lisha need to buy? 

• Where do they go? 

• List the four people’s shopping philosophies. 

• Which of those four shares the most similar 
shopping philosophies with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