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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junction甚至 

• The conjunction甚至is used to single out an item for 

emphasis in order to stress the speaker’s point of 

view: 

    弟弟很聰明，才四歲，不但能看英文書，甚至能
看中文書。 

    弟弟很聪明，才四岁，不但能看英文书，甚至能
看中文书。 

 My younger brother is really bright. He’s only four,  

 but he can read English books and even Chinese  

 books.    



Conjunction甚至 

• 甚至 is often used together with連/连……都 or  

 連/连……也 

他很會做中國菜，甚至連糖醋魚都會做。 

 他很会做中国菜，甚至连糖醋鱼都会做。 

他對中國的城市一點兒都不清楚 ，甚至連北京都
沒聽說過。 

 他对中国的城市一点儿都不清楚，甚至连北京都没
听说过。 

 He doesn’t know anything about Chinese cities. He 

hasn’t even heard of Beijing. 



Potential Complements 

A)  verb. + 得/不 + resultative/directional complement 

 

聽得懂      聽不懂 

          听得懂      听不懂 

 離得開      離不開 

          离得开      离不开 

 住得下      住不下 

      

 This kind of potential complement expresses ability or 
inability to realize a certain result due to subjective 
conditions or external circumstances  

 



Potential Complements 

A)  verb. + 得/不 + resultative/directional complement 

 

• 我一會兒都離不開電腦。 

 我一会儿都离不开电脑。 

I can’t tear myself away from my computer even for a moment. 

• 我的中文水平不高，看不懂中文雜誌。 

 我的中文水平不高，看不懂中文杂志。 

• 今天的語法太難了，我聽不懂。 

 今天的语法太难了，我听不懂。 

 



Potential Complements 

A)  verb. + 得/不 + resultative/directional complement 

 

• 房間的門太小，這張床搬不進去。 

 房间的门太小，这张床搬不进去。 

• 我的公寓很小，住不下兩個人。 

 我的公寓很小，住不下两个人。 

 

 Note that negative form of potential compliments cannot be 

replaced by 不能. 



Potential Complements 

A)  verb. + 得/不 + resultative/directional complement 

 

• 我的中文水平不高，不能看懂中文雜誌。 

 我的中文水平不高，不能看懂中文杂志。 

• 房間的門太小，這張床不能搬進去。 

 房间的门太小，这张床不能搬进去。 

• 我的公寓很小，不能住下兩個人。 

 我的公寓很小，不能住下两个人。 



Potential Complements 

A)  verb. + 得/不 + resultative/directional complement 

 However, the affirmative form of potential complement can 

be replaced with  

 能 +verb +resultative/directional complement 

• 你聽得懂老師說的話嗎？ 

    你听得懂老师说的话吗？ 

• 你能聽懂老師說的話嗎？ 

    你能听懂老师说的话吗？  

• 你能聽得懂老師說的話嗎？ 

    你能听得懂老师说的话吗？ 



Potential Complements 

A)  verb. + 得/不 + resultative/directional complement 

 

In affirmative statements 

“能+ verb + complement” is much more common than 

“verb+得+complement” 

• 冬天你能看見很多爸爸媽媽帶著孩子去滑冰。 

 冬天你能看见很多爸爸妈妈带着孩子去滑冰。 

   In winter, you can see many parents taking their 

children to go ice skating. 



Potential Complements 

B) verb+得/不+了 

• This kind of potential complement indicates whether 

subjective or objective conditions permit the realization of a 

certain action. It also often appears in negative form. 

• The kind of potential compliment is interchangeable with 

 (不)能+verb 

那棟樓沒有水電，住不了人。 

    那栋楼没有水电，住不了人。 

那棟樓沒有水電，不能住人。 

    那栋楼没有水电，不能住人。 

 



Potential Complements 

B) verb+得/不+了 

我明天晚上有課，那個演唱會我去不了了。 

    我明天晚上有课，那个演唱会我去不了了。 

我明天晚上有課，那個演唱會我不能去了。 

    我明天晚上有课，那个演唱会我不能去了。 

In questions, either the affirmative or the negative form can be used.  

那個演唱會你去得了嗎？ 

    那个演唱会你去得了吗？ 

• 那個演唱會你去得了去不了？ 

    那个演唱会你去得了去不了？ 

 



Potential Complements 

B) verb+得/不+了 

   

 However, when using the negative form in a question, the 

person who asks the question already assumes the negative 

outcome. 

那個演唱會你去不了嗎？ 

    那个演唱会你去不了吗？ 

 



Potential Complements 

• 怎麼樣才能學好中文？/怎么样才能学好中文？ 

• 如果________________，就學不好中文。 

 如果________________，就学不好中文。 

• 你每天的生活離不開什麽？/你每天的生活离不开什么？ 

• 你能在一個小時內吃完5個漢堡包嗎？ 

 你能在一个小时内吃完5个汉堡包吗？ 

• 我們的教室坐得下100個人嗎？ 

 我们的教室坐得下100个人吗？ 

 那能坐得下多少人？ 



         好as a Resultative Complement 

• 好 as a resultative complement indicates bringing an action 

to completion and being ready for the next action 

• 飯做好了。   饭做好了。 

• 星期五的考試，你準備好了嗎？ 

    星期五的考试，你准备好了吗？ 

• 傢具買好了，明天就會送到新家去了。 

    家具买好了，明天就会送到新家去了。 

• 你畢業以後是念研究生還是工作，考慮好了嗎？ 

    你毕业以后是念研究生还是工作，考虑好了吗？ 

 



        好as a Resultative Complement 

 When 好 is used as a complement, it can also mean“well” 

• 我的宿舍太吵，所以我没睡好。 

• 昨天下了很大的雨，所以我們沒有玩兒好。 

 昨天下了很大的雨，所以我们没有玩儿好。 

• 那家餐館的菜太鹹了，我們都沒吃好。 

 那家餐馆的菜太咸了，我们都没吃好。 



        Connecting Sent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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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到…/从…到…From…to… 

• 從大到小      从大到小 

• 從早到晚      从早到晚 

• 從易到難      从易到难 

• 從家到學校  从家到学校 

• 他明年暑假要到中國去實習，所以從早到晚都在學習中文。 

    他明年暑假要到中国去实习，所以从早到晚都在学习中文。 

    He’s going to intern in China next summer. That’s why he’s been 

studying Chinese from morning till night. 

 



        從…到…/从…到…From…to… 

• 學電腦要從易到難，慢慢兒來。 

 学电脑要从易到难，慢慢儿来。 

 When it comes to learning how to use a computer, you 

have to go from easy to difficult, and take slowly. 

• Since she was little , his younger sister has never liked 

wearing jeans. 

 他妹妹從小到大都不喜歡穿牛仔褲。 

 他妹妹从小到大都不喜欢穿牛仔裤。 

 

 



        從…到…/从…到…From…to… 

• The distance from my house to school is far. It takes forty 

minutes by subway. 

 從我家到學校很遠，坐地鐵得四十分鐘。 

 从我家到学校很远，坐地铁得四十分钟。 

 

 

 

 



        結果/结果 as a result 

 A conjunction. Used in the second clause of a compound 
sentence,結果/结果 expresses a result of the condition 
indicated in the first clause. 

 

• 他和女朋友常常吵架，結果分手了。 

 他和女朋友常常吵架，结果分手了。 

• He often asks people for favors, but won’t help others at 
all. As a result, he doesn’t have a single friend. 

 他常常麻煩別人，可是根本不願意幫助別人，結果一
個朋友也沒有。 

 他常常麻烦别人，可是根本不愿意帮助别人，结果一
个朋友也没有。 

 



        結果/结果 as a result 

• 他常常丟三落四，結果_______________。 

 他常常丢三落四，结果_______________。 

• 他花了很長時間選課，考慮來考慮去，結果________。 

     他花了很长时间选课，考虑来考虑去，结果________。 

• 張天明把跟麗莎看電影的事兒忘得一乾二淨，結果

_________________。 

 张天明把跟丽莎看电影的事儿忘得一干二净，结果

_________________。 



 或者 or  

或者is used in non-interrogative sentences 

• A:你平常週末做什麽？你平常周末做什么？ 

   B:找朋友聊天兒或者寫博客。 

       找朋友聊天儿或者写博客。 

還是/还是 is used in questions 

你畢業以後準備念研究生還是找工作？ 

你毕业以后准备念研究生还是找工作？ 



 或者 or  

• Is today Monday or Tuesday? 

• 你用電腦_______用手機發電子郵件？ 

 你用电脑_______用手机发电子邮件？ 

• A：你打算住在哪兒？校內____校外？ 

  你打算住在哪儿？校内____校外？ 

 B：住校内_____住校外都可以。 

• 我一般十二點睡覺，早上七點____七點半起床。 

 我一般十二点睡觉，早上七点____七点半起床。 



 或者 or  

• 今天是星期一還是/还是星期二？ 

• 你用電腦還是用手機發電子郵件？ 

 你用电脑还是用手机发电子邮件？ 

• A：你打算住在哪兒？校內還是校外？ 

  你打算住在哪儿？校内还是校外？ 

 B：住校内或者住校外都可以。 

• 我一般十二點睡覺，早上七點或者七點半起床。 

 我一般十二点睡觉，早上七点或者七点半起床。 



    害(得) 

 This verb means to make someone suffer or adversely 
affect someone 

• 最近天氣一會兒冷一會兒熱，害(得)我感冒了。 

    最近天气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害(得)我感冒了。 

• His girlfriend hasn’t called him in a week. He hasn’t  

 been able to eat or sleep as a result. 

   女朋友一個星期沒給他打電話，害(得)他吃不好飯
睡不好覺。 

   女朋友一个星期没给他打电话，害(得)他吃不好饭，
睡不好觉。 

 

 



 幾乎/几乎 

 An adverb. It can be interchanged with 差不多, but 
is more formal than 差不多. 

• 他是個足球迷，幾乎每個週末都去看足球賽。 

    他是个足球迷，几乎每个周末都去看足球赛。 

  He is a soccer fan. Almost every weekend he goes to 
watch a soccer game. 

• He’s addicted to the computer. Every day, he’s online 
practically day and night. 

 他玩兒電腦玩兒上癮了，幾乎從早到晚都在網上。 

 他玩儿电脑玩儿上瘾了，几乎从早到晚都在网上。 

 



 幾乎/几乎 

• 最近我很忙，幾乎________________。 

 最近我很忙，几乎________________。 

• 他特别喜歡吃中國菜，幾乎____________。 

 他特别喜欢吃中国菜，几乎____________。 

• He has been late to class nearly everyday, and makes 

the teacher very angry. 

 他幾乎每天上課都遲到，害得老師很生氣。 

 他几乎每天上课都迟到，害得老师很生气。 



        看起来/看起來 it seems 

• A:他看起來心情不好，到底怎麼了？ 

        他看起来心情不好，到底怎么了？ 

   B:他和女朋友鬧彆扭了，所以心情不好。 

      他和女朋友闹别扭了，所以心情不好。 

•  看起来要下雨了，我不去打球了。 

     看起來要下雨了，我不去打球了。 

 

 



        聽起來/听起来 it sounds like 

• A:我找了一個公寓，離學校很近，房間很大，房租     

     也不貴。 

       我找了一个公寓，离学校很近，房间很大，房租 

     也 不贵。 

   B:聽起來挺不錯的，你租吧。 

       听起来挺不错的，你租吧。 



        聽起來/听起来 it sounds like 

• A:這個週末我們先去購物中心買東西，然後去中國城      

        吃中國菜，怎麼樣？ 

       这个周末我们先去购物中心买东西，然后去中国城   

        吃中国菜，怎么样？ 

   B:這個主意聽起來不錯，我們去吧。 

       这个主意听起来不错，我们去吧。 



        TEXT 

• 他們四個人打算做什麽？ 

 他们四个人打算做什么？ 

• 張天明爲什麽遲到了？ 

 张天明为什么迟到了？ 

• 麗莎爲什麽生張天明的氣？ 

 丽莎为什么生张天明的气？ 

• 張天明在網上做什麽？ 

 张天明在网上做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