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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erb 才 

 才is used before numbers to express a small quantity. 

◦ 他每天才吃一頓飯。 

   他每天才吃一顿饭。 

◦ 她每個學期才選一門課。 

   她每个学期才选一门课。 

◦ 小張今年才十六歲，就上大學了。 

 小张今年才十六岁，就上大学了。 

 When 才 is used after numbers and measure words 

and before verbs, it expresses slowness or lateness. 

◦ 我早上兩點才睡覺。/ 我早上两点才睡觉。 

◦ 他十二歲才上小學。/他十二岁才上小学。 



Adverb 才 

 I go online for only three hours a day. That’s not much 

time. 

 我每天上網才三個小時，時間不多。 

 我每天上网才三个小时，时间不多。 

 It’s only six o’clock. The ballgame starts at eight. There’s 

no need to go so early. 

 現在才六點，球賽八點開始，不用這麼早去。 

 现在才六点，球赛八点开始，不用这么早去。 

 My older brother finished his doctorate at the tender age 

of twenty. I didn’t even start college until twenty. 

 我哥哥才二十歲就念完博士了，我二十歲才上大學。 

 我哥哥才二十岁就念完博士了，我二十岁才上大学。 



Descriptive Complements 

 Descriptive complements can also indicate the result 

of an action. In terms of structure and meaning, 

descriptive complements are quite complicated.  

 Like resultative complements, descriptive 

complements can be divided into different 

categories.  

◦ Some are related to the verb in meaning,  

◦ some to the subject,  

◦ and some to the objects. 

 



Descriptive Complements 

 Complements that are related to the verb in meaning: 

◦ 我每天起床起得很早。起床——早 

◦ 他跑步跑得很快。跑——快 

 Complements that are related to the subject in meaning: 

◦ 他高興得笑了起來。 /他高兴得笑了起来。 

 他——高興/高兴      他——笑了起來 

 Complements that are related to the object in meaning: 

◦ 我侄女才小學三年級，我嫂子就把她的時間安排得滿滿的。 

   我侄女才小学三年级，我嫂子就把她的时间安排得满满的。 

  嫂子——安排時間/安排时间 

  時間/时间——滿滿的/满满的 

 

 



Adverb 并/ 並 

 并/ 並 is used before 不，没 or other similar adverbs to 

make an emphatic point, often to refute a specific 

statement and point out the truth. 
 

 A: 你打算毕业以后上医学院，这么说，你喜欢当医生？ 

       你打算畢業以後上醫學院，這麽說，你喜歡當醫生？ 

    B: 实际上我并不想当医生，可是我父母非让我上医学  

院不可。 

     實際上我並不想當醫生，可是我父母非讓我上醫學
院不可。 

 

 



Adjectives as Predicates 

 When an adjective is used as a predicate, the 
subject of the sentence can be a 
“subject+predicate” phrase: 

 

 今天晚上有一個生日舞會，我不知道穿什麽衣服
合適。 

   今天晚上有一个生日舞会，我不知道穿什么衣服
合适。 

 

 Subject:我不知道穿什麽衣服 

              我不知道穿什么衣服 

Predicate:合適/合适 



Adjectives as Predicates 

 你說，我們寒假去哪兒旅行好？ 

   你说，我们寒假去哪儿旅行好？ 

 

Subject: 我们寒假去哪兒旅行 

              我们寒假去哪儿旅行 

Predicate：好 



不是A，而是B 

 Negate A and Strongly Affirm B 

 他不吃我做的紅燒魚，不是因為我做的難吃，
而是因為他對魚過敏。 

   他不吃我做的红烧鱼，不是因为我做的难吃，
而是因为他对鱼过敏。 

 昨天和我一起吃飯的男孩子不是我的男朋友，
而是我的哥哥。 

   昨天和我一起吃饭的男孩子不是我的男朋友，
而是我的哥哥。 



不是A，而是B 

 Make sentences with the following fragments 

 

覺得壓力大的 孩子  家長 

觉得压力大的 孩子  家长 

 

她喜歡的  鋼琴  畫畫兒 

她喜欢的  钢琴  画画儿 

 

重要的  事業  家庭 

重要的  事业  家庭 

 



一直all along; continuously 

 開學已經兩個多月了，張天明一直住在學生宿舍
里。 

   开学已经两个多月了，张天明一直住在学生宿舍
里。 

 小林的專業是金融，畢業以後，一直在銀行工作。 

   小林的专业是金融，毕业以后，一直在银行工作。 

 我從小到大，一直_______ 

 我从小到大，一直_______ 



好（不）容易with a lot of difficulty 

 好不容易=好容易=很不容易 

 昨天的功課真多，我好容易才做完。 

 昨天的功課真多，我好不容易才做完。 

 昨天的功课真多，我好容易才做完。 

 昨天的功课真多，我好不容易才做完。 



好（不）容易with a lot of difficulty 

 好不容易=好容易=很不容易 

 昨天的功課真多，我好容易才做完。 

 昨天的功課真多，我好不容易才做完。 

 昨天的功课真多，我好容易才做完。 

 昨天的功课真多，我好不容易才做完。 



像……一樣/像……一样 as if 

 她說話怎麼像個小大人一樣？ 

   她说话怎么像个小大人一样？ 

 這碗湯一點兒味道都沒有，像水一樣。 

   这碗汤一点儿味道都没有，像水一样。 



可以说/ 可以說 (you could say) 

 This expression means “it could be said”, or “you 

could say”. Sometimes it is followed by a second 

clause offering a contrary view or scenario. 

 小高可以说是我们班最聪明的人了。 

   小高可以說是我們班最聰明的人了。 

 我的童年可以说很快乐。可是童年太短了。 

   我的童年可以說很快樂。可是童年太短了。 

 



可以说/ 可以說 (you could say) 

 小林在我们班可以说是最用功的了， 可是考试并不
是最好的。  

 小林在我們班可以說是最用功的了， 可是考試並不
是最好的。 

 这家饭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這家飯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这个购物中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這個購物中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这么说/這麽說 (so that means) 

 A: 不好意思，明天我会很忙，上次说过的那个演唱
会…… 

 不好意思，明天我會很忙，上次說過的那個演唱
會…… 

     B: 这么说，你明天不去听演唱会了？ 

         這麽說，你明天不去聽演唱會了？ 

     A: 真不好意思。 

 A: 小张已经去中国了。/ 小張已經去中國了。 

    B: 这么说，他不考试就走了？ 

         這麽說，他不考試就走了？ 

    A: 是的。他说回来再考。 

         是的。他說回來再考。 
 

 



最好  had better; it’s best 

 他正在睡覺，你最好不要打擾他。 

   他正在睡觉，你最好不要打扰他。 

 感恩節去商場買東西的人很多，我們最好早

點兒去排隊。 

   感恩节去商场买东西的人很多，我们最好早

点儿去排队。 



TEXT 

 Where did Li Zhe’s parents come from? 

 Where was Li Zhe born? How about his elder brother? 

 When and from where did Li Zhe’s bother’s wife 
come to the U.S.? 

 How long has Li Zhe’s brother been married? 

 How is Li Zhe’s brother and his wife’s marriage life? 

 Why did they quarrel？ 

 How did Li Zhe’s sister-in-law arrange her daughter’s 
schedule? 

 According to Li Zhe’s brother, w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ki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