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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他们会同意的

I believe they’ll a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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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Words：同意 相信 机会 动物

Part2 Texts& grammar： 不但，而且

Part3 Exercises & application

介绍 Introduction



导入Warm-up

你最喜欢哪种小动物？

只要给我买，
我就会照顾好它们。



Word1-3

yǒumíng
有名
(adj.)

famous

tóngyì
同意
(v.)

to agree

xiāngxìn
相信
(v.)

to believe



Word4-6

guānyú
关于

(prep.)
about,

regarding

jīhuì
机会
(n.)

opportun
ity

dòngwù
动物
(n.)

animal



Word-7

bú dàn ，ér qiě
不但，而且

(conj.)
not only, 
but also

1.	苹果不但好吃，而且便宜。

2.	这里不但漂亮，而且离家里很近。

3.	小丽不但聪明，而且漂亮。



经 理：说说你为什么选择来我们公司工作。
bú dàn yǒu míng ér qiě

学 生：贵公司不但很有名，而且工作环境好。
tóng yì

经 理：做这个工作有点儿累，需要经常去外地。你家人同意吗？

xiāng xìn
学 生：只要我愿意，我相信他们就会同意。

guān yú
经 理：好，那你明天来上班吧。关于这个工作，还有什么问题吗？

jī huì
学 生：没有了，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我会努力的。

Text 1



Grammar 1

只要……，就……
Is used to connect the two clauses of a 
conditional complex sentence, with”只要” 
introducing a necessary condition and “就” 
followed by the consequent result.



1.	只要我有时间，就跟你去旅游。

2.	只要你给我买小狗，我就能照顾好它。

3.	只要你喜欢，我就买给你。



Complete the sentences with the words given.

Exercise1

Ex：时间、旅游

——只要我有时间，我就会去旅游。

1.	买、猫咪、照顾

—— _____________________。



Exercise 1

2.	努力、学习、进步

—— 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放假、看电影

—— _____________________。

Complete the sentences with the words given.



Exercise 2

Look at the pictures and complete the sentences

只要 ________	，我就 ________	。



Exercise 2

Look at the pictures and complete the sentences

只要 ________	，我就 ________	。



Exercise 2

Look at the pictures and complete the sentences

只要 ________	，我们就 ________	。



Grammar 2

关于

Is used before a noun, introducing the 
object to be talk about.



1.	我最近看了一些关于中国文化的电影。

2.	关于出国学习的事，妈妈已经同意了。

3.	关于这件事，我们还没有决定呢。



Complete the sentences.

Exercise 3

1. 我今天想去图书馆借一些 ________的书。

2.	________	的问题，我下次再告诉你吧。



Complete the sentences.

Exercise 3

1.	玛丽能告诉你一些 ________	照顾小动物的方法。

2.	这里有几部 ________	中国文化的电影。



Exercise 4

用所学的词语填空

故宫是中国很 _____ 的旅游景点，它 _____ 很大，

_____ 有很长的历史，_____ 故宫，有很多有趣的故

事。外国人 _____ 来中国，_____ 一定会去故宫，因

为这是一个了解中国历史的好 _____ 。



课堂活动 Class Activities

Key words：

Your friend has a cold, please give some advice 

using “只要……，就……”.

只要 zhī yào 就 jiù

感冒 gǎn mào 锻炼 duàn liàn

休息 xiū xi



Common saying：见怪不怪 jiàn guài bú guài

Culture corner

The first ‘怪’ in the saying ‘见怪不怪’ is a noun meaning 
something strange, and the second ‘怪’ is a verb meaning 
feeling strange. The saying means that one has seen too 
many unusual things to be surprised by any.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