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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_E7_94_A8_E7_c105_254524.htm 1、pour que 为了＋虚拟，

afin que 为了，以便＋虚拟 2、afin de inf. ， à lintention de （

为了） 3、parce que，car，en effet，因为 puise que 既然

comme 因为，既然 （多置于句首） du fait de （因为，由于）

suite à / à la suite de / en raison de （鉴于，因为） 4、pendant

que 主从句谓语表示的时间长度一致， durant 在⋯期间，

avant que 在⋯⋯之前＋虚拟（在主从句主语不一致时用，一

致时用de）， 5、après avoir f. qch， jusqua ce que 虚拟 直到⋯

以后 6、bien que=quoi que 虚拟=tout que =encore que=même

⋯（虽然，尽管），malgré＋短语，eg： Même avec trios

enfants， elle travaille toujours comme ducumentaliste. 7、Même

si （即使）， meme que（甚至）， même⋯（虽然，尽管）

，quitter à（即使，哪怕），quel que 虚拟（不管） eg： Quel

que soit le lieu de votre stage（en entreprise ou en société。 En

attendant （尽管） en dépit de （不顾） 8、Si⋯que中间

夹adj.adv谓语用虚拟（不管⋯总）eg： Si beau quil soit

，lautomne raccourait les jours/ Si courageux quil soit， il 

échouera. 9、si 直陈式（如果） si 条件式 （建议） 10、au cas

où＋条件式 （如果⋯就） eg： Au cas où complication se

produirait，faites moi venir/ avertissez moi. 11、pourvu que 虚拟

式 （只要⋯便，但愿） 12、de （telle）fa？on/manière （so

that） （表目的用虚拟式，表结果用直陈式） 13、tellement

adj. que tant/tellement de n. que 14、de manière à / de fa？on à



inf. （so as to） （以便） 15、à la manière / à fa？on de （如

同） 16、de manière / fa？on à ce que＋subj. （为了） 17、助

动词＋tant / tellement 过分 que （so⋯that） 18、en quelque fa

？on / moyen （Cest un fa？on comment les fran？ais vivent.） 19

、de la bonne fa？on / comme il faut / à propos （properly），

en temps et en lieu （adv.合适的时间，地点） 20、enfin 总之，

ainis 因此， donc 所以， cest pourquoi 所以 en un mot 总之 au

total （总之，毕竟） aussi 主谓倒装 （所以）， à cet effet （

为此）， si bien que （因此，以致）， en somme （总之，毕

竟）， par suite de 因此eg： Leur habilete etait grande de sorte que

nous etions saisis dadmiration. （表结果）Nous etions surpris au

point que nous ne pouvions dire un mot. （表结果） 21

、mais/seulment（可是）cependant/pourtant/n

éanmoins/toutefois/par contre（尽管⋯可是） alore que（conj.

而，却、当）eg：Vous pouvez allez le voir，seulment ne restez

pas trop longtemps. Au lieu que （conj.非但不⋯反而＋subj./而

）eg： Au lieu quil se laisse intimider pas les diffcultés， il les

affronte courageusement. / Au lieu de prendre lavion，nous

prendrons le train. 22、avoir lieu， en premier lieu 23、à tout le

/au /du moins 倒装/不倒装（至少）eg： Il a été re？u premier

， du moins il le pretend 24、à moins que subj.（除非）sans que

（没有，不，除非，尽管没有，无须） 25、si ce nest que（要

不是，除非）（注意）Ta journée a été longue，il nen reste

pas moins que tu dois terminer tes devoirs.=Bien que ta journée ait 

été longue，tu dois terminer tes devoirs.=tu dois terminer tes

devoirs alors que la journée a été longue. 26、ne⋯pas



moins/nen⋯pas（仍然是）eg：Bien que⋯il nen est pas moins⋯/

le lentmain，ma decision netait pas moins ferme. /quand m

ême/tout de même 27、dailleurs/du reste/en outre（而且），

outre que（besides ，in addition to）， par-dessus le marché（

此外，另外），de plus， aussi bien（况且）eg： Je ne veux pas

y aller， aussi bien est-il trop tard. 28、n. bon/ meiller marché， 

à bon/ meilleur marché（adv.） 29、en tant que/ être（作为

） 30、ne⋯ni⋯ni eg： Il ny en a ni plus ni moins. 31、sans⋯ni eg

： Du th"e， S.V.P sans sucre ni lait. 32、soit⋯soit⋯ （或此或彼

） 33、ou⋯ou⋯ （表强调）eg： Ce sera ou vous ou moi.（不

是你就是我） / Ou lamour ou la haine en est la cause. 34、ant？t

⋯tant？t⋯（一会⋯一会） 35、avoir failli inf.（险些，差点

）prèsque（几乎，差不多） 36、à propos de / en function de 

（关于⋯/根据⋯），en ce qui concerne / quant à / à legard de 

（关于）， en conformité de （根据）， vu / attendu （鉴于

）， concernant（关于）， suivant（根据）， touchant（关于

） 37、en matière de （关于，论及，在⋯方面）， se

rapporter（与⋯有关） au sujet de（关于，对于）， à raison

de（按照，根据⋯） 38、à part de cela （apart from that） /

excepté （que）/ à lexception de （除⋯之外）/ outre（prep.

除⋯之外）/ sauf que（除⋯之外，只是）， sauf cas⋯（除了

⋯的情况）eg： Elle mis à part la figure，est une inconne pour

lui. 39、de plus en plus / peu à peu（渐渐地）， de temps en

temps （不时地）， de moins en moins， de jour en jour（日益

） 40、de porte en porte（挨家挨户）， de loin en loin（adv.相

隔很远/很久） de suite（adv.连续地） 41、plus ou moins（或



多或少） au moins / tout au plus 42、à point（正好） / à

temps （及时） / à lheure 43、au moyen de / par le moyen de （

用⋯方法）eg： Il na pas les moyens de soffrir la voiture quil

aime.=La voiture dont il rêve est trop chère pour lui. 44、dès

lors / dèsormais=dorénavant / dès demain dès que / lors

que=quand， lors même que（even when）， lors de eg： lors

de son mariage（when he was married） dès que （as soon as）

45、sinon / autrement / sana quoi （否则，更加，不一样的） 46

、à se moment， à ce moment là / alors （那时） 47、non

seulement⋯mais encore⋯（不但⋯而且） non seulement⋯mais

aussi⋯ 48、par imposspble / si par hasard / une fois que 虚拟式/ au

cas où 条件式/ venir à（万一） 49、dans près / sous près

（adv. 不久以后）， （un） peu près（过了一会）/ tout à

lheure 50、par rapport à（与⋯相比） en regard（adv.对照）

en comparasion de （对⋯而言） 51、sous le rapport de （在⋯

方面/ 从⋯方面，角度） en fait de （关于，说到，在⋯方面）

au regard de （对⋯而言） 52、tandis que （当⋯时候，然而，

而） 53、tant⋯que （只要⋯就） 54、tant bis / tant mieux （那

就好了） 55、tant sen faut que=loin de 56、a lissue de （在⋯之

后）/ à la suite de / suite à qch. （在⋯之后，由于） 57、et

ainsi de suite （adv.就这样继续下去） 58、a tort et à travers（

七颠八倒）， par coer（牢记） 59、à pied（步行）， à la

hate（匆忙）， de suite（继续）， à loisir （闲时）， juste（

正确） clair （明晰）， ferme（坚定） 60、à peine（差一点

）， à demi（一半）， à moitié（一半）， évid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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