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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 同意
汉语 英语
一般来说，我同意...，因为... Broadly speaking, I agree with… because…

用于同意其他人的观点

人们较倾向于同意...，因为... One is very much inclined to agree with… because…
用于同意其他人的观点

我能理解他/她的观点。 I can see his/her point.
用于相信某人的观点是合理的，但不完全同意

我完全同意... I entirely agree that…
用于完全同意某人的观点

我完全赞同...的观点。 I endorse wholeheartedly the opinion that… 
用于完全同意某人的观点

正文 - 不同意
汉语 英语
总的来说，我不同意...，因为... Broadly speaking, I disagree with… because…

用于不同意其他人的观点

人们较倾向于不同意...，因为... One is very much inclined to disagree with… because…
用于不同意其他人的观点

我明白他的意思，但是完全不同意。 I can see his point, but disagree with it entirely.
用于理解别人的观点，但是完全不赞同

我强烈不同意... I strongly disagree that…
用于完全不同意其他人的观点

我坚决反对...的观点 I am firmly opposed to the idea that…
用于完全反对别人的观点

正文 - 对比
汉语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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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方面，...和...相似/不同 …and…are similar/different as regards to…
用非正式的方式来对比两事物间的相似或不同之处

和...比，...表明... In contrast to…, …shows…
用于强调两事物间的不同之处

对比...，...是... …by contrast with… is/are…
用于强调两事物间的不同之处

在...方面，...和...是相似的 …is similar to… in respect of…
用于强调和解释两事物间的相同点

在...方面，...和...不同 …and… differ in terms of...
用于强调和解释两事物间的不同之处

第一...，与此对比，第二... The first…, by contrast, the second…
用于强调两事物间的不同之处

...和...间一个主要的相同点/不同点是... One of the main similarities/differences between… and…
is that…

用于说明两事物间的特定相同或不同点

...和...的一个不同点是...，而... One difference between… and… is that…, whereas…
用于突出两事物间的某一不同点，可以据此展开描述其他的不同之处

正文 - 观点
汉语 英语
我想说的是... I would say that…

用于给出不是很确定的个人观点

对我来说，它像是... It seems to me that…
用于给出不是很确定的个人观点

在我看来... In my opinion…
用于给出个人观点

我认为... From my point of view…
用于给出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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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观点是... I am of the opinion that…
用于给出个人观点

我相信这是有多方面原因的。首先...，其次... I believe that there are several reasons. Firstly,…
Secondly…

用于列举某件事的众多原因

我相信...，因为... It is my belief that… because…
用于给出确定的个人观点，并对其进行解释

正文 - 过渡
汉语 英语
现在让我们分析/转到/研究... Let us now analyze/turn to/examine…

用于转换主题和开始新的段落

...清楚了，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到... It is now clear that… . Let us turn our attention to…
用于转换主题和开始新的段落

另外，一个反对该观点的论点...是不容忽视的 Moreover, one argument against this cannot be ignored:
…

用于向已形成的论点添加重要信息

诚然...，但是... Admittedly…, but…
用于承认反面论点，但是想以此引出自己对其更深入的分析

...是对的，但是事实上... It is true that…, yet the fact remains that…
用于承认反面论点，但是想以此引出自己对其更深入的分析

诚然...，但是... Granted, …, nevertheless…
用于承认反面论点，但是想以此引出自己对其更深入的分析

相反... On the contrary, …
用于纠正已经说出的错误观点

一方面... On the one hand…
用于介绍某论点的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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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 On the other hand…
用于介绍某论点的另一方面，通常紧接着“一方面..."

尽管... In spite of…
用于提出与某些数据和观点相反的论点

尽管... Despite the fact that…
用于提出与某些数据和观点相反的论点

从科学/历史角度讲... Scientifically/Historically speaking…
用于指科学或历史事件

附带说一句... Incidentally…
用于提出可以支撑分析的其他观点

此外... Furthermore…
用于将观点发展到更深层次的分析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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