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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太辣了
ただ辛すぎます

                                                      jiù      shì      tài       là        le

L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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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習目標を確認しましょう。

级别1 2

 biǎo   dá      wán  chéng 

表 达 完 成
完成を表現する

 jiù    shì    tài     là     le

就是太辣了。　
ただ、辛すぎ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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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単語を学び、短文を話しましょう。

级别1 3

                          shén   me

什么？
 

                                   shén  me

什么？

                            chī

吃
 

                                 mǎi

买
             

le

了
 

le

了

            nín 

您
 

                nǐ

你
       

      yí     fèn   shā     lā                yì    wǎn    mǐ    fàn             hái    yǒu    yí      gè     má    pó    dòu    fu

 一份沙拉，一碗米饭，还有一个麻婆豆腐。
　　　　　　　サラダ　　　　　 一盛り　 ご飯　　　　　　　　　　　　　　　　マーボ豆腐

   wǒ    chī    le 

我吃了
 

      
    
      wǒ   mǎi   le

我买了
       

セットになった
ものを数える

一件衣服，一条裙子，还有一顶帽子
yī    jiàn   yī  fú   ，        yī  tiáo qún   zǐ    ， hái    yǒu  yī   dǐng   mào zǐ

ドレス



練習しましょ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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タスク1

1

絵を見て話しましょう。

4

例：-您吃了什么？
       -我吃了一份沙拉，一碗米饭，
        还有一个麻婆豆腐。

 

您买了什么？
 



練習しましょ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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タスク1

讲师用答案页

タスク1 絵を見て話しましょう。

4-1

例：-您吃了什么？
       -我吃了一份沙拉，一碗米饭，
        还有一个麻婆豆腐。

 

11 您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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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単語を学び、短文を話しましょう。

级别1 5

      hǎo    chī 

好吃
 

          hǎo  kàn 

好看
       

         fāng  biàn

方便
便利 

 

      tài  

 太
 

       tài 

太
       

  rén   tài

人太 
 

                               

［A是A，就是 +太……了］        …けど、ただ…すぎる

     shì 

 是
      jiù     shì

 就是
            là

   辣
　　　辛い

 
               guì

贵
       

              duō

多 
 

                               

      le

 了。
      hǎo    chī 

 好吃，
 

          hǎo  kàn 

好看
       

         fāng  biàn

方便 
 



練習しましょ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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タスク2 絵を見て話しましょう。

1 2

例：好吃是好吃，就是太辣了。

6

好看 方便



練習しましょ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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タスク2 絵を見て話しましょう。

6-1

 好看是好看，就是太贵了。
方便是方便，就是人太多了。

1 2

例：好吃是好吃，就是太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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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話しましょう。

级别1

                wǔ  cān  hòu       xiǎo lán   gēn  sōng běn liáo  tiān

      （午 餐 后，小 兰 跟 松 本 聊 天）
       昼食の後、蘭さんと松本さんはおしゃべりをしています

7

                    jīn  tiān  wǔ   fàn          nín   chī   le   shén me

小兰：今天午饭，您吃了什么？ 
             chī   le     yí    fèn shā    lā             yì   wǎn  mǐ  fàn            hái   yǒu  yí     ge    

松本：吃了一份沙拉，一碗米饭，还有一个
         má    pó    dòu    fu

        麻婆豆腐 。
         má  pó   dòu  fu   hǎo  chī   ma 

小兰：麻婆豆腐好吃吗？ 
              hǎo   chī     shì    hǎo    chī               jiù    shì     tài      là      le

松本：好吃是好吃，就是太辣了。 
 



　　  讲师提问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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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讲师按照以下内容，就课文内容提问。

1）今天午饭，松本吃了什么？      
答：松本吃了一份沙拉，一碗米饭，还有一份麻婆豆腐。

2）松本觉得麻婆豆腐好吃吗？
答：好吃是好吃，就是太辣了。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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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話の空欄を埋めましょう。

级别1 8

                    jīn  tiān  wǔ   fàn          nín                  shén me

小兰：今天午饭，您       什么？ 
             chī   le     yí     fèn shā   lā              yì   wǎn  mǐ  fàn           hái   yǒu  yí    ge    

松本：吃了一份沙拉，一碗米饭，还有一个
         má  pó  dòu   fu

        麻婆豆腐 。
                                          hǎo  chī   ma 

小兰：              好吃吗？ 
              hǎo  chī  shì  hǎo  chī            jiù   shì    tài    là    le

松本：好吃是好吃，就是太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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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話の空欄を埋めましょう。

级别1 9

                    jīn  tiān  wǔ   fàn          nín   chī   le   shén me

小兰：今天午饭，您吃了什么？ 
             chī   le     yí                                      yì                                    hái   yǒu  yí     ge   

松本：吃了一          ，一          ，还有一个
          

                      。
         má  pó   dòu  fu   hǎo  chī   ma 

小兰：麻婆豆腐好吃吗？ 
                                   shì                                jiù    shì                              le

松本：       是      ，就是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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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絵を見ながら、会話をしましょう。

级别1 10

 biǎo   dá      wán  chéng 

表 达 完 成
完成を表現し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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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再见吧！

　 　次回で発表しましょう。

级别1

宿題

              　　　　　　
                     xià    cì    gào  su   lǎo    shī            nǐ   xiàn zài   zhù   de gōng  yù 

        下次告诉老师，你现在住的公寓
  zěn me yàng

怎么样。

　今住んでいるマンションはどうですか？次
回先生に教えてください。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