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pyright ©2016 Ctalk. All Rights Reserved级别1

最喜欢在网上买衣服
ネットで服を買うことが一番好きです

                                zuì        xǐ      huan      zài     wǎng  shàng   mǎi       yī        fu 

L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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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習目標を確認しましょう。

级别1 2

     xún    wèn  chǎng  suǒ  

 询 问 场 所
場所を聞く　　

    zuì   xǐ   huan zài  wǎng shàng mǎi yī   fu

  最喜欢在网上买衣服。
ネットで服を買うことが一番好き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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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単語を学び、短文を話しましょう。

级别1 3

        mǎi   dōng    xi 

  买东西。
 

                 kàn xiǎo shuō

看小说
       

                     sàn   bù

散步 
 

                      hē    jiǔ

喝酒
お酒を飲む

           zài   wǎng shàng 

在网上
        インタネットで 

                zài chuáng shàng

在床上
       ベッドの上      

                 zài gōng yuán

在公园 
 

                 zài     jiǔ    ba

在酒吧
　　バー

           wǒ     xǐ     huan 

我喜欢
 

                 wǒ    xǐ   huan

我喜欢
       

            nǎi    nai    xǐ   huan

奶奶喜欢 
 

           péng you   xǐ    huan

朋友喜欢

［喜欢+时间名词/地点名词+动词］        …で/に…をすることが好き



練習しましょ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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タスク1

１

2 3

絵を見て話しましょう。

例：我喜欢在网上买东西。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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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喜欢在公园散步。

我喜欢在床上看小说。

例：我喜欢在网上买东西。

朋友喜欢在酒吧喝酒。

１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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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単語を学び、短文を話しましょう。

级别1 5

        mǎi     yī       fu 

  买衣服。
 

                kàn xiǎo shuō

看小说
       

                    sàn    bù

散步 
 

         hē    jiǔ             de 

喝酒（的）

       zuì

最
一番 

    fēi cháng

非常
       

        hěn

很 
 

        tǐng

挺
とても

            wǒ

我
 

               wǒ

我
       

           nǎi   nai

奶奶 
 

         péng you

朋友

          zài   wǎng shàng 

在网上
 

               zài chuáng shàng

在床上
       

                 zài gōng yuán

在公园 
 

                 zài    jiǔ     ba

在酒吧

     xǐ    huan 

喜欢
 

［很 / 最 / 非常 / 比较 / 有点儿 / 不 / 不太 + 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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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欢在网上买东西。

6

3

最 非常

很 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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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欢在网上买东西。

6-1

奶奶很喜欢在公园散步。

 我非常喜欢在床上看小说。

朋友挺喜欢在酒吧喝酒（的）。

3

最 非常

很 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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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話しましょう。

级别1

                wǔ   fàn  shí    jiān  zài    shí   táng 

      （午 饭 时 间 在 食 堂）
　　　　　　昼食時間、食堂で

7

               nǐ   men  xǐ  huan zài    nǎ    lǐ    mǎi dōng xī

松本：你们喜欢在哪里买东西？
             wǒ   xǐ  huan zài wǎng shàng mǎi     yòu  pián  yi  yòu  fāng  biàn

小王：我喜欢在网上买，又便宜又方便。
          wǒ   yě   shì            wǒ  zuì    xǐ   huan zài  wǎng shàng mǎi  yī  fu

小兰：我也是。我最喜欢在网上买衣服。
             yòu  pián  yi   yòu  hǎo  kàn 

          又便宜又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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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王喜欢在哪里买东西，为什么？      
答：小王喜欢在网上买东西，因为又便宜又方便。

2）小兰喜欢在哪里买东西，为什么？
答：小兰最喜欢在网上买衣服，因为又便宜又好看。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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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話の空欄を埋めましょう。

级别1 8

               nǐ   men  xǐ  huan 

松本：你们喜欢                   ？
            wǒ  xǐ  huan  zài  wǎng shàng mǎi     yòu   pián  yi  yòu  fāng   biàn

小王：我喜欢在网上买，又便宜又方便。
          wǒ  yě   shì            wǒ              xǐ  huan                          mǎi   yī     fu

小兰：我也是。我    喜欢          买衣服。
                            pián  yi                hǎo  kàn 

               便宜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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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話の空欄を埋めましょう。

级别1 9

               nǐ   men  xǐ  huan zài    nǎ    lǐ     mǎi dōng xī

松本：你们喜欢在哪里买东西？
            wǒ    xǐ   huan zài                                   yòu                   yòu   

小王：我喜欢在          ，又       又        。
                wǒ   yě    shì           wǒ   zuì    xǐ   huan zài  wǎng shàng mǎi  yī  fu

小兰：我也是。我最喜欢在网上买衣服。
             yòu  pián  yi   yòu  hǎo  kàn 

          又便宜又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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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絵を見ながら、会話をしましょう。

级别1 10

     xún    wèn  chǎng  suǒ  

 询 问 场 所
場所に聞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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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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ì    bān  zài   nǎ    lǐ    mǎi 

      下次告诉老师你一般在哪里买
  rì   yòng pǐn

日用品。

　普段，どこで日用品を買いますか。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