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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等你等了30分钟了
30分も待ちました

                                 yǐ     jīng děng    nǐ   děng   le                 fēn  zhōng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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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習目標を確認しましょう。

级别1 2

         xún   wèn     shí     jiān

 询 问 时 间
時間を聞く　　   wǒ    men   yǐ      jīng  děng    nǐ   děng    le                    fēn zhōng  le

我们已经等你等了30分钟了。
  　         30分も待ち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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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単語を学び、短文を話しましょう。

级别1 3

            nǐ     men    zài

你们再
 

                         qǐng

请
       

                     wǒ   men

我们 
 

         wǒ 

我
 

            wǒ

我
       

nǐ 

你 
 

                

［等+人称代词/名词+时间长度］        …（時間）を待つ。

                    fēn  zhōng 

15分钟。
 

                             fēn zhōng 

10分钟
       

                           fēn zhōng 

5分钟 
 

       děng 

等
 

 
                



練習しましょ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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タスク1

1 2

絵を見て話しましょう。

例：你们再等我1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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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4-1

请等我10分钟。

例：你们再等我15分钟。

我们等你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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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単語を学び、短文を話しましょう。

级别1 5

      wǒ    men    yǐ      jīng

我们已经
 

                           tā

他
       

                     wǒ  men

我们 
 

              nǐ

你
 

     tā    nǚ   péng you

他女朋友
       彼女

            shè zhǎng

社长 
 社長

                

［等+（人称代词/名词）+等了+时间长度］ 　　
　　　　　　　　　　　　　　　　　　　　　…（時間）を待ちました。

                 fēn  zhōng le 

 15分钟了
 

             ge   xiǎo  shí    le

1个小时了
       

                   fēn zhōng le

40分钟了
 
 

    děng 

等
 

 
                

 děng     le

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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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例：我们等你等了15分钟。 15分钟

1个小时 4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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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他等他女朋友等了1个小时。 我们等社长等了40分钟。

2

例：我们等你等了15分钟。 15分钟

1个小时 40分钟



Copyright ©2016 Ctalk. All Rights Reserved

　 　会話しましょう。

级别1

              xiǎo wáng gěi  xiǎo  lán    dǎ   diàn huà

      （小 王 给 小 兰 打 电 话）
　　　王さんは蘭さんに電話をかけています

7

【商社】の意味：商社。 

                        yǐ      jīng        diǎn   bàn   le                nǐ     zěn    me    hái    méi   dào  gōng    sī     ne   

小王：已经9点半了，你怎么还没到公司呢？ 
             wǒ    zài    lái   gōng    sī      de      lù   shang   ne 

小兰：我在来公司的路上呢！ 
         nǐ     kuài   diǎn            wǒ   men              diǎn  yào    qù   shān  běn  shāng shè

小王：你快点，我们10点要去山本商社。
               zhī   dào    le                 lù   shang   dǔ   chē               nǐ    men   zài   děng  wǒ                fēn zhōng

小兰：知道了，路上堵车，你们再等我15分钟。
                       wǒ   men    yǐ      jīng děng    nǐ    děng   le                 fēn  zhōng  le

小王：我们已经等你等了30分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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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兰现在在哪里呢？      
答：小兰在去公司的路上。

2）小王和小兰今天要做什么呢？
答：小王和小兰10点要去山本商社。

3）小兰为什么还没有到？
答： 因为路上堵车。

4）小王等小兰等了多长时间？
答： 小王等小兰等了30分钟。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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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話の空欄を埋めましょう。

级别1 8

                                                 diǎn   bàn    le                nǐ                                                      gōng    sī      ne   

小王：       9点半了，你                 公司呢？ 
             wǒ    zài     lái   gōng    sī      de      lù   shang   ne 

小兰：我在来公司的路上呢！ 
         nǐ                                     wǒ   men              diǎn  yào     

小王：你       ，我们10点要                  。
               zhī   dào    le                 lù   shàng   dǔ   chē               nǐ    men   zài   děng  wǒ                 fēn zhōng

小兰：知道了，路上堵车，你们再等我15分钟 。
                       wǒ   men    yǐ      jīng                   nǐ                                              fēn  zhōng  le

小王：我们已经     你          30分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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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話の空欄を埋めましょう。

级别1 9

                        yǐ      jīng        diǎn   bàn    le                nǐ     zěn    me    hái    méi  dào  gōng    sī     ne   

小王：已经9点半了，你怎么还没到公司呢？ 
             wǒ    zài                                                                   ne 

小兰：我在                     呢！ 
         nǐ     kuài   diǎn            wǒ   men              diǎn  yào    qù   shān  běn  shāng shè

小王：你快点，我们10点要去山本商社。
               zhī   dào    le              lù   shàng                                 nǐ    men                                            fēn zhōng

小兰：知道了，路上       ，你们          15分钟。
                       wǒ   men    yǐ      jīng děng    nǐ    děng   le                 fēn  zhōng  le

小王：我们已经等你等了30分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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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絵を見ながら、会話をしましょう。

级别1 10

         xún   wèn     shí     jiān

 询 问 时 间
時間を聞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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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再见吧！

　 　次回で発表しましょう。

级别1

宿題

              　　　　　　
                 nǐ  děng péng you  zuì cháng děng le   duō cháng shí   jiān

      你等朋友最长等了多长时间？

　友達を待つことについて、一番長い待ち時
間はどのくらいでした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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