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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这么冷，不开空调可不行
今日はとても寒いので、エアコンをつけないといけません

            jīn    tiān  zhè  me  lěnɡ         bù    kāi  kōng  tiáo   kě    bù    xí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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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習目標を確認しましょう。

级别3

biǎo    dá    chéng   dù

表 达 程 度
程度を表現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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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īn   tiān zhè  me  lěnɡ           bù    kāi  kōng  tiáo  kě    bù    xíng

今天这么冷，不开空调可不行
今日はとても寒いので、エアコンをつけないといけませ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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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単語を学び、短文を話しましょう。

级别3 3

    jīn   tiān 

今天 
  
       chē 

车
     huì  yì 

会议
     shēn tǐ 

身体

       zhè  me  lěng

  这么冷，
　　こんなに
 　　   zhè me kuài

这么快
         zhè me zhòng yào

这么重要
          重要

           zhè me ruò

这么弱
             体が弱い

  　 bù 

不
     kāi  kōng  tiáo

开空调
      jì ‘ān quán dài 

系安全带
安全ベルトを締める

          zuò  jì   lù

做记录
メモーをする

           yùn dòng

运动 

    kě    bù    xíng 

 可不行。
 

【不…（可)不行】       ……をしなくてはいけ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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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例：今天冷得很，不开空调可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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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練習しましょ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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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师用答案页

タスク2 絵を見て話しましょう。絵を見て話しましょう。

１例：今天这么冷，不开空调可不行。

车这么快，不系安全带可不行。

会议这么重要，不做记录可不行。 身体这么弱，不运动可不行。

2 3

4-1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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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話しましょう。

级别3

              jīn tiān de kōng tiáo zěn me le          yì  diǎn  r yě bù nuǎn huo           ér qiě chǎo de   lì   hai 

同事：今天的空调怎么了？一点儿也不暧和，而且吵得厉害。
                shì  bú shì  huài  le          gū   jì   shì  tài  lěng     kōng tiáo yě  lèi bìng le 

小兰：是不是坏了？估计是太冷，空调也累病了。
                nǐ  hái  kāi wán xiào      jīn tiān zhè me lěng       bù kāi kōng tiáo kě bù  xíng      wǒ zhǎo

同事：你还开玩笑。今天这么冷，不开空调可不行。我找          
                    wù  yè   de  rén  lái   xiū   yi   xiū   ba 

          物业的人来修一修吧。 
               xíng      nà   jiù  má  fan  nǐ    le 

小兰：行，那就麻烦你了。 
               jiāo gěi wǒ  ba 

同事：交给我吧。 

      tóng  shì    hé  xiǎo   lán  tán   lùn  bàn gōng  shì   de  kōng  tiáo      
（同 事 和 小 兰 谈 论 办 公 室 的 空 调）
     蘭さんは同僚と事務室のエアコンの調子を話してい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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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开玩笑】の意味：冗談を言う。
 【 交给我吧】の意味：私に仕事を任せてくださ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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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空调怎么了？      
答：一点也不暖和，而且吵得厉害。

2）可不可以不开空调呢？
答：今天这么冷，不开空调可不行。

3）那怎么办呢？
答：找物业的人来修一修。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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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話の空欄を埋めましょう。

              jīn  tiān  de kōng tiáo                                                                                 ér   qiě  

同事：今天的空调           ？                   ，而且
                            。
                      shì   bú  shì  huài   le         gū   jì    shì   tài  lěng       kōng tiáo  yě  lèi  bìng le 

小兰：是不是坏了？估计是太冷，空调也累病了。
                      nǐ   hái                                        jīn   tiān                               bù                         kě 

同事：你还              。今天          ，不 ______可_______。
              wǒ zhǎo                              lái                                              ba 

        我找             来                   吧。 
                 xíng       nà    jiù    má   fan  nǐ   le 

小兰：行，那就麻烦你了。 
                                                                   ba 

同事：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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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話の空欄を埋めましょう。

               jīn tiānde kōng tiáozěnme  le           yì  diǎn  yě  bù nuǎnhuo      ér qiě chǎo de   lì   hai 

同事：今天的空调怎么了？一点也不暧和，而且吵得厉害。
                shì bú  shì                                   gū   jì                                     kōng tiáo 

小兰：是不是           ？估计              ，空调                  。
                nǐ  hái  kāi wán xiào       jīn tiān zhè me lěng 　bù kāi kōng tiáo kě bù  xíng      wǒ zhǎo

同事：你还开玩笑。今天这么冷，不开空调可不行。我找          
                    wù  yè   de rén  lái  xiū   yi   xiū   ba 

          物业的人来修一修吧。 
               xíng      nà

小兰：行，那                    。 
               jiāo gěi wǒ  ba 

同事：交给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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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絵を見ながら、会話をしましょう。

biǎo    dá    chéng   dù

表 达 程 度
程度を表現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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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再见吧！

　 　次回で発表しましょう。

级别3

宿題

              　　　　　　

             yòng jīn  tiān de   jù  xíng  zào  gè    jù    zi           xià    cì 

　　　    用今天的句型造个句子，下次
gào   sù   lǎo  shī 

告诉老师。

　今日の文型で文を作りましょ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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