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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正在开会
彼は今、会議中です

                                      tā   zhèng  zài    kāi     hu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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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習目標を確認しましょう。

级别3

                     biǎo    dá      jìn     xíng 

表 达 进 行
進行している状態を表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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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ā zhèng  zài   kāi   huì

他正在开会。
                  彼は今、会議中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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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単語を学び、短文を話しましょう。

级别3

　　　      tā

　 他
        wǒ   men

我们　
  

 tā

 他　　

 tā

 他  

　     zhèng  zài

    正在
                kāi    huì

           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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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ān guān gōng chǎng

        参观工厂 見学する 
   

                           zhǎo gōng zuò

找工作　
   

                             huàn  yī    fu

       换衣服 替える

【 正在……（呢） 】  …をしてい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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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正在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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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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正在参观工厂。

他正在找工作。

１

2 3

他正在换衣服。

4-1

例：他正在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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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単語を学び、短文を話しましょう。

级别3

  kě   néng  hái   yào

可能还要
       yí      ge     xiǎo    shí     zuǒ    yòu

 一个小时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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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ái  néng

 才能
         jié    shù

  结束。
                     sān  nián  

 三年
  　 
  

          jǐ      gè  gōng zuò    rì

 几个工作日
  

           sān     tái   diàn    nǎo

 三台电脑

          huí    rì     běn

回日本
　 
  

         chū    jié   guǒ

出结果　
結果が出る

           gòu yòng

够用
足りる

【时间/名词+才……】  “才”は事柄の遅い実現を表す（ようやく、やっ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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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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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可能还要一小时左右才能结束。

结束

三年

几个工作日

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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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还要一小时左右才能结束。

6-1

可能还要三年才能回日本。

可能还要几个工作日才能出结果。 可能还要三台电脑才能够用。

结束

三年

几个工作日

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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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話しましょう。

级别3

             wéi　　   nín  zhǎo  nǎ   wèi 

小兰：喂，您 找 哪 位？
            nín   hǎo     wáng wěi  wáng zhù    lǐ      zài   ma 

外线：您 好，王 伟 王 助 理 在 吗？
         bù   hǎo   yì       si             tā  zhèng zài    kāi   huì 

小兰：不 好 意 思 ，他 正 在 开 会。
               kě   néng  hái   yào   yí     ge   xiǎo   shí   zuǒ   yòu   cái  néng   jié   shù 

       可 能 还 要 一 个 小 时 左 右 才 能 结 束。
                zhè yàng    a          nà    wǒ   guò    yí     huì     r      zài    dǎ    guò    lái

外线：这 样 啊，那 我 过 一 会 儿 再 打 过 来。
                nín   shì     nǎ   wèi        xū    yào   wǒ zhuǎn gào    tā    ma  

小兰：您 是 哪 位？需 要 我 转 告 他 吗？
               méi  guān  xi         wǒ     yí     huì     r      zài    dǎ    jiù   xíng    le 

外线：没 关 系，我 一 会 儿 再 打 就 行 了。

              xiǎo   lán   jiē   dào    yī     ge    wài  xiàn diàn huà

      （小 兰 接 到 一 个 外 线 电 话）
          蘭さんは外線の電話を受けています

【 需要】の意味： 必要が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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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告】の意味： 伝言を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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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线电话找谁？      
答：找的是王伟王助理。

2）王助理现在在干什么？
答：他正在开会。

3）会议还要多久结束？
答：可能还要一小时左右才能结束。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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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話の空欄を埋めましょう。

                      wéi　　  nín

小兰：喂，您             ？
            nín  hǎo      wáng wěi wáng zhù  lǐ  zài ma 

外线：您好，王伟王助理在吗？
                                                              tā

小兰：                ，他                   。
                     kě   néng                                               cái  néng

       可能                       才能              。
             zhè yàng   a         nà   wǒ  guò  yí   huì    r   zài   dǎ   guò  lái

外线：这样啊，那我过一会儿再打过来。
                nín                                                                                         ma  

小兰：您           ？                          吗？
             méi guān  xi       wǒ     yí   huì    r   zài    dǎ  jiù   xíng  le 

外线：没关系，我一会儿再打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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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話の空欄を埋めましょう。

                      wéi　　 nín  zhǎo  nǎ   wèi 

小兰：喂，您找哪位？
                                                          wáng wěi wáng zhù  lǐ

外线：           ，王伟王助理             ？
        bù   hǎo   yì   si            tā  zhèng zài kāi  huì 

小兰：不好意思 ，他正在开会。
                kě  néng  hái   yào   yí ge xiǎo  shí  zuǒ yòu cái néng  jié shù 

       可能还要一个小时左右才能结束。
                                                    a               nà    wǒ 

外线：           啊，那我                                  。
               nín  shì  nǎ  wèi          xū  yào wǒ zhuǎn gào tā ma  

小兰：您是哪位？需要我转告他吗？
                                                                 wǒ

外线：             ，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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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絵を見ながら、会話をしましょう。

                     biǎo    dá      jìn     xíng 

表 达 进 行
進行している状態を表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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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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è    zào   gè    jù    zi              xià   cì 

        用今天的句型各造个句子，下次
ɡào   su   lǎo    shī

告诉老师。

　今日の文型を使い、それぞれに文を作りま
しょ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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