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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得起车，买不起牌照
車が買えますが、ナンバープレートは買えません

　　　　　　　　    mǎi    de      qǐ    chē             mǎi    bù      qǐ      pái  zhà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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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習目標を確認しましょう。

级别3

                 biǎo    dá       kě    néng

表 达 可 能 
 可能性を表す　

2

 　           mǎi    de    qǐ    chē           mǎi    bù     qǐ    pái  zhào 

买得起车，买不起牌照。
車が買えますが、ナンバープレートは買えませ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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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単語を学び、短文を話しましょう。

级别3

　  wài     dì     lái    de

外地来的
         地方

　　　　　     pǔ   tōng  de

普通的
               普通 
              gāng  bì     yè     de

刚毕业的
               zhè   me     dī    de

这么低的
 

  gēn   běn   

根本 
徹底的に…

する

3

   mǎi   bù      qǐ

买不起
買えない

  fáng   zi

房子。
家

      nián qīng rén  

   年轻人，
若い

　　　　　　　　shàng bān  zú

上班族
 

                          xiǎo huǒ    zi

小伙子
                              gōng  zī

工资
 

　　　　　　　　  zhù   bù    qǐ

住不起
 

                          chī    bù     qǐ

吃不起
                         yòng  bù    qǐ

用不起
 

　　　　　　　　　    bié   shù

别墅
別荘 

                          zhè   xiē    cài

这些菜
                          jìn    kǒu  huò

进口货
 

【动词+得/不+起】   その程度のお金が負担できる/でき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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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例：外地来的年轻人，根本买不起房子。

外地来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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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的上班族，根本住不起别墅。

刚毕业的小伙子，根本吃不起这些菜。

１

2 3

这么低的工资，根本用不起进口货。

4-1

例：外地来的年轻人，根本买不起房子。

外地来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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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単語を学び、短文を話しましょう。

级别3

  mǎi    de     qǐ

买得起
       mǎi   bú   dào

买不到
       chē

车
          jiāo   bù     qǐ

交不起
　渡す、払う
            fù    bù     qǐ

付不起
　　払う

zhǎo bú dào 

找不到

  fáng

  房
　

                   yī    fu  

  衣服
  

shū

书

5

         pái  zhào

  牌照。
ナンバープレート

                wù   yè     fèi

  物业费
物業管理費

              xǐ     yī   fèi

  洗衣费
  　

   dú  shū   de  shí  jiān

读书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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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例：买得起车，买不到车牌号。

物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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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得起车，买不到车牌号。

6-1

买得起房，交不起物业费。

买得起衣服，付不起洗衣费。 买得起书，找不到读书的时间。

物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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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話しましょう。

级别3

              shàng hǎi   de    wù    jià    tài    gāo     le          tè     bié   shì   fáng   zi

松本：上 海 的 物 价 太 高 了，特 别 是 房 子。
                shì      a         wǒ   men wài     dì     lái    de   nián  qīng  rén

小兰：是 啊，我 们 外 地 来 的 年 轻 人，
               gēn   běn mǎi    bù    qǐ

       根 本 买 不 起。
              shàng hǎi   de    chē   ne        shì     bú    shì     yě    hěn   guì

松本：上 海 的 车 呢？是 不 是 也 很 贵？
                zài  shàng hǎi   mǎi  chē    bú   tài     guì       dàn shàng hǎi    de   pái  zhào  hěn

小兰：在 上 海 买 车 不 太 贵，但 上 海 的 牌 照 很
               guì         yě    hěn  nán   mǎi

       贵，也 很 难 买。
               suǒ    yǐ  chángchángshì   mǎi   de     qǐ    chē       mǎi    bú   dào  hào

       所 以 常 常 是 买 得 起 车，买 不 到 号。          
 

              sōng běn gēn   xiǎo lán   tǎo    lùn shàng　hǎi   de   wù    jià

      （松 本 跟 小 兰 讨 论 上 海 的 物 价）
          松本さんは蘭さんと上海の物価について話しています

7

【物价】の意味   :  物価
【特别】の意味   :  特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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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物价怎么样？      
答：上海的物价很高，特别是房子。

2）外地来的年轻人在上海买得起房子吗？
答：外地来的年轻人根本买不起。

3）上海的车很贵吗？
答：在上海买车不贵，但上海的牌照很贵。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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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話の空欄を埋めましょう。

　　　　　　   shàng hǎi  de wù jià   tài   gāo    le       tè     bié   shì   fáng   zi

松本：上海的物价太高了，特别是房子。
              　 shì     a        wǒ   men                                                       gēn   běn 

小兰：是啊，我们                      ，根本                 。
                     shàng hǎi  de chē  ne       shì    bú  shì  yě  hěn   guì

松本：上海的车呢？是不是也很贵？ 
                zài  shàng hǎi                                                         dàn

小兰：在上海                      ，但                           ，
                  yě

        也            。
                     suǒ    yǐ

          所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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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話の空欄を埋めましょ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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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àng hǎi de                                                                                      fáng   zi

松本：上海的                    ，               房子。
                     shì     a        wǒ   men wài  dì 　 lái de  nián  qīng  rén     gēn   běn mǎi  bù  qǐ

小兰：是啊，我们外地来的年轻人，根本买不起。
　　　　　　　 ne        shì    bú    shì

松本：                呢？是不是               ？
                 zà  shàng hǎi mǎi chē bú tài  guì         dàn shàng hǎi de pái  zhào  hěn guì      yě   hěn nán mǎi

小兰：在上海买车不太贵，但上海的牌照很贵，也很难买。
                      suǒ  yǐ  cháng cháng shì   mǎi de qǐ chē     mǎi  bú dào  hào

        所以常常是买得起车，买不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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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絵を見ながら、会話をしましょ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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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ǎo    dá       kě    néng

表 达 可 能 
 可能性を表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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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再见吧！

　 　次回で発表しましょう。

级别3

宿題

              　　　　　　
                  xià     cì   ɡào   su   lǎo   shī  shànghǎi de    jìn   
kǒushāng

       下次告诉老师上海的进口商
 pǐn   zěn  me  yàng          nǐ  mǎi   de    qǐ   mǎi   bù    qǐ

品怎么样？你买得起买不起？

　上海には、輸入品の物価どうですか。買え
ますか。次回先生に教えてくださ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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