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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堵得厉害，开车开了半个小时才到

ひどい渋滞で、車で半時間もかかって、やっと着きました

　　　　　 lù shang dǔ  de   lì   hai         kāi  chē  kāi   le   bàn  ge  xiǎo shí   cái  dà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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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習目標を確認しましょう。

级别3

                 biǎo    dá      shí     jiān

表 达 时 间 
 時間を表す　

2

  lù shangdǔ  de     lì   hai         kāi  chē  kāi   le  bàn  ge  xiǎo shí   cái dào

路上堵得厉害，开车开了半个小时才到。
ひどい渋滞で、車で半時間もかかって、やっと着きました



Copyright ©2016 Ctalk. All Rights Reserved

　       単語を学び、短文を話しましょう。

级别3

　   liù   diǎn

六点
　　　　　  zǎo  chén

早晨
  

        hěn   jiǔ     yǐ    qián

很久以前
ずっと前に

妹妹20岁
 

    cái   

才
やっと
時間の
遅さを
強調す

る
 

3

  liù    diǎn  bàn

六点半
         dào

   到。
   chū    fā

出发
　　　　　　　　       kāi    shǐ

开始
 

                               zhī   dào

知道
                              jié hūn 

结婚
 

　　　　　　　　     wǎn shang

晚上
 

                              xiàn  zài

现在

姐姐30岁
 

　　　　　　　　　     jié   shù

结束
 

                     gào    su    dà     jiā

告诉大家
                                jié hūn 

结婚
 

    jiù

就
時間の
早さを
強調す

る

   le

了，

【时间名词+就…了】  “就” は時間が短い、早い、数量が少ないことを表す   
【时间名词+才…】      “才”は時間が長い、遅い、数量が多いことを表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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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六点就出发了，六点半才到。

很久以前就知道 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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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早晨就开始了，晚上才结束。

我很久之前就知道了，现在才告诉大家。

１

2 3

妹妹20岁就结婚了，姐姐30岁才结婚。

4-1

例：我六点就出发了，六点半才到。

很久以前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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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単語を学び、短文を話しましょう。

级别3

 　　nà

那
     qù   gāo     jí     cān   tīng

去高级餐厅
             高級

       děi

得
しなければ
ならない        ràng  láo   bǎn  mǎn   yì

让老板满意
  liǎng   ge   rén     yì     qǐ     qù

两个人一起去
bǎo zhèng xiào guǒ

保证效果
効果を確保する

5

       cái   xíng

  才行。
それでこ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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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得去高级餐厅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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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得去高级餐厅才行。

6-1

那得让老板满意才行。

那得两个人一起去才行。 那得保证效果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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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話しましょう。

级别3

 　　　　　 nǐ   zěn  me  xiàn  zài   cái   dào     diàn yǐng  yǐ    jīng  kāi   shǐ    shí  fēn zhōng le

小兰：你 怎 么 现 在 才 到，电 影 已 经 开 始 十 分 钟 了。
               wǒ   liù   diǎn  jiù  chū    fā     le        kě    shì    lù shang dǔ    de    lì    hai

男友：我 六 点 就 出 发 了，可 是 路 上 堵 得 厉 害，
               shí  fēn zhōng de   lù        kāi   le    bàn  gè   xiǎo  shí   cái   dào

       十 分 钟 的 路，开 了 半 个 小 时 才 到。
                nà    nǐ   yīng  gāi    qí     zì   xíng chē  guò  lái

小兰：那 你 应 该 骑 自 行 车 过 来。
              xiàn  zài  diàn yǐng kàn  bù chéng le        zěn  me  bàn

       现 在 电 影 看 不 成 了，怎 么 办？
                wǒ qǐng   nǐ   chī   fàn    ba

男友：我 请 你 吃 饭 吧。
                hǎo ba        nà    děi    qù  gāo     jí   cān tīng   cái  xíng

小兰：好 吧，那 得 去 高 级 餐 厅 才 行。          
 

              xiǎo  lán   gēn  nán  yǒu  zài   diàn yǐng yuànmén kǒu shuō huà

      （小 兰 跟 男 友 在 电 影 院 门 口 说 话）
　　　蘭さんは彼氏と映画館の入り口で話しています

7

【看不成】の意味   :  見ることができない



　　  讲师提问页

Copyright ©2016 Ctalk. All Rights Reserved级别3

请讲师按照以下内容，就课文内容提问。

1）为什么小兰的男友迟到了？      
答：因为路上堵车了。

2）小兰认为男朋友应该怎么来电影院？
答：她认为应该骑自行车。

3）现在电影看不成了，小兰的男友打算怎么办？
答：他打算请小兰吃饭。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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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話の空欄を埋めましょう。

　　　　　　       nǐ                                                              diàn yǐng   yǐ    jīng  

小兰：你                   ，电影已经                     。
                       wǒ    liù   diǎn   jiù   chū    fā     le              kě    shì     lù shang   dǔ    de      lì    hai

男友：我六点就出发了，可是路上堵得厉害，
                     shí   fēn　zhōng 　de  lù             kāi     le    bàn  ge     xiǎo  shí    cái   dào

          十分钟的路，开了半个小时才到。 
                        nà    nǐ   yīng  gāi

小兰：那你应该                         。
                      xiàn  zài

        现在                          ，                   ？ 
                       wǒ  qǐng    nǐ    chī   fàn    ba 

男友：我请你吃饭吧。  
                       hǎo  ba              nà 

小兰：好吧，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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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話の空欄を埋めましょう。

9

　　　　　　      nǐ     zěn   me  xiàn   zài    cái   dào          diàn yǐng    yǐ    jīng   kāi    shǐ    shí  fēn zhōng   le

小兰：你怎么现在才到，电影已经开始十分钟了。
                       wǒ                                                                       kě    shì

男友：我                      ，可是                     ，
                      shí   fēn　zhōng　 de  lù

          十分钟的路，                           。 
                        nà    nǐ   yīng  gāi       qí     zì    xíng  chē  guò    lái

小兰：那你应该骑自行车过来。
                      xiàn  zài   diàn yǐng  kàn   bù  chéng  le            zěn    me  bàn

        现在电影看不成了，怎么办？ 
                       wǒ                                                        ba 

男友：我                    吧。  
                       hǎo  ba              nà     děi  qù  gāo       jí    cān  tīng   cái  xíng

小兰：好吧，那得去高级餐厅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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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絵を見ながら、会話をしましょ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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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ǎo    dá      shí     jiān

表 达 时 间 
 時間を表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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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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īn  tiān    nǐ    bǐ   jiào  zǎo

       下次告诉老师今天你比较早
wánchéngde   shì            hé    bǐ   jiào wǎn wán chéng de shì

完成的事，和比较晚完成的事。

　今日、早く完成したことは何ですか。長い
時間をかけて完成したことは何ですか。次回
先生に教えてくださ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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