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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打一次高尔夫球
月に一度ゴルフをします

　　　　　　　　     yí     ge     yuè     dǎ     yí       cì     gāo    ěr       fū     qi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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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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í     ge    yuè    dǎ     yí      cì    gāo    ěr    fū     qiú

一个月打一次高尔夫球。
月に一度ゴルフをし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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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単語を学び、短文を話しましょう。

级别3

　 　　 yí     ge     yuè

一个月
　　　　　  yí     ge     jì      dù

一个季度
 四半期 

                          yì   zhōu

一周
                          yì   tiān

一天
 

3

          yí      cì

一次
 gāo    ěr      fū    qiú

高尔夫球。
ゴルフ

dǎ

打
　　　　　　　　           xiě

写
 

                             gēng  xīn

更新
更新する

kàn

看
 

　　　　　　　　        yí    fèn

一份
 

                                yí      cì

一次
                                yí     bù

一部
 

　　　　　　　 yè      jì     bào  gào

业绩报告
業績報告 

 jì     lù

记录
記録

diàn yǐng

电影
 

【时间名词+动词+动量词+名词】 一定期間に動作頻度を表示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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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例：一个月打一次高尔夫球。

一个月一次

一周一次 一天一部

一个季度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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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季度写一份业绩报告。

一周更新一次记录。

１

2 3

一天看一部电影。

4-1

例：一个月打一次高尔夫球。

一个月一次

一周一次 一天一部

一个季度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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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単語を学び、短文を話しましょう。

级别3

   yǐ   qián jīng cháng

以前经常
    yí    ge     yuè

一个月
shēng bìng

生病，
病気になる

         liǎng tiān

两天
            jǐ    tiān

几天
sān tiān  

三天

　　　　　　 xiǎng jiā

想家
　実家を懐かしむ                

wài  chū

外出
外出する
fàn cuò

犯错

5

qù     yí    tàng　　 

去一趟　　　
往来する回数を数える

                dǎ     yí     cì

  打一次
        chū chāi   yí    cì

  出差一次
  　

        fàn   yí    cì

犯一次
　

    jiù

就
   yī    yuàn

医院。
                   diàn huà

  电话
               

   
  　

          cuò  wù

错误
　

【就】　　動作の頻度が少ないことを強調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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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经常生病，一个月就去一趟医院。

几天一次 三天一次

两天一次一个月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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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经常生病，一个月就去一趟医院。

6-1

以前经常想家，两天就打一次电话。

以前经常外出，几天就出差一次。 以前经常犯错，三天就犯一次。

几天一次 三天一次

两天一次一个月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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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話しましょう。

级别3

                nín  zuì    jìn   jīng shen bú   cuò   a

同事：您 最 近 精 神 不 错 啊！ 
                xiè   xie       kě  néng yīn  wéi  wǒ    zuì   jìn  jīng cháng yùn dòng

松本：谢 谢！可 能 因 为 我 最 近 经 常 运 动。
                nín dōu  zuò shén me yùn dòng

同事：您 都 做 什 么 运 动？
               xiàn zài     yí    ge    yuè  dǎ    yí      cì   gāo   ěr    fū    qiú        yì   zhōu dǎ    yí

松本：现 在 一 个 月 打 一 次 高 尔 夫 球，一 周 打 一
                 cì wǎng qiú      měi  tiān hái  pǎo sān shí fēn zhōng bù

        次 网 球，每 天 还 跑 30 分 钟 步。
                nà   nín  xiàn  zài shēn   tǐ    kěn dìng  bú  cuò

同事：那 您 现 在 身 体 肯 定 不 错！
                shì    a         yǐ   qián jīng cháng shēng bìng  yí    ge    yuè   jiù   qù   yí   tàng   yī

松本：是 啊，以 前 经 常 生 病，一 个 月 就 去 一 趟 医
               yuàn     xiàn  zài   sān  ge   yuè  dōu méi   qù    le

         院，现 在 三 个 月 都 没 去 了。
 

 　　　　 sōng běn zhèngzà i gēn  tóng  shì   tán  lùn   yùn dòng  yǔ   jiàn  kāng

      （松 本 正 在 跟 同 事 谈 论 运 动 与 健 康）
          松本さんは同僚と、運動と健康のことを話しています

7

【网球】の意味   :  テニス
【肯定】の意味   :  必ず、疑いな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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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最近松本精神不错？      
答：因为他最近经常运动。

2）松本都做过什么运动？
答：他现在一个月打一次高尔夫球，一周打一次网球，每天还跑30分钟步。

3）松本的身体状况有什么变化？
答：他以前经常生病，一个月就去一趟医院，现在三个月都没去了。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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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話の空欄を埋めましょう。

　　　　　　     nín   zuì     jìn    jīng shen  bú    cuò    a

同事：您最近精神不错啊！
                        xiè   xie            kě  néng  yīn  wéi  

松本：谢谢！可能因为                           。
                       nín   dōu  zuò  shén me  yùn dòng

同事：您都做什么运动？
                       xiàn  zài 

松本：现在                       ，                           ，
                       

                                。
                        nà    nín  xiàn  zài   shēn   tǐ    kěn  dìng   bú   cuò

同事：那您现在身体肯定不错！
                       shì     a              yǐ   qián

松本：是啊，以前          ，                                  ，
                      xiàn  zài

        现在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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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話の空欄を埋めましょう。

9

　　　　　　     nín                                                                     a

同事：您                        啊！
                        xiè   xie             kě  néng  yīn   wéi   wǒ   zuì     jìn   jīngchángyùndòng

松本：谢谢！可能因为我最近经常运动。
                       nín

同事：您                        ？
                       xiàn  zài     yí    ge    yuè   dǎ     yí      cì    gāo    ěr     fū    qiú             yì    zhōu  dǎ     yí      cì   wǎng qiú 

松本：现在一个月打一次高尔夫球，一周打一次网球，

                      měi  tiān hái  pǎo sān shí fēn zhōng bù

        每天还跑30分钟步。
                        nà   nín

同事：那您                               ！
                       shì     a             yǐ   qián  jīng cháng sheng bìng          yí     ge    yuè  jiù     qù     yí    tàng   yī   yuàn

松本：是啊，以前经常生病，一个月就去一趟医院，
                      xiàn  zài    sān    ge   yuè  dōu  méi   qù     le

        现在三个月都没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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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絵を見ながら、会話をしましょう。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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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ǐ   duōchángshí  jiān  yùn

       下次告诉老师你多长时间运
dòng  yí     cì           dōu  zuòshén me  yùn dòng

动一次？都做什么运动？

　普段運動しますか。どんな運動ですか。月
に何回運動しますか。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