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pyright ©2016 Ctalk. All Rights Reserved级别3

去吃北京烤鸭怎么样
北京ダックを食べにいきませんか

                 qù     chī     běi   jīng   kǎo     yā     zěn   me   yà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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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習目標を確認しましょう。

级别3 2

   qù     chī     běi    jīng   kǎo     yā     zěn   me   yàng

去吃北京烤鸭怎么样？
　　北京ダックを食べにいきませんか　　

                     biǎo    dá      bǐ      jiào 

表 达 比 较 2
比較を表現する

首都国际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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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単語を学び、短文を話しましょう。

级别3 3

   shàng  hǎi   de    kǎo    yā 

上海的烤鸭
                     zhè    fú   huà 

这幅画 
 

   zhè   jiā    fàn  diàn   de  huán jìng

这家饭店的环境
  

                    dòng chē

动车
新幹線

     méi   yǒu 

没有
       

      zhèng zōng 

  正宗。
本場 

             hǎo  kàn

   好看。
       

                hǎo

  好。 
 

                kuài

  快。

          běi    jīng    de

北京的
                nà     fú   huà

那幅画
   

                    nà     jiā

那家
                    gāo   tiě

高铁
高速鉄道

比較句の的否定式1：【 A没有B+形容词】    AはＢほど…ない



練習しましょ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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タスク1 絵を見て話しましょう。

4

１

2 3

例：上海的烤鸭没有北京的正宗。

上海

没有

北京

正宗
没有

好看

没有

环境

好 没有

动车 高铁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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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１例：上海的烤鸭没有北京的正宗。

这幅画没有那幅画好看。

这家饭店环境没有那家好。 动车没有高铁快。

2 3

上海

没有

北京

正宗
没有

好看

没有

环境

好 没有

动车 高铁
快

絵を見て話しましょ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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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単語を学び、短文を話しましょう。

级别3

   jì     rán

既然
   qù    chī    tè    sè     cài   běi   jīng  kǎo   yā    ba

去吃特色菜北京烤鸭吧。

                                  　 jiān  chí    ba 
坚持吧 

最後まで頑張り抜く 
                                    　    lí     kāi

离开
  

                          　huàn ge gōng zuò

换个工作  

5

jiù

就
  wǒ  men  lái   dào   le     běi  jīng 

我们来到了北京，
         　nǐ   zhè  me    xǐ  huān yīn  yuè 

你这么喜欢音乐 
 

   　  nǐ   bù    xǐ   huān nà   ge chéng shì

你不喜欢那个城市
  

   　nǐ   xiàn  zài gōng zuò  bù    kāi   xīn

你现在工作不开心  

【 既然…就…】                    …….である以上 ,
                                       ………からに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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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１

2 3

例：既然我们来到了北京，
       就去吃特色菜北京烤鸭吧。

喜欢 坚持

不开心 换
离开

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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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１例：既然我们来到了北京，
       就去吃特色菜北京烤鸭吧。

既然你那么喜欢音乐，就坚持吧。

既然你不喜欢那个城市，就离开吧。 既然你现在工作不开心，就换个工作吧。

2 3

喜欢 坚持

不开心 换
离开

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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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話しましょう。

级别3

                           xīn    kǔ   dà    jiā     le            wǒ  men xiān zhǎo ge   fàn  diàn  chī    diǎnr     dōng  xi   zěn  me   yàng

          松本：辛苦大家了！我们先找个饭店吃点儿东西怎么样？
                                           hǎo     a 
小王&小兰：好啊！
              jì     rán   wǒ   men  lái  dào   le    běi  jīng          jiù    qù    chī    tè   sè    cài    běi   jīng  kǎo  yā    ba

         松本：既然我们来到了北京，就去吃特色菜北京烤鸭吧？
                                          hǎo   a            suī  rán shàng  hǎi  yě  yǒu  běi   jīng   kǎo    yā        dàn  shì  shàng hǎi  de kǎo  yā 

         小兰：好啊！虽然上海也有北京烤鸭，但是上海的烤鸭
                             méi  yǒu běi  jīng  de zhèng zōng

              没有北京的正宗 。
                             wǒ   tóng  yì          tīng shuō běi  jīng   de  quán jù    dé   zuì   yǒu  míng         

         小王：我同意。听说北京的全聚德最有名！
                                    bié  de    dì  fāng  dōu méi  yǒu  zhè  jiā    hǎo  chī

              别的地方都没有这家好吃！
                                          hǎo

         小兰：好！

                zhōng  wǔ      zài     shǒu   dōu       jī     chǎng        sōng    běn          xiǎo     lán           xiǎo   wáng    sān     rén    gāng     xià      fēi         jī 

      （中 午 在 首 都 机 场，松 本、小 兰、小 王 三 人 刚 下 飞 机）
昼ごろ、首都空港で、松本、蘭さん、王さんの3人は飛行機を降りたところです

7

【首都】の意味：首都。                      【辛苦】の意味：ご苦労さまです　　  
【特色】の意味：特色。

首都国际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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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本、小兰、小王三人刚下飞机有什么计划吗？      
答：松本建议首先找个饭店吃点东西。

2）松本、小兰、小王三人打算吃什么？
答：松本建议去吃特色菜北京烤鸭。

3）为什么要吃北京烤鸭呢？
答：因为虽然上海也有北京烤鸭，但是上海的烤鸭没有北京的正宗。

4）松本、小兰、小王三人为什么要去全聚德吃烤鸭呢？
答：因为别的地方都没有这家好吃。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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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話の空欄を埋めましょう。

级别3 8

                       xīn     kǔ    dà      jiā     le        wǒ    men                                                                        zěn    me   yàng

          松本：辛苦大家了！我们　　　　　　　　　怎么样？
                                           hǎo       a 
小王&小兰：好 啊！
                                wǒ   men  lái  dào   le    běi    jīng                   qù    chī                                                            ba

         松本：       我们来到了北京，    去吃                       吧？
                                  hǎo     a           suī   rán shàng  hǎi  yě  yǒu  běi   jīng  kǎo  yā          dàn  shì  shàng hǎi  de   kǎo  yā 

         小兰：好啊！虽然上海也有北京烤鸭，但是上海的烤鸭
                                  méi  yǒu  běi  jīng  de  zhèng zōng

              没有北京的正宗 。
                        wǒ   tóng    yì                            běi    jīng  de  quán  jù  dé             

         小王：我同意。       北京的全聚德         ！                 ！
                                  hǎo

         小兰：好！

首都国际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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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話の空欄を埋めましょう。

级别3 9

                       xīn     kǔ    dà   jiā    le              wǒ  men xiān  zhǎo   ge  fàn diàn  chī   diǎnr  dōng  xi    zěn   me   yàng

          松本：辛苦大家了！我们先找个饭店吃点儿东西怎么样？
                                            

小王&小兰：       ！
               jì      rán  wǒ  men  lái dào  le     běi    jīng         jiù   qù    chī     tè   sè    cài   běi   jīng  kǎo   yā    ba

         松本：既然我们来到了北京，就去吃特色菜北京烤鸭吧？
                                  hǎo     a                         shàng  hǎi  yě   yǒu  běi   jīng  kǎo  yā                         shàng  hǎi  de   kǎo  yā 

         小兰：好啊！       上海也有北京烤鸭，       上海的烤鸭
                                          

                                       。
                         wǒ   tóng    yì         tīng shuō  běi jīng   de quán   jù    dé  zuì    yǒu  míng         

         小王：我同意。听说北京的全聚德最有名！
                                    bié  de     dì  fāng dōu  méi yǒu  zhè  jiā    hǎo  chī

              别的地方都没有这家好吃！
                                             

         小兰：    ！

首都国际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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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絵を見ながら、会話をしましょう。

级别3 10

                     biǎo    dá      bǐ      jiào 

表 达 比 较 2
比較を表現する

首都国际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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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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ǒ  xué   de shēng  cí    zào    jù 

           用今天所学的生词造句。

11

　今日の単語を使って文を作りましょ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