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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了
どうしましたか

                                            nǐ    zěn    me     le 

L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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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習目標を確認しましょう。

级别3 2

   nǐ    zěn   me   le

你怎么了？
どうしましたか　

     biǎo    dá       bǐ      jiào 

表 达 比 较 3
比較を表現する

北京⇀ 上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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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単語を学び、短文を話しましょう。

级别3 3

wǒ

我
            zhè    ge   dàn  gāo 

这个蛋糕 
 

                 zhè  liàng chē

这辆车
  

 xiǎo chéng shì    de   fáng   jià

小城市的房价
                          住宅の価格

    méi   yǒu 

没有
        

          nà     me

那么
  

 

 
       
  

  
 

             zhè   me

这么

           nǐ

你
        nà     ge

那个
   

    nà  liàng  chē 

那辆车
     shàng  hǎi

上海

            máng 

   忙。
  

              hǎo   chī

 好吃
       

 dà

 大 
 

 gāo

 高

比較句の否定式2：

【 A没有B+ 那么 / 这么 +形容词】  AはＢに比べて、そんなに / こんな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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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你那么忙。

没有

忙

没有

好吃

没有

大

没有

贵

小城市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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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你那么忙。

这个蛋糕没有那个那么好吃。

这辆车没有那辆车那么大。 小城市的房价没有上海这么高。

2 3

没有

忙

没有

好吃

没有

大

没有

贵

小城市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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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啊？
         zěn  me

怎么

5

     kàn     qǐ      lái

看起来
    méi    jīng   shen

没精神
  

nán  guò

难过       
悲しい
shòu

瘦 
やせている

 kāi    xīn

开心
　　　嬉しい

     zhè    me

这么

【看起来……】     ……そうに見え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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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１

2 3

例：怎么看起来这么没精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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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看起来这么没精神啊？

怎么看起来这么难过啊？

怎么看起来这么瘦啊？ 怎么看起来这么开心啊？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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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話しましょう。

级别3

                         nǐ     zěn   me     le               zěn    me    kàn     qǐ     lái     zhè    me    méi   jīng  shen    a

小兰：你怎么了？怎么看起来这么没精神啊？
                        kě    néng   shì    zuì     jìn     tài     lèi      le      ba               zhè liǎng  tiān   chū   chāi

小王：可能是最近太累了吧，这两天出差，
                   měi  tiān  gōng  zuò    de     shí     jiān  dōu    bǐ     píng   shí    duō   sān     sì      ge    xiǎo   shí     ne

       每天工作的时间都比平时多三四个小时呢！
                         nǐ     zěn   me    nà     me   máng   a                suī    rán   wǒ      yě     bǐ       jiào máng

小兰：你怎么那么忙啊！虽然我也比较忙，
                      dàn    shì    méi   yǒu    nǐ      nà     me  máng           yě     méi   yǒu     nǐ     nà     me     lèi 

       但是没有你那么忙，也没有你那么累。 
                       zhè     jǐ      tiān    xīn     kǔ     le                dà     jiā     huí    qù      hǎo  hao    xiū     xi         

松本：这几天辛苦了！大家回去好好休息，
                         bié     lèi     huài   le    shēn    tǐ        a

        别累坏了身体啊。

                        zài      běi     jīng    dāi      le      sì      tiān          xiàn    zài      zài    huí   shàng   hǎi    de      fēi       jī     shàng

      （在 北 京 呆 了 四 天，现 在 在 回 上 海 的 飞 机 上）
北京で4日滞在した、今飛行機で上海に帰ります

7

【看起来】の意味：見たところ…のようだ。      【平时】の意味：普段。 
【没精神】の意味：元気が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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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王为什么没有精神呢？      
答：可能是最近出差太累了。

2）松本说了什么？
答：松本让大家回去好好休息，别累坏了身体。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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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話の空欄を埋めましょう。

级别3 8

                        nǐ     zěn   me     le               zěn    me                                 zhè    me                                  a

小兰：你怎么了？怎么          这么          啊？
                        kě    néng   shì    zuì     jìn     tài     lèi      le      ba               zhè liǎng  tiān   chū   chāi

小王：可能是最近太累了吧，这两天出差，
                   měi  tiān  gōng  zuò    de     shí     jiān  dōu    bǐ     píng   shí    duō   sān     sì      ge     xiǎo   shí     ne

       每天工作的时间都比平时多三四个小时呢！
                         nǐ     zěn   me    nà     me   máng   a                                    wǒ      yě      

小兰：你怎么那么忙啊！       我也           ，
                                                                nǐ      nà     me  máng                                         nǐ     nà     me     lèi 

                     你那么忙，          你那么累。 
                       zhè     jǐ      tiān    xīn     kǔ     le                dà     jiā     huí    qù      hǎo  hao    xiū     xi         

松本：这几天辛苦了！大家回去好好休息，
                         bié     lèi     huài   le    shēn    tǐ        a

        别累坏了身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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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話の空欄を埋めましょ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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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ǐ     zěn   me     le               zěn    me    kàn     qǐ     lái     zhè    me    méi   jīng  shen    a

小兰：你怎么了？怎么看起来这么没精神啊？
                                                                          tài     lèi      le      ba               zhè liǎng  tiān     

小王：                 太累了吧，这两天        ，
                   měi  tiān  gōng  zuò    de     shí     jiān                                                    sān     sì      ge     xiǎo   shí     ne

       每天工作的时间                 三四个小时呢！
                         nǐ     zěn   me    nà     me   máng   a                suī    rán   wǒ      yě     bǐ     jiào   máng

小兰：你怎么那么忙啊！虽然我也比较忙，
                      dàn    shì    méi   yǒu    nǐ      nà     me  máng           yě     méi   yǒu     nǐ     nà     me     lèi 

       但是没有你那么忙，也没有你那么累。 
                       zhè     jǐ      tiān    xīn     kǔ     le                dà     jiā         

松本：这几天辛苦了！大家                   ，
                                                                                     a

                            啊。



Copyright ©2016 Ctalk. All Rights Reserved

　 　絵を見ながら、会話をしましょ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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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ǎo    dá       bǐ      jiào 

表 达 比 较 3
比較を表現する

北京⇀ 上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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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再见吧！

　 　次回で発表しましょう。

级别3

宿題

              　　　　　　
              shuō   yi  shuō   nǐ    de    jiā  xiāng  de  fáng   jià

           说一说你的家乡的房价
 zěn   me  yàng

怎么样。

11

　あなたのふるさとの住宅価格はどうです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