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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更喜欢北京还是上海
北京と上海のどちらが好きですか？

                      nǐ   gèng  xǐ   huān  běi  jīng   hái   shì shàng hǎ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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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習目標を確認しましょう。

级别3 2

   biǎo    dá       bǐ      jiào 

表 达 比 较 4
比較を表現する    nǐ  gèng  xǐ   huān běi  jīng   hái shì shàng hǎi

你更喜欢北京还是上海？　　　
北京と上海のどちらが好きです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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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単語を学び、短文を話しましょう。

级别3 3

   bǐ   

比
    běi    jīng   de   dōng   tiān

北京的冬天

                  fǎ    yǔ 
法语 

 
        zhè   ge  xiǎo  qū

这个小区
  

zhōng guó  de   rén  kǒu

中国的人口  

  gèng       hái 

更/还
         shàng  hǎi

上海

          hàn  yǔ 
汉语 

 
  nà    ge  xiǎo  qū

那个小区
  

  yìn   dù   rén  kǒu

印度人口  

 shàng hǎi  dōng   tiān   hěn  lěng

上海冬天很冷，

            　hàn   yǔ  hěn nán 
汉语很难 

 
  　  nà    ge   xiǎo  qū   hěn  jìn

那个小区很近
  

  　yìn   dù  rén  kǒu  hěn duō

印度人口很多  

   lěng   

 冷。

 nán 
难。 

 
  jìn 

近。
  

 duō

多。  

比較句：
【 A+比+B+ 更 / 还 +形容词】    A は Ｂ より もっ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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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絵を見て話しましょう。

１

2 3

例：北京的冬天比上海冷。

比 比

印度中国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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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絵を見て話しましょう。

１例：北京的冬天比上海冷。

法语比汉语难。

这个小区比那个小区近。 中国的人口比印度的多。

2 3

比

印度中国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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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単語を学び、短文を話しましょう。

级别3

                           běi   jīng 

北京
                      sì  chuān de    xià   tiān 

四川的夏天 
 

           kàn     le    nà    gè    diàn yǐng  wǒ

看了那个电影我  

5

lěng 

冷
              rè

热
      nán  guò

难过

        sǐ       le

死了！

【 形容词＋死了】  程度補語；
　　　　　　　　  程度がかなり高いことを誇張する。　　　　



練習しましょう。

Copyright ©2016 Ctalk. All Rights Reserved级别3

タスク2 絵を見て話しましょう。

6

1

2

例：北京冷死了。

之后
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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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的夏天热死了。 看了那个电影我难过死了。

1
2

例：北京冷死了。

之后
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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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単語を学び、短文を話しましょう。

级别3 7

              běi   jīng   de   dōng tiān 

北京的冬天
                    zuó  tiān   de   wǎn  huì

昨天的晚会 
 

                         zhè   ge    hái    zǐ

这个孩子  

lěng 

冷
          rè   nào

热闹
にぎやか

       cōng míng

聪明
頭がいい

        jí       le

极了！

【 形容词＋极了】 　程度補語；極めて……
　　　　　　　



練習しましょ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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タスク3 絵を見て話しましょう。

8

1 2

例：北京的冬天冷极了。



練習しましょ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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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师用答案页

タスク3

8-1

絵を見て話しましょう。

昨天的晚会热闹极了。 这个孩子聪明极了。

1 2

例：北京的冬天冷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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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話しましょう。

级别3 9

【感觉】の意味：～気がする。       　　【还】の意味：もっと、より一層。  
【没想到】の意味：～と思わなかった。 

                        zhè     cì    chū   chāi     nǐ      yí     dìng   lèi     huài   le      ba             zhōu   mò   hǎo   hao    xiū     xi      xiū      xi

太太：这次出差你一定累坏了吧，周末好好休息休息。
              hái   hǎo             wǒ    méi   yǒu  xiǎo  wáng  nà    me   máng

松本：还好，我没有小王那么忙。
                         nǐ     gǎn   jué    běi    jīng    zěn   me   yàng             nǐ    gèng    xǐ    huān  běi    jīng    hái    shì  shàng  hǎi

太太：你感觉北京怎么样？你更喜欢北京还是上海？
                       wǒ   gèng    xǐ    huān shàng hǎi              běi    jīng  lěng     sǐ      le

松本：我更喜欢上海！北京冷死了！
                zhēn   de    ma              wǒ     jué    dé  shàng   hǎi    de   dōng  tiān    yǐ      jīng   hěn  lěng    le

太太：真的吗？我觉得上海的冬天已经很冷了。
                   méi xiǎng dào    běi    jīng   de    dōng  tiān    bǐ   shàng  hǎi    hái    lěng

       没想到北京的冬天比上海还冷！
                        èn               běi    jīng   de    dōng  tiān  lěng     jí      le

松本：嗯！北京的冬天冷极了。

                                                          dào     jiā       hòu         sōng    běn    gēn      tài       tai       zài     liáo     tiān’r

      （到 家 后，松 本 跟 太 太 在 聊 天 儿）
　　家に帰った後、松本さんは奥さんとおしゃべりをしてい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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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出差，谁比较忙？      
答：小王比较忙，松本没有小王那么忙。

2）松本更喜欢北京还是上海？
答：松本更喜欢上海。

3）为什么呢？
答：因为北京的冬天比上海还冷，北京冷极了。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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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話の空欄を埋めましょう。

级别3 10

                        zhè     cì                          nǐ                                                                        zhōu   mò    

太太：这次       你　　　　　　，周末                    。
              hái   hǎo             wǒ    méi   yǒu  xiǎo  wáng  nà    me   máng

松本：还好，我没有小王那么忙。
                         nǐ                         běi    jīng    zěn   me   yàng             nǐ                                   běi    jīng                      shàng  hǎi

太太：你       北京怎么样？你          北京       上海？
                       wǒ   gèng    xǐ    huān shàng hǎi              běi    jīng  lěng     sǐ      le

松本：我更喜欢上海！北京冷死了！
                zhēn   de    ma              wǒ     jué    dé  shàng   hǎi    de   dōng  tiān      

太太：真的吗？我觉得上海的冬天                。
                                                běi    jīng   de    dōng  tiān            shàng  hǎi              lěng

                 北京的冬天    上海    冷！
                        èn               běi    jīng   de    dōng  tiān  lěng     jí       le

松本：嗯！北京的冬天冷极了。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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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話の空欄を埋めましょう。

级别3 11

                        zhè     cì    chū   chāi     nǐ      yí     dìng   lèi     huài   le      ba             zhōu   mò   hǎo   hao    xiū     xi      xiū      xi

太太：这次出差你一定累坏了吧，周末好好休息休息。
              hái   hǎo             wǒ                       xiǎo  wáng                     máng

松本：还好，我       小王       忙。
                         nǐ     gǎn   jué    běi    jīng    zěn   me   yàng             nǐ    gèng    xǐ    huān  běi    jīng    hái    shì  shàng  hǎi

太太：你感觉北京怎么样？你更喜欢北京还是上海？
                       wǒ                                 shàng hǎi              běi    jīng   

松本：我          上海！北京         ！
                zhēn   de    ma              wǒ     jué    dé  shàng   hǎi    de   dōng  tiān    yǐ      jīng   hěn  lěng    le

太太：真的吗？我觉得上海的冬天已经很冷了。
                   méi xiǎng dào    běi    jīng   de    dōng  tiān    bǐ   shàng  hǎi    hái    lěng

       没想到北京的冬天比上海还冷！
                        èn              běi    jīng   de    dōng  tiān   

松本：嗯！北京的冬天          。

1
2



Copyright ©2016 Ctalk. All Rights Reserved

　 　絵を見ながら、会話をしましょう。

级别3 12

   biǎo    dá       bǐ      jiào 

表 达 比 较 4
比較を表現する



Copyright ©2016 Ctalk. All Rights Reserved

下次再见吧！

　 　次回で発表しましょう。

级别3

宿題

              　　　　　　
                 nǐ    lái   dào zhōng guó  yǐ   hòu           yǒu    méi   yǒu 

      你来到中国以后，有没有
shòu bù   liǎo   de    shì   qínɡ 

受不了的事情?

13

　中国にきてから、何かたまらないことがあ
ります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