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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哪家广告公司做这个项目呢
このプロジェクトをどの広告会社に頼みますか

             xuǎn   zé     nǎ     jiā  guǎng gào gōng    sī     zuò   zhè    ge    xiàng mù     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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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習目標を確認しましょう。

级别3 2

  xuǎn  zé      nǎ     jiā   guǎng gào   gōng    sī      zuò   zhè    gè    xiàng  mù     ne

选择哪家广告公司做这个项目呢？
このプロジェクトをどの広告会社に頼みますか　　

   biǎo    dá       bǐ      jiào 

表 达 比 较 7
比較を表現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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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単語を学び、短文を話しましょう。

级别3 3

     bù      rú  

 不如
          qiáng

强。
             qiáng

强 
 

                jìn

近
  

  　yǒu   yì    si

　有意思
  

        xī    yǐn  rén

吸引人

            tiān    yǔ

天宇
xiǎo wáng

小王 
 

             nà   jiā

那家
  

            nà   bù

那部
 

            zhè   gè

这个

                 lǐ     měi    de      shí      lì

里美的实力
       xiǎo zhāng de gōng zuò néng  lì

小张的工作能力
 

                      zhè  jiā     jiǔ  diàn

这家酒店
  

              zhè   bù  diàn yǐng

这部电影
書籍や映画ファイルなどを数えるこ

とば 
                      nà    gè guǎng gào

那个广告

比較句否定式：
【 A+不如+B +形容词】       AはＢに及ば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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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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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2 3

例：里美的实力不如天宇强。

4

强

里美 天宇

强

近
有意思

吸引人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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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美的实力不如天宇强。

这家酒店不如那家近。 那个广告不如这个吸引人。这部电影不如那部有意思。

小张的工作能力不如小王强。

强

里美 天宇

强

吸引人

2 3 4

近
有意思

吸引人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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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話しましょう。

级别3

                       zhè      cì     qù      běi   jīng   shōu huò    bù    xiǎo             xīn    kǔ      nǐ     men   le

项目经理：这次去北京收获不小，辛苦你们了！
                            bù     xīn     kǔ              yīng   gāi     de            zhòng yào    de     shì     kè      hù   xuǎn   zé      le      wǒ   men

       松本：不辛苦，应该的。重要的是客户选择了我们。
                                      nà      nǐ     jué     de    wǒ     men yīng    gāi  xuǎn   zé       nǎ     jiā  guǎng gào   gōng  sī 

项目经理：那你觉得我们应该选择哪家广告公司
                                     zuò   zhè    ge    xiàng mù     ne

            做这个项目呢？
                                      wǒ    rèn    wéi     lǐ      měi    de     shí      lì      bù      rú    tiān    yǔ   qiáng 

       松本：我认为里美的实力不如天宇强，
                                     lìng   wài    tiān   yǔ     de      jià      gé     yě      kě     yǐ                wǒ    rèn   wéi     xuǎn   zé     tiān   yǔ     zuì   hé     shì

            另外天宇的价格也可以。我认为选择天宇最合适。
                               hǎo             jiù     xuǎn   zé    tiān    yǔ      ba          

项目经理：好！就选择天宇吧！  

                sōng  běn     zài    gēn    jīng      lǐ      tǎo     lùn   xuǎn    zé      nǎ      jiā    guǎng gào  gōng     sī     zuò    xiàng  mù 

      （松 本 在 跟 经 理 讨 论 选 择 哪 家 广 告 公 司 做 项 目）
松本はマネージャーとプロジェクトに関して討論しています

5

【收获】の意味：成果。 　　　　　【客户】の意味：取引先。
【实力】の意味：実力。

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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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本认为应该选择哪家广告公司呢？      
答：松本认为应该选择天宇来做这个项目。

2）松本的理由是什么？
答：松本认为里美的实力不如天宇强，另外天宇的价格也可以。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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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話の空欄を埋めましょう。

级别3 6

天宇                        zhè      cì     qù      běi   jīng                          bù    xiǎo                                   nǐ     men   le

项目经理：这次去北京　　 不小，       你们了！
                            bù     xīn     kǔ              yīng   gāi     de            zhòng yào    de     shì     kè      hù   xuǎn   zé      le      wǒ   men

       松本：不辛苦，应该的。重要的是客户选择了我们。
                                      nà      nǐ                      wǒ     men                      xuǎn   zé                                                                                         ne

项目经理：那你      我们       选择                             呢？
                                    wǒ    rèn    wéi     lǐ      měi    de     shí      lì      bù      rú    tiān    yǔ   qiáng 

       松本：我认为里美的实力不如天宇强，
                                     lìng   wài    tiān   yǔ     de      jià      gé     yě      kě     yǐ                wǒ    rèn   wéi    xuǎn   zé     tiān   yǔ   zuì   hé     shì

            另外天宇的价格也可以。我认为选择天宇最合适。
                               hǎo                                          tiān    yǔ      ba          

项目经理：好！          天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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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話の空欄を埋めましょう。

级别3 7

天宇
                       zhè      cì     qù      běi   jīng   shōu huò    bù    xiǎo             xīn    kǔ      nǐ     men   le

项目经理：这次去北京收获不小，辛苦你们了！
                            bù     xīn     kǔ              yīng   gāi     de                                                                       xuǎn   zé      le      wǒ   men

       松本：不辛苦，应该的。                    选择了我们。
                                      nà      nǐ     jué     de    wǒ     men yīng    gāi  xuǎn   zé       nǎ     jiā  guǎng gào   gōng  sī 

项目经理：那你觉得我们应该选择哪家广告公司
                                     zuò   zhè    ge    xiàng mù     ne

            做这个项目呢？
                                      wǒ                       lǐ      měi    de                                            tiān    yǔ     

       松本：我      里美的              天宇     ，
                                                          tiān   yǔ     de                                                             wǒ      xuǎn   zé     tiān   yǔ

                   天宇的                。我选择天宇_________。
                               hǎo             jiù     xuǎn   zé    tiān    yǔ      ba          

项目经理：好！就选择天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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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絵を見ながら、会話をしましょう。

级别3 8

   biǎo    dá       bǐ      jiào 

表 达 比 较 7
比較を表現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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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再见吧！

　 　次回で発表しましょう。

级别3

宿題

              　　　　　　
                rú   guǒ   nǐ   shì sōng běn  zài xuǎn zé    kè    hù 

           如果你是松本在选择客户    
 shí    nǐ    huì  kǎo   lǜ shén me         qǐng shuō yi shuō

时你会考虑什么？请说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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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もしあなたは松本さんであれば、取引先を
選ぶ時どう考えます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