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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要到了
間もなくクリスマスです

                              shèng dàn   jié     yào   dào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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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習目標を確認しましょう。

级别3 2

shèng dàn    jié     yào   dào    le

圣诞节要到了！
   間もなくクリスマスです　

biǎo    dá    biàn    huà 

表 达 变 化
変化を表現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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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単語を学び、短文を話しましょう。

级别3 3

         shèng dàn   jié 

圣诞节
クリスマス

            wǒ    de     jiě    jie

我的姐姐 
 

                   míng ming

明明
  

                  bà     ba

爸爸  

     kuài   yào 

快要
      le 

了。
文末に助詞 

                        dào

到
                            jié   hūn

结婚
   

                  dà   xué     bì     yè

大学毕业
                            tuì   xiū

退休
退職する

［快要…了］        もうすぐ…にな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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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快要到了。

明年

下个月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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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例：圣诞节快要到了。

我的姐姐快要结婚了。

明明快要大学毕业了。 爸爸快要退休了。

絵を見て話しましょう。

3

明年

下个月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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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単語を学び、短文を話しましょう。

级别3

       bú    shì 

不是

5

          qù      tài     guó 

去泰国
            bù     xǐ   huān

不喜欢
       qù    kàn  diàn yǐng

去看电影
           zuò   bù   wán

做不完

         qù     sān     yà 

  去三亚。
 

                 bù    hé     shì

不合适
       

                 qù guàng  jiē

去逛街 
 

                  bú   huì   zuò

不会做

    　 jiù      shì

就是

［不是…就是…］        …でなければ、…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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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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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2 3

例：不是去泰国就是去三亚。

or or

or or

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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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去泰国就是去三亚。

不是不喜欢就是不合适。

不是去看电影就是去逛街。 不是做不完就是不会做。

2 3

or or

or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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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話しましょう。

级别3

             shèng dàn   jié     kuài   yào   dào     le     ba      

松本：圣诞节快要到了吧。
                        shì    de                hái   yǒu          ge    xīng    qī               wǒ     dǎ    suàn  gēn   nán  péng  yǒu 
小兰：是的，还有2个星期。我打算跟男朋友
                        yì      qǐ      qù      lǚ    yóu

       一起去旅游 。
            nǐ    men   dǎ   suàn   qù     nǎ      lǐ       wán   ne

松本：你们打算去哪里玩呢？ 
                         hái   méi   jué   dìng   hǎo             bú     shì    qù      tài    guó    jiù     shì     qù    sān     yà

小兰：还没决定好，不是去泰国就是去三亚。
                  bú    cuò             xiàn   zài zhōng  guó   rén    yuè    lái    yuè    yǒu   qián   le          

松本：不错！现在中国人越来越有钱了，
           xuǎn   zé    chū   guó     lǚ     yóu   de     rén     yě    yuè     lái     yuè  duō     le

       选择出国旅游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shàng bān   de    lù  shàng        sōng  běn   yù   dào   le    xiǎo  lán           liǎng  gè    rén   zài   liáo shèng dàn  jié    de    dǎ   suàn

      （上班的路上，松本遇到了小兰，两个人在聊圣诞节的打算）
　　勤務する途中、松本は小蘭に出会って、2人はクリスマスの予定におしゃべりしています　　

7

【打算】の意味：…するつまりだ。         【决定】の意味：決める。 
【不错】の意味：そうですね。                      【选择】の意味：選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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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兰圣诞节和谁一起过怎么过？      
答：小兰打算跟男朋友一起去旅游。

2）他们打算去哪里玩呢？
答：还没决定好，不是去泰国就是去三亚。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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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話の空欄を埋めましょう。

级别3 8

                                                                  dào              ba      

松本：                  到   吧。
                        shì    de                hái   yǒu          ge    xīng    qī               wǒ     dǎ    suàn  gēn   nán  péng  yǒu 
小兰：是的，还有2个星期。我打算跟男朋友
                        yì      qǐ      qù      lǚ    yóu

       一起去旅游 。
            nǐ    men                                                    wán   ne

松本：你们                 玩呢？ 
                         hái   méi   jué   dìng   hǎo             bú     shì    qù      tài    guó    jiù     shì     qù    sān     yà

小兰：还没决定好，不是去泰国就是去三亚。
                  bú    cuò             xiàn   zài zhōng  guó   rén                                 yǒu   qián   le          

松本：不错！现在中国人          有钱了，
                               chū   guó     lǚ     yóu   de     rén     yě                                            le

              出国旅游的人也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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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話の空欄を埋めましょう。

级别3 9

             shèng dàn   jié     kuài   yào   dào     le     ba      

松本：圣诞节快要到了吧。
                        shì    de                                          ge    xīng    qī               wǒ                        gēn   nán  péng  yǒu 
小兰：是的，       2个星期。我       跟男朋友
                         

                        。
            nǐ    men   dǎ   suàn   qù     nǎ      lǐ       wán   ne

松本：你们打算去哪里玩呢？ 
                         hái   méi                                                                          tài    guó                           sān     yà

小兰：还没          ，           泰国        三亚。
                  bú    cuò             xiàn   zài zhōng  guó   rén    yuè    lái    yuè    yǒu   qián   le          

松本：不错！现在中国人越来越有钱了，
           xuǎn   zé    chū   guó     lǚ     yóu   de     rén     yě    yuè     lái     yuè  duō     le

       选择出国旅游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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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àn    huà 

表 达 变 化
変化を表現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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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再见吧！

　 　次回で発表しましょう。

级别3

宿題

　　　　
               kuài yào zhōu  mò    le              nǐ   zhè   gè  zhōu

           快要周末了，你这个周     
 mò  yǒu  shén me   dǎ  suàn         yòng běn   kè shēng  cí

末有什么打算？用本课生词
  huí   dá  

回答。

11

　もうすぐ週末になります。何かプランとか
ありますか。今日で学んだ文法を使って言っ
てみてくださ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