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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年度总结报告写完了吗？
年度のまとめは終わりましたか

                      nǐ    nián   dù   zǒng    jié   bào   gào    xiě    wán   le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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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習目標を確認しましょう。

级别3 2

   nǐ    nián  dù   zǒng  jié   bào   gào   xiě   wán   le     ma

你年度总结报告写完了吗？
　　       年度のまとめは終わりましたか
　

       biǎo    dá    mìng    lìng

表 达 命 令
命令を表現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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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単語を学び、短文を話しましょう。

级别3 3

    bāng  wǒ

帮我
bǎ 

把
…を（…する）

       fān     yì      yí     xià 

  翻译一下。
　    通訳する  
                       xǐ     yí     xià

洗一下
       

                  dǎ   sǎo    yí     xià

打扫一下 
               zhěng  lǐ      yí     xià 

整理一下

    zhè   fèn  wén  jiàn

这份文件
               書類

wǎn

碗
   

                huì     yì    shì 

会议室
                    wén  jiàn

文件

　【主语+把+宾语+动词+一下】     　
　　　　　　　　　　　　
　「把」を用いた文章には，目的語に対し、処理の意を強調しており，語気も更に強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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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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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帮我把这份文件翻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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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我把这份文件翻译一下。

帮我把碗洗一下。

帮我把会议室打扫一下。 帮我把文件整理一下。

絵を見て話しましょう。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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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話しましょう。

级别3

             shèng dàn  jié    gāng  guò              xīn   nián   jiù    yào   dào     le               zhè  zhōu   wǔ    wǒ   men   yǒu    yí      gè

松本：圣诞节刚过，新年就要到了。这周五我们有一个
                     nián   dù   zǒng    jié    huì     yì                 nǐ     zhī    dào   ma

       年度总结会议，你知道吗？
              ēn               zhī    dào              wǒ   zài    xiě    nián   dù    zǒng  jié     bào   gào

小兰：恩，知道。我在写年度总结报告。
                      zhǔn  bèi    de    zěn    me   yàng   le

松本：准备得怎么样了？
                      kuài    le               hái    yǒu    yì        diǎnr                   jīn   tiān   jiù      kě      yǐ      xiě   wán 

小兰：快了，还有一点儿，今天就可以写完。
                hǎo   de              bào   gào    xiě    hǎo     yǐ     hòu            bāng  wǒ    bǎ    zhè     fèn   wén   jiàn   fān      yì      yí      xià

松本：好的，报告写好以后，帮我把这份文件翻译一下。
                       hǎo

小兰：好！

                                                                  sōng    běn    zǒu     dào    xiǎo     lán      de      zuò      wèi   páng   biān

      （松 本 走 到 小 兰 的 座 位 旁 边）
松本は小蘭の席にき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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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の意味：アニュアル。
【总结】の意味：まとめ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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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兰在做什么呢？      
答：小兰在为周五的年度总结写总结报告。

2）小兰准备得怎么样了？
答：快了，还有一点，今天她就可以写完。

3）最后松本让小兰做什么？
答：松让小兰帮他把这份文件翻译一下。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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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話の空欄を埋めましょう。

级别3 6

             shèng dàn    jié                                     xīn   nián                                                zhè  zhōu   wǔ    wǒ  men  yǒu     yí      gè

松本：圣诞节　　 ，新年            。这周五我们有一个
                                                                                               nǐ    zhī    dào   ma

                            ，你知道吗？
               ēn              zhī    dào             wǒ     zài    xiě  nián    dù   zǒng   jié     bào   gào

小兰：恩，知道。我在写年度总结报告。
                                                     zěn    me  yàng   le

松本：          怎么样了？
                       kuài    le               hái    yǒu    yì       diǎnr                   jīn   tiān   jiù      kě      yǐ      xiě   wán 

小兰：快了，还有一点儿，今天就可以写完。
                 hǎo  de               bào   gào    　　　　　　　　　　　                           wǒ                   zhè   fèn  wén   jiàn                          yí      xià

松本：好的，报告             ，    我     这份文件       一下。
                       hǎo

小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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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話の空欄を埋めましょう。

级别3 7

             shèng dàn   jié   gāng  guò              xīn   nián   jiù    yào   dào     le               zhè  zhōu   wǔ    wǒ   men   yǒu    yí      gè

松本：圣诞节刚过，新年就要到了。这周五我们有一个
                     nián   dù    zǒng   jié    huì     yì                 nǐ     zhī    dào   ma

       年度总结会议，你知道吗？
               ēn             zhī    dào              wǒ     zài     

小兰：恩，知道。我在                。
                      zhǔn  bèi    de     zěn    me  yàng   le

松本：准备得怎么样了？
                       kuài    le               hái    yǒu    yì       diǎnr                  jīn    tiān    

小兰：快了，还有一点儿，今天                。
                 hǎo   de              bào   gào    xiě    hǎo    yǐ     hòu            bāng  wǒ     bǎ    zhè     fèn  wén   jiàn    fān     yì      yí      xià

松本：好的，报告写好以后，帮我把这份文件翻译一下。
                        

小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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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絵を見ながら、会話をしましょう。

级别3 8

       biǎo    dá    mìng    lìng

表 达 命 令
命令を表現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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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再见吧！

　 　次回で発表しましょう。

级别3

宿題

              　　　　　　
                nǐ cháng chang ràng  nǐ     de     ā       yí    zuò  shén 

           你常常让你的阿姨做什  
  me           yòng           bǎ            shuō   yì   shuō 

么？用“把”说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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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お手伝いさんによく何をさせますか。
「把」を使って言ってみてくださ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