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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会议上
年度会議で

                                                nián      dù      huì        yì     shàng

L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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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習目標を確認しましょう。

级别3 2

  nián   dù     huì     yì    shàng

年度会议上
　　　年度会議で

        huì    bào   gōng   zuò

汇 报 工 作
仕事を報告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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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単語を学び、短文を話しましょう。

级别3 3

       xī   wàng wǒ  men néng

希望我们能
                 nǐ    de    hàn    zì 

你的汉字 
 

               wài  mian  de   yǔ

外面的雨
  

  mù  cūn xiān sheng de   hàn   yǔ

木村先生的汉语  

yuè 

越
hǎo  

   好！
 

             hǎo  kàn

好看
       

dà

大 
 

liú     lì

流利

zuò

做
xiě

写
   

xià 

下
shuō

说

yuè 

越

［越…越…］        …すればするほどます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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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我们能越做越好。

好

见到…你…很… 见到你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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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我们能越做越好。

你的汉字越写越好看。

外面的雨越下越大呢。 木村先生的汉语越说越流利。

絵を見て話しましょう。

2 3

好

见到…你…很… 见到你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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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話しましょう。

级别3

                         yì    nián  hěn  kuài   jiù     guò   wán   le                xiè    xie     dà     jiā     de     nǔ       lì 
经理：一年很快就过完了，谢谢大家的努力！
                     xīn     kǔ     le               xià  miàn            qǐng   dà      jiā     duì     zì       jǐ       fù      zé     de   gōng  zuò

       辛苦了！下面，请大家对自己负责的工作，
         zuò    yí      gè     jiǎn  dān    de    zǒng   jié

       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wǒ   zhǔ   yào    fù      zé     shì  chǎng  hé    xiāo shòu  zhè    fāng miàn  de   gōng  zuò

松本：我主要负责市场和销售这方面的工作，
                       jīn   nián   wǒ   men   de    xiāo shòu liàng  zēng zhǎng  le 

       今年我们的销售量增长了10%，
                        ér    qiě    wǒ   men   zài zhōng guó    de     shì  chǎng  yě     yuè    lái    yuè     dà     le

       而且我们在中国的市场也越来越大了。   
                        xī   wàng  wǒ   men néng yuè    zuò   yuè   hǎo

       希望我们能越做越好！

                                                                                   zài     nián   dù    zǒng     jié    huì       yì     zhōng

      （在 年 度 总 结 会 议 中）
年度会議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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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の意味：次。　　 【负责】の意味：担当する。 
【主要】の意味：主に。　 【市场】の意味：マーケティング。
【增长】の意味：増やす。 【销售量】の意味：販売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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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说了些什么？
答：感谢大家努力工作，并且请大家对自己负责的工作做一个总结。

2）松本主要负责哪些工作？      
答：松本主要负责市场和销售这方面的工作。

3）今年的销量如何？
答：今年的销售量增长了10%，而且在中国的市场也越来越大了。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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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話の空欄を埋めましょう。

级别3 6

                         yì   nián   hěn  kuài   jiù    guò   wán   le                 xiè     xie     dà     jiā     de     

经理：一年很快就过完了，谢谢大家的       ！
                     xīn     kǔ     le                                                qǐng   dà    jiā     duì      

       辛苦了！        ，请大家对                      ，
                         yí      ge                      de     

            一个      的       。
         wǒ   zhǔ   yào    fù      zé     shì  chǎng  hé    xiāo shòu  zhè    fāng miàn   de   gōng  zuò

松本：我主要负责市场和销售这方面的工作，
                       jīn   nián   wǒ   men   de    xiāo shòu liàng  zēng zhǎng  le 

       今年我们的销售量增长了10%，
                        ér    qiě    wǒ   men  zài  zhōng guó    de     shì  chǎng  yě     yuè    lái    yuè     dà     le

       而且我们在中国的市场也越来越大了。   
                        xī   wàng  wǒ   men néng yuè    zuò   yuè   hǎo

       希望我们能越做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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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話の空欄を埋めましょ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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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ì   nián   hěn  kuài   jiù     guò   wán   le                xiè     xie     dà     jiā     de     nǔ       lì 
经理：一年很快就过完了，谢谢大家的努力！
                     xīn     kǔ     le               xià  miàn     　     qǐng   dà      jiā     duì     zì       jǐ       fù      zé     de    gōng  zuò

       辛苦了！下面，请大家对自己负责的工作，
         zuò    yí      ge     jiǎn  dān    de    zǒng    jié

       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wǒ                                                              hé                            zhè  fāng miàn   de   gōng  zuò

松本：我                    和        这方面的工作，
                       jīn   nián  wǒ   men   de      

       今年我们的                    10%，
                                          wǒ    men   zài zhōng  guó    de                         yě                                               le

              我们在中国的       也              了。   
                                          wǒ   men néng 

              我们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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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絵を見ながら、会話をしましょう。

级别3 8

        huì    bào   gōng   zuò

汇 报 工 作
仕事を報告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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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再见吧！

　 　次回で発表しましょう。

级别3

宿題

              　　　　　　
                   qǐng  nǐ    duì    zì      jǐ     jìn     yí     gè    yuè  de 

              请你对自己近一个月的  
gōng zuò  zuò   ge   jiǎn  dān  de   bào  gào 

工作做个简单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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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分で1ヶ月近くの仕事に対して簡単なリポート
をしてくださ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