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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U盘
USBメモリを探します

                                                        zhǎo             pán 

L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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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習目標を確認しましょう。

级别3 2

        zhǎo       pán

   找U盘！
USBメモリを探します　　

 xué     xí           bǎ           zì       jù

学 习“把”字 句
「把」の文型公式を学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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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単語を学び、短文を話しましょう。

级别3 3

    le   ma

了吗？
                pán 

U盘
 USBメモリ

             lǐ     wù 

礼物 
 

           zuò   yè　

　作业
  

 　 zhào  piān

　照片  

     huán  gěi 

还给
　　 返す

     　  sòng  gěi

送给
            jiāo ɡěi

交给
　　 渡す
             fā    ɡěi

发给
メールなどを出す

wǒ

我
 

                tài    tɑi

     太太
       

              lǎo   shī

老师 
 

                  wǒ

我

      nǐ     bǎ

 你把

【主语+把+宾语+动词+给+某人】     　
　　　　　　　　　　　　　　　　話題になる物品を誰かにあげ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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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把U盘还给我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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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把U盘还给我了吗？

你把礼物送给太太了吗？

你把作业交给老师了吗？ 你把照片发给我了吗？

絵を見て話しましょう。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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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単語を学び、短文を話しましょう。

级别3 5

       pán 

U盘
            wén jiàn 

文件 
 

           shǒu   jī

手机
  

             chē

车  

      huán gěi 

还给
         fā    gěi

发给
       fàng   zài

放在
       tíng   zài

停在

             nǐ  

   你。
 

 nǐ 

你
       

              bāo   li

包里 
 

             mén kǒu

门口

     bǎ

 把
  bǎ

 把
     bǎ

 把
    bǎ

 把

    wǒ   zuó   tiān 

我昨天
                wǒ 

我 
 

                wǒ

我
  

   wáng xiān sheng 

王先生  

    méi 

 没
    méi 

 没

【主语+没+把+宾语+动词+给+某人】 
【主语+把+宾语+动词+在+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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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１

2 3

例：我昨天没把U盘还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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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昨天没把U盘还给你。

我没把文件发给你。

我没把手机放在包里。 王先生把车停在门口。

2 3



Copyright ©2016 Ctalk. All Rights Reserved

　 　会話しましょう。

级别3

              zuó  tiān  nǐ    bǎ         pán huán gěi wǒ    le    ma

松本：昨天你把U盘还给我了吗？
            ò            duì    bù   qǐ            wǒ  zuó  tiān méi  bǎ         pán huán gěi  nǐ  
小王：哦！对不起，我昨天没把U盘还给你，
                      xiàn zài   ná    gěi   nǐ 

       现在拿给你。
          hǎo  de          méi guān xi           lìng  wài           nǐ    bǎ   zhè   fèn wén jiàn

松本：好的，没关系。另外，你把这份文件
                   dǎ   yìn liǎng fèn          rán  hòu  zài   bǎ   wén jiàn  gěi  xiǎo lán   yí    fèn

       打印两份，然后再把文件给小兰一份。
              hǎo  de          méi  wèn  tí 

小王：好的，没问题。
                xiè    xie          

松本：谢谢！

                                                                  zài   sōng běn  de   bàn  gōng  shì

      （在 松 本 的 办 公 室）
松本さんの事務室にて

7

【另外】の意味：その他に。 
【打印】の意味：タイプ印刷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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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王把U盘还给松本了吗？      
答：小王昨天没把U盘还给松本，现在拿给他。

2）松本让小王帮忙做什么？
答：松本让小王把文件打印两份，然后再给小兰一份。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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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話の空欄を埋めましょう。

级别3 8

              zuó  tiān  nǐ                   pán                            le    ma

松本：昨天你    U盘          了吗？
              ò           duì    bù     qǐ          wǒ   zuó  tiān  méi  bǎ        pán huán gěi  nǐ  

小王：哦！对不起，我昨天没把U盘还给你，
                     xiàn  zài   ná    gěi   nǐ 

       现在拿给你。
        hǎo   de          méi  guān xi                                    nǐ                zhè   fèn wén  jiàn

松本：好的，没关系。      ，你     这份文件
                                                       rán  hòu                                                                yí     fèn

                   ，然后                         一份。
              hǎo  de          méi  wèn    tí 

小王：好的，没问题。
                   

松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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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話の空欄を埋めましょう。

级别3 9

             zuó  tiān   nǐ    bǎ         pán  huán  gěi wǒ   le    ma

松本：昨天你把U盘还给我了吗？
            ò            duì    bù   qǐ            wǒ  zuó  tiān    

小王：哦！对不起，我昨天                     ，
                 xiàn  zài             gěi     nǐ 

       现在    给你。
          hǎo  de           méi  guān xi           lìng  wài           nǐ   bǎ   zhè   fèn  wén jiàn

松本：好的，没关系。另外，你把这份文件
                       dǎ   yìn  liǎng fèn         rán  hòu  zài   bǎ  wén  jiàn  gěi  xiǎo lán   yí    fèn

       打印两份，然后再把文件给小兰一份。
              hǎo  de             

小王：好的，          。
              xiè    xie          

松本：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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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絵を見ながら、会話をしましょう。

级别3 10

 　 xué     xí           bǎ           zì       jù

学 习“把”字 句
「把」の文型公式を学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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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再见吧！

　 　次回で発表しましょう。

级别3

宿題

              　　　　　　
  qǐnɡ yònɡ          bǎ          shuō  sān   ɡè    jù     zi

 请用“把”说三个句子。

11

「把」を使い、三つの短文を作ってくださ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