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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什么礼物回去
どんなプレゼントを持ち帰りますか

                                dài     shén     me        lǐ        wù       huí      q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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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習目標を確認しましょう。

级别3 2

      dài   shén me   lǐ     wù   huí   qù

  带什么礼物回去？
　どんなプレゼントを持ち帰りますか　　

       biǎo    dá     jiàn      yì

表 达 建 议
アドバイスを与え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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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単語を学び、短文を話しましょう。

级别3 3

 

 
  wǒ    qù    guò zhōng guó    hěn  duō    dì     fang

我去过中国很多地方， 
 

         wǒ    rèn    shi   hěn   duō zhōng guó  rén

   我认识很多中国人，
  

       zhōng  guó   yǒu   hěn  duō    jié       rì 

     中国有很多节日，
                                     祝日  

    bǐ    rú   shuō 

 比如说：
例えば

           bǐ      rú   shuō

比如说：
             bǐ      rú   shuō

比如说：
            bǐ      rú   shuō

比如说：

shàng hǎi   de  diǎn  xin            chá   yè  děng děng

上海的点心、茶叶等等。
　　　　　　　　菓子　　　　  茶の葉　　など　  

                           běi   jīng            xiāng gǎng děng děng

北京、香港等等
       

                                 lǐ     míng           wáng   lì    děng děng

李明、王丽等等 
 

                          chūn   jié            zhōng qiū   jié   děng děng

春节、中秋节等等
                春節　　　　中秋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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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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比如说：上海的点心、茶叶等等。

  李明      我     王丽   小林

北京

上海

春节

中秋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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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上海的点心、茶叶等等。

我去过中国很多地方，
比如说：北京、香港等等。

我认识很多中国人，
比如说：李明、王丽等等。

中国有很多节日，
比如说：春节、中秋节等等。

絵を見て話しましょう。

2 3

  李明      我     王丽   小林

北京

上海

春节

中秋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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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話しましょう。

级别3

              chūn   jié    shì  zhōng guó   zuì  zhòng yào    de     jié      rì                  nǐ    men   dǎ   suàn   gěi     jiā     rén

松本：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节日，你们打算给家人
                     mǎi  shén  me     lǐ      wù

       买什么礼物？
             wǒ     bú    tài    huì   mǎi     lǐ      wù              dōu    shì    wǒ     nǚ   péng  you  bāng  wǒ    mǎi    de 
小王：我不太会买礼物，都是我女朋友帮我买的。
                       tā  cháng cháng gěi   wǒ     fù      mǔ   mǎi     yī      fu   huò   zhě     shì   yòng  de    dōng   xi 

       她常常给我父母买衣服或者是用的东西。
          wǒ     jīn   nián   yě    xiǎng  gěi     fù     mǔ   mǎi   diǎn dōng   xi                 nǐ    men yǒu   shén  me    jiàn     yì     ma

松本：我今年也想给父母买点东西，你们有什么建议吗？
                        bǐ       rú   shuō           shàng hǎi   de    diǎn   xin             háng zhōu  de    chá    yè   děng děng 

小兰：比如说：上海的点心、杭州的茶叶等等。
                 en              zhè    ge     jiàn     yì     hǎo         

松本：嗯，这个建议好。

                                                        xiū    xi     de    shí   hou       dà    jiā    zài   liáo  tiān

      （休 息 的 时 候，大 家 在 聊 天）
　　休憩時間、みなさんはおしゃべりをしてい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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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の意味：アドバイスを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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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王春节给家人买什么礼物？      
答：小王不太会买礼物，都是他的女朋友帮他买的。
      小王的女朋友常常给他的父母买衣服或者是用的东西。

2）松本也想给自己的父母买东西，小王盒小兰给出建议了吗？
答：小兰给了松本建议，比如说：上海的点心、杭州的茶叶等等。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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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話の空欄を埋めましょう。

级别3 6

                                    shì  zhōng guó                                 de     jié      rì                 nǐ    men                    gěi    jiā     rén

松本：       是中国          的节日，你们      给家人            ？
                        wǒ   bú     tài     huì   mǎi     lǐ      wù             dōu    shì    wǒ     nǚ   péng  you  bāng  wǒ    mǎi    de 
小王：我不太会买礼物，都是我女朋友帮我买的。
                       tā  cháng cháng gěi   wǒ     fù      mǔ   mǎi     yī      fu   huò   zhě     shì   yòng  de    dōng   xi 

       她常常给我父母买衣服或者是用的东西。
          wǒ     jīn   nián   yě    xiǎng  gěi     fù     mǔ                                                     nǐ     men                                                    ma

松本：我今年也想给父母             ，你们                 吗？
                        bǐ      rú   shuō           shàng hǎi    de    diǎn   xin             háng zhōu  de    chá     yè   děng děng 

小兰：比如说：上海的点心、杭州的茶叶等等。
                 en              zhè    ge                         hǎo         

松本：嗯，这个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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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話の空欄を埋めましょう。

级别3 7

              chūn   jié     shì  zhōng guó  zuì  zhòng yào    de     jié      rì                  nǐ    men   dǎ   suàn   gěi     jiā     rén

松本：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节日，你们打算给家人
                      mǎi  shén  me     lǐ      wù

       买什么礼物？
             wǒ     　　　　　　　　 　mǎi    lǐ      wù              dōu    shì    wǒ     nǚ   péng  you  bāng  wǒ    mǎi    de 
小王：我          买礼物，都是我女朋友帮我买的。
                       tā                                   wǒ     fù      mǔ   mǎi     yī      fu                                 yòng  de    dōng   xi

       她          我父母买衣服          用的东西。
          wǒ     jīn    nián   yě    xiǎng  gěi     fù     mǔ   mǎi    diǎn dōng   xi                 nǐ   men yǒu   shén  me    jiàn     yì     ma

松本：我今年也想给父母买点东西，你们有什么建议吗？
                                                            shàng hǎi    de                                  háng zhōu  de     

小兰：          ：上海的       、杭州的               。
                 en              zhè    ge     jiàn     yì     hǎo         

松本：嗯，这个建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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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絵を見ながら、会話をしましょ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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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ǎo    dá     jiàn      yì

表 达 建 议
アドバイスを与え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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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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ù    rì    běn  gěi zhōng guó rén   dài 

              如果去日本给中国人带  
   lǐ     wù    nǐ    yǒu   nǎ   xiē   jiàn   yì 

礼物你有哪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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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の友達に日本のプレゼントを贈りた
い場合、何かお勧めがあります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