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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室连窗户都没有
寝室に窓さえもありません

                         wò        shì       lián  chuāng   hu     dōu      méi     yǒ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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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習目標を確認しましょう。

级别3 2

  wò    shì    lián chuāng  hu    dōu   méi   yǒu

卧室连窗户都没有！
　　寝室に窓さえもありません　　

         jí     duān   tiáo    jiàn

极 端 条 件
極端な条件を表現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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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単語を学び、短文を話しましょう。

级别3 3

        zhè  ge  fáng  zi    de   wò   shì 

 这个房子的卧室
                      zuì   jìn gōng zuò  tài máng le

最近工作太忙了
                     zhè  ge  hàn   zì    tài   nán  le

这个汉字太难了
                     nà     lǐ    de   rén  tài qióng le 

那里的人太穷了
                            　貧乏

                 zhè  ge  wèn   tí   tài   jiǎn dān  le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

lián　　 

连
         chuāng hu

 窗户
窓

            chī   fàn  de   shí   jiān 

吃饭的时间
                zhōng guó rén 

中国人
 

            shàng xué  de  qián

上学的钱

                sān suì   xiǎo hái  
三岁小孩

dōu     yě

 都/也
 dōu 

都
yě

也
 

dōu 

都

dōu  
都

méi  yǒu 

   没有。
 méi  yǒu 

没有
           bù   zhī  dào

不知道
 

méi  yǒu 

没有

zhī  dào  
知道

极端条件：［连…都/也…］      …さえ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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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房子的卧室，连窗户都没有。

4

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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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工作太忙了，
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１例：这个房子的卧室，连窗户都没有。

絵を見て話しましょう。

那里的人太穷了，
连上学的钱都没有。

这个汉字太难了，
连中国人也不知道。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
连三岁小孩都知道。

2 3 4

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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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話しましょう。

级别3

                nǐ      zài    gàn   má    ne                kàn   dǎ     zhè   me    rèn   zhēn

小王：你在干吗呢？看得这么认真？
              wǒ   zài  wǎng shàng zhǎo fáng    zi      ne              xiàn    zài     zū    de     fáng   zi      kuài  dào    qī       le 
小兰：我在网上找房子呢！现在租的房子快到期了。
                       zài wǎng shàng zhǎo fáng    zi       kě      kào   ma

小王：在网上找房子可靠吗？
                       yīng    gāi   méi  shén  me    wèn    tí       ba               nǐ     kàn   kan   zhè     ge     fáng   zi      zěn   me   yàng 

小兰：应该没什么问题吧！你看看这个房子怎么样？
                          lí    gōng    sī       bù   yuǎn            fáng   zū      yě     bú     guì

        离公司不远，房租也不贵。
                 bù    xíng              nǐ     kàn             zhè    ge      fáng   zi      de    wò     shì   lián chuāng hu    dōu   méi   yǒu   

小王：不行！你看，这个房子的卧室连窗户都没有，
                         zhù    zài       zhèr         de     huà     yí    dìng   bù     shū     fu

        住在这儿的话一定不舒服。 

　　　　　　　　　　　　　　　　　　　　　　xiǎo     lán    gēn    xiǎo  wáng   zài   liáo    tiān

　　　　　　　　　　　　　　　　　　　    （小 兰 跟 小 王 在 聊 天）
蘭さんは王さんとおしゃべりをしてい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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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吗】の意味：何をするのか。　　　 【到期】の意味：期限が来る。 
【可靠】の意味：確かだ。　　　　　　 【房租】の意味：家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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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兰认真地在干什么呢？      
答：小兰在网上找房子，现在租的房子快到期了。

2）在网上找房子可靠吗？
答：应该没什么问题，这个房子离公司不远，房租也不贵。

3）小王觉得怎么样？
答：这个房子的卧室连窗户都没有，住在这儿的话一定不舒服。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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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話の空欄を埋めましょう。

级别3 6

                nǐ     zài                                                                            zhè   me    rèn  zhēn

小王：你在            ？         这么认真？
             wǒ    zài  wǎng shàng zhǎo fáng    zi      ne              xiàn    zài     zū     de    fáng    zi      kuài  dào    qī       le 
小兰：我在网上找房子呢！现在租的房子快到期了。
                       zài wǎng shàng zhǎo fáng    zi       

小王：在网上找房子            ？
                       yīng   gāi   méi  shén  me     wèn    tí       ba                nǐ    kàn   kan   zhè     ge    fáng    zi      zěn    me   yàng 

小兰：应该没什么问题吧！你看看这个房子怎么样？
                          lí    gōng    sī      bù   yuǎn             fáng   zū      yě     bú     guì

        离公司不远，房租也不贵。
                 bù    xíng              nǐ     kàn             zhè    ge     fáng   zi       de    

小王：不行！你看，这个房子的                           ，
                                                                                          yí     dìng   bù     shū     fu

                              一定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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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話の空欄を埋めましょう。

级别3 7

                nǐ      zài    gàn    má   ne               kàn    de    zhè    me    rèn  zhēn

小王：你在干吗呢？看得这么认真？
             wǒ                                                 fáng    zi      ne                                zū     de    fáng    zi       

小兰：我               房子呢！      租的房子               。
                       zài wǎng shàng zhǎo fáng    zi       kě      kào   ma

小王：在网上找房子可靠吗？
                                           méi  shén  me    wèn    tí      ba                                            zhè    ge     fáng    zi      

小兰：       没什么问题吧！          这个房子            ？
                                        gōng  sī                                                                           yě 

                             公司         ，           也          。
                 bù    xíng              nǐ     kàn             zhè    ge     fáng   zi       de    wò     shì   lián chuāng hu    dōu   méi   yǒu   

小王：不行！你看，这个房子的卧室连窗户都没有，
                          zhù    zài      zhèr         de     huà    yí     dìng   bù     shū     fu

        住在这儿的话一定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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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絵を見ながら、会話をしましょう。

级别3 8

         jí     duān   tiáo    jiàn

极 端 条 件
極限に達している条件を表現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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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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ān   ɡuò   jiā   mɑ                jué   de   bān   jiā    má   fan  ma

你搬过家吗？觉得搬家麻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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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っ越しし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か。面倒くさいと
思います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