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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中介
仲介を頼む

                                                      zhǎo   zhōng     ji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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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習目標を確認しましょう。

级别3 2

                  zhǎo zhōng   jiè 

      找中介。
          仲介を頼むす

      biǎo     dá     tiáo    jiàn

表 达 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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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

 的
 wǒ xiǎng   zū     yí     tào 

我想租一套    
　　　賃借りする

       wǒ  xiǎng zhǎo   yí    ge 

我想找一个 
 

     lì       li  xiǎng zhǎo  yí     ge

丽丽想找一个
  

     wǒ xiǎng mǎi    yí     ge

我想买一个  

           píng fāng  mǐ 

50平方米
         平方メートル

            sān   bǎi  kuài

三百块
 

          suì

27岁
                     kuài

3000块

   yí    shì     yì    tīng   de   fáng   zi

一室一厅的房子。
            1DK 

                                 jiǔ  diàn

酒店
       

                           nán péng  yǒu

男朋友
 

                               shǒu   jī

手机

   zuǒ   yòu

左右
ぐら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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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１

2 3

例：我想租一套50平方米左右的一室一厅的房子。

50平方米

300元

27岁
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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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絵を見て話しましょう。

例：我想租一套50平方米左右的一室一厅的房子。 我想找一个三百左右的酒店。

丽丽想找一个27岁左右的男朋友。 我想买一个3000左右的手机。

2 3

50平方米

300元

27岁
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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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単語を学び、短文を話しましょう。

级别3 5

     jiù 

 就
            mā  ma  shuō 

妈妈说 
 

            lǎo  bǎn shuō

老板说
  
 

   fáng  zi      gān  jìng 

房子干净

            zuò  wán  zuò    yè

做完作业
         jīn    tiān néng zuò wán

今天能做完
    měi  tiān  jiān  chí    liàn    xí

每天坚持练习

                  kě     yǐ     le 

可以了。
 

              kě      yǐ    chū   qù   wán   le

可以出去玩了
       

                   kě      yǐ     xià  bān   le

可以下班了
 

         kě      yǐ    shuō  de    liú     lì      le

可以说得流利了

    zhǐ   yào

只要

［只要…就…］      …さえすれ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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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房子干净就可以了。

你好
谢谢

好的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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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房子干净就可以了。

妈妈说，只要做完作业就可以出去玩了。

老板说，只要今天能做完就可以下班了。 只要每天坚持练习就可以说得流利了。

2 3

你好
谢谢

好的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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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話しましょう。

级别3

              xiǎo   jiě               nín   hǎo            yǒu   shén  me    kě       yǐ   bāng  zhù    nín    de      ma

中介：小姐，您好！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吗？
             wǒ  xiǎng  zū       yí      tào                      píng  fāng   mǐ    zuǒ   yòu    de      yí      shì     yì      tīng    de    fáng   zi 
小兰：我想租一套５０平方米左右的一室一厅的房子。
                       nín   yǒu  shén  me    yāo   qiú

中介：您有什么要求？
                       wǒ    de     yāo  qiú     bù     gāo             zhǐ    yào   fáng   zi      gān   jìng    jiù      kě      yǐ      le

小兰：我的要求不高，只要房子干净就可以了。
                      jìng’   ān    huā  yuán  yǒu    yí      tào   fáng    zi                rú     guǒ   nín   xiàn   zài   fāng  biàn       

中介：静安花园有一套房子，如果您现在方便，
                       wǒ   men  kě       yǐ     qù     kàn    yí     kàn

       我们可以去看一看。
                      hǎo    de

小兰：好的！

                                                                    xiǎo    lán    gēn    fánɡ   wū   zhōng   jiè     zài     liáo    tiān

      （小 兰 跟 房 屋 中 介 在 聊 天）
　　　蘭さんは不動屋さんのセールスマンと話しています

7

【房屋中介】の意味：不動屋さんのセールスマン。　
【要求】の意味： 要求、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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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兰在找什么呢？      
答：小兰想租一套50平方米左右的一室一厅的房子。

2）小兰有什么要求呢？
答：小兰的要求不高，只要房子干净就可以了。

3）中介找到房子了吗？
答：静安花园有一套房子，如果小兰现在方便，可以去看一看。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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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話の空欄を埋めましょう。

级别3 8

              xiǎo    jiě              nín    hǎo            yǒu  shén  me                                                            de     ma

中介：小姐，您好！有什么                   的吗？
             wǒ  xiǎng   zū      yí      tào                      píng  fāng   mǐ    zuǒ   yòu    de      yí      shì      yì     tīng   de     fáng   zi 
小兰：我想租一套５０平方米左右的一室一厅的房子。
                       nín   yǒu   shén  me     

中介：您有什么        ？
                       wǒ    de     yāo   qiú    bù     gāo             zhǐ     yào  fáng    zi      gān   jìng   jiù     kě       yǐ      le

小兰：我的要求不高，只要房子干净就可以了。
                      jìng’   ān    huā  yuán  yǒu                                                                              nín    

中介：静安花园有               ，       您               ，
                      wǒ   men  kě       yǐ       

       我们可以                。
                      hǎo    de

小兰：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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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話の空欄を埋めましょう。

级别3 9

              xiǎo    jiě              nín    hǎo            yǒu  shén  me    kě      yǐ    bāng  zhù    nín    de      ma

中介：小姐，您好！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吗？
             wǒ  xiǎng                                                                                                  de                                              de     fáng   zi 
小兰：我想         ５０                 的              的房子。
                       nín   yǒu   shén  me   yāo   qiú

中介：您有什么要求？
                       wǒ    de                                                                               fáng    zi                                  kě      yǐ      le

小兰：我的              ，        房子          可以了。
                      jìng’   ān    huā  yuán  yǒu    yí      tào   fáng    zi                rú     guǒ    nín   xiàn    zài   fāng  biàn       

中介：静安花园有一套房子，如果您现在方便，
                       wǒ   men  kě      yǐ      qù     kàn    yí     kàn

       我们可以去看一看。
                       

小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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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絵を見ながら、会話をしましょ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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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ǎo     dá     tiáo    jiàn

表 达 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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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ú   guǒ   nǐ   yào   zū  fáng   zi             nǐ xiǎng zū  shén

           如果你要租房子，你想租什    
 me  yàng de fáng   zi          qǐng yòng běn  kè shēng cí  shuō  yì   
shuō 

么样的房子？请用本课生词说一说。

11

　もし家を借りたいなら、どんな家がいいで
すか。今日の文型を使って言ってみてくださ
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