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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房子
住宅物件を見に行きます

                                                            kàn     fáng      zi 

L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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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習目標を確認しましょう。

级别3 2

              kàn    fáng   zi

    看房子。
住宅物件を見に行きます　　

       biǎo    dá      liè       jǔ 

表 达 列 举
列挙を表現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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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単語を学び、短文を話しましょう。

级别3 3

    hái

 还
   jiāo tōng fāng biàn     yǐ   wài

交通方便(以外)，

                     běi  jīng     yǐ   wài            wǒ 
北京(以外)，我 

 
                       xué   xí   hàn   zì           wǒ

学习汉字，我
  

chuán tǒng jié  rì             xiàn  zài de zhōng guó rén

传统节日 ，现在的中国人 

 yǒu  hěn duō   fàn  diàn   shāng chǎng shén me  de 

有很多饭店、商场什么的。
 

                             qù guò xiāng gǎng hé guǎng zhōu

去过香港和广州
       

                          dǎ suàn xué  xí zhōng guó wén huà

打算学习中国文化 
 

                       xǐ huān qìng zhù xī   fāng  de   jié    rì

喜欢庆祝西方的节日

 chú   le

除了

［除了…还…］      …だけでな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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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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2 3

例：除了交通方便以外，
还有很多饭店、商场什么的。

＆
＆

北京 香港                     广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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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北京以外，
我还去过香港和广州。

除了学习汉字，
我还打算学习中国文化。

除了传统节日，
现在的中国人也喜欢庆祝西方的节日。

絵を見て話しましょう。

例：除了交通方便以外，
还有很多饭店、商场什么的。

2 3

＆
＆

北京 香港                     广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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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話しましょう。

级别3

              xiǎo   jiě               nín    jué     de    zhè   tào    fáng   zi      zěn    me   yàng            mǎn    yì     ma

中介：小姐，您觉得这套房子怎么样？满意吗？
             chú   le      bú     tài     ān    jìng     yǐ     wài               bié     de    dōu    hěn  mǎn   yì  
小兰：除了不太安静以外，别的都很满意。
                      dàn   shì    zhè      lǐ     zhēn   de    hěn   fāng  biàn            chú    le    jiāo   tōng  fāng  biàn

中介：但是这里真的很方便，除了交通方便，
                      hái   yǒu   hěn  duō     fàn   diàn        shāng chǎng shén  me   de

       还有很多饭店、商场什么的。
               en               shì      a 

小兰：嗯，是啊！ 
                xíng            méi   shì    de                nín     kě      yǐ      kǎo    lǜ     kǎo    lǜ                rú    guǒ     nín   xiǎng   zū 

中介：行，没事的。您可以考虑考虑，如果您想租
                      zhè    tào   fáng    zi                suí   shí      kě      yǐ     lián     xì      wǒ              zhè   shì    wǒ     de    míng piàn

       这套房子，随时可以联系我，这是我的名片。
                       hǎo   de              xiè     xie     nǐ

小兰：好的，谢谢你！

                                                                                                  xiǎo   lán   zài   kàn  fáng   zi 

      （小兰在看房子）
   蘭さんは住宅物件を見てい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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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の意味：気に入る。　　　 【交通】の意味：交通。
【饭店】の意味： レストラン。　　【商场】の意味：デパート。
【随时】の意味： いつでも。　　　【什么的】の意味：などな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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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兰对这套房子满意吗？      
答：除了不太安静以外别的都很满意。

2）这套房子的优点是什么？
答：除了交通方便，还有很多饭店、商场什么的。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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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話の空欄を埋めましょう。

级别3 6

              xiǎo   jiě               nín    jué    de                                                                                                            ma

中介：小姐，您觉得                        ？        吗？
            chú      le      bú     tài     ān    jìng     yǐ     wài              bié    de    dōu    hěn  mǎn   yì  
小兰：除了不太安静以外，别的都很满意。
                                              zhè     lǐ    zhēn   de    hěn  fāng   biàn           

中介：        这里真的很方便，                        ，
                        

                                                。
               en               shì      a 

小兰：嗯，是啊！ 
                xíng             méi   shì     de               nín     kě      yǐ                                                              rú    guǒ   nín   xiǎng

中介：行，没事的。您可以                ，如果您想
                                                                   suí     shí     kě      yǐ                          wǒ             zhè     shì   wǒ     de     

                   ，随时可以       我，这是我的       。
                       hǎo   de              xiè     xie     nǐ

小兰：好的，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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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話の空欄を埋めましょ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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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ǎo   jiě               nín   jué     de    zhè   tào    fáng    zi     zěn   me   yàng              mǎn   yì     ma

中介：小姐，您觉得这套房子怎么样？满意吗？
                                     bú     tài     ān    jìng                                                      hěn  mǎn    yì  
小兰：        不太安静                 很满意。
                       dàn   shì    zhè    lǐ     zhēn   de    hěn fāng    biàn             chú     le     jiāo   tōng  fāng  biàn

中介：但是这里真的很方便，除了交通方便，
                      hái   yǒu   hěn  duō     fàn   diàn        shāng chǎng shén  me   de

       还有很多饭店、商场什么的。
                                
小兰：     ，        ！ 
                xíng            méi   shì    de               nín     kě      yǐ      kǎo    lǜ     kǎo    lǜ                  rú    guǒ    nín   xiǎng   zū 

中介：行，没事的。您可以考虑考虑，如果您想租
                      zhè   tào   fáng    zi      suí    shí     kě       yǐ     lián     xì     wǒ              zhè    shì    wǒ     de    míng piàn

       这套房子随时可以联系我，这是我的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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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è       jǔ 

表 达 列 举
列挙を表現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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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再见吧！

　 　次回で発表しましょう。

级别3

宿題

              　　　　　　
               yòng  jīn  tiān  de     jù   xíng  zào   ge     jù     zi 

           用今天的句型造个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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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の文型を使って文を作りましょ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