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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朋友看电影
友達を誘って映画に行きます

                                      yuē     péng    you     kàn     diàn    yǐ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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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習目標を確認しましょう。

级别3 2

              yuē   péng    you  kàn  diàn  yǐng 

    约朋友看电影。
　　友達を誘って映画に行きます　　

　 yuē    péng   you

约 朋 友 
友人を誘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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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単語を学び、短文を話しましょう。

级别3 3

          chèn

趁
 zhōu  mò   yǒu   shí   jiān 

周末有时间
   
            tiān   hái   méi  hēi 

天还没黑 
 　　　　　　暗い

        cài    hái    shì    rè     de

菜还是热的

     chū   qù   fàng sōng   yí     xià    ba

出去放松一下吧。
        
                                wǒ   men kuài  xià  shān  ba

我们快下山吧
                                         kuài  chī    le      ba

快吃了吧

［趁…］      …に乗じ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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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周末有时间，出去放松一下吧。

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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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趁天还没黑，我们快下山吧。 趁菜还是热的，快吃了吧。

絵を見て話しましょう。

例：趁周末有时间，出去放松一下吧。

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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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単語を学び、短文を話しましょう。

级别3 5

 qù  kàn diàn yǐng 

去看电影，
 

zhǔn bèi hǎo   zī   liào

准备好资料，
       

    xiě    jì   huà shū

写计划书， 
 

   qù  chī   fàn 

去吃饭，
 

  bù  zhì   huì   yì   shì

布置会议室，
       

  kāi  huì  tǎo  lùn

开会讨论， 
 

 xiān 

先
 rán  hòu 

然后
 zuì   hòu 

最后
 zài   qù měi róng diàn zuò  ge 

再去美容店做个SPA。
 

　 tōng zhī   dà   jiā       diǎn zhǔn shí kāi  huì

通知大家9点准时开会
      　　　時間通りに 

          　   jiāo  gěi bù zhǎng zuò jué dìng

交给部长做决定
　　  渡す 

［先…然后…最后… ］     まず…それから…最後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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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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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先去看电影，然后去吃饭，最后再去美容院做个S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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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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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先去看电影，然后去吃饭，最后再去美容院做个SPA。

先准备好资料，然后布置会议室，最后通知大家9点准时开会。

先写计划书，然后开会讨论，最后交给部长做决定。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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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話しましょう。

级别3

                     zuì     jìn    zěn   me   yàng

王   芳：最近怎么样？
                 lǎo    yàng   zi                 nǐ      ne 
美都子：老样子！你呢？
                wǒ     zuì     jìn     tài  máng   le               yǒu   shí    hou máng   de    lián    chī     fàn   de     shí     jiān   dōu   méi   yǒu

王   芳：我最近太忙了，有时候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a              lián    chī     fàn    de    shí    jiān    yě     méi   yǒu              nǐ   shēn     tǐ     shòu    de    liǎo   ma

美都子：啊？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你身体受得了吗？
          chèn zhōu  mò   yǒu    shí    jiān             wǒ   men  chū    qù    fàng  sōng   yí      xià     ba

          趁周末有时间，我们出去放松一下吧？
                       hǎo     a               xiān  qù    kàn   diàn  yǐng             rán   hòu   qù     chī    fàn               zuì    hòu   zài     qù           

王   芳：好啊！先去看电影，然后去吃饭，最后再去
                              měi  róng  yuàn zuò    ge  

          美容院做个SPA。
                  zhè     ge    zhǔ     yì      bú    cuò

美都子：这个主意不错！

                                                                  wáng  fāng     gěi     měi     dū     zǐ  　   dǎ     diàn  huà 

      （王 芳 给 美 都 子 打 电 话）
王芳は美都子に電話をかけています

7

【老样子】の意味：相変わらず、変わっていない。【受得了】の意味： 耐えられる。
【美容院】の意味： ビューティーサロ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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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芳最近怎么样？      
答：王芳最近太忙了有时候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2）王芳和美都子周末要去干什么？
答：她们先去看电影，然后去吃饭，最后再去美容院做个SPA。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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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話の空欄を埋めましょう。

级别3 8

                                               zěn   me   yàng

王   芳：         怎么样？
                 lǎo    yàng   zi                 nǐ      ne 
美都子：老样子！你呢？
                 wǒ    zuì     jìn    tài   máng   le               yǒu    shí   hou                                    chī     fàn   de     shí     jiān    

王   芳：我最近太忙了，有时候           吃饭的时间          。
                                a               lián   chī    fàn    de     shí     jiān   yě     méi   yǒu              nǐ    shēn    tǐ    shòu   de    liǎo   ma

美都子：啊？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你身体受得了吗？
          chèn zhōu  mò   yǒu   shí    jiān              wǒ   men  chū    qù    fàng  sōng   yí      xià     ba

          趁周末有时间，我们出去放松一下吧？
                       hǎo     a                                   kàn   diàn  yǐng                                           chī    fàn                                                            měi    

王   芳：好啊！       看电影，          吃饭，                美
                             róng  yuàn zuò    ge  

          容院做个SPA。
                  zhè     ge   zhǔ     yì       bú    cuò

美都子：这个主意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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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話の空欄を埋めましょう。

级别3 9

                     zuì     jìn     zěn   me   yàng

王   芳：最近怎么样？
                                                           nǐ      ne 
美都子：           ！你呢？
                wǒ     zuì     jìn     tài  máng   le               yǒu   shí    hou máng   de    lián    chī     fàn   de     shí     jiān   dōu   méi   yǒu

王   芳：我最近太忙了，有时候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a                               chī    fàn   de     shí    jiān                                                nǐ   shēn     tǐ                                           ma

美都子：啊？     吃饭的时间           ？你身体             吗？
                           zhōu  mò   yǒu    shí    jiān              wǒ   men                                                                       ba

                周末有时间，我们                       吧？
                       hǎo    a               xiān   qù    kàn   diàn  yǐng             rán   hòu   qù     chī     fàn              zuì    hòu   zài     qù           

王   芳：好啊！先去看电影，然后去吃饭，最后再去
                              měi  róng  yuàn zuò    ge  

          美容院做个SPA。
                  zhè     ge     

美都子：这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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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絵を見ながら、会話をしましょ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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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ē    péng   you

约 朋 友 
友人を誘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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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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é   de   xiàn  zài chèn nián qīng          nǐ

           你觉得现在趁年轻，你     
  zuì xiǎng zuò shén me 

最想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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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いうちに何が一番したいです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