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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什么好看的电影
最近、何かいい映画がありますか

                   zuì      jìn      yǒu   shén    me     hǎo     kàn     de    diàn   yǐ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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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習目標を確認しましょう。

级别3 2

   zuì     jìn    yǒu   shén  me    hǎo   kàn    de    diàn   yǐng     

最近有什么好看的电影？
      最近、何かいい映画がありますか　

       biǎo    dá       xǐ      hào

表 达 喜 好
趣味を表現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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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単語を学び、短文を話しましょう。

级别3 3

nǐ 

你
                nǐ 

你 
 

      wǒ    mā   ma

我妈妈
  

      wǒ  xiān sheng 

我先生  

duì 

对
      yǒu  xìng   qù    ma

有兴趣吗？
   

               gǎn  xìng   qù   ma

感兴趣吗？
       

                        gǎn  xìng  qù

感兴趣 
 

                        gǎn  xìng  qù

感兴趣

       zhè    bù   diàn yǐng 

这部电影
           この

                 lǚ    yóu

旅游
               shū     fǎ

书法
書道

        dǎ   gāo    ěr     fū

打高尔夫

［对…有兴趣/感兴趣］      …に興味が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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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对这部电影有兴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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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你对这部电影有兴趣吗？

你对旅游感兴趣吗？

我妈妈对书法感兴趣。 我先生对打高尔夫感兴趣。

絵を見て話しましょ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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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話しましょう。

级别3

                            wáng  fāng   gēn   měi     dū      zǐ      dǎ     diàn    huà        tǎo      lùn   kàn    shén   me   diàn    yǐng

（王 芳 跟 美 都 子 打 电 话，讨 论 看 什 么 电 影）
王芳は美都子とどんな映画を見るかを電話で話しています

5

【类型】の意味：類型。                              【新片】の意味：新しい映画。
【感人】の意味：人を感動させる 。            【字幕】の意味：字幕 。
【迷】の意味：ファン 。                        　 【亲爱的】の意味： 親愛なる。
【爱情片】の意味：恋愛映画。         　　　【动作片】の意味：アクション映画。

                      nǐ      xǐ    huān kàn   shén  me    lèi     xíng   de    diàn  yǐng              ài    qíng  piān    hái   shì   dòng  zuò  piān

王   芳：你喜欢看什么类型的电影？爱情片还是动作片？
                    zhǐ    yào  hǎo    kàn   wǒ   dōu     xǐ    huān            wǒ     shì    ge    diàn  yǐng    mí  
美都子：只要好看我都喜欢。我是个电影迷。
                hǎo     a               zuì      jìn   chū     le      yí      bù     xīn   piān   jiào              qīn     ài     de                  　   tīng  shuō   shì    ge

王   芳：好啊！最近出了一部新片叫《亲爱的》，听说是个
                              hěn   gǎn   rén    de      ài    qíng    gù     shì               bù    zhī    dào 　  nǐ     duì     tā     yǒu   méi   yǒu  xìng    qù

          很感人的爱情故事。不知道你对它有没有兴趣。
                              hǎo    a                bú    guò    wǒ   dān    xīn    kàn   bù    dǒng               yǒu   yīng  wén  huò     rì     wén    zì     mù    ma 

美都子：好啊！不过我担心看不懂 。有英文或日文字幕吗？
                             yǒu  yīng  wén    zì      mù             bié    dān   xīn               wǒ    kě      yǐ    　 bāng   nǐ     fān     yì       a          

王   芳：有英文字幕，别担心，我可以帮你翻译啊！
                              tài    hǎo     le

美都子：太好了！

日本語？
&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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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都子喜欢看什么类型的电影？      
答：美都子是个电影迷，只要好看的她都喜欢。

2）王芳推荐美都子看什么电影？
答：王芳推荐美都子看一部新片叫《亲爱的》，听说是个很感人的爱情故事。

3）美都子担心什么呢？
答：美都子担心看不懂，问王芳有没有字幕。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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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話の空欄を埋めましょう。

级别3 6

                      nǐ       xǐ   huān  kàn                                                     diàn  yǐng                                              hái   shì    

王   芳：你喜欢看                 电影？           还是            ？
                    zhǐ    yào  hǎo   kàn    wǒ   dōu     xǐ   huān             wǒ     shì      ge    diàn  yǐng    mí  
美都子：只要好看我都喜欢。我是个电影迷。
               hǎo     a                zuì      jìn    chū    le      yí      bù                               jiào                                                              tīng   shuō  shì     ge

王   芳：好啊！最近出了一部         叫《          》，听说是个
                                                                                                                     bù    zhī    dào    nǐ     duì     tā                                         xìng    qù

                                    。不知道你对它            兴趣。
                              hǎo     a                bú    guò   wǒ   dān    xīn    kàn   bù    dǒng            yǒu   yīng  wén   huò     rì     wén    zì     mù    ma 

美都子：好啊！不过我担心看不懂。有英文或日文字幕吗？
                             yǒu   yīng  wén                                   bié    dān    xīn              wǒ    kě       yǐ                                                a          

王   芳：有英文        ，别担心，我可以              啊！
                               tài    hǎo     le

美都子：太好了！

日本語？
&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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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話の空欄を埋めましょう。

级别3 7

                      nǐ      xǐ   huān  kàn  shén   me    lèi    xíng    de   diàn  yǐng               ài    qíng   piān    hái    shì   dòng  zuò  piān

王   芳：你喜欢看什么类型的电影？爱情片还是动作片？
                                           hǎo   kàn                           xǐ    huān             wǒ    shì    ge     

美都子：        好看        喜欢。我是个           。
               hǎo     a                zuì     jìn    chū     le       yí      bù    xīn   piān   jiào              qīn     ài      de                       tīng  shuō   shì     ge

王   芳：好啊！最近出了一部新片叫《亲爱的》，听说是个
                              hěn   gǎn   rén    de      ài     qíng   gù     shì               bù     zhī    dào     nǐ     duì     tā     yǒu   méi   yǒu   xìng   qù

          很感人的爱情故事。不知道你对它有没有兴趣。
                              hǎo     a                bú    guò    wǒ                                                                     yǒu   yīng  wén  huò    rì     wén                              ma 

美都子：好啊！不过我                   。有英文或日文         吗？
                             yǒu  yīng  wén    zì      mù              bié   dān    xīn              wǒ    kě       yǐ    bāng    nǐ      fān     yì       a          

王   芳：有英文字幕，别担心，我可以帮你翻译啊！
                                

美都子：          ！

日本語？
&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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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絵を見ながら、会話をしましょ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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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ǎo    dá       xǐ      hào

表 达 喜 好
趣味を表現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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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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ì  shén  me  gǎn  xìng  qù 

           你对什么感兴趣？

9

　あなたは何に興味を持っています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