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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想团购电影票 
私も映画のチケットを団体購入したいです

                             wǒ       yě     xiǎng  tuán   gòu    diàn   yǐng    pià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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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習目標を確認しましょう。

级别3 2

  wǒ     yě   xiǎng  tuán  gòu   diàn  yǐng  piào 

我也想团购电影票。
私も映画のチケットを団体購入したいです

wán   quán   fǒu   dìnɡ     jù 

完 全 否 定 句
　　　　　完全否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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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単語を学び、短文を話しましょう。

级别3 3

      cóng   lái    méi 

从来没
wǒ 

我
       

wŏ

我
           lǐ    fāng

李芳

       zhè    ge

  这个APP。
 

                       dōng   xi 

东西
       

                            rì     běn

日本 
 

yòng  guò

用过
    zài wǎng shàng mǎi guò

在网上买过
   

                 qù   guò

去过

［从来没…动词+过］      今まで一度も…したことが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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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我从来没用过这个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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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我从来没用过这个APP。

我从来没在网上买过东西。 李芳从来没去过日本。

絵を見て話しましょう。

2



Copyright ©2016 Ctalk. All Rights Reserved

　     単語を学び、短文を話しましょう。

级别3 5

             fù     zá 

   复杂。
   
               
                          nán

难 
 

                           dà

大
  

         zhè    ge 

  这个APP
 

            wǒ   jué   de    hàn    yǔ 

我觉得汉语
       

                 nà    jiā   gōng   sī 

那家公司 
 

     yì       diǎnr       yě     bú

一点儿也不
                yì       diǎnr       yě    bù

一点儿也不
                yì       diǎnr       yě     bú

一点儿也不

［一点儿也不…］      少しも/まったく…では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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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这个APP一点儿也不复杂。

简单

全员

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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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APP一点儿也不复杂。

我觉得汉语一点儿也不难。 那家公司一点儿也不大。

2

简单

全员

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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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話しましょう。

级别3 7

                     　　　　　　       wáng   fāng   gào     su     měi     dū      zǐ     diàn   yǐng   piào   mǎi    hǎo     le

      （王 芳 告 诉 美 都 子 电 影 票 买 好 了）
王芳は美都子に電話をかけて、彼女に入場券が買ったのを教えます

【排】の意味：列。 　　　　　　　　　　　　 【座】の意味：席。
【关于】の意味：について 。    　　　　　　　【评价】の意味：コメント 。
【团购】の意味：団体購入。                             【大众点评】の意味： tabelog みたいなもの。

                    diàn yǐng   piào  mǎi  hǎo    le                 shì  zhōu   liù    wǎn shang      diǎn   de    piào                         pái                zuò

王   芳：电影票买好了，是周六晚上6点的票，10排10座、
                                      zuò          wǎng shàng guān  yú    zhè   bù   diàn   yǐng   de    píng    jià     bú     cuò

         11座。网上关于这部电影的评价不错。
                   zhè   me    kuài              nǐ     shì    zài     nǎ      lǐ      mǎi    de   piào 
美都子：这么快，你是在哪里买的票？
                wǒ     zài    dà  zhòng diǎn píng shàng tuán gòu    de              yòu  fāng  biàn   yòu   pián   yi

王   芳：我在大众点评上团购的，又方便又便宜。
                              wǒ     yě     yǒu  zhè    ge                                   dàn  shì   cóng   lái     méi  yòng  guò               nǐ      kě      yǐ     jiāo   jiao    wǒ    ma

美都子：我也有这个APP，但是从来没用过，你可以教教我吗？
                             dāng rán     kě      yǐ              míng tiān  wǎn shang  wǒ   men  chī     fàn     de    shí    hou  jiāo     nǐ

王   芳：当然可以，明天晚上我们吃饭的时候教你，
                                 yì       diǎnr       yě      bú      fù    zá 

          一点儿也不复杂。
                  hǎo

美都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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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票是什么时候的？      
答：是周六晚上6点的票，10排10座、11座。

2）王芳在哪里买的票？
答：王芳在大众点评上团购的。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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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話の空欄を埋めましょう。

级别3 8

                   diàn yǐng   piào   mǎi   hǎo    le                shì                                                diǎn   de    piào                          

王   芳：电影票买好了，是             6点的票，
　　　　　　　　　　　　　　　　　　　　　　　　　　　　　　　　                     　zhè    bù   diàn   yǐng   de

         10    10    、11    。         这部电影的            。
                   zhè   me   kuài              nǐ     shì     zài     nǎ      lǐ      mǎi    de    piào 
美都子：这么快，你是在哪里买的票？
                wǒ     zài                                              shàng                           de                                 fāng  biàn                       pián   yi

王   芳：我在               上         的，      方便       便宜。
                              wǒ     yě     yǒu   zhè    ge                                    dàn   shì  cóng    lái     méi  yòng guò　            nǐ       kě      yǐ 

美都子：我也有这个APP，但是从来没用过，你可以
　　　　　　　　 jiāo    jiao   wǒ    ma

　　　教教我吗？
                                                                              míng tiān  wǎn shang  wǒ  men   chī     fàn    de    shí     hou   

王   芳：              ，明天晚上我们吃饭的时候          ，
                                  

                                   。
                  hǎo

美都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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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話の空欄を埋めましょう。

级别3 9

                    diàn yǐng   piào  mǎi   hǎo    le               shì   zhōu   liù   wǎn shang       diǎn   de    piào                         pái                zuò

王   芳：电影票买好了，是周六晚上6点的票，10排10座、
                                      zuò          wǎng shàng guān  yú    zhè   bù   diàn   yǐng   de    píng    jià     bú    cuò

         11座。网上关于这部电影的评价不错。
                                             kuài              nǐ     shì                                                   de    piào 
美都子：         快，你是                的票？
                wǒ     zài    dà  zhòng diǎn píng shàng tuán  gòu   de              yòu   fāng  biàn  yòu   pián   yi

王   芳：我在大众点评上团购的，又方便又便宜。
                              wǒ                         zhè   ge                                   dàn   shì                                 yòng

美都子：我       这个APP，但是          用过，
guò               nǐ      kě      yǐ                                   ma

你可以          吗？
                             dāng rán     kě      yǐ             míng tiān  wǎn shang  wǒ  men   chī     fàn    de    shí     hou  jiāo     nǐ

王   芳：当然可以，明天晚上我们吃饭的时候教你，
                                 yì       diǎnr       yě      bú      fù     zá 

          一点儿也不复杂。            
美都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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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絵を見ながら、会話をしましょ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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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án   quán   fǒu   dìnɡ     jù 

完 全 否 定 句
　　　　　完全否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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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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ì  yòng dà zhòng diǎn píng de　　　　　　  ma 

           你会用大众点评的APP吗？
  

11

　あなたは「大衆講評」というAPPを使うこと
ができます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