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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生日礼物
誕生日プレゼントを送ります

                                          sòng  shēng      rì         lǐ         w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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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習目標を確認しましょう。

级别3 2

       sòng shēng rì     lǐ     wù 

   送生日礼物。
    誕生日プレゼントを送ります

       biǎo   dá        ài      hào 

表 达 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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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òng shén me     lǐ      wù 

你送什么礼物
                 nǐ   men  qù     nǎ     lǐ  

你们去哪里 
 

               tiān    qì    zěn   me  yàng

天气怎么样
  

                  nǐ    qù     bú    qù

你去不去  

    bù   guǎn

不管
     tā    dōu   huì    xǐ    huān  de 

 他都会喜欢的。
 

                  hái    zi     dōu  hěn gāo  xìng

孩子都很高兴
       

                      wǒ   dōu  huì    lái    de

我都会来的 
 

               lì      li      yí    dìng  huì    qù    de

丽丽一定会去的

［不管…都… ］      …に関わら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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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你送什么礼物，他都会喜欢的。

or

or

or

去  or  不去？
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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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你送什么礼物，他都会喜欢的。

不管你们去哪里，孩子都很高兴。

不管天气怎么样，我都会来的。 不管你去不去，丽丽一定会去的。

3

or

or

or

去  or  不去？
丽丽

絵を見て話しましょ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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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話しましょう。

级别3

                   wǒ    yǒu   ge  zhōng guó  péng  you       　    kuài   guò  shēng   rì      le              wǒ  xiǎng sòng   tā       yí 

美都子：我有个中国朋友，快过生日了，我想送她一
                                ge  shēng    rì       lǐ      wù              nǐ    yǒu   shén   me    hǎo   jiàn     yì

          个生日礼物，你有什么好建议？
                zhè    ge     yào   kàn    tā     de    nián     jì      hé      ài      hào              tā      dà    gài    duō    dà 
王   芳：这个要看她的年纪和爱好。她大概多大？
                               tā    gēn    wǒ    chà    bù    duō   dà                tè     bié     xǐ   huān zhōng  guó  wén   huà             píng   shí

美都子：她跟我差不多大，特别喜欢中国文化。平时  
                              yǒu  kòng   de    shí    hou               xǐ    huān   zuò    yú      jiā              huò  zhě     qù    kàn  zhǎn  lǎn

          有空的时候，喜欢做瑜伽，或者去看展览。
                     wǒ    kě      yǐ      péi     nǐ      yì       qǐ      qù   mǎi              wǒ     jué     de     bù   guǎn    nǐ   sòng  shén  me 

王   芳：我可以陪你一起去买。我觉得不管你送什么
                             lǐ      wù               tā    dōu    huì     xǐ    huān   de

         礼物，她都会喜欢的。
                        wǒ    yě       xī   wàng

美都子：我也希望。

                                měi     dū        zǐ        hé    wáng   fāng     zài      tǎo      lùn    sòng    gěi     péng    you    shén    me      lǐ        wù 

      （美 都 子 和 王 芳 在 讨 论 送 给 朋 友 什 么 礼 物）
美都子と王芳は友達の誕生日プレゼントを考えています

5

【过生日】の意味：誕生日を過ごす。 【看（情况）】の意味：情勢を見て判断する 。 
【爱好】の意味：趣味。 　　　　　　【文化】の意味：文化。 
【瑜伽】の意味：ヨ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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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都子问王芳什么事？      
答：美都子的一个朋友要过生日了，美都子不知道送朋友什么礼物好。

2）美都子的朋友事什么样的？
答：美都子的朋友和美都子差不多大，特别喜欢中国文化。
       平时有空的时候喜欢做瑜伽或者去看展览。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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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話の空欄を埋めましょう。

级别3 6

                   wǒ    yǒu   ge  zhōng guó  péng  you            kuài                                     le               wǒ  xiǎng                tā      yí 

美都子：我有个中国朋友，快           了，我想    她一
                                ge                                                        nǐ     yǒu  

          个              ，你有                 ？
                zhè    ge    yào    kàn     tā     de    nián    jì      hé      ài     hào               tā     dà     gài   duō    dà 
王   芳：这个要看她的年纪和爱好。她大概多大？
                               tā                                                       dà                tè    bié      xǐ   huān                                                      píng   shí

美都子：她                 大，特别喜欢              。平时  
                                                                                             xǐ    huān                                             huò  zhě    qù     kàn  zhǎn  lǎn

                            ，喜欢           ，或者去看展览。
                     wǒ    kě      yǐ      péi     nǐ      yì       qǐ      qù    mǎi             wǒ    jué     de    bù    guǎn   nǐ    sòng  shén  me 

王   芳：我可以陪你一起去买。我觉得不管你送什么
                              lǐ      wù               tā    dōu   huì     xǐ   huān   de

         礼物，她都会喜欢的。
                         

美都子：                 。



Copyright ©2016 Ctalk. All Rights Reserved

　     会話の空欄を埋めましょう。

级别3 7

                   wǒ    yǒu   ge  zhōng guó  péng  you            kuài  guò shēng    rì      le                wǒ   xiǎng  sòng   tā      yí 

美都子：我有个中国朋友，快过生日了，我想送她一
                               ge   shēng    rì       lǐ      wù              nǐ    yǒu   shén   me    hǎo   jiàn     yì

          个生日礼物，你有什么好建议？
                zhè    ge    yào                                                      hé                                          tā      

王   芳：这个要                 和         。她              ？
                               tā    gēn   wǒ    chà    bù    duō    dà                tè    bié      xǐ  huān zhōng  guó  wén  huà              píng   shí

美都子：她跟我差不多大，特别喜欢中国文化。平时  
                              yǒu   kòng  de     shí    hou              xǐ   huān  zuò    yú      jiā               huò   zhě     qù    kàn  zhǎn  lǎn

          有空的时候，喜欢做瑜伽，或者去看展览。
                     wǒ    kě      yǐ                                                                             wǒ    jué     de                                            shén  me 

王   芳： 我可以                     。我觉得              什么
                              lǐ      wù              tā                                                  de

          礼物，她               的。
                       wǒ    yě       xī   wàng

美都子：我也希望。



Copyright ©2016 Ctalk.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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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达 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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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áng cháng huì   sòng  péng  you shén   me  shēng

           你常常会送朋友什么生  
   rì       lǐ       wù              wèi  shén    me   sòng  zhè    ge       lǐ       wù 

日礼物？为什么送这个礼物？

9

　あなたはよく友達にどんな誕生日プレゼン
トを送りますか？どうしてこのプレゼントに
しました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