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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姨 26 布局 51 持续 76 辞职
1 2 3 4 5 6 7 8 9 āyí bùjú chíxù cízhí 

 カ ニ  簡 易 2 八 27 不客气 52 迟疑 77 醋

ｋａｎｉ ｋａｎｉ bā búkèqi chíyí cù

3 爸爸 28 不可思议 53 赤字 78 粗鲁
bàba bùkěsīyì chìzì cūlǔ 

両 唇 4 巴不得 29 不如 54 尺子 79 促使
破 裂 音 bābudé bùrú chǐzi cùshǐ 

両 唇 5 笔 30 哺乳 55 出 80 大
破 裂 音 bǐ bǔrǔ chū dà

両 唇 6 彼此 31 不时 56 初步 81 打
鼻 音 bǐcǐ bùshí chūbù dǎ

唇 歯 7 比例 32 部署 57 出发 82 答复
摩 擦 音 bǐlì bùshǔ chūfā dáfù 

歯 茎 8 逼迫 33 不惜 58 初级 83 打击
破 裂 音 bīpò bùxī chūjí dǎjí 

歯 茎 9 比如 34 布置 59 除了 84 大米
破 裂 音 bǐrú bùzhì chúle dàmǐ

歯 茎 10 闭塞 35 不止 60 处理 85 大厦
鼻 音 bìsè bùzhǐ chǔlǐ dàshà 

歯 茎 11 鄙视 36 不足 61 出路 86 大肆
側面近接音 bǐshì bùzú chūlù dàsì 

軟 口 蓋 12 鼻涕 37 擦 62 出去 87 大体
破 裂 音 bítì cā chūqu dàtǐ 

軟 口 蓋 13 必须 38 册 63 出色 88 大衣
破 裂 音 bìxū cè chūsè dàyī

軟 口 蓋 14 比喻 39 茶 64 出示 89 大意
摩 擦 音 bǐyù chá chūshì dàyì 

歯茎硬口蓋 15 鼻子 40 差 65 除夕 90 打折
破 擦 音 bízi chà chúxī dǎzhé 

歯茎硬口蓋 16 伯伯 41 差距 66 出席 91 大致
破 擦 音 bóbo chājù chūxí dàzhì 

歯茎硬口蓋 17 玻璃 42 刹那 67 出息 92 得力
摩 擦 音 bōlí chànà chūxī délì 

捲 舌 18 伯母 43 诧异 68 储蓄 93 得意
破 擦 音 bómǔ chàyì chúxù déyì 

捲 舌 19 博士 44 叉子 69 处置 94 德语
破 擦 音 bóshì chāzi chǔzhì Déyǔ

捲 舌 20 脖子 45 车 70 出租 95 低
摩 擦 音 bózi chē chūzū dī

捲 舌 21 不必 46 彻底 71 出租汽车 96 第一
摩 擦 音 búbì chèdǐ chūzū qìchē dì yī 

歯 茎 22 不得不 47 车库 72 次 97 堤坝
破 擦 音 bùdé bù chēkù cì dībà 

歯 茎 23 不得已 48 吃 73 刺激 98 地步
破 擦 音 bùdéyǐ chī cìjī dìbù 

歯 茎 24 步伐 49 吃苦 74 次序 99 抵达
摩 擦 音 bùfá chīkǔ cìxù dǐdá 

25 不顾 50 吃力 75 词语 100 弟弟
búgù chīlì cíyǔ dìdi

区別のためのＹＷ ⇒

【（子音 ＋） a o e i [ ʅ ] [ ɿ ] u ü er 】

捲(反り)舌音と有気音で十分!
その他は教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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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地理 126 发射 151 复制 176 故事 201 鸡 226 集体 251 克服 276 里 301 麻痹 326 目录
dìlǐ fāshè fùzhì gùshi jī jítǐ kèfú lǐ mábì mùlù 

102 地区 127 发誓 152 辅助 177 固体 202 基础 227 继续 252 客户 277 离 302 马虎 327 沐浴
dìqū fāshì fǔzhù gùtǐ jīchǔ jìxù kèhù lí mǎhu mùyù 

103 敌视 128 发育 153 个 178 鼓舞 203 记得 228 记忆 253 刻苦 278 理发 303 马路 328 母语
díshì fāyù gè gǔwǔ jìde jìyì kèkǔ lǐfà mǎlù mǔyǔ 

104 地势 129 付 154 歌 179 故意 204 基地 229 给予 254 可乐 279 立即 304 妈妈 329 拿
dìshì fù gē gùyì jīdì jǐyǔ kělè lìjí māma ná

105 地图 130 幅度 155 隔壁 180 固执 205 嫉妒 230 机遇 255 科目 280 立刻 305 麻木 330 那
dìtú fúdù gébì gùzhí jídù jīyù kēmù lìkè mámù nà

106 地址 131 夫妇 156 胳膊 181 和 206 季度 231 记者 256 可怕 281 理科 306 蚂蚁 331 哪
dìzhǐ fūfù gēbo hé jìdù jìzhě kěpà lǐkē mǎyǐ nǎ

107 地质 132 符合 157 疙瘩 182 喝 207 饥饿 232 机智 257 客气 282 厘米 307 米 332 那个
dìzhì fúhé gēda hē jī'è jīzhì kèqi límǐ mǐ nàge

108 抵制 133 附和 158 哥哥 183 何必 208 激发 233 句 258 可是 283 力气 308 弥补 333 哪个
dǐzhì fúhé gēge hébì jīfā jù kěshì lìqi míbǔ nǎge

109 读 134 福利 159 隔阂 184 合法 209 及格 234 局部 259 课题 284 例如 309 密度 334 那里
dú fúlì géhé héfǎ jígé júbù kètí lìrú mìdù nàli

110 读书 135 俘虏 160 格局 185 合格 210 集合 235 巨大 260 可恶 285 历史 310 迷路 335 哪里
dú//shū fúlǔ géjú hégé jíhé jùdà kěwù lìshǐ mílù nǎli

111 赌博 136 抚摸 161 隔离 186 合理 211 几乎 236 俱乐部 261 可惜 286 立体 311 密码 336 那么
dǔbó fǔmō gélí hélǐ jīhū jùlèbù kěxī lìtǐ mìmǎ nàme

112 堵车 137 父母 162 歌曲 187 和睦 212 积极 237 距离 262 可以 287 礼物 312 秘密 337 哪怕
dǔchē fùmǔ gēqǔ hémù jījí jùlí kěyǐ lǐwù mìmì nǎpà 

113 督促 138 妇女 163 格式 188 和气 213 急剧 238 局势 263 克制 288 利息 313 秘书 338 呢
dūcù fùnǚ géshì héqì jíjù júshì kèzhì lìxī mìshū ne

114 独立 139 福气 164 个体 189 合适 214 极了 239 举世瞩目 264 苦 289 利益 314 谜语 339 你
dúlì fúqi gètǐ héshì jíle jǔshì zhǔmù kǔ lìyì míyǔ nǐ

115 堵塞 140 服气 165 个子 190 盒子 215 激励 240 拘束 265 哭 290 理智 315 摸 340 女
dǔsè fúqì gèzi hézi jīlì jūshù kū lǐzhì mō nǚ

116 独特 141 辐射 166 各自 191 湖泊 216 纪录 241 具体 266 哭泣 291 立足 316 摩擦 341 女儿
dútè fúshè gèzì húbó jìlù jùtǐ kūqì lìzú mócā nǚ'ér

117 读者 142 腐蚀 167 鸽子 192 护士 217 纪律 242 据悉 267 苦涩 292 路 317 磨合 342 努力
dúzhě fǔshí gēzi hùshi jìlǜ jùxī kǔsè lù móhé nǔlì

118 肚子 143 俯视 168 孤独 193 忽视 218 机密 243 居住 268 裤子 293 绿 318 模糊 343 奴隶
dùzi fǔshì gūdú hūshì jīmì jūzhù kùzi lǜ móhu núlì 

119 饿 144 附属 169 辜负 194 糊涂 219 寂寞 244 橘子 269 辣 294 绿茶 319 默默 344 女士
è fùshǔ gūfù hútu jìmò júzi là lǜchá mòmò nǚshì

120 儿子 145 服务 170 姑姑 195 呼吸 220 机器 245 句子 270 喇叭 295 屡次 320 抹杀 345 爬
érzi fúwù gūgu hūxī jīqì jùzi lǎba lǚcì mǒshā pá

121 俄语 146 复习 171 估计 196 胡须 221 极其 246 桔子 271 垃圾 296 陆地 321 模式 346 怕
Éyǔ fùxí gūjì húxū jíqí júzi lājī lùdì móshì pà

122 遏制 147 富裕 172 顾客 197 呼吁 222 及时 247 卡车 272 蜡烛 297 录取 322 魔术 347 批发
èzhì fùyù gùkè hūyù jíshí kǎchē làzhú lùqǔ móshù pīfā 

123 发布 148 赋予 173 鼓励 198 胡子 223 即使 248 卡拉OK 273 了 298 律师 323 模特 348 皮肤
fābù fùyǔ gǔlì húzi jíshǐ kǎlā OK le lǜshī mótè pífū 

124 发达 149 复杂 174 孤立 199 寄 224 技术 249 课 274 乐趣 299 陆续 324 目的 349 皮革
fādá fùzá gūlì jì jìshù kè lèqù lùxù mùdì pígé 

125 法律 150 负责 175 顾虑 200 几 225 吉他 250 渴 275 乐意 300 马 325 目睹 350 屁股
fǎlǜ fùzé gùlǜ jǐ jítā kě lèyì mǎ mùdǔ pì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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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脾气 376 其他 401 刹车 426 事迹 451 数额 476 素食 501 误差 526 语法 551 制度 576 注射
píqi qítā shāchē shìjì shù'é sùshí wùchā yǔfǎ zhìdù zhùshè 

352 譬如 377 企图 402 沙发 427 时刻 452 书法 477 素质 502 须知 527 娱乐 552 制服 577 注视
pìrú qǐtú shāfā shíkè shūfǎ sùzhì xūzhī yúlè zhìfú zhùshì 

353 破 378 其余 403 沙漠 428 实力 453 舒服 478 他 503 一度 528 玉米 553 智力 578 主题
pò qíyú shāmò shílì shūfu tā yídù yùmǐ zhìlì zhǔtí 

354 破例 379 旗帜 404 蛇 429 势力 454 束缚 479 踏实 504 衣服 529 预期 554 治理 579 主席
pòlì qízhì shé shìlì shùfù tāshí yīfu yùqī zhìlǐ zhǔxí

355 瀑布 380 气质 405 舍不得 430 时期 455 疏忽 480 特色 505 以及 530 与其 555 志气 580 注意
pùbù qìzhí shěbudé shíqī shūhū tèsè yǐjí yǔqí zhìqì zhùyì

356 普及 381 妻子 406 奢侈 431 失去 456 书籍 481 特殊 506 依据 531 语气 556 只是 581 主意
pǔjí qīzi shēchǐ shīqù shūjí tèshū yījù yǔqì zhǐshì zhǔyi

357 朴实 382 去 407 射击 432 事实 457 书记 482 特意 507 一刻 532 于是 557 知识 582 主义
pǔshí qù shèjī shìshí shūjì tèyì yíkè yúshì zhīshi zhǔyì 

358 朴素 383 取得 408 设计 433 时事 458 数据 483 踢 508 医科 533 浴室 558 致使 583 驻扎
pǔsù qǔdé shèjì shíshì shùjù tī yīkē yùshì zhìshǐ zhùzhā

359 骑 384 取缔 409 设立 434 实施 459 树立 484 提拔 509 毅力 534 预习 559 指示 584 竹子
qí qǔdì shèlì shíshī shùlì tíbá yìlì yùxí zhǐshì zhúzi

360 起 385 屈服 410 社区 435 逝世 460 数码 485 体积 510 一律 535 雨衣 560 植物 585 字
qǐ qūfú shèqū shìshì shùmǎ tǐjī yílǜ yǔyī zhíwù zì

361 七 386 去世 411 设施 436 失事 461 输入 486 题目 511 一起 536 杂技 561 秩序 586 自发
qī qùshì shèshī shīshì shūrù tímù yìqǐ zájì zhìxù zìfā 

362 汽车 387 趋势 412 摄氏度 437 尸体 462 舒适 487 提示 512 仪器 537 杂志 562 至于 587 资格
qìchē qūshì shèshìdù shītǐ shūshì tíshì yíqì zázhì zhìyú zīgé 

363 起初 388 区域 413 设置 438 试图 463 叔叔 488 体系 513 仪式 538 扎实 563 指责 588 自己
qǐchū qūyù shèzhì shìtú shūshu tǐxì yíshì zhāshi zhǐzé zìjǐ

364 其次 389 曲折 414 十 439 食物 464 熟悉 489 提议 514 遗失 539 这 564 制止 589 字幕
qícì qūzhé shí shíwù shúxī tíyì yíshī zhè zhìzhǐ zìmù 

365 启发 390 驱逐 415 是 440 事物 465 属于 490 体育 515 意识 540 这个 565 支柱 590 字母
qǐfā qūzhú shì shìwù shǔyú tǐyù yìshí zhège zhīzhù zìmǔ 

366 起伏 391 曲子 416 似的 441 失误 466 数字 491 吐 516 艺术 541 这里 566 侄子 591 姿势
qǐfú qǔzi shì de shīwù shùzì tǔ yìshù zhèli zhízi zīshì 

367 欺负 392 热 417 势必 442 实习 467 梳子 492 突出 517 意思 542 这么 567 祝 592 自私
qīfù rè shìbì shíxí shūzi tūchū yìsi zhème zhù zìsī 

368 奇迹 393 日记 418 时差 443 适宜 468 四 493 徒弟 518 意图 543 折磨 568 猪 593 仔细
qíjī rìjì shíchā shìyí sì túdì yìtú zhémó zhū zǐxì

369 起码 394 日历 419 时而 444 示意 469 司法 494 土地 519 一直 544 纸 569 逐步 594 自主
qǐmǎ rìlì shí'ér shìyì sīfǎ tǔdì yìzhí zhǐ zhúbù zìzhǔ 

370 气魄 395 日期 420 师傅 445 实质 470 似乎 495 涂抹 520 意志 545 之际 570 注册 595 资助
qìpò rìqī shīfu shízhì sìhū túmǒ yìzhì zhī jì zhùcè zīzhù 

371 气色 396 日益 421 事故 446 柿子 471 司机 496 突破 521 以至 546 直播 571 主持 596 祖父
qìsè rìyì shìgù shìzi sījī tūpò yǐzhì zhíbō zhǔchí zǔfù 

372 其实 397 日子 422 适合 447 狮子 472 四肢 497 图书 522 一致 547 支持 572 祝福 597 组合
qíshí rìzi shìhé shīzi sìzhī túshū yízhì zhīchí zhùfú zǔhé 

373 歧视 398 如何 423 世纪 448 十足 473 私自 498 兔子 523 椅子 548 支出 573 嘱咐 598 足以
qíshì rúhé shìjì shízú sīzì tùzi yǐzi zhīchū zhǔfù zúyǐ 

374 气势 399 傻 424 实际 449 树 474 速度 499 无比 524 鱼 549 致辞 574 祝贺 599 组织
qìshì shǎ shíjì shù sùdù wúbǐ yú zhìcí zhùhè zǔzhī

375 启事 400 杀 425 时机 450 书 475 宿舍 500 务必 525 雨 550 值得 575 助理 600 阻止
qǐshì shā shíjī shū sùshè wùbì yǔ zhí//de zhùlǐ zǔzh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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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音組合せ順 1 八 26 沙漠 51 杂志 76 脖子
1 2 3 4 5 6 7 8 9 bā shāmò zázhì bózi

 カ ニ  簡 易 2 爬 27 发射 52 大肆 77 伯母

ｋａｎｉ ｋａｎｉ pá fāshè dàsì bómǔ

3 怕 28 打折 53 叉子 78 模糊
pà dǎzhé chāzi móhu

両 唇 4 马 29 那么 54 麻木 79 魔术
破 裂 音 mǎ nàme mámù móshù

両 唇 5 打 30 哪个 55 马路 80 饿
破 裂 音 dǎ nǎge mǎlù è

両 唇 6 大 31 那个 56 马虎 81 呢
鼻 音 dà nàge mǎhu ne

唇 歯 7 他 32 卡车 57 发布 82 了
摩 擦 音 tā kǎchē fābù le

歯 茎 8 拿 33 刹车 58 答复 83 歌
破 裂 音 ná shāchē dáfù gē

歯 茎 9 哪 34 阿姨 59 蜡烛 84 个
破 裂 音 nǎ āyí làzhú gè

歯 茎 10 那 35 蚂蚁 60 巴不得 85 渴
鼻 音 nà mǎyǐ bābudé kě

歯 茎 11 辣 36 麻痹 61 发育 86 课
側面近接音 là mábì fāyù kè

軟 口 蓋 12 茶 37 大衣 62 法律 87 喝
破 裂 音 chá dàyī fǎlǜ hē

軟 口 蓋 13 差 38 大意 63 差距 88 和
破 裂 音 chà dàyì chājù hé

軟 口 蓋 14 杀 39 大米 64 破 89 这
摩 擦 音 shā dàmǐ pò zhè

歯茎硬口蓋 15 傻 40 大体 65 摸 90 车
破 擦 音 shǎ dàtǐ mō chē

歯茎硬口蓋 16 擦 41 打击 66 抹杀 91 蛇
破 擦 音 cā dǎjí mǒshā shé

歯茎硬口蓋 17 爸爸 42 哪里 67 摩擦 92 热
摩 擦 音 bàba nǎli mócā rè

捲 舌 18 妈妈 43 那里 68 伯伯 93 册
破 擦 音 māma nàli bóbo cè

捲 舌 19 发达 44 垃圾 69 默默 94 疙瘩
破 擦 音 fādá lājī mòmò gēda

捲 舌 20 大厦 45 诧异 70 模特 95 可怕
摩 擦 音 dàshà chàyì mótè kěpà

捲 舌 21 哪怕 46 杂技 71 磨合 96 合法
摩 擦 音 nǎpà zájì móhé héfǎ

歯 茎 22 喇叭 47 发誓 72 玻璃 97 胳膊
破 擦 音 lǎba fāshì bōlí gēbo

歯 茎 23 卡拉OK 48 大致 73 破例 98 折磨
破 擦 音 kǎlā OK dàzhì pòlì zhémó

歯 茎 24 刹那 49 踏实 74 博士 99 特色
摩 擦 音 chànà tāshí bóshì tèsè

25 沙发 50 扎实 75 模式 100 哥哥
shāfā zhāshi móshì gēge

 [ ɿ ]   u  ü er捲(反り)舌音と有気音で十分!
その他は教師用。

si  su s

  a  o   e  i [ ʅ ]

c

摩擦音  s  sa  se

z

有気音  c  ca  ce ci  cu

zi  zu
舌
　
歯
　
音

無気音  z  za  ze

ri  ru r摩擦音  r  re

shi shu sh

chu ch

摩擦音 sh sha she

zh

有気音 ch cha che chi

zhe zhi zhu

xu x

捲
　
舌
　
音

無気音 zh zha

qu q

摩擦音  x xi

j

有気音  q qi

ji ju
舌
　
面
　
音

無気音  j

 hu h摩擦音  h  ha  he

 ku k

 gu g

有気音  k  ka  ke

l

舌
　
根
　
音

無気音  g  ga  ge

li  lu lü

 nu nü n

側面音  l  la lo  le

t

鼻  音  n  na  ne ni

d

有気音  t  ta  te ti  tu

di  du

舌
　
尖
　
音

無気音  d  da  de

 fu f摩擦音  f  fa fo

 mu m

 pu p

鼻  音  m  ma mo  me mi

b

有気音  p  pa po pi

bi  bu

 wu yu er

唇
　
音

無気音  b  ba bo

区別のためのＹＷ ⇒
子音
無し   a  o   e yi

【（子音 ＋） a o e i [ ʅ ] [ ɿ ] u ü er 】

  a  o   e  i [ ʅ ]  [ ɿ ]   u  ü er

・・
を
省
略

・・
を
省
略

同
じ
音

発音
注意

と
例 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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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隔阂 126 格式 151 歌曲 176 其他 201 秘密 226 意志 251 彼此 276 基础 301 值得 326 日记
géhé géshì gēqǔ qítā mìmì yìzhì bǐcǐ jīchǔ zhí//de rìjì

102 可乐 127 克制 152 社区 177 逼迫 202 第一 227 遗失 252 妻子 277 技术 302 指责 327 日期
kělè kèzhì shèqū bīpò dì yī yíshī qīzi jìshù zhǐzé rìqī

103 合格 128 可是 153 笔 178 寂寞 203 弟弟 228 仪式 253 其次 278 欺负 303 似的 328 制止
hégé kěshì bǐ jìmò dìdi yíshì qícì qīfù shì de zhìzhǐ

104 这么 129 合适 154 米 179 气魄 204 地理 229 意识 254 衣服 279 起伏 304 时刻 329 支持
zhème héshì mǐ qìpò dìlǐ yìshí yīfu qǐfú shíkè zhīchí

105 这个 130 设置 155 低 180 医科 205 提议 230 鄙视 255 一度 280 企图 305 适合 330 知识
zhège shèzhì dī yīkē tíyì bǐshì yídù qǐtú shìhé zhīshi

106 得意 131 奢侈 156 踢 181 一刻 206 体积 231 抵制 256 意图 281 起初 306 治理 331 指示
déyì shēchǐ tī yíkè tǐjī dǐzhì yìtú qǐchū zhìlǐ zhǐshì

107 得力 132 设施 157 你 182 闭塞 207 体系 232 地址 257 艺术 282 一律 307 智力 332 只是
délì shèshī nǐ bìsè tǐxì dìzhǐ yìshù yílǜ zhìlì zhǐshì

108 特意 133 摄氏度 158 离 183 皮革 208 利益 233 地质 258 比如 283 依据 308 之际 333 致使
tèyì shèshìdù lí pígé lìyì dìzhì bǐrú yījù zhī jì zhìshǐ

109 乐意 134 鸽子 159 里 184 理科 209 厘米 234 敌视 259 皮肤 284 比喻 309 志气 334 实质
lèyì gēzi lǐ lǐkē límǐ díshì pífū bǐyù zhìqì shízhì

110 隔壁 135 各自 160 鸡 185 立刻 210 立体 235 地势 260 屁股 285 必须 310 迟疑 335 失事
gébì gèzì jī lìkè lìtǐ dìshì pìgu bìxū chíyí shīshì

111 个体 136 个子 161 几 186 饥饿 211 立即 236 提示 261 譬如 286 谜语 311 吃力 336 实施
gètǐ gèzi jǐ jī'è lìjí tíshì pìrú míyǔ chīlì shíshī

112 隔离 137 盒子 162 寄 187 记得 212 力气 237 理智 262 弥补 287 地区 312 适宜 337 时事
gélí hézi jì jìde lìqi lǐzhì míbǔ dìqū shìyí shíshì

113 可以 138 特殊 163 七 188 极了 213 利息 238 历史 263 密度 288 体育 313 示意 338 事实
kěyǐ tèshū qī jíle lìxī lìshǐ mìdù tǐyù shìyì shìshí

114 课题 139 格局 164 骑 189 及格 214 记忆 239 机智 264 迷路 289 机遇 314 势必 339 逝世
kètí géjú qí jígé jìyì jīzhì mílù jīyù shìbì shìshì

115 客气 140 可恶 165 起 190 集合 215 机密 240 及时 265 秘书 290 给予 315 尸体 340 侄子
kèqi kěwù qǐ jíhé jīmì jíshí mìshū jǐyǔ shītǐ zhízi

116 可惜 141 科目 166 批发 191 记者 216 基地 241 即使 266 地步 291 纪律 316 实力 341 致辞
kěxī kēmù pīfā jìzhě jīdì jíshǐ dìbù jìlǜ shílì zhìcí

117 何必 142 克服 167 密码 192 汽车 217 集体 242 旗帜 267 地图 292 急剧 317 势力 342 尺子
hébì kèfú mìmǎ qìchē jítǐ qízhì dìtú jíjù shìlì chǐzi

118 合理 143 刻苦 168 堤坝 193 气色 218 激励 243 气质 268 题目 293 继续 318 时机 343 赤字
hélǐ kèkǔ dībà qìsè jīlì qìzhí tímù jìxù shíjī chìzì

119 和气 144 客户 169 抵达 194 毅力 219 积极 244 其实 269 礼物 294 其余 319 实际 344 狮子
héqì kèhù dǐdá yìlì jījí qíshí lǐwù qíyú shíjì shīzi

120 这里 145 和睦 170 提拔 195 以及 220 机器 245 歧视 270 例如 295 纸 320 事迹 345 柿子
zhèli hémù tíbá yǐjí jīqì qíshì lìrú zhǐ shìjì shìzi

121 彻底 146 车库 171 理发 196 仪器 221 极其 246 启事 271 立足 296 吃 321 世纪 346 日子
chèdǐ chēkù lǐfà yíqì jíqí qǐshì lìzú chī shìjì rìzi

122 设立 147 舍不得 172 激发 197 一起 222 奇迹 247 气势 272 嫉妒 297 十 322 时期 347 植物
shèlì shěbudé jīfā yìqǐ qíjī qìshì jídù shí shíqī zhíwù

123 射击 148 俄语 173 吉他 198 鼻涕 223 一致 248 椅子 273 季度 298 是 323 实习 348 制服
shèjī Éyǔ jítā bítì yízhì yǐzi jìdù shì shíxí zhìfú

124 设计 149 德语 174 起码 199 比例 224 以至 249 意思 274 纪录 299 时差 324 日益 349 制度
shèjì Déyǔ qǐmǎ bǐlì yǐzhì yìsi jìlù shíchā rìyì zhìdù

125 遏制 150 乐趣 175 启发 200 脾气 225 一直 250 鼻子 275 几乎 300 直播 325 日历 350 支柱
èzhì lèqù qǐfā píqi yìzhí bízi jīhū zhíbō rìlì zhīzh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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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支出 376 辞职 401 复杂 426 出色 451 故意 476 不时 501 数字 526 糊涂 551 呼吁 576 距离
zhīchū cízhí fùzá chūsè gùyì bùshí shùzì hútu hūyù jùlí

352 吃苦 377 四肢 402 巨大 427 数额 452 固体 477 朴实 502 不顾 527 逐步 552 胡须 577 据悉
chīkǔ sìzhī jùdà shù'é gùtǐ pǔshí búgù zhúbù húxū jùxī

353 失误 378 自私 403 驻扎 428 如何 453 孤立 478 复制 503 部署 528 嘱咐 553 出去 578 取缔
shīwù zìsī zhùzhā rúhé gūlì fùzhì bùshǔ zhǔfù chūqu qǔdì

354 食物 379 私自 404 出发 429 组合 454 鼓励 479 腐蚀 504 哺乳 529 祝福 554 储蓄 579 于是
shíwù sīzì chūfā zǔhé gǔlì fǔshí bǔrǔ zhùfú chúxù yúshì

355 事物 380 字母 405 数码 430 宿舍 455 估计 480 俯视 505 不如 530 初步 555 属于 580 浴室
shìwù zìmǔ shùmǎ sùshè gūjì fǔshì bùrú chūbù shǔyú yùshì

356 师傅 381 字幕 406 书法 431 不得已 456 哭泣 481 固执 506 不足 531 出路 556 数据 581 女士
shīfu zìmù shūfǎ bùdéyǐ kūqì gùzhí bùzú chūlù shùjù nǚshì

357 试图 382 资助 407 抚摸 432 不客气 457 呼吸 482 故事 507 瀑布 532 出租 557 鱼 582 律师
shìtú zīzhù fǔmō búkèqi hūxī gùshi pùbù chūzū yú lǜshī

358 事故 383 自主 408 赌博 433 不可思议 458 主意 483 忽视 508 朴素 533 出租汽车 558 雨 583 局势
shìgù zìzhǔ dǔbó bùkěsīyì zhǔyi hūshì pǔsù chūzū qìchē yǔ júshì

359 十足 384 似乎 409 突破 434 不得不 459 主义 484 护士 509 目睹 534 舒服 559 女 584 趋势
shízú sìhū tūpò bùdé bù zhǔyì hùshi mùdǔ shūfu nǚ qūshì

360 至于 385 词语 410 涂抹 435 无比 460 注意 485 主持 510 目录 535 束缚 560 绿 585 去世
zhìyú cíyǔ túmǒ wúbǐ zhùyì zhǔchí mùlù shùfù lǜ qùshì

361 秩序 386 次序 411 湖泊 436 务必 461 主题 486 注视 511 服务 536 疏忽 561 句 586 须知
zhìxù cìxù húbó wùbì zhǔtí zhùshì fúwù shūhū jù xūzhī

362 持续 387 付 412 符合 437 不必 462 助理 487 处置 512 父母 537 叔叔 562 去 587 举世瞩目
chíxù fù fúhé búbì zhùlǐ chǔzhì fùmǔ shūshu qù jǔshì zhǔmù

363 失去 388 读 413 附和 438 不惜 463 主席 488 出示 513 夫妇 538 输入 563 语法 588 屡次
shīqù dú fúhé bùxī zhǔxí chūshì fūfù shūrù yǔfǎ lǚcì

364 时而 389 吐 414 辐射 439 普及 464 处理 489 舒适 514 幅度 539 祖父 564 绿茶 589 桔子
shí'ér tǔ fúshè pǔjí chǔlǐ shūshì fúdù zǔfù lǜchá júzi

365 字 390 路 415 负责 440 目的 465 初级 490 组织 515 俘虏 540 粗鲁 565 娱乐 590 橘子
zì lù fùzé mùdì chūjí zǔzhī fúlǔ cūlǔ yúlè júzi

366 次 391 哭 416 独特 441 福利 466 出息 491 阻止 516 辅助 541 速度 566 取得 591 句子
cì kū dútè fúlì chūxī zǔzhǐ fǔzhù sùdù qǔdé jùzi

367 四 392 苦 417 读者 442 服气 467 出席 492 促使 517 附属 542 布局 567 曲折 592 曲子
sì kǔ dúzhě fúqì chūxí cùshǐ fùshǔ bùjú qūzhé qǔzi

368 自发 393 猪 418 堵车 443 福气 468 除夕 493 素质 518 读书 543 母语 568 俱乐部 593 局部
zìfā zhū dǔchē fúqi chúxī sùzhì dú//shū mǔyǔ jùlèbù júbù

369 司法 394 祝 419 堵塞 444 复习 469 树立 494 素食 519 督促 544 沐浴 569 雨衣 594 居住
sīfǎ zhù dǔsè fùxí shùlì sùshí dūcù mùyù yǔyī jūzhù

370 资格 395 出 420 顾客 445 独立 470 书籍 495 肚子 520 突出 545 赋予 570 玉米 595 拘束
zīgé chū gùkè dúlì shūjí dùzi tūchū fùyǔ yùmǐ jūshù

371 自己 396 书 421 苦涩 446 徒弟 471 书记 496 兔子 521 图书 546 富裕 571 与其 596 屈服
zìjǐ shū kǔsè túdì shūjì tùzi túshū fùyù yǔqí qūfú

372 仔细 397 树 422 祝贺 447 土地 472 熟悉 497 裤子 522 鼓舞 547 妇女 572 语气 597 驱逐
zǐxì shù zhùhè tǔdì shúxī kùzi gǔwǔ fùnǚ yǔqì qūzhú

373 刺激 398 醋 423 注射 448 奴隶 473 足以 498 胡子 523 辜负 548 录取 573 预期 598 区域
cìjī cù zhùshè núlì zúyǐ húzi gūfù lùqǔ yùqī qūyù

374 司机 399 误差 424 注册 449 努力 474 不止 499 竹子 524 孤独 549 陆续 574 预习 599 女儿
sījī wùchā zhùcè nǔlì bùzhǐ zhúzi gūdú lùxù yùxí nǚ'ér

375 姿势 400 步伐 425 除了 450 陆地 475 布置 500 梳子 525 姑姑 550 顾虑 575 具体 600 儿子
zīshì bùfá chúle lùdì bùzhì shūzi gūgu gùlǜ jùtǐ ér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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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調組合せ順 1 八 26 支出 51 奢侈 76 基地
1 2 3 4 5 6 7 8 9 bā zhīchū shēchǐ jīdì

 カ ニ  簡 易 2 摸 26 出发 51 尸体 76 激励

ｋａｎｉ ｋａｎｉ mō chūfā shītǐ jīlì

3 低 26 出息 51 书法 76 机器
dī chūxī shūfǎ jīqì

両 唇 4 他 26 出租 51 粗鲁 76 机智
破 裂 音 tā chūzū cūlǔ jīzhì

両 唇 5 踢 26 沙发 51 司法 76 居住
破 裂 音 tī shāfā sīfǎ jūzhù

両 唇 6 歌 26 刹车 51 依据 76 拘束
鼻 音 gē shāchē yījù jūshù

唇 歯 7 哭 26 疏忽 51 逼迫 76 欺负
摩 擦 音 kū shūhū bīpò qīfù

歯 茎 8 喝 26 司机 51 发育 76 区域
破 裂 音 hē sījī fāyù qūyù

歯 茎 9 鸡 26 出租汽车 51 发布 76 趋势
破 裂 音 jī chūzū qìchē fābù qūshì

歯 茎 10 七 26 阿姨 51 发射 76 之际
鼻 音 qī āyí fāshè zhī jì

歯 茎 11 猪 26 玻璃 51 发誓 76 支柱
側面近接音 zhū bōlí fāshì zhīzhù

軟 口 蓋 12 车 26 发达 51 夫妇 76 差距
破 裂 音 chē fādá fūfù chājù

軟 口 蓋 13 吃 26 踏实 51 堤坝 76 车库
破 裂 音 chī tāshí dībà chēkù

軟 口 蓋 14 出 26 孤独 51 督促 76 吃力
摩 擦 音 chū gūdú dūcù chīlì

歯茎硬口蓋 15 杀 26 积极 51 突破 76 初步
破 擦 音 shā jījí tūpò chūbù

歯茎硬口蓋 16 书 26 屈服 51 辜负 76 出路
破 擦 音 shū qūfú gūfù chūlù

歯茎硬口蓋 17 擦 26 曲折 51 孤立 76 出示
摩 擦 音 cā qūzhé gūlì chūshì

捲 舌 18 医科 26 驱逐 51 估计 76 出色
破 擦 音 yīkē qūzhú gūjì chūsè

捲 舌 19 批发 26 支持 51 科目 76 沙漠
破 擦 音 pīfā zhīchí kēmù shāmò

捲 舌 20 突出 26 初级 51 哭泣 76 失误
摩 擦 音 tūchū chūjí kūqì shīwù

捲 舌 21 垃圾 26 出席 51 呼吁 76 失去
摩 擦 音 lājī chūxí hūyù shīqù

歯 茎 22 呼吸 26 书籍 51 忽视 76 失事
破 擦 音 hūxī shūjí hūshì shīshì

歯 茎 23 激发 26 资格 51 饥饿 76 书记
破 擦 音 jīfā zīgé jī'è shūjì

歯 茎 24 几乎 26 歌曲 51 机遇 76 舒适
摩 擦 音 jīhū gēqǔ jīyù shūshì

25 须知 26 吃苦 51 机密 76 输入
xūzhī chīkǔ jīmì shūrù

 [ ɿ ]   u  ü er捲(反り)舌音と有気音で十分!
その他は教師用。

si  su s

  a  o   e  i [ ʅ ]

c

摩擦音  s  sa  se

z

有気音  c  ca  ce ci  cu

zi  zu
舌
　
歯
　
音

無気音  z  za  ze

ri  ru r摩擦音  r  re

shi shu sh

chu ch

摩擦音 sh sha she

zh

有気音 ch cha che chi

zhe zhi zhu

xu x

捲
　
舌
　
音

無気音 zh zha

qu q

摩擦音  x xi

j

有気音  q qi

ji ju
舌
　
面
　
音

無気音  j

 hu h摩擦音  h  ha  he

 ku k

 gu g

有気音  k  ka  ke

l

舌
　
根
　
音

無気音  g  ga  ge

li  lu lü

 nu nü n

側面音  l  la lo  le

t

鼻  音  n  na  ne ni

d

有気音  t  ta  te ti  tu

di  du

舌
　
尖
　
音

無気音  d  da  de

 fu f摩擦音  f  fa fo

 mu m

 pu p

鼻  音  m  ma mo  me mi

b

有気音  p  pa po pi

bi  bu

 wu yu er

唇
　
音

無気音  b  ba bo

区別のためのＹＷ ⇒
子音
無し   a  o   e yi

【（子音 ＋） a o e i [ ʅ ] [ ɿ ] u ü er 】

  a  o   e  i [ ʅ ]  [ ɿ ]   u  ü er

・・
を
省
略

・・
を
省
略

同
じ
音

発音
注意

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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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资助 126 拿 151 符合 176 弥补 201 麻木 226 和气 251 鼻子 276 渴 301 打击 326 阻止
zīzhù ná fúhé míbǔ mámù héqì bízi kě dǎjí zǔzhǐ

101 姿势 126 离 151 附和 176 俘虏 201 模特 226 合适 251 脾气 276 苦 301 打折 326 以至
zīshì lí fúhé fúlǔ mótè héshì píqi kǔ dǎzhé yǐzhì

101 私自 126 和 151 提拔 176 德语 201 模式 226 嫉妒 251 模糊 276 几 301 抵达 326 语气
sīzì hé tíbá Déyǔ móshì jídù móhu jǐ dǐdá yǔqì

101 衣服 126 骑 151 隔离 176 读者 201 魔术 226 急剧 251 福气 276 起 301 赌博 326 比喻
yīfu qí gélí dúzhě móshù jíjù fúqi qǐ dǔbó bǐyù

101 爸爸 126 茶 151 隔阂 176 涂抹 201 迷路 226 局部 251 盒子 276 纸 301 女儿 326 比例
bàba chá géhé túmǒ mílù júbù hézi zhǐ nǚ'ér bǐlì

101 妈妈 126 蛇 151 格局 176 厘米 201 服务 226 局势 251 糊涂 276 傻 301 起伏 326 鄙视
māma shé géjú límǐ fúwù júshì hútu shǎ qǐfú bǐshì

101 胳膊 126 十 151 合格 176 合法 201 幅度 226 旗帜 251 胡子 276 雨衣 301 企图 326 朴素
gēbo shí hégé héfǎ fúdù qízhì húzi yǔyī qǐtú pǔsù

101 疙瘩 126 遗失 151 湖泊 176 合理 201 福利 226 歧视 251 极了 276 抹杀 301 取得 326 马路
gēda yíshī húbó hélǐ fúlì qíshì jíle mǒshā qǔdé mǎlù

101 哥哥 126 皮肤 151 及格 176 集体 201 服气 226 其次 251 桔子 276 抚摸 301 指责 326 法律
gēge pífū jígé jítǐ fúqì qícì júzi fǔmō zhǐzé fǎlǜ

101 鸽子 126 摩擦 151 集合 176 即使 201 辐射 226 植物 251 橘子 276 堵车 301 主题 326 辅助
gēzi mócā jíhé jíshǐ fúshè zhíwù júzi dǔchē zhǔtí fǔzhù

101 姑姑 126 读书 151 极其 176 足以 201 答复 226 逐步 251 值得 276 体积 301 主席 326 俯视
gūgu dú//shū jíqí zúyǐ dáfù zhúbù zhí//de tǐjī zhǔxí fǔshì

101 妻子 126 图书 151 及时 176 词语 201 得意 226 持续 251 侄子 276 理科 301 主持 326 抵制
qīzi túshū jíshí cíyǔ déyì chíxù zhízi lǐkē zhǔchí dǐzhì

101 扎实 126 胡须 151 其余 176 一度 201 得力 226 储蓄 251 主意 276 卡拉OK 301 属于 326 堵塞
zhāshi húxū qíyú yídù délì chúxù zhǔyi kǎlā OK shǔyú dǔsè

101 知识 126 吉他 151 其实 176 一律 201 敌视 226 食物 251 竹子 276 卡车 301 组合 326 体育
zhīshi jítā qíshí yílǜ díshì shíwù zhúzi kǎchē zǔhé tǐyù

101 叉子 126 其他 151 折磨 176 一刻 201 独特 226 实力 251 除了 276 可惜 301 语法 326 体系
chāzi qítā zhémó yíkè dútè shílì chúle kěxī yǔfǎ tǐxì

101 出去 126 奇迹 151 迟疑 176 仪器 201 独立 226 时刻 251 雨 276 启发 301 彼此 326 土地
chūqu qíjī chíyí yíqì dúlì shíkè yǔ qǐfā bǐcǐ tǔdì

101 师傅 126 直播 151 时而 176 一致 201 提议 226 实际 251 笔 276 起初 301 哺乳 326 哪怕
shīfu zhíbō shí'ér yízhì tíyì shíjì bǐ qǐchū bǔrǔ nǎpà

101 狮子 126 除夕 151 实习 176 仪式 201 题目 226 实质 251 马 276 自私 301 蚂蚁 326 努力
shīzi chúxī shíxí yíshì tímù shízhì mǎ zìsī mǎyǐ nǔlì

101 舒服 126 时机 151 十足 176 娱乐 201 提示 226 时事 251 米 276 组织 301 母语 326 女士
shūfu shíjī shízú yúlè tíshì shíshì mǐ zǔzhī mǔyǔ nǚshì

101 叔叔 126 时期 151 如何 176 于是 201 徒弟 226 杂技 251 打 276 以及 301 鼓舞 326 礼物
shūshu shíqī rúhé yúshì túdì zájì dǎ yǐjí gǔwǔ lǐwù

101 梳子 126 时差 151 辞职 176 博士 201 奴隶 226 杂志 251 吐 276 与其 301 可以 326 理发
shūzi shíchā cízhí bóshì núlì zázhì tǔ yǔqí kěyǐ lǐfà

101 巴不得 126 实施 151 俄语 176 鼻涕 201 隔壁 226 不客气 251 哪 276 比如 301 给予 326 理智
bābudé shíshī Éyǔ bítì gébì búkèqi nǎ bǐrú jǐyǔ lǐzhì

101 鱼 126 熟悉 151 无比 176 不必 201 格式 226 儿子 251 你 276 普及 301 基础 326 屡次
yú shúxī wúbǐ búbì géshì érzi nǐ pǔjí jīchǔ lǚcì

101 爬 126 皮革 151 伯母 176 不顾 201 何必 226 伯伯 251 女 276 朴实 301 起码 326 鼓励
pá pígé bómǔ búgù hébì bóbo nǚ pǔshí qǐmǎ gǔlì

101 读 126 磨合 151 谜语 176 麻痹 201 和睦 226 脖子 251 里 276 腐蚀 301 处理 326 可恶
dú móhé míyǔ mábì hémù bózi lǐ fǔshí chǔlǐ kěw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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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可怕 376 付 401 不惜 426 不时 451 事实 476 记者 501 密度 526 客户 551 赤字 576 摄氏度
kěpà fù bùxī bùshí shìshí jìzhě mìdù kèhù chìzì shèshìdù

351 可乐 376 大 401 秘书 426 不如 451 数额 476 具体 501 沐浴 526 克制 551 设立 576 意思
kělè dà mìshū bùrú shù'é jùtǐ mùyù kèzhì shèlì yìsi

351 可是 376 那 401 大衣 426 不足 451 素食 476 治理 501 目的 526 记忆 551 设计 576 屁股
kěshì nà dàyī bùzú sùshí zhìlǐ mùdì jìyì shèjì pìgu

351 苦涩 376 辣 401 第一 426 譬如 451 不得已 476 制止 501 目录 526 寂寞 551 设置 576 弟弟
kǔsè là dì yī pìrú bùdéyǐ zhìzhǐ mùlù jìmò shèzhì dìdi

351 启事 376 路 401 地区 426 复习 451 不得不 476 致使 501 富裕 526 季度 551 示意 576 肚子
qǐshì lù dìqū fùxí bùdé bù zhìshǐ fùyù jìdù shìyì dùzi

351 取缔 376 绿 401 特殊 426 复杂 451 一起 476 助理 501 复制 526 纪录 551 事物 576 兔子
qǔdì lǜ tèshū fùzá yìqǐ zhùlǐ fùzhì jìlù shìwù tùzi

351 指示 376 个 401 利息 426 负责 451 玉米 476 彻底 501 大意 526 纪律 551 势必 576 那么
zhǐshì gè lìxī fùzé yùmǐ chèdǐ dàyì jìlǜ shìbì nàme

351 只是 376 课 401 律师 426 地图 451 不止 476 数码 501 大致 526 继续 551 势力 576 那里
zhǐshì kè lǜshī dìtú bùzhǐ shùmǎ dàzhì jìxù shìlì nàli

351 主义 376 寄 401 据悉 426 蜡烛 451 部署 476 字母 501 大厦 526 技术 551 事故 576 那个
zhǔyì jì jùxī làzhú bùshǔ zìmǔ dàshà jìshù shìgù nàge

351 嘱咐 376 句 401 汽车 426 立即 451 密码 476 自己 501 大肆 526 巨大 551 事迹 576 力气
zhǔfù jù qìchē lìjí mìmǎ zìjǐ dàsì jùdà shìjì lìqi

351 处置 376 去 401 驻扎 426 例如 451 目睹 476 自主 501 地步 526 气魄 551 世纪 576 个子
chǔzhì qù zhùzhā lìrú mùdǔ zìzhǔ dìbù qìpò shìjì gèzi

351 仔细 376 这 401 射击 426 立足 451 赋予 476 促使 501 地质 526 气势 551 逝世 576 故事
zǐxì zhè shèjī lìzú fùyǔ cùshǐ dìzhì qìshì shìshì gùshi

351 祖父 376 祝 401 社区 426 绿茶 451 父母 476 不可思议 501 地势 526 气色 551 束缚 576 客气
zǔfù zhù shèqū lǜchá fùmǔ bùkěsīyì dìshì qìsè shùfù kèqi

351 举世瞩目 376 差 401 设施 426 固执 451 妇女 476 遏制 501 特意 526 去世 551 树立 576 裤子
jǔshì zhǔmù chà shèshī gùzhí fùnǚ èzhì tèyì qùshì shùlì kùzi

351 椅子 376 是 401 日期 426 克服 451 附属 476 毅力 501 特色 526 制度 551 数据 576 护士
yǐzi shì rìqī kèfú fùshǔ yìlì tèsè zhìdù shùjù hùshi

351 马虎 376 树 401 自发 426 课题 451 大米 476 意志 501 乐意 526 智力 551 数字 576 记得
mǎhu shù zìfā kètí dàmǐ yìzhì lèyì zhìlì shùzì jìde

351 哪里 376 热 401 刺激 426 距离 451 大体 476 艺术 501 乐趣 526 志气 551 日益 576 句子
nǎli rè cìjī jùlí dàtǐ yìshù lèqù zhìqì rìyì jùzi

351 哪个 376 字 401 似乎 426 气质 451 地理 476 务必 501 利益 526 秩序 551 日历 576 这么
nǎge zì sìhū qìzhí dìlǐ wùbì lìyì zhìxù rìlì zhème

351 喇叭 376 册 401 四肢 426 至于 451 地址 476 浴室 501 立刻 526 注意 551 日记 576 这里
lǎba cè sìzhī zhìyú dìzhǐ yùshì lìkè zhùyì rìjì zhèli

351 曲子 376 次 401 意图 426 制服 451 立体 476 闭塞 501 陆地 526 祝贺 551 字幕 576 这个
qǔzi cì yìtú zhìfú lìtǐ bìsè lùdì zhùhè zìmù zhège

351 尺子 376 醋 401 一直 426 致辞 451 历史 476 布置 501 陆续 526 注射 551 次序 576 似的
chǐzi cù yìzhí zhìcí lìshǐ bùzhì lùxù zhùshè cìxù shì de

351 舍不得 376 四 401 意识 426 祝福 451 录取 476 破例 501 各自 526 注视 551 速度 576 柿子
shěbudé sì yìshí zhùfú lùqǔ pòlì gèzì zhùshì sùdù shìzi

351 饿 376 误差 401 预习 426 适宜 451 个体 476 瀑布 501 故意 526 注册 551 素质 576 日子
è wùchā yùxí shìyí gètǐ pùbù gùyì zhùcè sùzhì rìzi

351 怕 376 预期 401 步伐 426 试图 451 固体 476 默默 501 顾虑 526 诧异 551 宿舍 576 呢
pà yùqī bùfá shìtú gùtǐ mòmò gùlǜ chàyì sùshè ne

351 破 376 必须 401 布局 426 适合 451 刻苦 476 秘密 501 顾客 526 刹那 551 俱乐部 576 了
pò bìxū bùjú shìhé kèkǔ mìmì gùkè chànà jùlèbù 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