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o 中国語 ピンイン 日本語

1 地球 dìqiú 地球。
2 世界 shìjiè 世界。
3 天地 tiāndì 天地。世界。
4 全球 quánqiú 全世界。
5 环球 huánqiú 全世界。地球をまわる。
6 四海 sìhǎi 全国各地。世界各地。
7 世界各地 shìjiè gèdì 世界各地。
8 大气层 dàqìcéng 大気圏。
9 外层空间 wàicéng kōngjiān 大気圏外。宇宙。
10 太空 tàikōng 大気圏外。宇宙。
11 天空 tiānkōng 大空。
12 天上 tiānshàng 空の上。
13 气流 qìliú 気流。
14 大地 dàdì 大地。
15 陆地 lùdì 陸地。陸。
16 大陆 dàlù 大陸。
17 海洋 hǎiyáng 海洋。
18 大洋 dàyáng 大洋。
19 大海 dàhǎi 広大な海。大海原。
20 潮流 cháoliú 潮の流れ。
21 海流 hǎiliú 海流。
22 洋流 yángliú 海流。
23 海上 hǎishàng 海上。
24 海里 hǎili 海中。
25 海中 hǎizhōng 海中。
26 深海 shēnhǎi 深海。
27 海底 hǎidǐ 海底。
28 地中 dìzhōng 地中。
29 地里 dìli 地中。
30 地下 dìxià 地下。
31 地底 dìdǐ 地底。
32 地核 dìhé 地核。
33 岩浆 yánjiāng マグマ。
34 地球自传 dìqiú zìzhuàn 地球は自転する。
35 赤道 chìdào 赤道。
36 赤道上 chìdàoshang 赤道直下。
37 非洲 fēizhōu アフリカ州。
38 美洲 měizhōu アメリカ州。
39 亚洲 yàzhōu アジア州。
40 欧洲 ōuzhōu ヨーロッパ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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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大洋洲 dàyángzhōu オセアニア。
42 南极 nánjí 南極。
43 北极 běijí 北極。
44 北大⻄洋 běi dàxīyáng 北大⻄洋。
45 南大⻄洋 nán dàxīyáng 南大⻄洋。
46 北太平洋 běi tàipíngyáng 北太平洋。
47 南太平洋 nán tàipíngyáng 南太平洋。
48 印度洋 yìndùyáng インド洋。
49 北冰洋 běibīngyáng 北極海。
50 北极海 běijí hǎi 北極海。
51 南冰洋 nánbīngyáng 南極海。
52 南极海 nánjí hǎi 南極海。
53 地球仪 dìqiúyí 地球儀。
54 地球模型 dìqiú móxíng 地球儀。
55 世界地图 shìjiè dìtú 世界地図。
56 联合国 liánhéguó 国際連合。国連。
57 世界卫生组织 shìjiè wèishēng zǔzhī 世界保健機関。WHO。
58 世界人口 shìjiè rénkǒu 世界人口。
59 人口爆炸 rénkǒu bàozhà 人口爆発。
60 全球气候变暖 quánqiú qìhòu biànnuǎn 地球温暖化。
61 全球变暖 quánqiú biànnuǎn 地球温暖化。
62 异常气象 yìcháng qìxiàng 異常気象。
63 臭氧层破坏 chòuyǎngcéng pòhuài オゾン層破壊。
64 沙漠化 shāmòhuà 砂漠化。
65 空气污染 kōngqì wūrǎn 大気汚染。
66 破坏生态系统 pòhuài shēngtài xìtǒng 生態系の破壊。
67 生态破坏 shēngtài pòhuài 生態破壊。
68 环境破坏 huánjìng pòhuài 環境破壊。
69 森林破坏 sēnlín pòhuài 森林破壊。
70 资源不足 zīyuán bùzú 資源不足。
71 水资源不足 shuǐ zīyuán bùzú 水資源の不足。
72 粮食不足 liángshí bùzú 食糧不足。
73 酸雨 suānyǔ 酸性雨。
74 冰川融化 bīngchuān rónghuà 氷河の融解。
75 冰山崩溃 bīngshān bēngkuì 氷山の決壊。
76 海平面上升 hǎi píngmiàn shàngshēng 海面上昇。
77 环保 huánbǎo 環境保護。
78 环境保护 huánjìng bǎohù 環境保護。
79 瘟疫 wēnyì 流行性急性伝染病。疫病。パンデミック。
80 流行性传染病 liúxíng xìng chuánrǎn bìng 流行性感染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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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全球规模 qánqiú guīmó グローバル規模。地球規模。
82 全世界规模 quán shìjiè guīmó 世界規模。
83 世界规模 shìjiè guīmó 世界規模。
84 全球性的问题 quánqiú xìng de wèntí 地球規模の問題。
85 世界和平 shìjiè hépíng 世界平和。
86 环球旅行 huánqiú lǚxíng 世界一周旅行。

中国語学習素材館 https://toa-t-materia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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