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o 中国語 ピンイン 日本語

1 时间 shíjiān 時間。
2 时候 shíhou 時。時期。
3 时刻 shíkè 時刻。
4 钟点 zhōngdiǎn (決まった) 時間 。
5 定时 dìngshí 定刻に。定刻。
6 正点 zhèngdiǎn 定刻。定時。
7 按时 ànshí 決まった時間に。時間通りに。
8 起床时间 qǐchuáng shíjiān 起きる時間。起床時間。
9 叫醒时间 jiàoxǐng shíjiān 呼び覚ます時間。起床時間。
10 睡眠时间 shuìmián shíjiān 睡眠時間。
11 睡觉时间 shuìjiào shíjiān 寝る時間。睡眠時間。
12 集合时间 jíhé shíjiān 集合時間。
13 约定的时间 yuēdìng de shíjiān 約束の時間。
14 工作时间 gōngzuò shíjiān 勤務時間。
15 工时 gōngshí 労働時間。
16 劳动时间 láodòng shíjiān 労働時間。
17 办公时间 bàngōng shíjiān 執務時間。仕事時間。
18 上下班时间 shàng xiàbān shíjiān 出退勤の時間。
19 上班钟点 shàngbān zhōngdiǎn 出勤時間。
20 上班时间 shàngbān shíjiān 出勤時間。出社時間。通勤時間。
21 下班时间 xiàbān shíjiān 退勤時間。
22 通勤时间 tōngqín shíjiān 通勤時間。
23 开始工作的时间 kāishǐ gōngzuò de shíjiān 始業時間。仕事を始める時間。
24 结束工作的时间 jiéshù gōngzuò de shíjiān 終業時間。仕事を終わる時間。
25 营业时间 yíngyè shíjiān 営業時間。
26 开门时间 kāimén shíjiān 扉を開ける時間。開店時間。
27 关门时间 guānmén shíjiān 扉を閉める時間。閉店時間。
28 开始时间 kāishǐ shíjiān 開始時間。
29 结束时间 jiéshù shíjiān 終了時間。
30 完成时间 wánchéng shíjiān 完了時間。
31 上课时间 shàngkè shíjiān 授業時間。レッスン時間。
32 上学时间 shàngxué shíjiān 登校時間。
33 下学时间 xiàxué shíjiān 下校時間。
34 放学时间 fàngxué shíjiān 下校時間。
35 下课后 xiàkèhòu 放課後。
36 放学后 fàngxuéhòu 放課後。
37 课间休息 kè jiān xiūxi 授業の合間の休み時間。
38 休息时间 xiūxi shíjiān 休み時間。休憩時間。
39 午休 wǔxiū 昼休み。
40 午间休息 wǔjiān xiūxi 昼休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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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吃饭时间 chīfàn shíjiān ご飯の時間。
42 开饭时间 kāifàn shíjiān ご飯の時間。
43 吃零食的时间 chī língshí de shíjiān おやつの時間。
44 出发时间 chūfā shíjiān 出発時間。
45 离开时间 líkāi shíjiān 出発時間。
46 离场时间 lí chǎng shíjiān 出発時間。
47 到达时间 dàodá shíjiān 到着時間。
48 预计到达时间 yùjì dàodá shíjiān 到着予定時刻。
49 路途时间 lùtú shíjiān 移動時間。
50 所需时间 suǒ xū shíjiān 所要時間。
51 空隙时间 kòngxì shíjiān すきま時間。空き時間。
52 空当 kòngdāng すきま時間。空き時間。
53 等的时间 děng de shíjiān 待ち時間。
54 当地时间 dāngdì shíjiān 現地時間。
55 跟昨天一样时间 gēn zuótiān yīyàng shíjiān 昨日と同じ時間。
56 和昨天同样的时间 hé zuótiān tóngyàng de shíjiān 昨日と同じ時間。
57 和昨天同一时间 hé zuótiān tóngyī shíjiān 昨日と同じ時間。
58 空余的时间 kòngyú de shíjiān 空いてる時間。空き時間。
59 时间提早一点 shíjiān tízǎo yīdiǎn 時間を早めにする。
60 时间提前一点 shíjiān tíqián yīdiǎn 時間を早めにする。
61 时间推迟一点 shíjiān tuīchí yīdiǎn 時間を遅らせる。
62 发生一点延迟 fāshēng yīdiǎn yánchí 少し遅れが生じる。
63 就要到时间了 jiù yào dào shíjiān le そろそろ時間だ。
64 到点了 dào diǎn le その時間にな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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