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o 中国語 ピンイン 日本語

1 每秒 měimiǎo 毎秒。一秒毎。
2 每一秒 měi yī miǎo 毎秒。一秒毎。
3 每一秒钟 měi yī miǎozhōng 毎秒。一秒毎。
4 每隔十秒 měi gé shí miǎo １０秒おき。
5 每分 měifēn 毎分。一分毎。
6 每一分 měi yī fēn 毎分。一分毎。
7 每一分钟 měi yī fēnzhōng 毎分。一分毎。
8 每隔十分 měi gé shí fēn １０分おき。
9 每小时 měi xiǎoshí 毎時間。一時間毎。
10 每个小时 měi ge xiǎoshí 毎時間。一時間毎。
11 每一个小时 měi yī ge xiǎoshí 毎時間。一時間毎。
12 每隔二小时 měi gé èr xiǎoshí ２時間おき。
13 每天 měitiān 毎日。
14 天天 tiāntiān 毎日。
15 每天早上 měitiān zǎoshang 毎朝。
16 每天早上七点 měitiān zǎoshang qī diǎn 毎朝７時。
17 每天早晨 měitiān zǎochén 毎朝。
18 每天中午 měitiān zhōngwǔ 毎日正午。
19 每天晚上 měitiān wǎnshàng 每晚。
20 每两天 měi liǎng tiān 二日ごと。
21 每隔两天 měi gé liǎng tiān 二日おき。
22 每周 měizhōu 毎週。
23 每星期 měi xīngqī 毎週。
24 每个星期 měi ge xīngqí 毎週。
25 每礼拜 měi lǐbài 毎週。
26 每个礼拜 měi ge lǐbài 毎週。
27 每周一 měi zhōuyī 毎週月曜日。
28 每周星期一 měi zhōu xīngqī yī 毎週月曜日。
29 每个星期一 měi ge xīngqī yī 毎週月曜日。
30 每个礼拜一 měi ge lǐbài yī 毎週月曜日。
31 每三周 měi sān zhōu ３週間ごと。
32 每隔三周 měi gé sān zhōu ３週間おき。
33 每月 měiyuè 毎月。
34 每个月 měi ge yuè 毎月。
35 每月一号 měiyuè yī hào 毎月一日(まいつきついたち)。
36 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天 měigeyuè de dì sān ge xīngqītiān 毎月第三日曜日。
37 每两个月 měi liǎng gè yuè ２か月ごと。
38 每隔两个月 měi gé liǎng gè yuè ２か月おき。
39 每年 měinián 毎年。例年。
40 年年 niánnián 毎年。年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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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每年十二月 měinián shí'èr yuè 毎年１２月。
42 每年春天 měinián chūntiān 毎年の春。毎春。
43 每年夏季 měinián xiàjì 毎年の夏季。
44 每年这个季节 měinián zhège jìjié 毎年この季節。
45 每个季节 měi ge jìjié それぞれの季節。季節ごと。
46 每年旺季 měinián wàngjì 毎年の最盛期。毎年のシーズン。
47 每年淡季 měinián dànjì 毎年の閑散期。毎年のシーズンオフ。
48 每年比赛期间 měinián bǐsài qíjiān 毎年の試合期間。
49 每年的足球季节 měinián de zúqiú jìjié 毎年のサッカーシーズン。
50 每年的樱花季 měinián yīnghuā jì 毎年の桜の季節。
51 每年樱花盛开的时候 měinián yīnghuā shèngkāi de shíhòu 毎年桜の咲く時期。
52 每四年 měi sì nián 四年ごと。
53 每隔四年 měi gé sì nián 四年おき。
54 每次 měicì 毎回。毎度。
55 每回 měihuí 毎回。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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