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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大学日语四级考试始于１９９３年,它的实施对贯彻执行«大学日语教学大纲»,提高大学

日语教学质量和客观公正地测量学生的日语水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已有的考试已经不能满足多样化的教学需求.
为此,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日语组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制定了新的«大

学日语课程教学要求».为了贯彻、执行«大学日语课程教学要求»,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

学指导委员会日语组的指导下,全国大学日语考试设计组认真总结了以往大学日语四级考

试的经验,学习和研究了国内外诸多外语考试的设计理念,同时广泛听取了大学日语教师和

学生的意见,经过反复讨论和论证,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试测的基础上,于２００９年开始了新

的大学日语四、六级考试.
新的四、六级考试有如下特点:

１．根据«大学日语课程教学要求»分级指导的原则,四级考试的考试对象主要是零起点

的学生,六级考试对象主要是高起点的学生.

２．为了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考试需求,全面、客观地反映他们的学习成果,四级考试设

计为４个级别,完成了１—４级任何级别学习的学生都可以参加该项考试.依据考试结果,
报道考生达到的相应级别.

３．主要考查日语综合运用能力,适当兼顾语言知识.
新的四、六级考试实施以来,已有数万同学参加了考试,并获得了相应级别的证书.为

促进大学日语的教学改革,满足应试者的需求做出了贡献.
为了满足教师和应试者的需求,我们决定推出这本«大学日语四六级考试指南与真题»,

为教师和应试者进一步了解四、六级考试的内容和形式提供方便.
大学日语考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考试设计组将继续

研究和开发既能检测大学日语学习者的日语水平,又符合大规模标准化考试的新题型,并研

究大学日语考试对教学的影响,使其更好地为大学日语教学服务.
参加本次«大学日语四六级考试指南与真题»出版工作的现任大学日语考试设计组成员

为:赵华敏(组长)、徐曙(副组长)、陈俊森、侯仁锋、冷丽敏、杨峻.原副组长郑玉和、张丽颖

参加了其中的部分工作,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全国大学日语考试设计组

２０２０年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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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级考试报名指南

大学日语四、六级考试是由大学日语考试设计组与教育部考试中心共同实施的一项大

规模标准化考试,每年６月举行一次.考试对象为修完大学日语相应级别课程的在校大学生.

报名办法

大学日语四、六级考试与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的报名方法相同.目前大多数院校实施

网上报名、网上缴费的方式,鉴于各校的具体情况不同,也有部分院校采取到指定教师处报

名、缴费的方式.报名时,务必仔细填写并认真核对各项信息,考试校区和语种报名后无法进

行更改.成绩报告单中各项信息(如证件号码、姓名等)将以报名时填写信息为准.准考证由

考试中心发给考生所在学校,再由学校发给考生本人.

报名时间

按照教育部考试中心的要求,每年大学日语四、六级考试的报名时间与大学英语四、六
级考试的报名时间相同,大致在３月进行.

考试时间和地点

大学日语四、六级考试每年举办１次,将在每年的６月与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同时进行,
考点设在考生所在学校.

成绩报告单发放

考试结束后,由考试中心组织教师集中阅卷.电子版考生成绩报告单由考试中心于当年

的１２月左右发回各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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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日语四级考试大纲

一、总　则

１．考试目的

大学日语四级考试(DNS－４)是在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的领导下,在全国大学英语四、六
级考试委员会的指导下,由大学日语考试设计组设计和开发、与教育部考试中心共同实施的

一项大规模标准化考试,每年举行一次.考试对象为修完大学日语相应阶段课程的在校大

学生.
«大学日语课程教学要求»规定,“大学日语是高等教育外语课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包括

必修课和选修课.其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不同层次的日语综合运用能力,使他们在今后的工

作和社会交往中能够一定程度上运用日语完成各种任务,同时增强学生积极参加中日交流

的意识,提高其跨文化交际的能力,以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大学日语四级

考试的目的在于准确地衡量我国在校大学生的日语基础知识和相应的运用能力,为实现大

学日语课程教学目标发挥积极作用.

２．范围和形式

本考试属于标准参照考试,鉴于目前实施的可行性,考试范围定为«大学日语课程教学

要求»所规定的除“说的技能”以外的全部内容.
试题采用客观多项选择试题和主观试题相结合的形式,客观试题要求考生从每题４个选

择项中选出一个最佳答案,主观试题要求考生写出答案.

二、大学日语四级考试概述

１．试卷构成

大学日语四级考试由五个部分构成:听力理解、文字与词语、语法、阅读理解、构建句子.
各部分测试内容、题型和所占分值比例如下表所示:

序号 形式 测试内容 测试题型 题数 比例 时间

Ⅰ 客观 听力理解

看图听单句
多项选择

(声音)
５ ５％

听应答句
多项选择

(声音) ５ ５％

听短对话
多项选择

(图片或文字)
１０ １０％

２０％ ２０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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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形式 测试内容 测试题型 题数 比例 时间

Ⅱ

Ⅲ

Ⅳ

客观

文字与词语

汉字读音 多项选择 １０ ５％

读音选汉字 多项选择 １０ ５％

词语填空 多项选择 １０ ５％

１５％ ２０分钟

语法 语法填空 多项选择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分钟

阅读理解

单句阅读 多项选择 ５ ７．５％

段落阅读 多项选择 ５ ７．５％

短文阅读 多项选择 １０ １５％

３０％ ４０分钟

Ⅴ 主观 构建句子
完成句子

补充词语,

完成句子
５ ７．５％

造句 用规定词语造句 ５ ７．５％

５％ ２０分钟

合计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２０分钟

２．题型分解

大学日语四级考试各部分所考核的内容、题型、答题方式如下:

Ⅰ 听力理解

听力理解部分测试考生能否听懂简单的口头表达及获取信息的能力.
本部分共２０题,考试时间２０分钟.

３种题型分别为:
(１)看图听单句,即看图片选择相应的词语或句意.５题.选择项用声音给出.
(２)听应答句,即根据听到的前句,补充相应的后句.５题.选择项用声音给出.
(３)听短对话,即对话前给出简单的语境和设问,对话结束后再重复一次该设问,共１０

题,选择项以图片或文字给出.
每道题后留有１５秒钟的间隙,要求考生从４个选择项中选出一个正确答案.听力材料与

选择项均只读一遍,用标准日语语音朗读,语速为每分钟约２４０个音节.
题材为大学生熟悉的内容,所用的词汇、语法在«大学日语课程教学要求»所规定的四级

范围之内.

Ⅱ 文字与词语

文字与词语部分测试考生对词语的读音、意义的掌握情况及其运用能力.
本部分共３０题,考试时间２０分钟.

３种题型分别为:
(１)汉字选择读音.１０题.
(２)读音选择汉字.１０题.
(３)词语填空.１０题.包括词义、搭配、词组及其外来词的用法等内容.

第一部分　大学日语四、六级考试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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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语法

语法部分测试考生语法知识的掌握情况及其运用能力.
本部分共２０题,考试时间２０分钟.
题型为语法填空,包括用言活用、助词、时、体、态、形式名词、补助动词、敬语、句型、呼应

关系等内容.

Ⅳ 阅读理解

阅读理解部分测试考生运用语言知识获取文章信息的能力.既要求准确,也要求有一定

的阅读速度.
本部分分单句、段落和短文三个层次测试阅读理解能力.阅读的总字数包括题干、设问、

选择项在内约２８００字.文章为考生熟悉的题材和体裁,难度适中.阅读速度为每分钟约７０字.
本部分共２０题,考试时间４０分钟.

４种题型分别为:
(１)阅读一个句子,从选择项中选择一个与之意思相近的句子.５题.
(２)阅读一个段落,根据设问选择正确答案.５题.
(３)阅读一个完整的对话,根据上下文选择填空.５题.
(４)阅读一篇短文,根据设问选择正确答案.５题.
阅读理解题的设问要点如下:

① 理解主旨大意;

② 判断作者的观点、态度;

③ 获取重要信息和特定细节;

④ 理解句子中隐含或省略的成分;

⑤ 理解句子之间的关系;

⑥ 理解指示词所指代的内容;

⑦ 理解文章中的关键词和关键句;

⑧ 利用所学的语言知识或上下文猜测生词词义.

Ⅴ 构建句子

构建句子部分测试考生用日语遣词造句的能力.
本部分共１０题,考试时间２０分钟.

２种题型分别为:
(１)题干是一个不完整句子,有两处空白,在空白处填补适当的词语,完成句子.５题.
(２)使用给出的三个词,并按照其顺序,通过增加词语或语法等手段造句.５题.

３．答题和计分

大学日语四级考试客观试题部分采取机器阅卷,要求考生从“试卷一”每题的[A][B]
[C][D]４个选择项中选出一个最佳答案,并用 HB－２B铅笔在答题卡上画线.每题只能选择

一个答案,答对计分,答错不倒扣分.主观试题部分要求考生将答案直接写在“试卷二”上.评
分按统一规定的标准进行.

大学日语四级考试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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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学日语四级考试成绩报道

大学日语四级考试成绩以试卷卷面分数计分,４０~４９分为一级,５０~５９分为二级,６０~
６９分为三级,７０分以上为四级.凡达到相应级别者,颁发“等级合格证书”.

四、主观试题评分原则及标准

１．本部分的正确答案不是唯一的,每次考后提供的阅卷答案仅为参考答案.

２．本部分每题单独评分.

３．阅卷标准分４等:１．５分(满分)、１．０分、０．５分、０分.

４．具体评分标准:
题型一

１．５分———用词得当,活用正确,句子符合逻辑.

１．０分———用词得当,活用略有失误,句子符合逻辑.

０．５分———用词有一处失当,但还能基本看懂意思.

０分———两处用词或活用完全错误.

题型二

１．５分———用词得当,语法正确,句子符合逻辑.

１．０分———用词得当,语法有一处错误,句子符合逻辑.

０．５分———用词、语法各有一处错误,但还能基本看懂意思.

０分———没有填写答案,或者只是单词罗列或语法完全错误.

第一部分　大学日语四、六级考试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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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日语六级考试大纲

一、总　则

１．考试目的

大学日语六级考试(DNS－６)是在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的领导下,在全国大学英语四、六
级考试委员会的指导下,由大学日语考试设计组设计和开发、与教育部考试中心共同实施的

一项大规模标准化考试,每年举行一次.考试对象为修完大学日语六级课程的在校大学生.
«大学日语课程教学要求»规定,“大学日语是高等教育外语课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包括

必修课和选修课.其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不同层次的日语综合运用能力,使他们在今后的工

作和社会交往中能够一定程度上运用日语完成各种任务,同时增强学生积极参加中日交流

的意识,提高其跨文化交际的能力,以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大学日语六级

考试的目的在于准确地衡量我国在校大学生的日语综合运用能力,为实现大学日语课程教

学目标发挥积极作用.

２．范围和形式

本考试属于标准参照考试.鉴于目前实施的可行性,考试范围定为«大学日语课程教学

要求»所规定的除“说的技能”以外的全部内容.
试题采用客观多项选择试题和主观试题相结合的形式,前者占总计分的７０％,后者占总

计分的３０％.客观试题要求考生从每题４个选择项中选出一个最佳答案,主观试题要求考生

写出答案.

二、大学日语六级考试概述

１．试卷构成

大学日语六级考试由五个部分构成:听力理解、词语和语法、阅读理解、翻译、写作.各部

分测试内容、题型和所占分值比例如下表所示:

序号 形式 测试内容 测试题型 题数 比例 时间

Ⅰ

Ⅱ

Ⅲ

客观

听力理解
对话听解

多项选择

(图片或文字)
２０ ２０％

短文听解 多项选择 ５ ５％

２５％ ２５分钟

词语和语法

汉字读音 多项选择 ５ ５％

词语用法 多项选择 ５ ５％

语法结构 多项选择 １０ １０％

２０％ １５分钟

阅读理解 文章阅读 多项选择 ２０ ３０％ ３０％ ３５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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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形式 测试内容 测试题型 题数 比例 时间

Ⅳ

Ⅴ
主观

翻译 日译汉 ２ １０％ １５％ １５分钟

写作 作文 １ １５％ ３０分钟

合计 ６８ １００％ １２０分钟

２．题型分解

大学日语六级考试各部分所考核的内容、题型、答题方式如下:

Ⅰ 听力理解

听力理解部分考核考生获取口头信息的能力.录音材料用标准日语朗读,语速约为每分

钟３２０音节.该部分有两种题型,共２５题,其中２０题为听录音对话,５题为听短文,考试时间２５
分钟.

２种题型分别为:
(１)听对话,选择项用图片或文字给出.
(２)听短文,选择项用文字给出.
每道题后留有１５秒钟的间隙,要求考生从４个选择项中选出一个正确答案.听力材料只

读一遍,用标准日语语音朗读,语速每分钟约３２０个音节.

Ⅱ 词语和语法

词语和语法部分考核考生对词语读音、词语用法的掌握情况及运用语法构句的能力.该
部分共２０题,其中汉字读音５题,词语用法５题,语法结构１０题.考试时间１５分钟.

３种题型分别为:
(１)汉字读音,选择指定的日语汉字的正确读音.
(２)词语用法,选择所给词语的正确用法.
(３)语法结构,选择所给语法项目的正确用法.包括助词、形式名词、补助动词、敬语、呼

应关系、语篇连接、时、体、态、句型等.

Ⅲ 阅读理解

阅读理解部分考核考生通过阅读正确获取信息的能力,既要求准确,也要求有一定的阅

读速度.该部分共２０题.为５００字左右的文章４篇.全部阅读文章字数不超过２５００字,考试时

间４０分钟.
阅读理解的设问要点如下:

① 理解主旨大意;

② 判断作者的观点、态度;

③ 获取重要信息和特定细节;

④ 理解句子中隐含或省略的成分;

⑤ 理解句子之间的关系;

第一部分　大学日语四、六级考试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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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理解指示词所指代的内容;

⑦ 理解文章中的关键词和关键句;

⑧ 利用所学的语言知识或上下文猜测生词词义.

Ⅳ 翻译

翻译部分考核考生对日语文章的理解和翻译能力.要求考生从１—２篇内容完整的日语

短文中,翻译其中指定的２００字左右的内容.考试时间１５分钟.

Ⅴ 写作

写作部分考核考生日语写作的能力.要求考生按提示写一篇３００—３５０字的短文.考试时

间３０分钟.

３．选材原则

命题的语料均选自日文原文材料,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对话、讲演、广播电视节目、报纸、
杂志、书籍、学术期刊等.选材的原则是:

(１)题材广泛,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领域,但所涉及的背景知识应为考

生所了解或已在录音、文章中提供的.
(２)体裁多样,录音体裁包括对话、叙说、讲解,说明等,阅读文章体裁包括说明文、论说

文、议论文等.但材料限定为考生比较熟悉的内容.
(３)词汇范围原则上不超出«大学日语课程教学要求»词汇表,超出词汇表范围的关键

词汇,影响理解时,则以汉语释义.

４．答题和计分

大学日语六级考试客观试题部分采取机器阅卷,要求考生从“试卷一”每题的[A][B]
[C][D]４个选项中选出一个最佳答案,并用 HB－２B铅笔在答题卡上画线.每题只能选择一

个答案,答对计分,答错不倒扣分.主观试题部分要求考生将答案直接写在“试卷二”上.评分

按统一规定的标准进行.

三、大学日语六级考试成绩报道

大学日语六级考试成绩以试卷卷面分数计分,６０分为及格标准.凡达到及格标准者,颁
发“大学日语六级考试合格证书”,达到８５分的,注明“成绩优秀”字样.

四、主观试题评分原则及标准

１．评分原则

(１)大学日语六级考试是检查考生是否达到«大学日语课程教学要求»规定的六级教学

要求,对主观试题的评判应以此要求为准则.
(２)主观试题采用总体评分方法,阅卷人员就总的印象给出奖励分,而不是按语言点的

大学日语六级考试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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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数目扣分.
(３)从内容和语言两个方面对主观试题进行综合评判.内容和语言是一个统一体.主观

试题应表达规定的内容,而内容要通过语言来表达.要考虑主观试题的答案是否合乎命题要

求和规定,是否充分表达语言交际和思想,也要考虑是否用日语明确而合适地表达思想,也
就是要考虑语言上的错误是否造成理解上的障碍.

(４)避免趋中倾向.该给高分的给高分,包括满分;该给低分的给低分,包括零分.一名

阅卷人员在所评阅的全部主观试题中不应只给中间的几种分数.

２．评分标准

(１)翻译

本部分共２题,１０分,每题独立评分.
本部分的评分标准遵循准确和流畅兼顾的原则,即衡量译文是否用通顺的汉语准确地

再现了原文的基本意思.
翻译评分采取“参照样卷、分出档次、综合评分”的作法.
具体划分为４档:

５分　　 理解准确,译文流畅,无错别字.

３~４分 理解大体准确,译文基本通顺.

１~２分 基本没有理解,译文不通顺.

０分 完全没有理解,译文不知所云.

(２)写作

作文的评分原则是,衡量内容是否切题、语言表达是否正确.
评分采取“参照样卷、分出档次、综合评分”的做法.
具体划分为５档:

１３~１５分　　作文切题,内容完整,层次分明,语句通顺,上下文连接自然,表达基本没

有错误.

９~１２分 作文切题,内容完整,个别语句稍欠通顺,上下文稍欠自然,日语表达有少

量错误.

　６~８分 作文切题,内容欠完整,日语表达有较多错误,其中有少量初级错误.

　３~５分 作文基本切题,内容不完整,日语表达有大量的初级错误.

　０~２分 不具备基本的日语表达能力,通篇不知所云.
在此基础上,参照字数、表记和卷面再酌情扣分:
字数缺少或超出较多的酌情扣１~３分.总字数不满１００字的最多计５分,超出１００字的最

多计９分.
表记不合规范、文体混乱的酌情扣１~２分.
字迹潦草、卷面不整、标点错误、格式不规范的酌情扣１~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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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级语法项目

一、语法项目表

１．本表按五十音顺序排列,列出１—４级(∗号)的语法教学项目１４９项,５—６级的语法教学

项目１２４项,共２７３项.

２．在不同级别的教学中可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选择适当的项目.

３．在不同级别的教学中可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适当增补未列出的语法项目.

序号 级别 项　　目 语法意义

１ ～あまり 程度极端

２ ∗ あまり～ない 程度(低)

３ ～以上/～以上は 既然,确定条件

４ ～一方/～一方で/～一方では 对比、对立

５ ～一方だ 状况加深、加重

６ ～うえ/～うえに 累加

７ ～上で/～上の/～上でも/～上での 先行依据;必要条件

８ ∗ ～う(よう) 意志;推测;劝诱

９ ∗ ～うちに/～ないうちに 时间范围

１０ ～うではないか(じゃないか) 劝诱

１１ ∗ ～う(よう)と思う 意志

１２ ∗ ～う(よう)とする 意志

１３ ∗ お(ご)～ 尊敬语;美化语

１４ ∗ お(ご)～する(いたす) 自谦语

１５ ∗ お(ご)～ください 尊敬语

１６ ∗ お～ございます 郑重语

１７ ∗ お(ご)～です 尊敬语

１８ ∗ お(ご)～になる 尊敬语

１９ ～おかげで/～おかげだ (受恩惠的)原因、理由

２０ ～おそれがある (担忧性)推测

２１ ∗ ～か 疑问

２２ ∗ ～か 不确定

２３ ∗ ～か 选择性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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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级别 项　　目 语法意义

２４ ∗ が 主语;对象

２５ ∗ ～が 转折;顺接

２６ ～かぎり/～かぎりは/～かぎりでは/～ないかぎり 条件,范围

２７ ～かしら (女性)疑问

２８ ～がたい 难以,不可能

２９ ～がちだ/～がちの (负面的)倾向

３０ ∗ ～かどうか 选择疑问

３１
～かと思うと/～かと思ったら/～と思うと/～と思っ

たら
同时

３２ ～かな 疑问;感叹;愿望

３３ ～かねる 困难,不可能

３４ ～かねない 可能性,危险性

３５ ～かのようだ 类似

３６ ∗ ～かもしれない 推测

３７ ∗ から 起点

３８ ∗ ～から 原因

３９ ～から～にかけて 时间带或空间范围

４０ ～からいうと/～からいえば/～からいって 立场,判断依据

４１ ～からして/～からすると/～からすれば 判断依据

４２ ～からといって (不能成立的)原因,理由

４３ ～からには/～からは 原因,理由

４４
～から見ると/～から見れば/～から見て/～から見

ても
判断的视角,立场

４５ ～かわりに 替代;交换;补偿

４６ ～くせに/～くせして 逆接,责怪,蔑视,排斥

４７ ∗ ～くらい(ぐらい) 概数;程度;比较

４８ ∗ ～けれども 转折;顺接

４９ ∗ ～こそ 强调

５０ ∗ こそあど 指示词系列

５１ ∗ ～こと 形式名词

５２ ～ことか 感叹

５３ ∗ ～ことがある 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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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级别 项　　目 语法意义

５４ ∗ ～ことができる 可能

５５ ～ことだ 列举;强调;忠告,命令;感叹

５６ ～ことだから (特定的)原因,理由

５７ ～ことなく 否定的状态

５８ ～ことに/～ことには 强调心情、感情

５９ ∗ ～ことにする 决定(主观)

６０ ～ことになっている/～こととなっている 预定;规定;惯例

６１ ∗ ～ことになる 决定(客观)

６２ ～ことはない 不会,不必要

６３ ∗ ～さえ/～でさえ 提示极端事例

６４ ∗ ～さえ～ば 充分条件

６５ ～ざるをえない 不得已

６６ ∗ ～し 并列

６７ ∗ ～しか～ない 限定

６８ ～次第 (动作结束后)立即

６９ ～次第だ/～次第で/～次第では 经过;原委;视情形决定

７０ ∗ ～ずつ 比例

７１ ～ずにはいられない 自发,必然

７２ ～すら
强调极端事项;举一个类推

其他

７３ ～せいだ/～せいで/～せいか
(带 来 消 极 后 果 的)原 因,

理由

７４ ∗ ～(さ)せられる 使役被动

７５ ∗ ～(さ)せる 使役

７６ ∗ ～そうだ 传闻

７７ ∗ ～そうだ 样态

７８ ∗ ～た 过去;完成

７９ ∗ ～だ 判断(普通体)

８０ ∗ ～たあとで 动作先后顺序

８１ ∗ ～たい 愿望

８２ ∗ ～たがる (第三人称)愿望

８３ ～たきり/～たきりだ 最后一次

四、六级语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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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级别 项　　目 语法意义

８４ ∗ ～だけ 限定;程度

８５ ～だけあって/～だけに/～だけの 相应的程度;原因,理由

８６ ∗ ～だけでなく～も 添加

８７ ∗ ～たことがある 经验

８８ ～たとい(たとえ)～ても 让步条件

８９ ～たところ 偶然的契机,发现

９０ ～たところで 逆接;转折点

９１ ～たとたん/～たとたんに 突发,偶发

９２ ∗ ～たび/～たびに 频度,反复发生

９３ ∗ ～ために 目的;原因

９４ ∗ ～たら 条件

９５ ～だらけ 数量多,满是

９６ ∗ ～たり 交替;并列

９７ ～ついでに 顺便

９８ ～つつある 动作、行为的进行或持续

９９ ～っぽい 接近某种性质;有某种倾向

１００ ∗ ～つもりだ 意向

１０１ ∗ ～て 先后;并列;理由

１０２ ∗ で
场所;工 具;方 法;材 料;范

围;理由

１０３ ∗ ～てあげる 授受关系　

１０４ ∗ ～てある 动作、行为结果的存续

１０５ ∗ ～である 判断(书面体)

１０６ ∗ ～ていく 由近及远的移动或趋向

１０７ ∗ ～ていただく 授受关系　　

１０８ ～て以来 发生至今的持续

１０９ ∗ ～ている

动作、行为的进行或持续;状
态的 存 续;动 作 的 结 果;动

作、行为的反复

１１０ ∗ ～ておく 预先做好准备

１１１ ∗ ～てから 先后顺序

１１２ ～てからでないと/～てからでなければ 必备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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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级别 项　　目 语法意义

１１３ ∗ ～てください 请求;命令

１１４ ∗ ～てくださる 授受关系　

１１５ ∗ ～てくる 由远及近的移动或趋向

１１６ ∗ ～てくれる 授受关系　

１１７ ∗ ～てしまう 动作完成;遗憾、惋惜

１１８ ～てしょうがない 强烈的情感

１１９ ∗ ～です 判断(礼貌体);礼貌体

１２０ ～てたまらない 强烈的情感

１２１ ～てならない 强烈的情感

１２２ ∗ ～てはいけない 禁止

１２３ ∗ ～てはならない 禁止

１２４ ∗ ～てほしい 愿望,要求

１２５ ∗ ～てみる 尝试

１２６ ∗ ～ても(でも) 转折、让步条件

１２７ ∗ ～でも 举例;转折、让步条件

１２８ ∗ ～てもいい 许可;让步

１２９ ∗ ～てもかまわない 许可;让步

１３０ ∗ ～てもらう 授受关系　

１３１ ∗ ～てやる 授受关系　

１３２ ∗ と
对象;共同动作者;结果;内

容,引用

１３３ ∗ と 并列

１３４ ∗ ～と 条件

１３５ ∗ ～と～とどちらが 比较选择

１３６ ∗ ～という～ 内容

１３７ ～ということだ 引用;传闻

１３８ ～というと/～といえば/～といったら 引出话题;话题提示

１３９ ～というものだ 判断,一般性结论

１４０ ～というより 比较

１４１ ～といっても 补充、修正

１４２ ～とおり/～とおりに/～どおり/～どおりに 与之相同;依照原样

１４３ ∗ ～とか 列举性并列

四、六级语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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