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付録1．日本語の語彙的複合動詞と対応する中国語用例集（松本1998の意味分類基準に基づく）

日中両語では対応するもの 日中両語では対応しないもの

日本語（複合動詞）
中国語（結果複合動詞
ﾅ表すもの）

日本語（複合動詞）
中国語（結果複合動詞

ﾈ外の文法手段で表す
烽ﾌ）

1A11カV2の手段
～倒す ～倒

1 突き倒す ／　／丁而／’

2 食い倒す 分　（　　）

3 引き倒す ｛拉／曳｝倒 飲み倒す
白喝酒（不付銭）／喝得
t　“

4 蹴倒す 賜倒 借り倒す 此　　・’・／　青

5 押し倒す 推倒 拝み倒す ＝　　・　　・　公以

6 打ち倒す 打倒
7 薙ぎ倒す ｛欣／割｝倒

8 踏み倒す ｛躁／踏｝倒

9 切り倒す 欲倒
10 張り倒す 打倒

～落とす ～落／悼／下／去｝

11 射落とす ・／　游 ロ説き落とす B　　・’

12 追い落とす 赴｛落／下来｝ 泣き落とす ロ’ @　・　百煮
13 ふるい落とす こ・／ 競り落とす 立下r　l

14 攻め落とす 攻｛下／落｝

15 切り落とす 前／　　／　／・

16 剃り落とす ｛刮／剃｝｛落／悼｝

17 振り落とす ミ／’・／　／

～抜く ～　　／’・／　／　／

18 射抜く 、 出し抜く ／

19 追い抜く ｛赴／追／超｝辻 勝ち抜く
一直哉到取得最后的肚

P’

20 書き抜く 1・、

21 突き抜く
22 引き抜く ／

23 打ち抜く ／”／
24 撃ちぬく ’／

25 ぶち抜く ’／

26 見抜く ／’

27 踏み抜く 躁穿
28 染め抜く 染透
29 選り抜く 、　　　　　　　、　　　　　　　　　、

30 切り抜く ｛勇／切｝下

31 くり抜く ／　／”／

32 掘り抜く ｛控／掘｝穿

～取る
～｛下／入／悼／去／到／

ｲ／上／出／住｝

33 買い取る 妥下，妥入 搾り取る 搾取（並列式）

34 ぬぐい取る 擦悼，拭去 だまし取る 鶉取（並列式）

35 吸い取る 吸遊

36 縫い取る 綾上
37 奪い取る 　官∠日

C

38 書き取る 氾
39 嗅ぎ取る ’　　　　1

40 聞き取る 口　田，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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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両語では対応するもの 日中両語では対応しないもの

日本語（複合動詞）
中国語（結果複合動詞
ﾅ表すもの）

日本語（複合動詞）
中国語（結果複合動詞

ﾈ外の文法手段で表す
烽ﾌ）

41 そぎ取る ’1シ，’1

42 ちぎり取る 摘取（並列式）／摘下

43 抜き取る
44 剥ぎ取る ，

45 拭き取る
ノ：、

46 巻き取る ｛巻／鏡／裏｝上

47 もぎ取る ／

48 受け取る 至1

49 写し取る 卜＿｝

50 討ち取る レ

51 掴み取る
、

52 汲み取る “／市

53 読み取る ／詩’

54 かすめ取る
55 からめ取る 、　　　、

56 刈り取る …封　　’

57 切り取る 七　欲　・

58 えぐり取る 乞

59 むしり取る 、

～払う（Vt＋Vt） ～走／　／　／去／±

60 追い払う ／　／

61 なぎ払う 軟／1至1
62 引き払う ／’

63 吹き払う 欧　1　　　／　砲
64 焼き払う ”／尽／占
65 開け払う 尚

66 打ち払う
一　　　　　　　　　、

67 売り払う
68 切り払う 欣　・　上

～消す（Vt＋Vt） ～’
^’

69 吹き消す ’／偲 言い消す 不L前言
70 揉み消す ”息 打ち消す 示L
71 取り消す 取消

～起こす（Vt＋Vt） ～｛起／醒／出｝

72 思い起こす 想起
73 奎い起こす ｛激／鼓｝起

74 書き起こす ム冨／一己

75 掻き起こす
、

76 叩き起こす 口　　　　己’・

77 引き起こす 引起
78 巻き起こす ／

79 呼び起こす 口

80 掘り起こす ｛控／掘｝出

81 揺り起こす ／

～崩す（Vt＋Vt）
～｛埼／崩／倒／平／除／

堰p

82 着崩す 穿埼 持ち崩す 敗杯品行／糟鰯

83 突き崩す 推｛倒／埼｝

84 切り崩す ｛欣／削｝｛低／平｝

85 取り崩す 折悼／除
86 蹴り崩す 蜴｛崩／」考｝

～放す（Vt＋Vt） ～
87 突き放す ／　／

88 解き放す 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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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両語では対応するもの 日中両語では対応しないもの

日本語（複合動詞）
中国語（結果複合動詞
ﾅ表すもの）

日本語（複合動詞）
中国語（結果複合動詞

ﾈ外の文法手段で表す
烽ﾌ）

89 開け放す 全
90 押っ放す
91 突っ放す
92 振り放す ／

～潰す（Vt＋Vt） ～｛破／砕／杯｝

93 押し潰す ｛圧／捌｛破／砕／圷｝ 塗り潰す 全面除上
94 噛み潰す 、

95 踏み潰す 躁｛破／圷｝

96 握り潰す ／　　／’・

97 すり潰す ／

～止める（Vt＋Vt） ～｛住／止｝

98 射止める 射死
99 食い止める 止／w
100 引き止める 留住
101 受け止める

、’　　　　　　　　　、

102 消し止める ’

103 差し止める 禁止
104 呼び止める ロ主

～散らす（Vt＋Vt） ～　／
105 追い散らす 言い散らす 1団／　訪
106 書き散らす 1ト冨 食い散らす 侶1卜　日

107 撒き散らす
撒散／撒得到赴都是／

吐き散らす 吐得到赴都是／乱吐

108 踏み散らす 躁散／探得到赴都是 脱ぎ散らす 脱得到赴都是／乱脱
109 かじり散らす 睦　／六侶1ト　日
110 蹴散らす ／　相1　　目
111 取り散らす L／　〃至収卜　日

その他
112 打ち上げる 打上（去） 笑い飛ばす 一笑了之／笑而不答
113 押し出す 推出（去／来）

114 掃き集める 1／　一
115 投げ飛ばす ｛拓／弔｝出（去／来）

116 取り除く ソ、　／。、　／　　／

117 焼き付ける ’／・上
118 折り曲げる 亦／　応

119 たたき壊す 打圷／打砕／嘔砕

120 踏み固める 踏（錆）実／躁硬

121 蹴り崩す 賜｛崩／跨｝

122 殴り殺す 打死
123 洗い清める ’注^　’

項動詞力比喩化さ　る
見～

124 見切る 看完 見分ける 倶゜1／漂゜1

125 見破る 枳　／　　／’／ 見守る “’m昭　（’1エ）
126 見すかす 枳　／　　／’／ 見おさめる ■　一〉／旧■　一
127 見定める 看准／看清

128 見受ける 1／旧／　　／己
129 見きわめる 凄／’

130 聞き～
131 聞き取る ロ田／ロ 聞き入れる ロ人／而多　　1エ
132 聞きつける ロ’m／0　1

133 聞き分ける 所出来／所明白
134 聞きかじる 1折到一星半点／所憧一些皮毛
135 聞き出す 打所出／探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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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両語では対応するもの 日中両語では対応しないもの

日本語（複合動詞）
中国語（結果複合動詞
ﾅ表すもの）

日本語（複合動詞）
中国語（結果複合動詞

ﾈ外の文法手段で表す
烽ﾌ）

読み～
136 読み取る 懐’

書き～
137 書き取る ↓／一／1・

138 書き抜く ・／1・・

139 書き留める ↓／一／」・

140 書き出す 写出来
一言い～

141 言い渡す 嘱附／粉附／命令

142 言い返す 反夏地悦／回答

143 言い置く 言／　’　一占工

2A11カV2の　　・付帝状況を表す
a．志的＋　志的

144 駆け寄る 鉋近 這い寄る 爬着嘉近来
145 歩み寄る 走近 言い寄る を纏
146 走り寄る 胞近 忍び寄る ”ノ・’ ｲ　　’

147 にじり寄る z一出’ ^　cen　4’

148 立ち寄る 〉／　’／1匝　1～
～暮らす き冬　／　　～

149 駆け登る 胞上（来／去） 泣き暮らす 繰　゜泣
150 飛び降りる 跳下 遊び暮らす き

151 駆け降りる 鉋下（来／去） 行き暮らす 走到天黒
152 舞い降りる ／票　　　／ 降り暮らす 整天下｛雨／雪｝

153 滑り降りる 滑下（来／去） 嘆き暮らす 士　　生

154 飛び上がる 上　／ 待ち暮らす 銀　ん　1

155 飛び出る 寸出（来／去） 眺め暮らす 終日眺望
156 這い出る 爬出（来／区）

157 すすり泣く 泣／　泣
158 売り歩く 朱ロ寺・　1トロ寺・

159 飲み歩く
走了一家又一家地（在ミ　　　　　　　　こ

160 教え歩く 1卜　（？）

b．，　＋中立的

161 駆け上がる 鉋上（来／去）
～回る（非能格自動
戟j 到昼～

162 飛び上がる 上　／ 非能格＋回る
163 飛び出る （’／ 暴れ回る 1卜
164 這い出る 爬出（来／区） 歩き回る 1卜　／

165 動き回る 1トー

166 逃げ回る 1卜　’兆

167 這い回る 1ト巴
168 跳ね回る 1トヒ／

169 走り回る 1卜　／

170 泳ぎ回る 游来游去
171 はいずり回る 1卜

他動詞＋回る
172 探し回る 1ト’
173 買い回る 1ト汗
174 荒らし回る 1ト　　、

175 ふれ回る 1　’

176 しゃべり回る 1　訪

177 持ち回る 1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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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両語では対応するもの 日中両語では対応しないもの

日本語（複合動詞）
中国語（結果複合動詞
ﾅ表すもの）

日本語（複合動詞）
中国語（結果複合動詞

ﾈ外の文法手段で表す
烽ﾌ）

c．非息志的＋非息志的
～落ちる（非対格自動詞
{非対格自動詞）

～｛下／落／出／場｝

178 こぼれ落ちる 洒下 たぎり落ちる こ　　　ノ目ミ本　一　　　　1

179 流れ落ちる 流｛落／下｝

180 舞い落ちる 票／　・／票／
181 滑り落ちる 温・／
182 転がり落ちる “▲e／

183 崩れ落ちる 崩／場落／下
184 剥げ落ちる 剥｛落／下｝

185 したたり落ちる 滴｛落／下｝

186 あふれ落ちる 溢溢
187 焼け落ちる ，　　　日

188 ころげ落ちる く詰／“六詰

d．非　，　＋中・

189 流れ出る 流出（来／去）

190 浮き上がる ｛浮／漂｝上（来／去）

191 舞い上がる ／票上　　／

3A11カV2の原因を表す
3．1主語一致型

a．非動作主的＋非動作主的
192 溺れ死ぬ “　／ξ七ヒ 降り積もる 口己

193 焼け死ぬ 」 あふれ落ちる こ具rz　　　　　　、

194 抜け落ちる 脱落
195 焼け付く ’住／　’

b．動作主的＋非動作主的
196 働きくたびれる 食いつぶれる z日日ヨ　　，　　’

197 走りくたびれる 泣きぬれる
z日o一距　　　日“　　泣

198 走り疲れる 胞累 泣き沈む
芙得｛神志沮喪／死去活

199 立ち疲れる ㍍ 飲みつぶれる z　（　）至1

200 読み疲れる ’寺

201 聞き知る ’　日

202 寝違える z日 @　　／　　　　品
c．非動　　　＋動

203 ＊疲れ座る

204 ＊転び叫ぶ

205 ＊白け帰る

206 ＊恐れ去る

d．動　主　＋動作主
207 ＊聞き帰る

208 ＊見向かう

209 ＊見逃げる

210 ＊食べ叫ぶ
3．2主語不一　型

自動詞／他動詞
211 打ち上がる／打ち上げる 打上（去）

212 持ち上がる／持ち上げる ｛拾／掌｝起（来）

213 吸い上がる／吸い上げる 吸上来
214 吹き上がる／吹き上げる 刮｛起／上｝来

215 つり下がる／つり下げる ｛桂／吊｝下来

216 折り曲がる／折り曲げる 応／　本
217 吹き飛ぶ／吹き飛ばす ｛吹／刮｝｛走／胞｝

218 積み重なる／積み重ねる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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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両語では対応するもの 日中両語では対応し　いもの

日本語（複合動詞）
中国語（結果複合動詞
ﾅ表すもの）

日本語（複合動詞）
中国語（結果複合動詞

ﾈ外の文法手段で表す
烽ﾌ）

219
覆いかぶさる／覆いかぶ

ｹる
｛蒙／蓋｝上

220 突き刺さる／突き刺す 1／　／　’／
221 引きちぎれる／引きちぎる ｛蜥／祉｝｛砕／悼｝

222 張り付く／張り付ける ／‘上
223 焼き付く／焼き付ける ’／’上
224 吸い付く／吸い付ける

、

225 巻き付く／巻き付ける 纏／　／　主／上

226 踏み固まる／踏み固める 踏（詰）来／躁硬

227 焼き上がる／焼き上げる ’　”／±’／

228 炊き上がる／炊き上げる 煮好
229 ちぎり取れる／ちぎり取る 摘取（並列式）／摘下

230 擦り切れる／擦り切る ／吊／　／禾

231 擦りむける／擦りむく 擦／贈｝破

232 突き出る／突き出す 推出（去／来）

4A11を．味的主要ロとする（1）比喩的

233 咲き誇る

盛升／畑廷地升／升得彼”i竺

234 咲き溢れる

盛升／畑廷地升／升得根”些

235 踊り狂う 尽主　／叛

236 泣き狂う 尽主　／’以　　顛

237 咲き狂う 尽主　／叛

238 荒れ狂う ／

239 咲きこぼれる

240 思い乱れる 古思　想

241 咲き乱れる
盛升／升得｛姓漫／五彩填

242 書き殴る こ　圭写写姫奈
5A11　　　　要。と　る（皿）

243 晴れ渡る 宛一S　晴
244 叱りつける 豊／　青

245 静まり返る ∠、ノ日月→

246 撫で回す 口

247 居合わせる 正　　土

248 見上げる 田／　こ

～つける
非対格＋つける

249 怒鳴りつける ＝」r　　主

250 照りつける

毒晒／暴晒（偏正式夏合一桓）

251 吹きつける

非の能格／他動詞＋つ
ｯる

252 にらみつける 怒田／　　　瞭目

253 脅しつける 狼狼地威肋／圷嘘
254 叱りつける 呈呈／　三巨

255
～合わせる

256 乗り合わせる ⑳百　　　一

257 通り合わせる ／　　　付
258 行き合わせる 工／　　百ノー

259 巡り合わせる ｛磁巧／偶然｝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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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両語では対応するもの 日中両語では対応しないもの

日本語（複合動詞）
中国語（結果複合動詞
ﾅ表すもの）

日本語（複合動詞）
中国語（結果複合動詞

ﾈ外の文法手段で表す
烽ﾌ）

260 居合わせる 正　　土

261 生まれ合わせる 生得巧
見～

262 見おろす
傭視／往下看／輕視（偏正

H
263 見上げる ／ロ上　／

264 見回す
ヨ不視（偏正式）／向四周

265 見返す ロ四　（　　　）／ロ〉

266 見交わす ／・　（偏正；Hv）

267 見渡す

268 見通す ’一 S／
269 見据える ・　主±

6A11カV2の背景的同　　す

270 聞き逃す 所漏／没所到 取りこぼす
意外地輸姶（実力比自

@　、　　　、

271 言い落とす 忘氾栃

～残す
272 食べ残す コ・1　／’　一 昔い残す 忘↓栃／’B白
273 取り残す 剰下／留下／落后 書き残す 漏写／没写到／没写完

274 摘み残す 摘剰下／没摘完

275 拾い残す 、、・｜／こ、占

276 積み残す 』剰下／没’完
277 剃り残す 剃剰下／没剃光
278 やり残す 倣剰下／没倣完

～残る
279 売れ残る 蒲・1／“キ自 消え残る 述“占全漣
280 焼け残る ’　el／こ’” 溶け残る 述“±全盲叱滅ヒ
281 崩れ残る 述没占全山煽
282 枯れ残る 述“占全
283 散り残る 迩“±全獄・
284 崩れ残る 述没心全山撮
285 枯れ残る 述没占全
286 散り残る 述没心全〕輌

別項の逸脱」を

287 取り過ごす 掌漏 取りこぼす
意外地輸姶（実力比自

@　、　　　、

288 取り逃す △“　、 釣り落とす エ・上
289 取り落とす 掌漏
290 取り漏らす 掌漏

項の．　力比喩化された
291 見落とす ξ／’　　　／忽　’・ 言い落とす 忘記硯
292 見過ごす 看漏／没看到／

293 見失う ／　・m／“

294 聞き漏らす ロξ／’ロ『1

295 聞き逃す ロξ／’ロm
296 書き落とす ぐ⌒ ^一ξ／こ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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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録2．中国語結果複合動詞の項構造による分類用例集

1．DORに従う結果複合動詞

1．1「推升型」：V1：〈1，2＞，　V2：〈1’〉，　Vl－V2：〈1，2－1’〉

～媛

1 把水尤弐安掻些，核子伯就可以自己去接水了。

2 卸硅吋尽量把硅韮謹委点几，操高了容易倒。

3 伯｛把隙衣服的縄子］趨…点几，栓高了我移不着。

4 那介棚子搭掻了，人都快遊不去了。

5 遠介拍子劉委了，振了重縫一下咀！

6 那件衣服領子有点高，理委一点几就好了。

7 区所房子劃委了，和周囹的高楼相比，昆得不扮凋。

8 区張油画劃委了，再桂高一点几。

9 近赴的山画錘了，背景湿得空蕩蕩的。

10 培全錘了，路迂的人都能看児院子里。

11 姻筒得瑚高一点几，鎧委了不行。

12 区介球扱径了，我得鱒下オ能接着。

13 棉旗上的最后丙介字鋤委了。

14 区介窟薩劃委了，重歯一介咀！

15 我伯定倣的几張弔泉由干尺寸不対，詰果都趨委了。

～暗

16 核子要睡了，伯｛把灯光遮蹟些。

～白

17 区同屋子里的地板，有的地方都被擦白了。

18 区塙是新粉刷的，弥小心点几別把衣服塵迫了。

19 洗了一上午衣服，手都被肥皇水泡自了。

20 口上那幅紅対朕都被阻光亜自了。

21 区件衣服的賂膳肘都匿自了。

22 那件蓋上衣的領子和袖口都迭直了。

23 培刷且了，屋子也打拍干浄了，明天我伯就搬家咀！

24 他一介月没出口了，胎都括且了。

25 地因病三介月没出屋了，胎都週且了。

～薄

26 区秒吃法需要把肉切蓮点几。

27 我的棉衣太厚了，明年我想去蓮一点几。

28 把璃蛋縫一点几好熟。

29 別把芋果皮削得那久厚，削遵一点几ロ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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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区快木板劃蓮了，不太錆実。

31 褥子鍵了，睡覚不寄服。

32 佼子皮几鐘遵点几，皮厚不好吃。

33 区秒紙盒不要彼詰実，雌一点几就行了。

34 併烙蓮一点几好吃述是烙厚一点几好吃？

35 区双皮鮭穿了不少年了，鮭底都磨蓮了。

36 床補鍵了略得慌。

37 区把妙菜的炉子使了好几年了，都便蓮了。

38 区件棉祇墓蓮了，穿着不暖和。

39 那床被本来彼厚，在床下圧了一年都匡蓮了。

40 遠快毛巾里蓮了，座咳換快新的了。

41 我的那件毛衣墾蓮了，穿起来不暖和。

42 区里冬天彼冷，弥的棉褥可別倣蓮了。

～爆

43 他一下子把『球吹爆了。

44 把自行牢放在阻涼的地方，可別把牟胎里聾暴了。

～崩

45 他用カー吹，把『球吹崩了。

～棚

46 注意点几，別把排骨鋼了。

47 他石匝核桃用力辻猛，把核桃皮亜郷了。

48 徒弟不小心，一下子把石像的耳朶姶趨了。

～扁

49 遠久好的紙盒辻他給鑓了。

50 他一脚把樟在地上的慢失』呈嵐了。

51 公共汽牟上的人太多了，都快把我鑓了。

52 区介核子把剛捏好的泥人姶捏扇了。

53 遠久重的汽錘石匝下来，述不把人亜遍了。

54 祢再固，我非把弥銚了不可！

55 大十卒把小汽牟姶撞盧了。

56 区ノト圓圏画遍了，再重画一介。

57 区些罐弐是因力掬昆了，才硝f介赴理。

58 休区几・↑’字急久都互嵐了？

59 点心盒里的蛋樵都圧肩了，真糟樵！

～瘍

60 准把区介兵兵球既遁了？

61 我的坂盒辻他盤了一大快。

62 卒上人多，他手提包里的姻盒都辻人姶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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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肢水几瓶都被他捏壇了，也没務出多少肢水来。

64 遠栖小汽卒的尾部是被一栖大十牢鑓的。

65 区些罐美是這輸辻程中圧痘的。

66 洗菜的招盆悼在地上髄了。

67 一不小心，坂盒悼在台跡上雌了。

～病

68 他是辻昨天的大雨盗底的。

69 区久熱的天，述給該子蓋那久厚的被，会把該子鑑盧的！

70 別区祥圷嘘該子，肥盧了億久亦！

～残

71 他的腿是辻杯人ま工残的。

72 我弟弟的腿是被弓遇残的。

73 他的手被机器塾残了。

74 那介人是十年前捲地害吋被土方』匝残的。

75 那次寸机妻炸，他的腿被庄残了。

76 区介塘盗茶杯是這輸吋硫残的。

77 那ノト資花瓶是忘久主残的。

78 区些精制的陶器一定是這輸中磁残的。

79 地的右手是在一次救火吋蹴的。

80 地的賂脾是小吋候八楼梯上溶下来控残的。

～残慶

81 那条一腐一一拐的狗是辻該子姶磁的。

82 幸一言休殊得快，否則山上溶下来的石快，不把休嘔死，也得把弥亜残匿了。

83 他是在那次工彷事故中＝的。

84 医生栓査了他那条十年前控残匿的腿后説，腿己鋒元法治愈了。

～惨

85 半路遇上了一場大雨，把我伯丙介人劃参了。

86 蛙虫把那介地区的庄稼可檀量惨了。

87 該子生病，可把大人折騰惨了。

～草

88 経理把区介字互篁了，秘弔杁了半天也没杁出来。

～差

89 摘会汁工作非得心細不可，主差一点也不行。

～長

90 毛衣袖子都辻弥姶蛙丘了。

91 他干木匠活几不行，達鋸木板都鋸不好，不是鋸長了，就是鋸短了。

92 地息　意把自己的眉毛継一点几。

93 区件衣服再放丘一介貼辺，穿着就合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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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区条褥子裁長了。

95 佼子皮几衛圓一点几好包，継了不好包。

96 区条花辺鈎丘了，再折悼点几咀！

97 褥…腿再撞丘一点几，該子述能湊合穿一年。

98 一看休的胎拉丘了，就知道事情是没亦成。

99 因力尺寸量丘了，所以衣服倣得不合這。

100 地的失友再魅一点几就更漂亮了。

101 白菜些」雌了，最好八中同再切一刀。

102 区介字麩了，昼得不好看。

103 毛衣又継了，述得折。

104 遠件上衣1雌了，去下一載就好了。

～潮

105 別把水減到火柴盒上，火柴麦遡了就刻不着了。

～況

106 那条池船被一介巨浪圭口冗了。

107 是色雷把那艘軍朋壷返的。

108 小船只限坐四ノト人，人多了会把小船匡匹的。

109 那条帆船是被一条貨柁撞近的。

～抽

110 我的那条毛料褥子洗壇了半寸多。

～稠

111 別把粥蜘週了，我不愛喝。

112 粥迩是熱稀一点好喝，墓i囲了不好喝。

113 油茶面祢喜炊遡一点几述是沖稀一点几？

114 漿糊千万別土［週了，姻了不好用。

～臭

115 我忘了把区盈妊放在泳箱里了，都放皇了。

116 他伯散布流言輩1吾是想把我的名声鎚。

117 休那盆衣服再不洗就要泡臭了。

118 剰菜放在不通夙的地方，述不梧臭了。

～穿

119 他的用意我早就看宴了。

120 他所以不辻我去，」崎了，他是不信任我。

121 要把遠面培雌，至少得一丙介小吋。

～粗

122 把区条銭再撞粗一点几就清楚了。

123 地伯把皮朕主狙了，所以干活几吋忌戴着手套。

124 面上的人左賂膳画得合這，右賂膳画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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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126

127

128

129

経迂几年的鍛煤，他的賂膳、脚都麩粗了，身体比以前詰実多了。

白菜些几用不着切得那久細，切粗一点几也没美系。

区支鋼筆的筆尖都使狙了，再換一支ロ巴！

区介筆道互粗一点字オ句称。

玉米面匿粗一点几好吃。

～倒

曽医把小羊按倒了，姶官打了一針。

土塙快叫該子伯払倒了。

那介人効真大，差点几没把我払拉倒了。

他只願規賞美雨的景色，不小心被一快石美笙倒了。

那介人没安好心，故意用自行牟把地別倒了。

剛栽上的小樹苗就被他匪倒了。

弟弟搭的枳木被姐姐的袖子給劃到了。

凶猛的洪水注倒了析敷。

他用力泣猛，一下子把陀螺抽倒了。

祢忘久把麦苗都鋤倒了。

我不小心把発子剴到了。

地身体太弱了，一陣夙就能把地吹倒。

区位拳缶這功員乗腔追缶，一拳把対手劃到，硫得了肚利。

我不小心劉到了椅子，把我的脚癒痔了。

那失水牛硬把木粧皿倒了。

大休几把那介小倫鑑倒在地，狼狼地打了一頓。

那場暴夙雨把一裸古樹刮倒了。

他被雷屯立倒了，号得拾救及吋，没有造成彷亡。

人区久多，当心別辻人家把弥拉倒了。

我看把措住阻光的那几裸村都遠倒算了。

他猛地向后一皐，差点几把弔架韮倒了。

公安人員一栓就握倒了那介逃犯。

小心別把泉子上的油瓶差倒了。

司机友現磁倒了一介騎自行牟的人，立即停下牟，把那介人換扶起来。

堆把椅子勤到了，也不扶起来就走了！

他伯決定推倒区片低倭的房屋，蓋一座大楼。

滑泳吋是他自己没姑穏，把我也捜倒了。

我走到口口，突然林里面胞出一ノト人来，差点几把我撞倒了。

他以充足的企据，声密的推理，駁倒了対方。

看来他是経辻准各的，要想且倒他不那久容易。

梯子用完最好放倒，立在那几彼危険。

那裸大樹鋸得差不多了，用縄子一拉就能拉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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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162 我覚得座咳把区介日光灯圭低一点几。

163 休把帽子戴低一点几，他伯就杁不出祢来了。

164 清弥把喋音放低一点几，別人都在看弔呪！

165 地伯匡低了喋口几，好像在商量着什久秘密似的。

166 遠張油画彗低了，昆得不好看。

167 屯残座咳架高一点几，袈低了不安全。

～悼

168 剛妥的娃娃就辻該子把腿姶鍵了。

169 吃蚕豆要把皮剥控。

170 遠快硅是堆鋤翠皇的？

171 他『得把培上貼的画都雌了。

172 力了防止「］牙被虹控，比塞吋拳一缶這劫員嚇里都要放遊一介保扮装置。

173 刹排骨吋，一定要小心，可別把手指美姶到挫了。

174 黒夜走路磁在暗上，他的n牙被極控了。

175 是准把区台机器上的零件錨了？

176 小心点几，別把泉子上的破璃杯盈鮭皇了！

177 把上辺那居油巡控了，下面的湯可以倣菜。

178 堆把区封信上的郎票斑控了？

179 那介該子是因力抽漣了弓蜂寓被蛮的。

180 休的美友太厚了，我姶祢削控点几就好看了。

181 他的食指是被机器翌漣的。

182 不要游到近赴去，否則塗色会把休的腿咬控的！

183 在泳場上，他差点几把我的眼鏡撞蛙了。

184 該子伯把培美的硅都姶鐙撞了。

185 遠快木美再髄五厘米就合遣了。

186 那張画几全撞后，培上昼得光禿禿的。

187 区几裸樹的樹根迩没創撞呪！

～去

188 区次搬家搬蓋了好几件奈西。

189 去年郎局姶我査去了一介包裏，至今述没我到。

190 我没注意，掬兜的吋候把一張支票麹蓋了。

191 休的弔包億久会主去了呪？

～功

192 使用屯子汁算机控制以后，工人只需麹屯紐，机器就可以自功這特了。

193 我最多只能飽四十斤根食，六十斤我可背不功。

194 蛆蚊能拉⊇1比官自身大好几倍的食物。

195 要想圭勘区販螺些釘，必須先上点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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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弥伯丙介小該几急久能鞄区久況的箱子，快放下来咀！

197 弥能i魎三十公斤的担子喝？

198 区架鋼琴得八介人オ能麹1。

199 土涼得根硬，用鉄鍬能幽1喝？述是用洋縞咀！

200 区醤牛肉吋同放得太長了，祢看述能彊⊇1喝？

～短

201 把那篇文章改短点几，因力版面不移了。

202 地把美友虹短了，湿得彼精神。

203 弥把銭撤短了，詰果就差一点几縫不上了，真糟樵！

204 真可惜，遠久好的木料辻他姶鋸短了，現在只能倣別的用了！

205 弥千万別姶我理厘了，我留短友不好看。

206 休姶該子量衣服吋，可別量短了。

207 衣服裁短了，留姶弟弟倣咀！

208 毛衣急久又墾短了，現在吋X長的，短的不受炊迎。

209 弥遠件上衣倣短了，我看把貼辺放出来就可以了。

～断

210 由干用力辻猛，他把那穎誘釘子抜断了。

211 他的力『真不小，一下子就把那介木棚囲i断了。

212 他不但没把手里的刺抜出来，反而給抜断了。

213 我迩没悦完，地就生『地圭［断了我的活。

214 他伯終干劃断掴郷他伯的縄索，逃了出来。

215 他在区次博覧会的升幕伎式上，来手虹断彩帯，力大会勇了彩。

216 遠把勇子不快，用官］交断区根尼尤縄柏不行！

217 区介装置的作用就是要載断経迂区条管子的『流。

218 縫一介褥鈎用不了区久長的銭，把官杁区几鍬逝了咀！

219 他伯根快用抵断的村枝郷成了一副担架，把地拾走了。

220 他一斧子麹断了那緊棚着的縄索，巨柁媛慢而平穏地滑下了船台，下水成功了！

221 如果休太使効拉，会把縄子拉断的。

222 他正在打屯活，銭路突然被切逝了。

223 他佑汁可能是区介半尋体的二扱管被焼断了。

224 那座大析被故机措腰雄断了。

225 区久粗的縄子都辻他捜断了，可児他的劫几真不小！

226 牟夫把鞭子都快抽逝了，那介牲口真不所使喚。

227 区根管子有一半就｛移長了，座咳杁中同鑑断。

228 区根鉄棍是生鉄倣的，容易趾断。

229 吋同長了，鋼些也是能磨」断的，所以弥要吋吋栓査，免得出危険。

230 地的眼鏡悼在地上，眼鏡腿控断了一根。

231 折扇用久了，扇面容易逝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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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Q33

他的自行牟撞到了一裸大樹上，前叉子磁断了。

湯｢包里的末西太況了，我的手指快要勤断了。

～純

234

Q35

剛磨的刀億久使了几天就飽了？

謾c刀且鐘了，弥掌去磨一磨！

～翻

236

Q37

Q38

Q39

Q40

Q41

Q42

是准把花盆蹉翻的？

v小心，砧穏点！把板発鐙翻了可了不得！

ﾟ介酒鬼要酒疵，把泉子描翻了。

ｼ一『之下把一泉酒席都拡翻了。

ﾟ硝游艇被雄翻了。

ﾟ柄貨牟是被一柄十牟撞翻的。

逍恤s要把地惹翻了，地可是房害。

～煩

243 奴娼一天到晩暁暁明明，把女几1魎了。

～反

244

Q45

Q46

Q47

Q48

Q49

Q50

Q51

Q52

他把帽子戴反了。

x把瓶蓋的方向丘反了，当然蓋不上！

n把褥子鍾反了。

ｼ把区介字的偏芳互反了。

謇�j璃安反了。

譁{弔的弔皮包反了。

謳_衣服里外一祥，笙反了也没美系。

ｼ的被子壼反了，面几忘久朝里了？

謨ﾅ上印反了一介字，校対吋没有友現。（倒装句）

～一q

253

Q54

他猛地一拍手，把房頂上的鵠子皿了。

?n一声，巨大的山石被坦了。

～肥

255 遠失猪隈了一介月就隈肥了。

～痕

256 所悦地是被債主逼遮的。

～夏奈

257

Q58

Q59

不要把事情繊了，否則不好牧拾。

謖庶末{来彼筒単，可是辻他伯鍵了。

ﾟノト刷本的情市再政鍵一点几，就更能吸引人。

～富

260 量然現在的日子亙富了，但也不咳乱花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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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

261 別着急，等把湿衣服從モ了再走！

262 休把衣服拉王一点几再瞭出去！

263 清弥都我把晒王的衣服掌遊来好喝？

264 用洗衣机凪工后的衣服，瞭一会几就全干了。

265 快用粉篭把紙上的墨水吸王！

266 壷里的水都整王了。

267 地下室的枳水得一ノト仲美オ能抽王。

268 蛋樵都快放王了，赴快吃了ロ巴！

269 油灯里的油快托王了。

270 菜焔里的水分看来述没i庄E！

271 空『太潮湿，衣服椋了一天述没堕王。

272 銅里的水髄了，快端下来！

273 衣服述有一点湿，用製斗一製就曇EE了。

～干浄

274 用完以后，把抽水弓桶控王逢了。

275 地毎天把屋子斑ヨ王逢以后オ去上班。

276 告貨員把貨架上的末西笙E逢了オ升口菅並。

277 把大衣上的坐土描工王逢了，再放辻衣桓里！

278 屋子里的地我己経圭圭モ逢了，而院子我只粗粗地拍了一下。

279 休萬升之前，一定要把房「覗藍E逢。

280 煮坂前先要把米斑モ逢了。

281 区扇箇子的破璃忘久没捷E逢呪？

282 休的衣服洗王逢了呵？

～高

283 把手i挙高点几，好辻老卿看児。

284 休把褥腿養高点几，就滅不上泥了。

285 別把硅随了，碍高了容易倒。

286 他伯克任意鐙高物恰，座咳受到管理部口的悠罰。

287 我提高了曝口，大声城了几声，他伯寛装作所不兄。

288 把　告貼高一点几不是更醒目喝！

289 弥枕直点几，失就不皐了。

290 屯洞座咳互高一点，不然容易出危険！

291 巣了再墾直一点几，高綾就合遣了。

292 那蓋日光灯如果」随一点几，屋子里就亮多了。

293 培上那幅副圭高了，座咳銀区幅看芥。

294 区几根高圧銭再袈高一点几，就更安全了。

295 区堵培坐宜了，浪費了根多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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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 祢的凋子起高了，我伯唱不上去了！

297 区介球錫宜了，不然就賜遊去了。

～移

298 把坂盛壁了，省得一次一次地麻煩！

299 等我麹了銭就回故多探来。

300 什久吋候銭趨了，什久吋候妥摩托牢。

301 湯里的益掴遊了没有？

302 升口菅並之前貨要上箪，免得惰吋忙乱。

303 如果今年銭能鵬，我准各明年出国旅行。

304 区次招生，人数没招壁，辻几天我伯述要去外地招生。

305 美干悟言的工具弔述没妥｛移，我打算再妥一些。

～鼓

306 弥都我把『球再堅鼓一点几！

～黒

307 区秒橡皮不好使，一擦紙上就握墨了一大片。

308 小心，修牢吋別蹉墨了衣服。

309 厨房的碗桓都被薫黒了。

310 那介人太瀬了，被子都董墨了，オ掌去洗。

311 『］的把手都鍵了。

312 他一夏天都在海辺游泳，身上全晒墨了。

313 銅底麟了，彼唯擦悼。

314 他的失笈是染黒的，丙年前他的美友就白了。

～紅

315 姐姐的賂腱是砂架吋被弟弟］宜江的。

316 他把一根鉄条燈旦了，石匝成一介鉄鈎了。

317 Z［灯把大家的股都患鉦了。

318 区該子的賂膳被猫孤査了一道。

319 区些西紅柿昨天述友緑呪！摘了一夜就掴旦了。

320 高火炉近一点咀！休的胎都燈廷了。

321 図兜太重了，我的手都勤旦了。

322 休的演出太精彩了，我力祢鼓掌手都拍紅了。

323 第一天在海漠游泳，胎都晒皇〔了。

324 蜻蟹一蒸就蓋旦了。

～厚

325 軽底墾厘一点几，鮭就不昆大了。

326 昨天夜里被子董屋了，身上宜出汗。

327 佼子皮几要｝幹薄一点几，別齪了。

328 区張併齪了，里辺几没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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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 今天冷，褥子鍾厘一点暖和。

330 肉片切厘了，座咳再切薄一点几。

331 遠件棉祇袈屋了，穿起来昼得彼朱。

～糊

332 弥急久把璃蛋都蝕遡了？

333 高炉子近一点几，別把衣服固塑了。

334 製衣服要塾一快湿布或湿毛巾，不然容易把衣服劉了。

335 是准把今天的米坂1幽的？

336 菜都妙遡了，述不赴緊把銅端下来。

337 油併庄焦一点几好吃，要是炸糊了可就不好吃了。

～糊除

338 別催他了，再催就把他催遡途了。

339 我不知洋細情況，他猛地一何，真把我且拠途了。

340 保姻叫主人姶支幽余了，筒宜不知億久亦好了。

～花

341 那介淘『的該子把胎都抹花了。

342 区件衣服毅了，不能穿了。

343 那神料子禁不住阻光晒，一晒就亜花了。

344 遠張相片洗荏了，再重洗一張咀！

～滑

345 楼梯台防都匿沮了，上下楼可要小心咽！

～化

346 先把糖怒比了，再酷糖萌芦。

347 赴緊把区些糖掌走，不然都燈比了。

348 太阻一出来，地上的雪就全部都亜比了。

～杯

349 果因的培脚被該子払互了。

350 他把我的眼鏡腿姶魎了。

351 剛妥的求音机就辻他姶趣了。

352 那介該子放鞭炮吋不小心，把眼晴崩互了。

353 忽久剛妥的玩具汽牟休就姶握堕了呪？

354 今天他心不在焉，主互了好几介零件。

355 山洪暴友把附近的河堤和析梁都㎜了。

356 今年入冬以来，他戴姪了丙幅手套了。

357 我区条褥子辻イホ改互了，不能穿了。

358 休可別把信封上的那張紀念郎票掲」丞了。

359 好好几的一把塑料尺辻該子姶脳了。

360 泉子萬炉子那久近，把泉子駆了急久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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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鼠把箱子都堕巫了。

是准把区介半専体遜的？

汽牟把屯残粁遜了。

区匹布辻イホ姶㎜了。

区栖自行牟一定是他給遜的！

口上的撞鎖是被小倫劉丞的。

准把今天的扱紙魅了？

憂斗不要太熟，太熱了容易把衣服魁丞。

他叫牲口≦合』躯了，現在住院了。

根多玩具都被該子伯姶麺丞了。

小心点，別把磁帯盒几巫了！

他的腿是小吋候被汽牢SLEZI的。

区几件衣服是叫耗子給咬互的。

他的手辻碓子姶趣了。

他和人家打架，把人家的胎都皿胚了。

大未牟把一柄出租汽牢撞蛭了。

伯｛体重有八十多公斤，坐区把椅子述不姶坐胚了！

区件事他迩」　了，得罪了不少人。

区篇稿子他抄互了，述得重抄一扮几。

区支新曲子得多綜綜，上台表演吋可別』狸　了。

真可惜！区巻肢巻几全辻他給注胚了。

伯｛伯座核大胆地干，別伯王蛭了。

区張画別再画［1EE了，仰臥真一点几！

期末考斌我蓋匪了，可能及不了格。

他演区介角色不合造，演」　了。

他的病没治好，反而姶渣匪了。

弥区一脚可把我蹉匪了。

我坐的那栖牟人太多了，可把我ffE1IS了。

区場大雨把我盗胚了，躾都没地方殊。

他把我的銭全嚇走了，真把我拡匪了。

．半路上突然遇上了一場大雨，筒直把我遡互了。

牙痙了一夜，真把我給魎了。

区核子是叫芭琶姶塾　的。

那介淘『的大核子把小核子都遊匪了。

．区祥倣会把小核」塑　的！

一介挺老実的核子都辻他伯姶塑　了。

区幅画遜了，辻他重禄一下。

把藤椅放在太陶地里不都晒］丞了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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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9 他的衣服不是穿圷，而是逸巫的。

400 区些家具没用圷，忌搬家都］魅了。

401 上次妥的褥粍坦　了，只好又妥了一快。

402 別把口袋装得太鼓了，口袋都快撞巫了。

403 我的大衣没有塞，却被虫子咬圷了。

404 展品不能乱功，i麺了影ロ向別人参規。

405 桔子妥来没吃都放巫了。

406 同志同的美系只能摘好，不能遜。

407 遠介紙盒拠丞了，方不方圓不圓的，不成介形。

408 遠秒布料不結実，穿了不到丙介星期就磨互了。

409 遠神螺些不好配，遜了可没亦法。

410 衣服不洗老泡在水里都泡巫了。

411 区件衣服染］丞了，忌愛樟色几。

412 区把鉗子使了彼多年也没僅」丞。

413 我那支箸早就且匪了，遠支是新妥的。

414 我的牙脳了，最近半年忌友炎。

415 棚子」査姪了，再重搭一下几咀！

416 接失的地方懸了，需要重新桿一下几。

417 遠盈磁礫丞匪了，我想重新求一盈。

418 区篇作文型丞了，只得了六十分。

419 我的手表没修好，反而修互了。

420 区几張照片旦迩了，再朴印几張ロ巴！

～会

421 老卿蓋会学生井不唯，要是辻学生都氾住就不容易了。

～旧

422 圏弔棺里的几本画扱恨快就被学生翻咀了。

423 我的那件衣服穿」旦了，不想再穿了。

424 我区頂帽子劃旦了，打算再妥頂新的。

425 区件衣服杁妥来也没穿泣，完全是放坦的。

426 那幅画已経桂了十几年了，都］劃旦了。

427 区本英汲河典已経朋了。

～升

428 他斑丑包子一看，焔里没有肉。

429 把求音机』症五看看，就知道毛病出在梛几了。

430 弥把麻袋ロ几捏五，我来往里装。

431 堤填被洪水珪五了滝没了好几介村庄。

432 他急了，一脚就把口鎧丑了。

433 ・伽虹五盒蓋リL看看里辺有什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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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水升吋，蒸汽会把銅蓋頂丑的。

435 翻五第一頁，就友現弔中有好几赴措俣。

436 口剛美上又被夙乱丑了。

437 他握丑銅蓋，想看看里辺有没有剰奈西可吃。

438 快把口歯都丑丑，放一放屋子里的姻！

439 忽ム会桟不着呪？仰把毎介抽展都拉五看看！

440 他的要求得到滅足，干是班噛笑了。

441 侮蕎我萱丑遠介瓶子蓋好喝？

442 我敲了半天，才把他的口敲五。

443 胡匙鎖在屋里了，現在只好把鎖蟻丑了。

444 他推丑ロー看，屋子里一介人也没有。

445 他抵丑箇帝一看，地上満是枳雪。

446 祢要是吃核桃，我用錘子蕎休』匝丑。

447 地昏迷了三天三夜，現在終干睡丑了眼晴，醒了辻来。

448 胡匙去了，我一着急硬把『］姶撞五了。

～空

449 区座攻墓己経被人盗室了。

450 貨架上的那几秒新式村杉彼快就被願客坦室了。

451 祢伯没有把房同騰宣，人家億久能搬遊来呪！

452 区裸樹都被虫子蛙空了。

453 区同屋子快搬空了，只剰下一介大衣桓述没搬走。

454 他因力畢船，胃里的末西全都吐空了。

455 遠座山都快控空了，也没桟到金砂。

～果（能格動詞ではなく、非対格動詞である）

456 他辻同学姶打』ξ了。

457 那介該子辻一群小侠伴逗墨了。

458 小朋友伯把他塞了。

459 区介学生被老師批避了。

460 他区次考拭又不及格，被父母］ぱ了。

～累

461 我的手都主墨了，老卿述是不叫我回答。

～裂

462 区根竹竿不知叫堆姶蹉裂了。

463 他得噛唇是被夙吹裂的。

464 区快大石失嘔不砕，石匝了半天オ亜裂了一道縫。

465 卓子萬火炉近一点几，不然木板会娃裂的。

466 再用改碓i庁下去，木美会控裂的。

467 那把竹椅子都堕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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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8

48

S8

S8

S8

S8

S9

S9

S9

S9

S9

S9

S9

S9

S9

S9

T0

T0

T0

T0

窪内温度太高，硅胚都盗裂了。

～乱

遠次搬家把弔架上的弔都巡乱了。

我那些染志都是按月扮排好的，休区祥八底下乱抽会抽乱的！

我的斗友剛硫好就辻夙姶吹乱了。

我的汁刻被突如其来的事情虹乱了。

区些根紙是我剛整理好的，千万別姶我功乱了！

遠些課本有一年級的，也有二年級的，休別友乱了！

祢把我的抽展都翻乱了！

弔架上的弔看完后放回原赴，不要放乱了！

区久多件事几把我的脳子都壇乱了。

区几箸帳急久都記在一起了，祢把帳」己乱了。

他的突然到来，把我的平静生活姶巡乱了。

清大家按次序掌，別皇乱了！

棋盈上的棋子几都被該子庄乱了，噌伯重撰咀！

他数着数着就数乱了，再杁美数一遍！

由干吋同合促，我把衣服都装乱了。

圏弔k片都1匪乱了。

～満

地撮適一簸箕」立扱，倒到拉坂箱里去了。

小学生在泉子上固澁了横七竪八的道子。

該子伯在海灘i上繊了一口袋貝売。

水流彼細，半天オ能接適一桶水。

刷地前他伯先在地上迷適了水，然后再用拍把一点一点地拍。

落叶鋪適了小路。

金色的阻光醜了大地。

把水壷里的水再添適一点几！

水尤美漏水，一会几就雌了一盆。

上班后，地把好几ノ↑’暖瓶都打適了水。

他先把客人的酒杯劃適，然后オ姶自己倒。

浴室的培上髄了衣帽鈎。

agAI星期的活功又安排適了。

旧台上i匿澁了花盆。

那位将軍的胸前別適了助章。

他穿了一条社澁了朴丁的褥子。

学校升這功会那天，操場四周」置澁了彩旗。

他鯛在病房里，失上墾適了棚帯，｛乃赴干昏迷状志中。

区筐土述没鑓，地就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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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不多，達一張紙都没抄適。

他坂量大，区碗坂姶官盛滅一点几。

地杯里鼓鼓嚢嚢地描適了末西。

地震后，街上搭澁了大大小小的防震棚。

区張紙都髄了，題述没答完。

那位這功員的胸前戴適了契章。

区杯酒迩没倒適呪，再倒上点几！

振紙的第三版上登適了照片。

猪圏里墾澁了稲草，区祥既可以保暖又可以枳肥。

培上至磁i了釘子。

合庫里』筐澁了枳圧声品，恐伯一吋逐推硝不出去。

游泳池的水述没放適，今天上午述不能游泳。

弓路丙労董適了楼房。

行李架上鑓了衣服和帽子。

遠介暖水瓶述没灌適呪！

他的眼晴里食描了泪水。

該子伯的閤画本上画適了小猫和小狗。

商店的小屋里遊澁了姻妥降俳商品的願客。

我区介小本上」唖了屯活号碍。

汽牟一迂，地的衣服上遁澁了泥。

他的炉台上燈適了白薯。

石碑上刻適了古代文字。

托這的家具上掴適了草縄。

阻台上嚇了剛洗的衣服。

我的活功日程都珪描了，実在是抽不出吋同去看弥了。

果村上撒適了衣苅。

区介抽展里都塞鐘了，弔実在塞不遊去了。

場院上晒適了新打下来的麦子。

区快表上澁弦后，可以走四十八介小吋。

他的巣子上雌了扱紙和弔本。

培上1吐滅了五顔六色的　告。

鋼箸里的墨水没吸適，剛写几介字就没水几了。

J云子一里瞳澁了威鴨蛋。

山披上裁澁了芋果村。

我的手上臓了刺，痔得実在唯忍。

一双新軽疽澁了泥，我真不咳穿区双軽来。

区所学校的招生名額迩没撒呪！

他的小院子里雌了各秒鮮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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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他的弔桓里装適了外文弔。

～柏

543 那条狗被主人劃宜了，再也不敢咬人了。

544 区ノト該子辻他后奴姶旦血了，在人面前達活都不敢説。

545 区ノト老来巴交的該子叫人欺負伯了，平吋不敢一介人出口。

546 我叫巧蜂姶劃宜了，一児弓蜂就快船升。

～平

547 区几的地面述是高，把官住王，然后把土塾到低的地方去。

548 服各員没把碗強王，湯都洒出来了。

549 推土机没用多長吋同，就把那座小山推王了。

550 那快木板迩没創王，休再創一創。

551 区張弔泉没墾王，有点几揺晃。

552 区張泉子没放王，再梛介地方拭拭。

553 区双鮭子穿了好多年了，鮭底几的花紋几都匿王了。

554 培没圭£E，坑坑注注的。

555 休的褥子没鋪王，我蕎休重舗咀！

556 下水管都安好了，可是淘迩没填王。

557 慰衣服不噴水，忘久能憂平呪！

～破

558 他装的末西太多了，把上衣口袋都撒了。

559 他洗衣服用的劫几太大了，把衣服都瑳破了。

560 泳宣把宙子上的破璃都五破了。

561 我的手辻釘子乱破了好几昼。

562 該子的胎被樹枝麺皮了，芙着回家去了。

563 小刀把地的手皿了。

564 遠根縄子把我的手腕都姶勤破了。

565 升罐失吋，我不小心把手主破了。

566 鼓都辻弥敲破了，休使的効几太大了。

567 丙・↑・人打架把衣服都搬了。

568 我是他家的常客，他家的口椎几乎辻我錫亟了。

569 区張紙我剛貼好，急久就辻イ能合ヨ重破了？

570 他吃得太急，把舌i失咬破了。

571 他的手指被針まL破了。

572 那ノト該子的胎辻小猫姶抵皮了。

573 我的抹子穿破了，明天去妥双新的。

574 他的膝蓋是嘘破了。

575 休的衣服忌洗不都洗破了喝？

576 弥的手是志久石匝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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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7 区副手套戴了好几年了，都快戴破了。

578 図兜里的鴻蛋務破了好几ノト。

579 村杉的領子和袖ロ都磨破了。

580 他的ノト几太高，没注意共磁在口椎上，磁破了。

581 区本洞典用了几十年了，都快月遮了。

582 佼子煮的吋同迂長会蓋破的。

～彷

583 他的眼晴被鉄屑崩伍了。

584 線併刺吋，他被対方剋伍了。

585 他的眼晴被人虹伍了。

586 他的賂腱是被砕破璃幽的。

587 他腿上的那快彷疸是八前被牟雌后留下的。

588 他的手是那次倣実験的吋候辻硝酸燈伍的。

589 暖瓶炸了，升水把我的脚奨彷了。

590 他去芒那匹1京弓被』易伍了。

591 他的脚辻石美劃五了。

592 他的手被推子まL伍了。

593 他今天早最被汽牟撞侮了。

594 我的賂膵只是援伍了一快皮，彷勢不重。

595 地腿部肌肉拉伍了，近几天内走不了路。

596 ・伽的膝蓋是急ム弄彷的？

～折

597 区久好的一快橡皮，弥忘久把地鑓近了？

598 新妥来的娃娃，就辻該子把腿彊垂折了。

599 該子爬樹把樹枝蹉折了，差点几没拝下来。

600 父来生句地説：“休再去銀他伯鬼混，我非把弥的腿圭1逝了不可！”

601 区不中表帯不詰実，我一年戴近了丙根几了。

602 昨天夜里的大夙把屯残乱正了。

603 那裸小樹是被牟別折的。

604 弥別把該子賂膳丑逝i了。

605 区把尺是准主逝i的？

606 屯銭粁是被十卒庄折的。

607 他使尽全身的効几，オ把区根粗木失壁折了。

608 我剛削好的錯筆又辻他姶使折了。

609 区些弔快把弔架圧折了。

610 他小吋候，右腿被汽牟互L折了。

611 他逢完衣服，用牙把残座近了。

612 那裸小村辻一柄施拉机撞逝i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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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手上札的刺斑匠了，肉里述有一半。

614 区銅些用普通勇子剛能鐘匠鴫？

615 紙縄不結実用カー勒就剃五了

616 他的腿是在哉争中］匿匠的。

～湿

617 晒在外辺的衣服辻雨齪了。

618 祢洗ノト胎志久把衣服也主湿了？

619 伯｛的衣服都遜湿了，快換下来咀1

620 衣服不遺湿就慰，慰不好。

～睡（非能格動詞ではない）

621 我好容易オ把他堅睡，祢別把他砂醒了。

～死

622 升山的吋候，他被寸起来的石美崩亙E了。

623 区件事也不是一天能亦成的，休筒宜要把人逼死了。

624 快把虫子遜死，要不官会咬人的。

625 国王被刺死的消息彼快佳遍了全国。

626 那条痂狗被几介小侠子虹死了。

627 扱上登迂，有一介該子乱摸屯器，被屯皇死了。

628 起又軍遊攻京城，皇帝被迫旦死了。

629 丙美牛相斗，其中一美差一点被］匝死。

630 耶蘇被鉦西在十字架上了。

631 姶姻雷特王了的父来是被他叔叔書死的。

632 他用手捻死了一介虫子。

633 地把爬在身上的蛆蚊捏死了。

634 囚屯能壁死人，打囚吋休要殊升高大建筑物。

635 地是辻人姶拍死的。

636 区秒新友明的奈虫剤，能丞死彼多秒害虫。

637 那場森林大火焼死了不少野曽。

638 猪人一声令下，猪狗彼快就把被猪人射死的野免阿了回来。

639 用升水就能把虫卵璽死。

640 那匹弓険些把巧夫錫死。

641 那介人兼猪没経験，捕了几刀也没把猪皿死。

642 房子倒了圧死了一一ノト人。

643 那只小鹿是被狼咬死的。

644 地是被山上漆下来的石失亜死的。

645 弓蜂再房害，也不至干蟄死人！

646 要是打在要害的地方，一拳就能把人麺。

647 区神耗子苑不灸，耗子吃了井没有壼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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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8

649

664

665

666

667

668

669

670

671

672

673

674

675

弦子把小鳥装在箱子里，一天就週死了。

区只蒼蝿没拍死，又活了。

～砕

炸苅把山上的大快岩石都鯉了。

休軽一点几，別把豆腐避了。

那久好的茶杯辻我土脛了，真可惜！

祢把白菜劉⑭一点几，好倣佼子焔用。

我喜炊把水果糖蛭了吃。

注意点几，別把破璃板磁醒了。

他看完以后，就把信盤了。

該子イ『］賜球把人家的破璃鍵了。

体温表不知什久吋候辻我殴了。

把地里的土快］避以后，再耕地播秒。

工人伯先把柏油路面一点一点地齪了，然后オ升始抱淘。

他捧了一鮫，膝蓋骨険些盤了。

区快石美太硬了，石匝了半天都没雌。

我新X的那套茶具，在卒上務砕了一介。

～痔

我和他務腕子，把手都鰹了，也没斑辻他。

球没接好手反被継了。

力了把箱子掴詰来，我的手都被縄子勤獲了。

休叫弓蜂鍵了没有？

他使的効几太大了，把該子的賂膳韮睦了。

区双鮭不合遥，剛穿了一会JL脚就匿痙了。

力了姶我伯的足球臥加油，我的手都拍蓬了。

彷｛的脚］曲医了喝？

屋子里的姻味太大，我的美都劃茎了。

～醒

休悦活小声几点几，別把琶釜匹醒了。

一陣冷夙把我吹醒了。

我的同屋睡覚愛打呼噌，毎天夜里我都被他的呼噌声江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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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6 吋同到了，快把他蚊醒咀！

677 幸号休把我凹醒了，不然就赴不上下机了。

678 休在房同里整理末西，可別主醒了該子。

679 他睡覚彼軽，別把他國醒了。

680 我要不推醒他，他述在悦夢｝刮尼！

681 昨天夜里，我被蚊子咬醒了三次。

682 弔架上的弔悼下来把我亜醒了。

683 地一ノト人不睡覚膳折騰，把我伯都逝i騰醒了。

～皐

684 休一会几遠祥，一会几那祥，把我都鐘星了。

685 姻太大了，消防人員被蛭了。

686 太阻彼毒，休不戴草帽彼容易被醒。

687 一会几辻我干区ノト，一会几辻我干那介，弥都快把我支低星了。

688 強盗把他土E星了，然后拾走了他的衣物。

689 、来的一介球正好石匝在他的共上，把他醒了。

690 游泳吋失撞了一下，差点几把我撞量了。

～脹

691 休用駐抹布擦破璃，不但擦不干浄反而会擦正的。

692 地柏把地毯」区旺了，所以一遊口就換上施鮭。

693 休的脚別忌往培上踏，把培鐙壁了多唯看咽！

694 休没有把」敦布測干浄，就掌来施地，反而把地施肚了。

695 我也不知道我的袖子是在梛几壇畦的。

696 褥子顔色太浅，穿不上半天就窒正了。

697 区頂帽子麹畦了，咳洗洗了。

698 弔店里撲着的祥弔，大家翻来翻去都翻正了。

699 区幅油画都」離了，述是装在鏡椎里咀！

700 隊列商品只能看，不能摸，大家都摸就摸粧了。

701 泉布己経錨旺了，撤下来洗洗咀！

702 弥太瀬了，牟騎班了也不知道擦一擦。

703 手絹用粧了，座咳自己洗。

～宜

704 那几裸向日葵被大夙吹倒了，快把官麸宜了咀！

705 休区条銭没画宜，休用尺子比着画！

706 用区久一把破勇子勇，我忘久能虹宜呪？

707 祢的技木不行，述是辻他鋸肥，他能鋸宜。

708 只有把皮尺拉宜了，オ能量准碗。

709 祢能用手把区根粗鉄些甚宜了？

710 倣操的吋候，賂膳要鍾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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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V12

V13

V14

V15

紙用手撒是撒不宜的，用刀子オ能裁宜。

ｼ手辺没鏡子，所以美友印几没分宜。

ｻ斗不鰺熱，所以我的裾i残没褒宜。

謠�?薄v控宜，水流得慢，損耗也就大。

|路辺几上遠一排小樹没載宜。

～酔

716 他酒量不大，不一会几就辻人家灌醒了。

～深

717

V18

井虹速点几水オ干浄。

謖処ﾟ服顔色染深了，一点几都不好看。

～酉禾

719 那盈炸郎没』罐，一点几也不好吃。

～歪

720 他的帽子是故意戴歪的，大概他覚得遠祥彼卿。

～斜

721 遠排椅子撰斜了。

～匂

722 休自己染友能染句呵？

1．2「果走型」：Vl：＜1＞，　V2：〈1’〉，　V1－V2：〈1，1’〉

～白

723

V24

V25

休的胎都墨自了，志《乞述不休息休息呪！

孖ﾅ，他的胎都ゴ且了，一点小事値得『成区祥呵？

¥牟嗅地一声在他身后刹住了，他的胎都1正且了。

～扁

726

V27

我不注意，詰果把祢的一盒姻姶坐遍了。

ｼ的脳袋大概是小吋候睡嵐的。

～瘍

728

V29

弥急久把我的盒子給坐壇了？

｡天早展我没吃早点，肚子都鍵了。

～病

730 昨天夜里，我没有美窟就睡覚了，詰果被夙吹底了。

～穿

731 吋同長了，房槍滴下来的水能把石美滴窒。

～大

732 丙介人椋冴地鐙大了眼晴，看着眼前友生的事。

`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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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小船一晃就把我晃倒了，差点几i悼到水里去。

734 民同佳悦的孟姜女圏到了万里長城的故事家喩戸暁。

735 地震把区一帯的房子都震倒了。

～悼

736 阻台上晒的衣服被一降大夙吹撞了。

737 他的草帽被夙乱撞了。

738 我的大衣拍子在捌芥中被遊控了。

739 弥辻我穿区祥的衣服去上班，非辻人家笑撞大牙不可！

740 整天在高低不平的路上騎牟，卒上的螺些有的顛松了，有的麹皇了。

～去

741 我椋在外辺的衣服准是被夙乱蓋了。

742 公因里人彼多，他的該子被鉦蓋了。

～断

743 那介淘気的男該子八樹上跣下来，迭断了腿。

744 一夜的大夙乱断了汗多樹枝和屯銭。

745 那匹受涼的弓，撞断了彊縄，向前面的人群沖去。

～干

746 放在外辺的疏菜一天就被夙妊了。

747 剛オ我力伽1］加油，喋子都塑圧了。

748 丈夫死后，地非常唯迂，眼泪都快塞E了。

749 下午我伯活説得太多了，噛都逸王了。

～鼓

750 他要是所到了祢的遠些牢騒活，肚子不気鼓了オ怪呪！

～紅

751 地幽着胎，銀我伯争姶。

752 他脆在地上抜草，丙介膝蓋都脆虹了。

753 有什久要緊的事，忘久弥的胎都急旦了。

754 別果了，看弥眼晴都墨旦了。

755 活一説出口，達地自己都覚得不好意思了，股都躁廷了。

～糊除

756 我一遊口，大家都笑了起来，一吋把我筈遡途了。

～杯

757 考不上大学也不要友愁，別麩了身体。

758 弥不要辻分彷心，型丞了身体忘久亦？

759 区几所房子是地震震巫的。

760 汽牟在坑坑注注的路上砲了一上午，真把人醐了。

761 原来他的腿是控互的，我迩以力他小吋候得了小几麻癖症呪！

～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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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2 那柄公共汽牟上的破璃是震裂的。

～破

763 他併的那介笑活把我的肚子都快笑破了。

～折

764

V65

他太況了，都快把沙友里的弾箕坐近了。

ｼ的手腕是跳高吋控…匠的。

～湿

766

V67

V68

褥子辻小該尿湿了。

莓v看兄椅子上有水，把褥子姶坐湿了。

J億久下区久一会几就停了，地皮都没］三湿呪！

～死

769 区次河水浸濫渣五了不少人。

～砕

770

V71

区次地震把「］宙的破璃都震壁了。

苴I熱水瓶在汽牟上鯉了。

～酸

772

V73

V74

我好久没胞歩了，今天只胞了四百米，腿就毘酸了。

I走那久近的路，腿走酸了咀！

苴I腿都口酸了，想我ノト地方坐一坐。

～痔

775

V76

V77

区ノト相声真有意思，把我的肚子都笑塵了。

I的脚髄了咀？悠区久大歩数以后上下楼可要当心明‖！

ｺ午升会的吋同太長了，屍股都坐遮了。

～醒

778

V79

V80

V81

V82

V83

V84

汽牟一顛把他題醒了，他看了看宙外，知道汽牢己経辻了黄河。

�V夜里的大夙把我伯都刮醒了。

�V夜里他把我咳墜醒了好几次。

ｼ伯几ノト人又説又笑，把我笑醒了。

?ﾟ剛睡着，就被小販的叫実声」区喝醒了。

{拉机的起功声把周囹的人都震醒了。

сI不知是准大声一嘆，把我唾醒了。

～唖

785

V86

他区丙天咳噸得房害，把喚子都咳蜘了。

ﾊ芙了，再異燦子就製巫了。

～畢

787

V88

V89

祢伯別砂了，把我的美都堕星了。

ｴ同里机器的⇒辻声把我都震星了。

H不平，我又坐在汽牢的后排座上，失都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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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0

V91

我胴在床上看了一上午的小悦，美都』尚星了。

ｿ長途汽牢的吋同太長了，我的美都坐星了。

～粧

792

V93

男該子伯喜炊玩打杖，忌是満地漆，把衣服都麺了。

ﾊ坐在地上，把褥子坐壁了有得洗。

～宜

794 弥把身子坐宜了忌吾着腰坐背部都駝了。

1．3「特別型」：V1：〈1，2＞，V2：〈1’〉，　Vl－V2：〈1，1’〉（前項動詞の項が具現化しない）

～白

795 老卿手上的粉箸末把弔都垂丘了。

～抱

796 碑酒和汽水把肚子都灌抱了，述吃什久坂明‖！

～病

797 休一定是那天洗冷水深洗底的。

～臭

798 区快菜地労辺的糞坑把周囹的空『都重臭了。

～倒

799 杏几太酸了，我的牙都吃倒了。

～悼

800

W01

W02

W03

他蝉泉子的吋候，不小心把茶杯鍾蛙了。

I述没有把脚上的雪」困皇，缶久就遊屋呪！

ﾄ坂里的区粒砂子差一点把我的牙盤了。

s小心捧了一政，我的腿上贈悼了一快皮。

～紅

804

W05

考拭前，姫丙夜没睡覚，眼晴都整紅了。

ｼ的手是瑳麻縄瑳旦的。

～糊除

806

W07

W08

W09

W10

W11

W12

W13

工作的失緒太多，都把我韮撒途了。

ｼ一達考了一介星期，都把他圭遡途了。

范?梛謇賰蜿骼s，末西南北都分不清了，真把我圃遡途了。

I急久一会几区久悦，一会几又那久説，都把我鋼余了。

｡天星期几了？我筒宜遡塑途了。

謇贒ﾔ影情市辻干夏奈，我都看遡途了。

謦｢架上有多少弔，我筒宜数不清，数着数着就数遡途了。

謾｢帳真唯算，算来算去篁幽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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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

814 他一達几ノト星期都是半夜丙三点錬睡覚，区祥下去非把身体麹玉了。

815 他柏把衣服別巫了，杁来不戴校徽。

816 他是吃了不干浄的末西オ把肚子吃互的。

817 我昨天打盤球吋，眼晴被土迩了。

818 休用斧子欣石美，述不把斧子迦丞了。

819 老太太捧了一政，把膝蓋董迩了。

820 我的眼晴就是在弱光下看弔看」丞了。

821 我的皮箱根況，提梁又彼細，我提了半天，手指都勤巫了。

822 区把縞失創在一快大石失上了，縞鯉　了。

823 遠張拓片拓鉦了，字　不清楚。

824 区几張肢巻都照蛭了。

825 那介該子近半年来堂蛭了。

～升

826 丈夫回家吋，妻子己経睡覚了，他叫了半天，オ把1］叫升。

～渇

827 伯｛是因力威菜吃多了吃退的咀1

828 我一達排了丙介紳失的活都過了，姶我倒一杯茶好喝？

829 他的活悦得太多了，都」鑓了。

～累

830 今天下午他抄了一扮一万多字的稿子，手都抄墨了。

831 力了査我資料，我翻園了一天根紙，手都翻墨了。

832 字太小，看一会几眼晴就看墨了。

～破

833 休就是」唖了哨，他也不会所祢的。

834 他勇指甲不小心，把手指勇破了一介口子。

835 我的曝子都快1魎了，他迩没所児。

836 他捧倒了，膝蓋上擦破了一快皮。

～折

837 那介赴牟的抽牲口真狼，把鞭子都抽折了。

838 区広一会几弥就縫折了丙根針，祢太着急了。

839 鼓槌几都快辻他藍折了。

840 擢大石共用一根几細木‡昆那述不擾匠了！

～湿

841 洗衣服前先把袖子挽起来，不然把袖子都洗湿了。

842 他把抹布盛湿了再擦泉子。

843 祢看我出了多少汗，区条毛巾都握湿了。

844 地上有水，我的布鮭都遜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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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

845 地刹焔把手都鎧酸了。

846 我騎了一天牢，腿都蹟酸了。

847 他挙着椋悟牌游行，手都杢酸了。

848 遠裸大村鋸了一介｛沖美，賂腫都鎚酸了。

849 灯光彼暗，弔上的字又小，我的眼晴都看酸了。

850 他拉了一上午的手夙琴，賂縛都拉酸了。

851 切菜切多了，手腕子都切酸了。

852 我玖毛衣手都麩酸了。

853 一大早他就伏在泉子上写，一宜到手互酸了，他オ停了箸。

～痔

854 我今天剥花生抜得太多了，手都剥塵了。

855 他用瑳板洗了一下午衣服，手都謎了。

856 我好久没殊拉力器了，今天拉了几下几，賂腱上的肌肉都拉塵了。

857 一達写了三・↑’多小吋的字，我的手都墾了。

～醒

858 一降急促的敲口声把我伯都敲醒了。

～唖

859 他己経唱了五支歌了，曝子都快唱皿了。

860 一路上他一宜帯領大家城口号，嘆子都魎了。

861 我叫了那久多遍，喋子都快叫唖了，弥是真的没所兄喝？

～畢

862 我抽的姻太多了，美都抽呈了。

863 我達綾看了四介小吋的屯視，美都有点几看星了。

～粧

864 休剛オ坐在明肌了，忘久衣服背后都韮班了？

2．DORに従わない結果複合動詞

2．1「吃賦型」V1：〈1，2＞，　V2：〈1’〉，　Vl－V2：〈1－1’，2＞

～抱

865

W66

W67

W68

W69

区ム多的菜，毎雲一ロ也芸鉋了。

｡天的菜太少了，我没屹遁。

ｼ没吃多少坂，光喝酒就1醐了。

ﾅ小説能看鉋呵？快来吃坂咀！

~卿整天在厨房里，光同油味就」里飽了。

～惨

870 去年旅行吋，我帯的末西全部去光了，可真把我到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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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1 区場美鍵的足球比奏他伯可輸惨了，達一介球都没賜遊去。

872 区次考武題真唯，我一道題都没答対，其劃参了。

873 昨天夜里那場大火把一条街都焼光了，筒宜劉参了。

～出神几

874 奈技表演十分精彩，大家都看丑岨了。

875 該子伯所老人洪故事都魅了。

876 地想同題想出漣了，達我走遊来地都没有友覚。

～呆

877 奈技表演十分精彩，双森伯都看丞了。

878 該子所故事都』匠丞了，娼娼叫他都没所児。

879 他想同題都想丞了，客人遊来他都没看児。

～煩

880 老卿忌辻学生背裸文，学生都茸巫了。

881 釣定的吋同都迂了半小吋了，述不児他的人影，我伯都笠匝了。

882 托几所的那ノト保育員看該子看巫了，想高升区介地方。

883 那点几事几地説了多少遍了，我真魎了。

～痂

884 几子去年遇唯，娼奴想几子都快想遮了。

～移

885 区介老人芸遣了没有文化的痛苦了。

886 我伯在区ノト向題上都吃箪苦美了。

887 那介服各員麹了拒台，想換換工作。

888 遠神単凋乏味的生活我可遡了。

889 区些市目大家都麹了，希望他伯編排新市目。

890 摩托牟我是難了，能有柄汽牢核多好！

891 整天在潮湿，明暗的房子里生活，区秒罪我是受遊了。

892 弥穿了那久多年的蓋制服，述没有」趨喝？

893 帯該子真煩人，我筒宜並箪了！

894 我想再妥一頂帽子，区秒祥式的帽子我実在戴壁了。

895 没事就遊公因，区一年我是1璽匿了。

896 整整賜了十五年的足球，我真』麹，現在歩数大了，更不想再賜了。

897 休区介該子，玩具麹了，随便一拐，不能葬成区秒圷刀慣。

898 下班回来就洗衣服，天天如此，忽能不雌呪！

899 花忘久也弄不活，実在是趨了！

～慣

900 地唱慣民歌了，現在要辻地改唱法，恐伯不大容易。

901 他吃慣了辣椒，頓頓坂菜里都想放。

902 他抽慣了好畑，遠秒牌子的姻他不会喜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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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8

我平吋窒慣了布鮭，乍一穿皮鮭覚得不箭服。

地戴慣了耳杯，不戴好象少了点什久末西。

当慣了領専就不穗意当老百姓，那急久行呪！

我伯杁小是在一起長大的，我叫慣了他的小名了，一吋述改不迂来。

我堕慣了自行牟，一歩路也不想走。

他那句活」雌了，己経成了他的口美禅。

那介盗窃犯盆慣了末西，彼唯改。

升始他説家多活，我nJf不憧，吋同久了，也就駈慣了。

地且慣了区秒牌子的香皇，毎次都妥区秒。

地林小在山区長大，走慣了夜路，所以天黒地也不害伯。

他熱夜整慣了，常常是白天休息夜里工作。

穿区秒新式服装的人多了，祢也就看慣了。

我用鋼筈写字互慣了，不　意用別的篭。

労日子遡了，再遇到什久困唯也不伯。

～累

一達吹了好几支曲子，可把他吹墨了。

遠該了太重了，我抱墨了，休抱一会几肥！

遠介背包太況了，萱二墨了休就休息一会几！

他擦地援墨了，便坐下来抽姻。

他打了丙介多紳失的盤球，実在虹墨了。

我伯遊商店盤了，就走遊一家冷炊店吃了一点冷食。

区介箱子我先打着，虹墨了弥再換我，反正路迩長着呪！

弥皇墨了，我蕎休掌一会几咀！

区篇文章真K，我剛念了一半就念墨了。

那介清浩工拍弓路封墨了，就我了介村萌坐下来休息。

我伯丙人拾着行李，拍墨了就停下来休息。

昨天賜球賜墨了，所以今天起晩了。

区ノト提包根重，什久吋候弥提墨了，休就説一声。

我洗了丙ノ↑’小吋的衣服，真有点洗墨了。

地抜了一天的草抜墨了，不　再功一功。

因力搬家搬墨了，昨晩他早早就睡了。

一天達演三場，地真咀墨了。

保姻打拍屋子虹圭ヨ墨了，去休息了。

大家要是王墨了，就坐下来休息一会几咀！

牟鐘墨了，想下来走一走。

鋼琴盟了就拉小提琴，地的並余生活忌萬不升示器。

～賦

地剥蚕豆剥了一ノト上午，迩不剥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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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6

967

968

969

休志久剛擦了丙下几破璃就1劉武了？

老是唱那几支歌，我真唱凪了。

最近整天抄稿子，真是抄賦了。

甜食我都吃賦了，想吃点威的。

区秒牌子的姻我早抽皿了。

息穿一神款式的衣服忽久不窒賦呪！

区支曲子我都吹賦了，不想再吹了。

打卦克まL賦了，他イ『］又下起棋来。

没完没了的家各事地王賦了。

他管賑萱』武了，想換一秒新工作。

区条大街我都醐了，不就是那久几介補子呵！有什久好遊的！

区秒困散的生活我筒宜錨了。

数学課我有点几蓋賦了，下学期我想去改教物理課。

那位英悟老卿毎年都杁ABC排起，地都］丑賦了。

那部屯影我看了好几遍也没看皿。

我等牟真笠魁了，哨伯干脆走回去咀！

毎天爬六居楼，我都爬魁了。

不管多好玩的地方，一年去几次也会去賦的。

英活課我都上賦了，友音不唯，生洞記不住，我真不想上了。

剛賜了半年足球弥就錫』武了，区祥忘久能綜好呪？

区盈磁帯里求的曲子我都唖了。

該子伯球都玩賦了，又去綜跳縄去了。

我家住在角市労辺几，我真」嵐賦了那秒壺胆味几！

剛升始学刀弔法吋，老姉忌辻他写那几介字，他都当武了。

区介該子没有出息，不管学什久末西，学不到三天就堂風了。

他演賦了反面角色了，想演別的角色。

他弄花麹魎了，把花都送人了。

～伯

他老去末西，筒宜都蓋」宜了。

務牢我可捌宜了，昨天差一点几把我的眼鏡排砕。

～刀慣

我伯吃素吃Σ1慣了，不喜炊吃牽的。

穿布鮭麹慣了，不　意穿皮鮭。

2．2「跳煩型」及び「鉄倒型」：V1：〈1＞，　V2：〈1’〉，　V1－V2：〈1－1’〉

970

971

～倭

i区一帯山恨高，－E机如果klSE了会撞在山弐上。

前排的人坐掻点几好喝？我伯后排的人看不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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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稔

972

X73

蚊子咬得他一夜都没睡安猛。

ｼ剛坐遜了，大会主席就宣布散会了。

～暗

974 島云遮住了太田，天到宣了。

～白

975 他小吋候皮朕彼黒，長大了変直了。

～抱

976 生気就亘抱了，梛几述吃得下坂。

～崩

977

X78

我和地剛淡了丙三句活就淡崩了。

ｼ伯丙介人又悦崩了。

～病

979

X80

X81

X82

X83

他整天懲在家里，都髄了。

ｩ娼不辻核子吃得迂抱，伯他挫痘了。

@果昨天祢出「］吋穿上大衣，也就不会麺了。

n柏友畔不敢吃炮，区祥下去非髄不可。

蜉T是因力和愛人砂架三輻盧的。

～惨

984

X85

X86

X87

昨天晩上去看屯影没穿大衣可把我迩惨了。

V黒了，述没技到吃坂的地方，可把我泌惨了。

ｸ天丙夜的急行軍把哉土劉参了。

ﾟ介該子八樹上悼下来，捧得失破血流，真控惨了。

～粗

988 侮将来上了歩数，腰也会変粗的。

～大

989

X90

X91

夙劃去了，牢騎不功了，只好推着走。

諡蝠鮪h活，使他脳袋蓑地腿本了，地有点忍不住了。

{年不児，区核子」鉱了，也憧事多了。

～呆

992

X93

X94

我伯筒直被地突如其来的挙功旺呈了。

o迂那次地震爽唯之后，地有点几変呈了。

ﾋ然佳来一陣刺耳的尖叫声，大家都ぱ了。

～倒

995

X96

X97

X98

休拝托他的那件事，可把他垂倒了。

蜑ﾆ不要被暫吋的困唯正倒了，只要大家芥心肋力，就一定能克服困唯。

R干経受不住区祥況重的打缶，地痘倒了。

ｼ胞迂去，達忙把那位咽到的老人扶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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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

P000

P001

P002

P003

P004

P005

P006

P007

P008

地一遊大殿，就脆倒在菩蒔面前祈祷。

ｼ不小心採在西瓜皮上沮倒了。

苟?o得眼前一黒便」盧倒了，什久也不知道了。

n一共．赴倒在床上，彷心地芙了起来。

謚Y子彼皮実，控倒了杁来不果。

x急久能因力区久几点几挫折就脳倒不干了呪！

ﾌ机来了，大家赴快吐倒咀！

R干迂干芳累，他量倒在手木室里了。

ﾟ介老人突然血圧升高，一美裁倒在楼梯上。

ｼ酒喝多了，圏到在弓路辺几上了，半天オ醒迂来。

～低

1009 区一帯是山区，、机玉低了彼危険。

～悼

1010

P011

他一下子没掌住，破璃杯八手上滑蛙捧砕了。

｡天真冷，我的耳朶都快遊漣了。

～去

1012

P013

仰要留心看着該子，別辻核子走去了。

｢珠箸上的那ノト小弾篭一下子郷去了。

～劫

1014

P015

小船在大海里随着夙浪上下劃着。

W覧大庁口前的各国国旗迎夙鋤。

～痂

1016

P017

他那狼呑虎咽的祥子，筒宜象箪遮了似的！

Y子天黒了述不回家，筒宜麺了。

～干

1018 等游泳池的水流王了，好好几刷洗一下，然后再放水。

～高

1019

P020

P021

P022

P023

休再蹴壷一点，就移着了。

ｼ的体温堕了，看来病情有悪化的超勢！

ｸ年没児，区該子丘宜了！

?ﾊ又遜宜了不少，要注意双測，洪水暴友随吋都有可能。

･伯要是坐宜了，后排的人可就看不兄了。

～高x
1024 他玩高送了，達坂都忘妃吃了。

～｛移

1025

P026

P027

今天我滑了丙ノト多小吋的泳，可是述没滑箪。

Jー点小事，地在人家家里又砂又岡，㎜了オ走。

ﾅ祥子，他述没睡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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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8 地身迷了オ起来漱口，洗股，吃早坂，上班述有介不晩！

1029 我伯腿了再走咀，好在吋同述彼充裕。

1030 我伯述没臓，抽完区支畑再干！
1031 地今天游了一下午泳，可遊箪了。

1032 我在区几可呆箪了，堆留我我也要走！

1033 那介地方我去遊了，不想再去了。

1034 我在岡市区住了十几年，真有点几趨了。

～慣

1034 我伯吃坂遠合慣了，経常是一・↑’面包，一根香賜或一介璃蛋就是一頓坂。

1035 他杁小遼慣了，林来不伯冷。

1036 他墜慣了，一頓坂不吃没有美系。

1037 我伯中午睡慣了，久而久之弄成了午睡的刀慣。

1038 我砧着排課塑慣了，有椅子也不想坐。

1039 我在城市里住慣了，覚得衣村不方便。

～紅

1040 他的腿都叫巣子姶髭〔了。

1041 今天真冷，我的手都随了。

～糊徐

1042 区些日子可把我墨遡途了。

1043 所了几子那句不近人情的活，真把父来亘糊途了。

1044 他達綾友高焼都焼糊除了。

1045 他凹塑1途了，達一句活都悦不出来了。

1046 区些天他忙得不可升交，都忙遡途了。

～圷

1047 米坂里的砂子把我的牙礎　了。

1048 年軽人整天呆在家里述不幽了。

1049 一天玩了好几介地方，把我伯墨胚了。

～渇

1050 天熱，砲了一天的路真有点几壇渇了。

～笑

1051 娼娼的妨不鰺，那該子一天要俄果好几次。

1051 他的手提包不児了，里辺有彼多重要的奈西，他都快急墨了。

1053 所了区介可伯的故事，小女該哩了。

～累

1054 他伯便砂架匹墨了，丙人都不説活了。

1055 他在菜地里干活几遵墨了，砧起来宜了宜腰。

1056 那只鵠子大概玉墨了，落在了房頂上。

1057 那該子玉墨了就不果了，辻一会几自己又玩起玩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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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8 400米的胞道，我只胞了丙圏几就鉋墨了。

1059 該子イ1］玩墨了，オ想起来回家。

1060 我刻船銀着休伯，准要是遊墨了就上船来休息一会几。

1061 弥立墨了，就坐下休息一会几。

1062 祢如果坐墨了，就姑起来活功活功。

1063 我伯都走墨了，坐下来敏一会几咀！

～裂

1064 」云子捧在地上没捧砕，只蓬裂了一道縫几。

1065 天太冷了，水管都迩裂了。

～満

1066 一夜的功夫核子身上就出適了水痘。

1067 区裸樹盆適了芋果，把樹枝都圧弩了。

1068 春天来了，公因里丑適了五顔六色的鮮花。

1069 暖『管子漏了，地上流適了水。

1070 秋天到了，地上落描了樹叶。

1071 刷場休息吋，朱池的程粁上蹴了好奇的現炊。

1072 樹干上』臓了蝸蚊。

1073 医院里』尚適了事故中受彷的人。

1074 坂店V］前住適了汽牢。

1075 火牟砧姑台上雌了送行的人。

1076 他胎上丘澁了雀斑。

1077 遠家旅棺客没住適，述有空房同。

1078 那・↑・小槙上迎茜了軍臥。

1079 礼堂里坐適了所扱告的人。

～賦

1080 他在庁弄院醐了，真想弓上去上班。

1081 他在病床上身尚了快丙ノト月了，実在』削或了。

1082 我在医院里住置了，恨不得立刻出院。

～伯

1083 他控」宜了，出近口忌是帯彼多衣服。

1084 地到宜了，再也不想回去辻那秒努日子。

1085 他旦］並了，夜里八来不敢一ノト人出口。

～彷

1086 旅游団中的一位老人杁山上漆下来控逸了。

～死

1087 几子不所活，真快把娼娼姶亘死了。

1088 那口小猪吃得太多控死了。

1089 天『一冷，蒼蝿就迩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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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 区几年達鎮三年干旱，不少牲畜都蛾死了．

1091 老不涜水，地里的苗都快工死了。

1092 再不下雨庄稼都要呈死了。

1093 遠匹弓不是痘死的，是老死的

1094 祢遠久排命地干，早晩得墨死。

1095 那ノト人在水里唯了一口水，差点几没堕死。

1096 那只小山羊八山崖上悼下来控死了。

1097 哉十伯宇可哉死在哉場上，也決不当俘虜．

～酸

1098 今天干了一天活几，腰都墨酸了。

～疾

1099 今天走了十几里路，腿都走塵了。

1100 今天真冷，我的耳呆都鎮了。

～刀慣

1101 我イ1］遠ノト工神天天砧着干活，所以塑慣了。

～醒

1102 他倣夢夢児銭去了，一着急把他急醒了。

1103 他被外ゼ1佳来的尖叫声」麺墾了。

1104 天太熱了，剛睡着就把我盈醒了。

1105 昨天夜里肚子痔，把我離了。

1106 他倣夢畏醒了。

1107 晩上我没吃晩坂，睡到半夜俄醒了。

1108 他一定是倣了什久悪夢オ正醒的。

～畢

1109 今天忙了整整一天，筒宜把我墨量了。

1110 所了几子忘恩負又的活，父素都快5星了。

1111 天太熱了，我都快盈星了。

1112 我要是象舞躍演員那久特，丙圏就］泣量了。

1113 他捧倒后，半天没爬起来，是不是控星了？

1114 看児他流那久多血，地一下子哩了。

～宜

1115 弥伯丙ノト人到底堆高，埴了比一比就知道了．

～酔

1116 他喝醒了，鯛下就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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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下輸型」：V1：〈1，2＞，V2：〈1’，2’〉，　V1－V2：〈1－1’，2－2’〉

～憧

1117 能把区篇文章摘憧了，真不容易！

1118 区些句子我都看」董了，可是辻我把官伯通順地翻澤出来，述不行。

1119 査了半天字典，息算劃董了那句活的意思。

1120 我重夏了几遍，他都没有反座，我想他大概是没1近憧。

1121 即使遠場球主［適了，也不要気援。

～会

1122 区几課弔他只用一ノト小吋就能宣会。

1123 墓会了太扱拳述是根有用的。

1124 只用了丙介星期，他就堂会升卒了。

1125 倣坂妙菜井不唯，多看看人家急ム倣不就疽会了喝！

～輸

1126 看他那垂美喪汽的祥子，一定是又蹴了。

1127 我伯決不能把区場球躍諭了！

～扇

1128 区場球他伯虹憂了。

1129 唱伯几介人打賭，准遁遍了堆等別人清客。

1130 他只剰下一ノト牟和丙介卒，区盈棋要工鼠是不容易了。

1131 区場球如果麺了的活，冠軍就是我伯的了。

1132 遠場比奏是美鍵，腸遍了我伯就可以遊入前四名。

3．補文関係型

1133

1134

1135

1136

1137

1138

1139

1140

1141

1142

1143

1144

～白

他把那介字念且了。

～遍

我想利用三年的吋同，翻遍全国各地的名腔古　。

我手辺的几本司典都査遍了，也没：技到那ノト洞。

他几乎把各地的夙味小吃都芸遍了。

区几年，他把北京有名的坂棺都吃遍了。

力了尋桟来人的下落，他皇遍了市内的大街小巷。

春天来到了，和暖的春夙吹遍了大地，万物又升始夏芳了。

我眼所有的人都主四匠遍了，述是没打所到他的去向。

侮区祥不排道理，会把部居」畳韮遍的！

翻遍了家里的弔拒，忌算技到了伽要的那本弔。

区介氾者把在区ノト城市居住的有名学者几乎都遊且遍了。

区几好玩几的地方，我伯差不多都垂遍了。

43



1174

1175

1176

1177

1178

1179

1180

1181

他把那件事眼郭居伯都避遍了。

那介波如把街坊四郭都塁遍了。

ag－一帯大小商店我都玉遍了，也没有妥到我喜炊的領帯。

官貨員把貨架上的皮軽都童遍了，地也没挑中一双。

遠ノ1人蛮不洪理，力了凋功工作圃遍了有美単位。

力了牧集昆虫椋本，他爬遍了附近的几座大山。

我几乎遊遮了市内所有的圏弔棺，オ我到了有美資料。

班上的同学都辻他魎適了，同学伯忍元可忍，想去我校長告状。

区介単位的口，我都快敲遍了，迩是没我到他。

区几ノト公因我都去適了，再去述有什久意思！

一夜之同，他伯把佳単撒遍了全城。

所有的花招他都要遍了，最后述是現了原形。

海美人員把船上的貨物都捜査遍了，没有友現任何毒品。

他把衣兜都｛aiEE了，也没我到房口胡匙。

那只老虎把小息的全身都遜漣了。

几ノト貨擁上的衣服弛都逃適了，忌算妥到了一件満意的上衣。

那条警犬把罪犯的衣物都」亘遍了。

所有的地方我都且遍了，也没同到他的去向。

能我的地方我都銭遍了，述是没我到我的銭包。

他経常到区几出差，遠几家旅棺他都住遍了。

具長力了了解衣並生声情況，走遍了全具的村庄。

楼前楼后我都威遍了，也没技到核子。

全身都栓査遍了，述是没有我出低焼的原因来。

有名的大医院都看遍了，也没有看好他的病。

澤身上下的ロ袋都摸遍了，達一分銭都技不出来。

里里外外都捜遍了，也没捜出什ム販物来。

在中国留学四年，他在中国几乎玩遍了。

他上大学的消息，恨快就佳遍了全村。

区一串胡匙都試遍了，述是升不升口。

～長

他伯把交貨日期魅了一介月。

假牙戴丘了就不覚得別担了。

吋同短述可以，辻他笠丘了，他就会不耐煩了。

牛肉要継一点吋同オ能姓。

桔子吋同放長了就干了。

遠神活几丑了就賦了。

土豆吋同摘長了，都長芽子了。

剛工作吋不刀慣，エ継了就好了。

44



1182 那ノト該子忌愛U艮杯人混在一起，趣了非得学圷不可。

1183 升始教弔吋有点緊張，継了也就没什ム了。

1184 一神現象看丘了，也就司空児慣，不足力奇了。

1185 汽油味几」里丘了也就刀慣了。

1186 写字吋同互丘了手会酸的。

1187 住玉了休就会知道，区几的人都彼熟情。

1188 路走丘了，脚都起泡了。

1189 吋同坐丘了有点几冷，砧起来活功活功咀！

～初底

1190 遠ノトエ「要想改圭勉底，就必須奨罰分明。

1191 那件事没蛭醐底，留了介尾巴。

～退

1192 遠件事丞旦了，早着手一介月就好了。

1193 休塞坦了一歩，他伯剛走。

1194 昨天晩上我去看活刷，因力去退了没看着升美几。

～充分

1195 要是弥把道理医充分了，就有説服力了。

1196 只有把遠介阿題舩充分了，オ能向大会提出。

1197 同題述没過充分，不要忙丁作出決定。

～錯

1198 如果精神不集中，按錯了屯紐，会出大事故的。

1199 弥別太辻干自責，准迩能没有蝿事的吋候呪！

1200 弥包錯了，那不是白糖，那是盆。

1201 弥別往下背了，都宜鎧了！

1202 区不是弥的椅子，弥巡錯了。

1203 如果我没猛措的活，悠就是新来的校長咀！

1204 区支曲子我剛升始鋳，述不熟，忌吹鎧。

1205 地剛学裁衣服的吋候，常常鑓。

1206 区瓶是治脚『的菊水，那瓶是故故畏，千万別搭鎧了。

1207 我査錯部首了，怪不得我不到区介字呪！

1208 休唱鎧了，原来的歌洞不是区祥的！

1209 休太弓虎了，抄課文都抄錯了。

1210 我妥了一斤革果，只有丙介，告貨員是不是称錯了？

1211 我杯疑哨伯丞錯卒了，卒不是往北走而是往南走。

1212 有了病就座咳去医院，祢区祥乱吃菊，吃錯了可不得了。

1213 如果不是休出鎧了牌，我伯区局就扇了。

1214 忙乱中，他把衣服鎧了。

1215 因力我盤牟了，所以退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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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的考試，我笠錯了丙道題。

圭［錯針可是一介声重的医庁事故。

遠不是我的帽了，准戴匿帽子載？

小燕子不是那祥畳，休畳錯了，折了重養咀！

我要汀的奈志不是区秒，弥互錯了。

区介字的字音祢又錨了。

老卿没注意，把洪又又鑓了。

那介裁判水平太差，今天盤了好几介球。

那句活祢翻遅鎧了，区ノト伺在遠里不是遠ノト意思。

他把自行牢放鑓地方了，詰果被罰了款。

他把当前的形勢分雌了。

区是安眠茜，不是感冒菊，休別服錯了。

区介句子本来是対的，辻他改錯了。

区几介圏章形状差不多，看好了再孟，別董鎧了。

我把他家的地趾壇錯了。

真糟樵！我把升会的吋同告雌祢了。

他杯疑是老卿把分数鎗鎧了，因力他核対迂答案，他那道題没錯。

剛出『］，就下起了小雨，我以カー会就停呪，鈷果雌了，雨越下越大。

弥怪韮鎧人了，区事与他元美。

休送鎧虹了，那同教室里述有人在学刀呪！座咳美区介屯口。

該子不所活，乱固，我管他唯道萱措了呵？

只願眼休説活，没注意把墨水灌鎧了。

我遁鎧了地的名字，怪不得地不回答。

地干了二十多年的化栓工作了，明肌能化蝿呪！

休＝了，他可不是那矛中訣乏道徳的人。

遠本＃不是我伯圏弔棺的，祢是不是」　錯了？

看好了砧牌和辛号，可別抵錯了牢。

我向了他三ノト何題，他都回答措了。

我把他的名字』己錯了。

地忌覚得握鎧了人，区一輩子心里都不痛快。

区快料子彼貴，地不敢勇，柏虹錯了。

我第一次上排台吋，心里特別緊張，生柏遊鑑了。

区ノト成悟的意思我没盤肥？

都校対了区久多遍了，述能校雄昔喝？

老師忘久会蓋錯呪，一定是祢上課没汰真所深。

区句活的意思，弥盤i陸錯了。

祢企雛昔了，我是技木員，不是工程卿。

我要借北京大学的《現代汲悟》，休借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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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好了再鋸，可別鋸鎧了。

遠件事我考慮不周，蟷了。

休丑錯奎了，我的自行牟是一栖黒色夙風牌的，祥子和区輌根象。

休看鑓了，我可不是那祥自私的人！

休理麟了，我的活不是那介意思。

他箪錯了路，大家銀着他走了不少冤柾路。

我没塁鎧人，那件訣徳事就是他干的。

看好大小再妥，別速鎧了。

弥又埋怨錯人了，区台求音机不是他弄圷的。

遠本辞典是我的，休皇措了咀？

遠介字休億久又念鎧了！

弥弄鎧了，我不是小李，小李比我痩多了。

区几張十片都辻弥珪鎧了。

休伯返鎧了人了，他肚任不了那項工作。

法院也有到錯案件的吋候。

唯道別人批雌休了喝？

他鐘鎧牟了，把別人的牟騎走了。

弥把名字篁錯地方了。

我没杞清他的口牌号碍，錆果敵錯了口。

我求錯人了，他原来是一介不肯摺忙的人。

他近視得根房害，常常在弓路上込鎧人。

那介告貨員友現雌銭了，胎一紅，悦了声対不起，立刻把銭退姶了我。

清休再数一遍，祢大概数措了。

都怪我lrWI了活，岡得大家不炊而散。

新来的郎通員対工作述不熟悉，把信送錯了。

出納員伯篁錯了，毎張単据都核対了几遍。

第二道題有五介空几，我填鎧了丙ノト。

汽牟佳措了地方是要罰款的。

伽近措了肥，他井不是那久説的。

他不是本地人，対区里不熟悉，伽描人了。

休想鎧了，休的想法不符合実后。

イホ写的信我没接到，祢可能把地趾互錯了。

迭他当代表没逸鎧，他是一介非常能干的人。

区不是我的橡皮，我盟了。

対不起，我斑昔口了

那ノト医生把肺炎当一般感冒治，姶人家雌了。

抑菊吋要特別細心，千万別把菊却鎧了。

他把銭臓口袋了，摸了半天オ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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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走錯路了，座咳往右拐，不能往左拐！

糟樵，哨伯坐錯牢了！

司机不臥枳路，弩拐錯了。

弥辻篁錯了，答案急玄会対呪？

区扇妙窟安鎧了，区不是右辺菌戸上的！

小心点，餐具不要毅了地方，否則女主人会友脾『的。

数坦錯了，重扱！

活佳来佳去容易錨。

今天的菜」鎧了，又貴又不好吃。

区几又縫鎧了，逐得折！

区張圏紙画鎧了，不符合没汁要求。

我的衣服拍子塞鎧了。

再栓査一下，看看区几介数几是不是加錯了？

区里雌了，唯怪帳忌算不対呪！

解説洞一定要宣塾，不然一緊張就容易解説錯。

衣服尺寸不能量錯，差一点几穿着也不合這。

有几句活丞鎧了，得洗悼重新求。

区張圏描錯了，再改一改咀！

在海上航行，如果方向迎断鐙了，那是彼危険的。

弥看看区介司是不是i蹉互錯了？

区支曲子他述不熟，有好几介地方謹鎧了。

区些数字是不是錨了？

区几針墾鐙了，我想折了重銀。

昨天扱紙量鎧了一条消息，今天更正迂来了。

地生伯雌了事，忌是運小慎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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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録3：中国語の結果複合動詞文の構文別用例集

1．脱使役化がおこっている結果複合動詞例文

那介棚子搭罎了，人都快遊不去了。

区介拍子鍾屋了，折i了重縫一下咀！

那件衣服領子有点高，改径一点几就好了。

区所房子壼綾了，和周固的高楼相比，昆得不椀凋。

区張油画圭自委了，再桂高一点几。

近赴的山画墜了，背景湿得空蕩蕩的。

塙㊤径了，路辻的人都能看児院子里。

姻筒得棚高一点几，唖委了不行。

区介球翅委了，我得鱒下オ能接着。

棉旗上的最后丙介字麹委了。

区介窟薩歯径了，重歯一介咀！

我伯定倣的几張弔巣由干尺寸不対，詰果都倣錘了。

区件衣服的賂腱肘都磨一自了。

那件藍上衣的領子和袖口都逸自了。

培刷且了，屋子也打拍干浄了，明天我伯就搬家咀！

他一介月没出口了，胎都韮迫了。

地因病三介月没出屋子，股都．Ellil一自了。

区快木板M蓮了，不太結実。

褥子墾蓮了，睡覚不箭服。

佼子皮几鍾遵点几，皮厚不好吃。

区神紙盒不要彼鈷実，遡蓮一点几就行了。

併燈蓮一点几好吃述是烙厚一点几好吃？

区双皮鮭穿了不少年了，鮭底都磨蓮了。

床補鋪盤了略得慌。

区把妙菜的緕子使了好几年了，都」里蓮了。

区件棉祇墾蓮了，穿着不暖和。

那床被本来彼厚，在床下圧了一年都匡蓮了。

区快毛巾且蓮了，庇咳換快新的了。

我的那件毛衣墾蓮了，穿起来不暖和。

区里冬天彼冷，弥的棉褥可別倣蓮了。

区ノト圓圏画遍了，再重画一介。

区些罐弐是因力挫扇了，才硝f介赴理。

休遠几Al字急久都互嵐了？

点心盒里的蛋樵都圧盧了，真糟樵！

区些罐失是這輸辻程中圧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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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菜的招盆悼在地上盤了。

一不小心，坂盒掠在台防上雌了。

区介塘盗茶杯是這輸吋極残的。

那介盗花瓶是忘久蛾的。

区些精制的陶器一定是這輸中磁残的。

地的右手是在一次救火吋繊的。

地的賂膳是小吋候八楼梯上液下来控残的。

他是在那次工彷事故中蹴的。

医生栓査了他那条十年前控残匿的腿后説，腿己経元法治愈了。

摘会汁工作非得心細不可，主差一点也不行。

区件衣服再放丘一介貼辺，穿着就合身了。

遠条褥子裁長了。

佼子皮几構圓一点几好包，盤長了不好包。

区条花辺継了，再折樟点JLPE！

褥…腿再接丘一点几，該子述能湊合穿一年。

一看祢的胎拉長了，就知道事情是没亦成。

因力尺寸量丘了，所以衣服倣得不合遣。

地的美友再魅一点几就更漂亮了。

白菜些切玉了，最好八中同再切一刀。

区介字互丘了，昼得不好看。

毛衣又墾長了，述得折。

区件上衣雌了，去下一裁就好了。

別把水減到火柴盒上，火柴翻了就刻不着了。

我的那条毛料褥子洗抽了半寸多。

粥述是熱稀一点好喝，麹囲了不好喝。

油茶面弥喜炊遡一点几述是沖稀一点几？

漿糊千万別翅週了，圭口固了不好用。

休那盆衣服再不洗就要泡臭了。

剰菜放在不通夙的地方，述不鉦臭了。

画上的人左賂膳画得合遥，右賂腱画狙了。

経辻几年的鍛焼，他的賂膳、脚都墓粗了，身体比以前詰実多了。

白菜些几用不着切得那久細，切粗一点几也没美系。

区支鋼筈的箸尖都使粗了，再換一支咀！

区介箸道互粗一点字オ句称。

玉米面匿粗一点几好吃。

梯子用完最好放倒，立在那几恨危険。

那裸大樹鋸得差不多了，用縄子一拉就能拉倒了。

梯子用完最好放倒，立在那几根危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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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裸大樹鋸得差不多了，用縄子一拉就能拉倒了。

遠快木美再髄五厘米就合遥了。

那張画几皇桂后，培上湿得光禿禿的。

区几裸村的樹根述没包田皇呪！

弥的弔包忘久会主去了呪？

土涼得彼硬，用鉄鍬能」麺1呵？述是用洋縞咀！

衣服裁短了，留給弟弟倣咀！

毛衣急久又墾短了，現在吋共長的，短的不受炊迎。

弥区件上衣］雌了，我看把貼辺放出来就可以了。

区根管子有一半就移長了，座咳杁中同鋸断。

区根鉄棍是生鉄倣的，容易別断。

吋同長了，鋼豊也是能磨逝的，所以休要吋吋栓査，免得出危険。

地的眼鏡悼在地上，眼鏡腿麹断了一根。

折扇用久了，扇面容易折断。

他的自行牟撞到了一裸大樹上，前叉子庄断了。

区弔包里的末西太況了，我的手指快要勤断了。

剛磨的刀缶久使了几天就使鈍了？

区把刀星鈍了，弥掌去磨一磨！

区快破璃安反了。

遠本弔的弔皮包反了。

区神衣服里外一祥，窒反了也没美系。

他的被子壼反了，面几悠久朝里了？

区頁上旦反了一介字，校対吋没有友現。（倒装句）

那介刷本的情市再改夏窒一点几，就更能吸引人。

星然現在的日子亙富了，但也不咳乱花銭！

壷里的水都盤工了。

地下室的枳水得一ノト紳失オ能抽三E。

蛋樵都快放王了，赴快吃了咀！

油灯里的油快圭藍E了。

菜焔里的水分看来述没…匿E！

空気太潮湿，衣服瞭了一天述没遮モ。

銅里的水庄E了，快端下来！

衣服述有一点湿，用憂斗一製就慰王了。

区扇宙子的破璃急広没握王逢呪？

弥的衣服甦了喝？
屯同庇咳安且一点，不然容易出危険！

巣子再墾高一点几，高綾就合遣了。

那蓋日光灯如果丘且一点几，屋子里就亮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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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上那幅画桂高了，座核眼区幅看芥。

遠几根高圧銭再袈亘一点几，就更安全了。

区堵培全高了，浪費了根多材料。

弥的凋子起亘了，我伯唱不上去了！

区介球遇直了，不然就賜遊去了。

什久吋候銭趨了，什久吋候妥摩托牟。

湯里的盆掴箪了没有？

升ln菅並之前貨要上箪，免得lki吋忙乱。

如果今年銭能撞箪，我准各明年出国旅行。

区次招生，人数没招箪，辻几天我伯述要去外地招生。

那介人太鰍了，被子都蓮墨了，オ掌去洗。

ln的把手都摸墨了。

他一夏天都在海辺游泳，身上全晒墨了。

禍底鍵了，彼唯擦悼。

区些西紅柿昨天述友録呪！摘了一夜就掴鉦了。

高火炉近一点咀！休的胎都髄了。

図兜太重了，我的手都勤査了。

休的演出太精彩了，我力祢鼓掌手都拍旦了。

第一天在海漠游泳，胎都晒旦了。

膀蟹一蒸就灘L了。

鮭底聾一点几，鮭就不昼大了。

昨天夜里被子劃呈了，身上宜出汗。

佼子皮几要辮薄一点几，別挺厘了。

区張併烙捏了，里辺几没熟。

今天冷，褥子鋪遅一点暖和。

肉片切遅i了，庇咳再切薄一点几。

区件棉祇劉皇了，穿起来昆得彼朱。

菜都妙遡了，述不赴緊把銅端下来。

油併雄一点几好吃，要是炸糊了可就不好吃了。

区件衣服染花了，不能穿了。

那秒料子禁不住阻光晒，一晒就里蛙了。

区張相片洗荏了，再重洗一張咀！

楼梯台防都磨澄了，上下楼可要小心ロ阿！

赴緊把区些糖掌走，不然都燈比了。

太阻一出来，地上的雪就全部都晒鑑了。

区幅画逝了，辻他重禄i一下。

把藤椅放在太阻地里不都晒互了喝？

他的衣服不是穿杯，而是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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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些家具没用圷，忌搬家都搬互了。

上次妥的褥料鎚了，只好又妥了一快。

別把口袋装得太鼓了，口袋都快撞互了。

我的大衣没有麹，却被虫子咬圷了。

展品不能乱功，巫了影ロ向別人参双。

桔子妥来没吃都放］丞了。

同志同的美系只能摘好，不能撞匪。

区・↑・紙盒魅了，方不方圓不圓的，不成介形。

区秒布料不鈷実，穿了不到丙介星期就磨」丞了。

遠秒螺些不好配，遜了可没亦法。

衣服不洗老泡在水里都泡姪了。

区件衣服染互了，忌愛捧色几。

遠把鉗子使了彼多年也没璽丞。

我那支箸早就腿了，区支是新妥的。

我的牙幽了，最近半年忌友炎。

棚子搭互了，再重i搭一下几肥！

接美的地方E！2El了，需要重新桿一下几。

遠盈磁礫丞匪了，我想重新求一盈。

区篇作文互互了，只得了六十分。

我的手表没修好，反而」惨　了。

区几張照片印巫了，再ネト印几張肥！

区同屋子快搬空了，只剰下一介大衣拒述没搬走。

他因力畢船，胃里的末西全都吐空了。

区座山都快控空了，也没桟到金オ。

我的手都菟墨了，老師述是不叫我回答。

卓子萬火炉近一点几，不然木板会崖裂的。

再用改碓持下去，木美会控裂的。

那把竹椅子都』酉裂了。

審内温度太高，硅胚都痘裂了。

圏弔十片都挑乱了。

浴室的培上宏適了衣帽鈎。

agAI星期的活功又安1匪適了。

阻台上鑓了花盆。

那位将軍的胸前別適了助章。

他穿了一条主卜澁了朴丁的褥子。

学校升這功会那天，操場四周」重適了彩旗。

他蛸在病房里，美上醐了棚帯，｛乃赴干昏迷状杏中。

区筐土述没髄，地就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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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不多，達一張紙都没抄描。

他坂量大，区碗坂給官盛適一点几。

地杯里鼓鼓嚢嚢地撒了末西。

地震后，街上搭適了大大小小的防震棚。

区張紙都答適了，題述没答完。

那位這功員的胸前戴適了契章。

区杯酒述没倒適呪，再倒上点几！

扱紙的第三版上登適了照片。

猪圏里墾適了稲草，区祥既可以保暖又可以枳肥。

培上鉦澁了釘子。

合庫里篁遊了枳圧声品，恐伯一吋述推硝不出去。

游泳池的水述没放適，今天上午述不能游泳。

弓路丙労董適了楼房。

行李架上髄了衣服和帽子。

区ノト暖水瓶述没灌適呪！

他的眼晴里宣描了泪水。

該子伯的圏画本上醜了小猫和小狗。

商店的小屋里鑓了胸妥降恰商品的願客。

我区介小本上垣　了屯活号碍。

汽牟一一辻，地的衣服上遁澁了泥。

他的炉台上燈茜了白薯。

石碑上刻適了古代文字。

托這的家具上堪澁了草縄。

阻台上魎了剛洗的衣服。

我的活功日程都雌了，来在是抽不出吋同去看弥了。

果村上撒適了衣菊。

遠介抽展里都塞適了，弔実在塞不辻去了。

場院上晒適了新打下来的麦子。

区快表上適弦后，可以走四十八介小肘。

他的泉子上雄澁了扱紙和弔本。

培上塾澁了五顔六色的　告。

鋼筆里的墨水没吸適，剛写几介字就没水几了。

」云子里腫随了威鴨蛋。

山披上裁適了革果樹。

我的手上乱適了刺，痔得雲在唯忍。

一双新鮭疽適了泥，我真不核穿区双鮭来。

区所学校的招生名額述没招鐵呪！

他的小院子里盤了各神鮮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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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弔柘里装適了外文弔。

那快木板迩没劃王，祢再創一創。

遠張弔呆没墾王，有点几揺晃。

遠張泉子没放王，再梛ノト地方拭試。

遠双鮭子穿了好多年了，軽底几的花紋几都匿王了。

塙没麸王，坑坑注注的。

祢的褥子没鋪王，我蕎弥重補咀！

下水管都安好了，可是淘述没填王。

製衣服不噴水，忘久能慰王呪！

我的抹子窪随了，明天去妥双新的。

他的膝蓋是！！as了。

休的衣服忌洗不都洗随了呵？

祢的手是志久醜的？

区副手套戴了好几年了，都快戴破了。

図兜里的鴻蛋鋼了好几ノト。

村杉的領子和袖ロ都磨破了。

他的ノト几太高，没注意美磁在n枢上，盈誕了。

区本洞典用了几十年了，都快里破了。

佼子煮的吋同迂長会蓋破的。

我的賂脾只是髄了一快皮，彷勢不重。

地腿部肌肉拉伍了，近几天内走不了路。

手上札的刺」遊匠了，肉里述有一半。

区銅些用普通勇子梛能謝丘呪？

紙縄不詰実用カー勒就勤」五了

他的腿是在哉争中炬匠的。

仰的衣服都遜湿了，快換下来咀！

衣服不堕湿就慰，慰不好。

区稗耗子菊不R，耗子吃了井没有毒死。

弦子把小弓装在箱子里，一天就週死了。

区只蒼蝿没拍死、，又活了。

他捧了一1咬，膝蓋骨険些雌了。

遠快石共太硬了，石匝了半天都没硬硅。

区双鮭不合造，剛穿了一会几脚就磨痙了。

力了姶我伯的足球臥加油，我的手都」ぱ茎了。

18的脚］曲医了喝？

屋子里的姻味太大，我的弐都蓋痙了。

我也不知道我的袖子是在OPJLER，E1ji的。

祷i子顔色太浅，穿不上半天就窒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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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頂帽子戴延了，核洗洗了。

弔店里撰着的祥弔，大家翻来翻去都翻旺了。

遠幅油画都」庄畦了，述是装在鏡桓里咀！

隊列商品只能看，不能摸，大家都摸就摸畦了。

巣布己経鋪」庄了，撤下来洗洗肥！

休太瀬了，牟麹庄了也不知道擦一擦。

手2fiEELEE了，座咳自己洗。

倣操的吋候，賂膳要髄。

紙用手撒是撒不宜的，用刀子オ能麸宜。

他手辺没鏡子，所以失友印几没分宜。

製斗不移熱，所以我的褥銭没盈宜。

区条水渠没控宜，水流得慢，損耗也就大。

弓路辺几上遠一排小樹没裁亘。

井i江速点几水オ干浄。

区件衣服顔色染涯了，一点几都不好看。

那盈炸餌没』趣，一点几也不好吃。

他的帽子是故意戴歪的，大概他覚得遠祥彼卯。

区排椅子鍵了。

休的胎都墨且了，忘久述不休息休息呪！

休看，他的胎都EQゴ了，一点小事値得『成区祥喝？

十牢嗅地一声在他身后刹住了，他的胎都旦E自了。

他的脳袋大概是小吋候睡盧的。

今天早農我没吃早点，肚子都盤了。

整天在高低不平的路上騎牟，牟上的kZ　ZZ有的顛松了，有的題控了。

剛オ我力伽1］加油，曝子都蛙E了。

丈夫死后，地非常）准辻，眼泪都快玉王了。

下午我伯活悦得太多了，哨都鉦E了。

他要是nJi到了休的区些牢1掻活，肚子不弐鼓了オ怪呪！

他脆在地上抜草，丙ノト膝蓋都幽了。

有什久要緊的事，志久弥的胎都急旦了。

別契了，看弥眼晴都堅匹了。

活一説出口，達地自己都覚得不好意思了，胎都』蛤了。

原来他的腿是控±玉的，我述以力他小吋候得了小几麻癖症呪！

那輌公共汽牟上的破璃是震裂的。

他的手腕是跳高吋i墜近的。

雨忽広下区久一会几就停了，地皮都没工湿呪！

我的熟水瓶在汽牟上座了。

我好久没胞歩了，今天只砲了四百米，腿就遊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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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走那久近的路，腿走酸了咀！

我的腿都遊酸了，想我介地方坐一坐。

悠的脚控塵了咀？悠区久大歩数以后上下楼可要当心PSK！

下午升会的吋同太長了，屍股都坐互了。

別果了，再果曝子就処了。

路不平，我又坐在汽牢的后排座上，美都醒了。

我身尚在床上看了一上午的小説，美都過呈了。

坐長途汽牟的吋同太長了，我的失都坐星了。

杏几太酸了，我的牙都吃倒了。

考試前，地丙夜没睡覚，眼晴都整虹了。

他的手是瑳麻縄瑳旦的。

今天星期几了？我筒宜盤了。

区介屯影情市辻干夏奈，我都看遡途了。

区弔架上有多少弔，我筒宜数不清，数着数着就幽途了。

区篭帳真唯算，算来算去算遡途了。

我的眼晴就是在弱光下看弔看互了。

我的皮箱彼況，提梁又彼細，我提了半天，手指都塑　了。

区把縞美創在一一±k大石弐上了，縞包胚了。

区張拓片」五』王了，字　不清楚。

遠几張肢巻都照互了。

那介核子近半年来堂蛭了。

侮是因力威菜吃多了吃渥的咀！

我一達排了丙介紳失的活都遡了，姶我倒一杯茶好呵？

他的活説得太多了，都1幽了。

今天下午他抄了一扮一万多字的稿子，手都抄墨了。

力了査我資料，我翻囲了一天根紙，手都翻墨了。

字太小，看一会几眼晴就看墨了。

我的喚子都快魎了，他述没所児。

擢大石弐用一根几細木棍，那迩不盈匠了1

休看我出了多少汗，区条毛巾都控湿了。

地上有水，我的布鮭都蹉湿了。

我騎了一天牟，腿都置酸了。

他挙着椋活牌游行，手都誉酸了。

遠裸大樹鋸了一介仲丈，賂腱都鋸酸了。

灯光彼暗，弔上的字又小，我的眼晴都看酸了。

他拉了一上午的手夙琴，賂膳都拉酸了。

切菜切多了，手腕子都坦酸了。

我銀毛衣手都墾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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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早他就伏在泉子上写，一宜到手互酸了，他オ停了箸。

我今天剥花生抜得太多了，手都剥獲了。

他用援板洗了一下午衣服，手都迷了。

我好久没殊拉力器了，今天拉了几下几，賂膳上的肌肉都拉遮了。

一達写了三介多小吋的字，我的手都宴峯了。

我抽的姻太多了，失都鍾呈了。

我達綾看了四介小吋的屯視，美都有点几看星了。

区ム多的菜，毎芸一ロ也錨了。

休区介該子，玩具玩壁了，随便一扮，不能弄成区神杯）］慣。

花億久也弄不活，実在是麺了！

労日子泣慣了，再遇到什久困唯也不柏。

今天干了一天活几，腰都墨酸了。

今天走了十几里路，腿都走些了。

即使区場球虹適了，也不要『復。

遠場球如果麺了的活，冠軍就是我伯的了。

区場比奏是美鍵，賜颪了我伯就可以辻入前四名。

全身都栓査遍了，述是没有技出低焼的原因来。

有名的大医院都看遍了，也没有看好他的病。

澤身上下的ロ袋都摸遍了，達一分銭都技不出来。

区一串胡匙都」式遍了，述是升不升ln。

里里外外都捜遍了，也没捜出什ム販物来。

假牙」趣了就不覚得別担了。

牛肉要座長一点吋同オ能姓。

桔子吋同放丘了就干了。

区稗活几王長了就賦了。

土豆日寸同継了，都長芽子了。

一秒現象看土圭了，也就司空児慣，不足力奇了。

汽油味JLP長了也就）ヨ慣了。

写字吋同互丘了手会酸的。

路走丘了，脚都起泡了。

那件事没swua底，留了・↑’尾巴。

区件事丞旦了，早着手一介月就好了。

区扇紗宙安錯了，区不是右辺宙戸上的！

小心点，餐具不要鑑措了地方，否則女主人会友脾句的。

数坦鎧了，重扱！

活佳来佳去容易錨。

今天的菜」鎧了，又貴又不好吃。

rkJL又縫錯了，述得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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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張圏紙画鎧了，不符合没汁要求。

我的衣服拍子蚕鐙了。

再栓査一下，看看遠几介数几是不是加錯了？

区里雌了，唯怪帳忌算不対呪！

解悦司一定要背塾，不然一緊張就容易解説措。

衣服尺寸不能量鐘，差一点几穿着也不合造。

有几句活丞鎧了，得洗悼重新求。

区張圏描鎧了，再改一改肥！

在海上航行，如果方向到断鐙了，那是彼危険的。

休看看区介洞是不是控措了？

遠支曲子他述不熟，有好几介地方謹鎧了。

区些数字是不是鱗昔了？

区几針墾鎧了，我想折了重銀。

2．受身文となっている結果複合動詞例文

区同屋子里的地板有的地方都被擦白了。

洗了一上午衣服，手都被肥皇水泡且了。

口上那幅紅対朕都被阻光亜自了。

遠久好的紙盒辻他姶按遍了。

我的坂盒辻他盤了一大攻。

牟上人多，他手提包里的姻盒都辻人姶醜了。

肢水几瓶都被他醜了，也没拓出多少肢水来。

遠栖小汽牟的尾部是被一柄大十牟撞遷的。

我的坂盒辻他盤了一大快。

牟上人多，他手提包里的姻盒都辻人姶盤了。

咬水JL瓶都被他盤了，也没務出多少肢水来

遠栖小汽牟的尾部是被一輌大十牟盤的。

他是辻昨天的大雨蹴的。

他的腿是辻杯人虹残的。

我弟弟的腿是被弓賜残的。

他的手被机器］岨了。

那介人是十年前抱地害吋被土方亜残的。

那次k机表炸，他的腿被炬残了。

那条一腐一拐的狗是辻該子姶虹残匿的。

毛衣袖子都辻弥姶魅了。

那条池船被一介巨浪土□冗了。

那条帆船是被一条貨柁撞匹的。

土培快叫該子伯劃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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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只願現賞美雨的景色，不小心被一快石X2121到了。

剛栽上的小村苗就被他暖倒了。

弟弟搭的枳木被姐姐的袖子姶贈倒了。

他被雷屯壷倒了，言得拾救及吋，没有造成彷亡。

剛妥的娃娃就辻該子把腿姶麹皇了。

力了防止1］牙被打控，比塞吋拳缶這功員嚇里都要放遊一ノト保炉装置。

黒夜走路磁在培上，他的「］牙被猛漣了。

他的食指是被机器繊的。

真可惜，遠久好的木料辻他姶鋸短了，現在只能倣別的用了！

他正在打屯活，残路突然被切逝了。

他佑汁可能是区ノト半尋体的二扱管被燈断了。

那座大析被故机挫腰炬断了。

遠久粗的縄子都辻他捜断了，可児他的効几真不小！

那梢游艇被雄翻了。

那栖貨牟是被一輌十牟撞翻的。

表地一声，巨大的山石被魁了。

所悦地是被債主逼遮的。

区件事本来彼筒単，可是辻他伯拠了。

厨房的碗柘都被重是了。

姐姐的賂膳是砂架吋被弟弟挺L的。

区該子的賂膳被猫孤虹了一道。

保婚叫主人姶支使韮虹途了，筒宜不知忘久亦好了。

果因的培脚被該子払」丞了。

剛妥的求音机就辻他姶幽了。

我遠条褥子辻休改互了，不能穿了。

好好几的一把塑料尺辻該子姶魅了。

区匹布辻休姶遼巫了。

口上的撞鎖是被小愉轟渥的。

他叫牲口姶堅了，現在住院了。

彼多玩具都被該子伯姶麺丞了。

他的腿是小吋候被汽牟鎚丞的。

区几件衣服是叫耗子姶咬互的。

他的手辻推子姶拠了。

真可惜1区巻肢巻JL全辻他姶注1　了。

他的病没治好，反而姶追互了。

遠核子是叫琶琶姶翌　的。

－A健�V実的核子都辻他伯姶塑　了。

圏弔棺里的几本画扱恨快就被学生翻山1了。

60



堤坦被洪水注五了，滝没了好几介村庄。

口剛美上又被夙乱丑了。

区座攻墓己経被人盗室了。

貨架上的那几不中新式村杉根快就被願客i髄了。

遠裸村都被虫子蛙空了。

他辻同学姶圭医了。

那介該子－辻一群小侠伴逗袈了。

区介学生被老姉批避了。

他区次考試又不及格，被父母」ぱ了。

遠根竹竿不知叫－准給遜裂了。

他得哨唇是被夙吹裂的。

我的美友剛硫好就辻夙姶吹乱了。

我的汁刻被突如其来的事情五乱了。

棋盈上的棋子几都被該了庄乱了，哨伯重i撰咀！

那条狗被主人圭1」宜了，再也不敢咬人了。

区介該子辻他后娼姶呈i」宜了，在人面前達活都不敢悦。

区介老来巴交的該子叫人巫負伯了，平吋不敢一ノト人出口。

我叫弓蜂給劃宜了，一児弓蜂就快殊升。

我的手辻釘子乱眩了好几赴。

該子的胎被村枝鉦破了，芙着回家去了。

鼓都辻弥蔵随了，休使的効几太大了。

我是他家的常客，他家的口椎几乎辻我賜破了。

区張紙我剛貼好，急久就辻祢姶鍾醒了？

他的手指被針まL破了。

那介該子的胎辻小猫姶抵皮了。

他的眼晴被鉄屑崩伍了。

綜排刺吋，他被対方刺伍了。

他的眼晴被人打伍了。

他的賂膳是被砕破璃」剴伍的。

他的手是那次倣来毅的吋候辻硝酸髄的。

他去芒那匹椋弓被遇伍了。

他的脚辻石美亜伍了。

他的手被推子雌了。

他今天早最被汽牟撞伍了。

新妥来的娃娃，就辻該子把腿匿差折了。

那裸小樹是被牟趾近的。

屯銭秤是被十牟座近的。

我剛削好的鉛筈又辻他姶使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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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小吋候，右腿被汽牟互L近了。

那裸小樹辻一栖施拉机撞折了。

晒在外辺的衣服辻雨鍵了。

升山的吋候，他被k起来的石美崩死了。

国王被剋死的消息根快佳遍了全国。

那条痂狗被几介小秋子虹死了。

扱上登辻，有一介該子乱摸屯器，被屯皇死了。

起又軍辻攻京城，皇帝被迫丘五了。

丙失牛相斗，其中一失差一点被匝死。

耶師被鉦死在十字架上了。

恰婿雷特王子的父来是被他叔叔害死的。

地是辻人姶焔死的。

猫人一声令下，猪狗彼快就把被猪人射死的野免阿了回来。

那只小鹿是被狼咬死的。

地是被山上液下来的石失亟死的。

那久好的茶杯辻我麺至了，真可惜！

体温表不知什玄吋候辻我圧醒了。

球没接好手反被i盤了。

力了把箱子掴錆実，我的手都被縄子盤了。

弥叫弓蜂盤了没有？

我的同屋睡覚愛打呼噌，毎天夜里我都被他的呼噌声虹醒。

昨天夜里，我被蚊子咬醒了三次。

畑太大了，消防人員被堕量了。

太阻彼毒，弥不戴草帽彼容易被醒。

他酒量不大，不一会几就辻人家灌醒了。

昨天夜里，我没有美宙就睡覚了，詰果被夙吹痘了。

阻台上晒的衣服被一降大夙雌了。

他的草帽被夙乱悼了。

我的大衣拍子在棚務中被i随皇了。

弥辻我穿区祥的衣服去上班，非辻人家笑撞大牙不可！

我椋在外辺的衣服准是被夙乱蓋了。

公因里人彼多，他的該子被鐘去了。

放在外辺的疏菜一天就被夙底E了。

褥子辻小i／S，Ei±lll2了。

中午剛睡着，就被小販的叫美声堅喝醒了。

我昨天打盤球吋，眼晴被遜了。

鼓槌几都快辻他敲近了。

我伯筒直被地突如其来的挙功旺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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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不要被暫吋的困唯旦N到了，只要大家芥心椀力，就一定能克服困唯。

他的腿都叫巣子姶盈江了。

他被外辺佳来的尖叫声箆醒了。

班上的同学都辻他魎了，同学伯忍元可忍，想去我校長告状。

区介句子本来是対的，辻他改錯了。

区几張十片都辻休排錯了。

3．外項が文に現れる主題文となっている結果複合動詞例文

遠快木板他姶鍵了，不能用了。

他的用意我早就看至了。

区架鋼琴得八介人オ能幽。

屋子里的地我己経担王注了，而院子我只粗粗地拍了一下。

億久剛妥的玩具汽卒祢就姶遜了呪？

区件事他迦　了，得罪了不少人。

区篇稿子他抄鉦了，述得重抄一扮几。

遠支新曲子得多綜綜，上台表演吋可別』2Wt了。

区張画別再画迩了，伯｛杁真一点几！

期末考拭我i劃　了，可能及不了格。

区快大石失石匝不砕，石匝了半天オ亟裂了一道縫。

区神単凋乏味的生活我可趨了。

区些市目大家都看鯵了，希望他伯編排新市目。

摩托牢我是難了，能有栖汽牢咳多好！

那介地方我去箪了，不想再去了。

我在固市区住了十几年，真有点几趨了。

我在城市里住慣了，覚得衣村不方便。

遠支曲子我都蟷了，不想再吹了。

没完没了的家各事地工賦了。

区条大街我都遡武了，不就是那久几介補子呵！有什久好遊的！

遠神困散的生活我筒宜麺了。

数学課我有点JL2111（AilSl了，下学期我想去改教物理裸。

那部屯影我看了好几遍也没看賦。

不管多好玩的地方，一年去几次也会去週的。

英悟課我都上魁了，友音不唯，生珂妃不住，我真不想上了。

区盈磁帯里求的曲子我都唖了。

該子伯球都玩薗了，又去殊跳縄去了。

区些句了我都劃董了，可是辻我把官伯通順地翻洋出来，述不行。

区几課弔他只用一介小吋就能登会。

区場球他伯虹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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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只剰下一ノト牟和丙AI卒，区盈棋要エ遍是不容易了。

我手辺的几本司典都査遍了，也没技到那介洞。

遠几好玩几的地方，我伯差不多都違遍了。

区介単位的口，我都快敵適了，述是没我到他。

区几介公因我都去適了，再去述有什久意思！

所有的花招他都要遍了，最后述是現了原形。

几介貨擁上的衣服地都i幽了，忌算妥到了一件満意的上衣。

所有的地方我都且遍了，也没何到他的去向。

能我的地方我到鑓了，述是没我到我的銭包。

他経常到区几出差，区几家旅棺他都住遍了。

我想再妥一頂帽子，区秤祥式的帽子我実在戴塑了。

遠介字的字音休又」皇鎧了。

那句活休翻盤了，区介洞在区里不是区介意思。

区介成活的意思我没鮭経錯咀？

区句活的意思，休蟹経錯了。

遠ノト字弥忘久又錨了！

楼前楼后我都瞳遍了，也没技到弦子。

牢堕墨了，想下来走一走。

鋼琴幽了就拉小提琴，地的並余生活忌萬不升示器。

4．他動詞文となっている結果複合動詞例文

把水尤美室翌…些，弦子伯就可以自己去接水了。

卸硅吋尽量把硅握掻点几，操高了容易倒。

椅｛把瞭衣服的縄子」蜷点几，栓高了我移不着。

核子要睡了，仰把灯光遮瞳些。

区培是新粉刷的，弥小心点几別把衣服壇自了。

区該子排命用橡皮擦把紙都握蓮了，眼看紙就要破了。

我的共友太厚，清悠姶我韓一点JL。

区秒吃法需要把肉」瞳点几。

我的棉衣太厚了，明年我想去蓮一点几。

把璃蛋雄蓮一点几好熟。

別把革果皮削得那久厚，削蓮一点几咀！

他一下子把『球吹爆了。

把自行牟放在明涼的地方，可別把牟胎晒爆了。

他用カー吹，把『球岨了。

注意点几，別把排骨盟了。

他石匝核桃用力辻猛，把核桃皮唖了。

徒弟不小心，一下子把石像的耳朶姶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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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脚把悼在地上的慢美』茎盧了。

公共汽牟上的人太多了，都快把我ti［，lll了。

区↑弦子把剛捏好的泥人姶捏遍了。

遠久重的汽錘嘔下来，述不把人亜遍了。

祢再圃，我非把侮医嵐了不可！

大k牟把小汽牟給撞盧了。

准把区介兵兵球」醜了？

区久熱的天，述姶該子蓋那久厚的被，会把該子提底的！

別遠祥圷暁該了，1！EM了億久亦！

幸号休殊得快，否則山上溶下来的石快，不把休嘔死，也得把祢臓了。

半路遇上了一場大雨，把我伯丙介人罐了。

蛙虫把那ノト地区的庄稼可檀哩副参了。

該子生病，可把大人折騰惨了。

経理把区介字亙皇了，秘弔杁了半天也没杁出来。

他干木匠活几不行，達鋸木板都鋸不好，不是継了，就是鋸短了。

地忌　意把自己的眉毛継一点几。

是色雷把那艘軍柳童匹的。

小船只限坐四介人，人多了会把小船民冗的。

別把粥」堕囲了，我不愛喝。

我忘了把区盈野放在泳箱里了，都放皇了。

他伯散布流言輩悟是想把我的名声撮臭。

他所以不辻我去，］遊了，他是不信任我。

要把区面培歯笙，至少得一丙介小吋。

把区条残再描粗一点几就清楚了。

地伯把皮朕主粗了，所以干活几吋忌戴着手套。

普医把小羊按倒了，姶官打了一針。

那介人効真大，差点几没把我幽了。

那介人没安好心，故意用自行牟把地別倒了。

凶猛的洪水注倒了析」敦。

他用力辻猛，一下子把陀螺抽倒了。

弥窓久把麦苗都鋤倒了。

我不小心把発子蹴倒了。

地身体太弱了，一陣夙就能把地吹倒。

区位拳缶這功員乗肚追缶，一拳把対手まエ倒，歳得了肚利。

我不小心』登倒了椅子，把我的脚石匝痔了。

那失水牛硬把木粧亜倒了。

大イ火JL把那介小愉廻倒在地，狼狼地打了一頓。

那場暴夙雨把一裸古樹劃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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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区久多，当心別辻人家把弥捌到了。

我看把措住阻光的那几裸樹都巫倒算了。

他猛地向后一皐，差点几把弔架lllkii到了。

公安人員一槍就握倒了那介逃犯。

小心別把泉子上的油瓶i封到了。

司机友現座倒了一介騎自行卒的人，立即停下牢，把那介人柊扶起来。

堆把椅子劉到了，也不扶起来就走了！

他伯決定劃到区片低綾的房屋，蓋一座大楼。

滑泳吋是他自己没砧穏，把我也捜倒了。

我走到口口，突然八里面胞出一ノト人来，差点几把我撞倒了。

他以充足的途据，声密的推理，駁倒了対方。

看来他是経辻准各的，要想且倒他不那久容易。

我覚得庇咳把区介日光灯安低一点几。

祢把帽子戴低一点几，他伯就汰不出休来了。

清休把喋音放低一点几，別人都在看弔呪！

地伯圧低了喋口几，好像在商量着什久秘密似的。

吃蚕豆要把皮剥蛙。

区快硅是准姶堅皇的？

他『得把培上貼的画都祉控了。

刹排骨吋，一定要小心，可別把手指美姶鎧皇了。

是准把区台机器上的零件錨了？

小心点几，別把泉子上的破璃杯座悼了！

把上辺那居油巡蛙了，下面的湯可以倣菜。

堆把区封信上的郎票」雌了？

那介該子是因力鍾蛙了弓蜂寓被蛮的。

弥的美友太厚了，我姶弥削撞点几就好看了。

不要游到近昼去，否則塗色会把祢的腿咬撞的！

在｝水場上，他差点几把我的眼鏡撞控了。

該子伯把培美的硅都姶鐙漣了。

区次搬家搬去了好几件京西。

去年郎局姶我査蓋了一介包裏，至今迩没我到。

我没注意，掬兜的吋候把一張支票劃去了。

使用屯子汁算机控制以后，工人只需弦勧屯観，机器就可以自劫這精了。

我最多只能勤四十斤根食，六十斤我可背不功。

蝸蚊能拉⊇1比官自身大好几倍的食物。

要想勤区穎螺些釘，必須先上点几油。

休伯丙介小該几急久能…随1区久況的箱子，快放下来nE！

休能挑動三十公斤的担子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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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那篇文章改短点几，因力版面不鰺了。

地把失友虹短了，昼得彼精神。

祢把弐撤短了，結果就差一点几縫不上了，真糟樵！

祢千万別姶我理短了，我留短友不好看。

祢≦合該子量衣服吋，可別量短了。

由干用力迂猛，他把那穎誘釘子遡断了。

他的力『真不小，一下子就把那介木棍斑断了。

他不但没把手里的刺抜出来，反而姶麹断了。

我述没説完，地就生ft地虹断了我的活。

他伯終丁劃断掴郷他伯的縄索，逃了出来。

他在区次博覧会的升幕伐式上，来手虹断彩帯，力大会勇了彩。

区把勇子不快，用官1交断区根尼尤縄柏不行！

遠介装置的作用就是要載断経辻区条管子的『流。

縫一介褥i鈎用不了区久長的残，把官見区几1秋断了咀！

他M彼快用抵断的樹枝郷成了一副担架，把地拾走了。

他一斧子砥断了那緊棚着的縄索，巨乾媛慢而平穏地滑下了船台，下水成功了！

如果休太使効拉，会把縄子拉断的。

牟夫把鞭子都快…曲断了，那ノト牲口真不nff使喚。

是准把花盆遜翻的？

要小心，砧穏点！把板発選鑑［了可了不得！

那ノト酒鬼要酒痂，把泉子推翻了。

他一『之下把一泉酒席都拡翻了。

千万不要把地蓋翻了，地可是房害。

娼娼一天到晩暁嵯明明，把女JLM1lllil．了。

他把帽子戴反了。

弥把瓶蓋的方向拉反了，当然孟不上！

地把褥子鍾反了。

他把区ノ↑’字的偏労互反了。

他猛地一拍手，把房頂上的鵠子11］！1〈了。

不要把事情鍵了，否則不好牧拾。

別着急，等把湿衣服ぱ王了再走！

休把衣服圭fE一点几再椋出去！

清休蕎我把晒王的衣服掌遊来好喝？

用洗衣机凪王后的衣服，瞭一会几就全干了。

快用粉箸把紙上的墨水吸モ！

用完以后，把抽水弓桶控王逢了。

地毎天把屋子蛙王モ逢以后オ去上班。

告貨員把貨架上的末西挫壬逢了オ升口菅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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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大衣上的坐土掘エ王逢了，再放遊衣拒里！

竹腐升之前，一定要把房同蛆登王逢。

煮坂前先要把米…囹王逢了。

把手i堂高点几，好辻老師看見。

弥把褥腿養高点几，就澱不上泥了。

別把硯随了，碍高了容易倒。

他伯寛任意鐙嵐物恰，座咳受到管理部口的徳罰。

我提高了曝口，大声城了几声，他伯尭装作nJi不児。

把　告旦高一点几不是更醒目呵！

祢枕宜点几，失就不畢了。

把坂盛暖了，省得一次一次地麻煩！

等我難了銭就回故多探来。

休帯我把『球再吹鼓一点几！

遠秒橡皮不好使，一擦紙上就跳了一大片。

小心，修牟吋別蹉墨了衣服。

他把一根鉄条偉虹了，石匝成一ノト鉄鈎子。

紅灯把大家的胎都盟旦了。

休億久把鴻蛋都1憩塑了？

萬炉子近一点几，別把衣服燈題了。

製衣服要塾一快湿布或湿毛巾，不然容易把衣服劉了。

是准把今天的米坂］幽的？

別催他了，再催就把他催遡途了。

我不知洋細情況，他猛地一同，真把我且遡途了。

那介淘『的該子把股都麸花了。

先把糖盤比了，再酷糖萌芦。

他把我的眼鏡腿姶鑓丞了。

那ノト該子放鞭炮吋不小心，把眼晴崩互了。

今天他心不在焉，奎巫了好几介零件。

山洪暴友把附近的河堤和析梁都遡了。

今年入冬以来，他戴互了丙幅手套了。

弥可別把信封上的那張紀念郎票掲］丞了。

泉子萬炉子那広近，把泉子随了志久亦？

老鼠把箱子都1！ts22E了。

是堆把区介半尋体裂丞的？

汽牟把屯残粁盈迩了。

区柄自行牟一定是他ZAIIEiLli］S的！

准把今天的扱紙幽了？

憂斗不要太熱，太熱了容易把衣服塾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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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点，別把磁帯盒几墨丞了！

他和人家打架，把人家的股都」瓜胚了。

大未牟把一柄出租汽牟撞蛭了。

伯｛体重有八十多公斤，坐区把椅子述不給坐胚了！

伯｛伯座咳大胆地干，別伯王胚了。

他演区介角色不合造，演蛭了。

侮遠一脚可把我躍　了。

我坐的那柄牟人太多了，可把我翅　了。

区場大雨把我盗姪了，躾都没地方躾。

他把我的銭全嚇走了，真把我坊」　了。

．半路上突然遇上了一場大雨，筒直把我測　了。

牙疹了一夜，真把我姶折磨］　了。

那↑淘気的大核子把小弦子都萱蛭了。

．区祥倣会把小核遺姪的！

老卿i致会学生井不唯，要是辻学生都氾住就不容易了。

他盤丑包子一看，焔里没有肉。

把求音机握圧看看，就知道毛病出在耶九了。

ttrs把麻袋ロ几控五，我来往里装。

他急了，一脚就把lnon五了。

椅｛」E［五盒蓋JL看看里辺有什／A！

水升吋，蒸汽会把銅蓋］匝丑的。

翻丑第一頁，就友現弔中有好几赴借俣。

他握丑銅蓋，想看看里辺有没有剰末西可吃。

快把口薗都丑丑，放一放屋子里的姻！

急ム会桟不着ロ尼？祢把毎At抽屈都拉五看看！

他的要求得到満足，干是班噛笑了。

伯｛蕎我萱丑区介瓶子蓋好呵？

我敲了半天，才把他的口鼓丑。

胡匙鎖在屋里了，現在只好把鎖撰五了。

他推丑ロー看，屋子里一介人也没有。

他拡丑箇帝一看，地上満是枳雪。

休要是吃核桃，我用錘子都祢亜丑。

地昏迷了三天三夜，現在終干睡丑了眼晴，醒了迂来。

胡匙去了，我一着急硬把口姶撞五了。

竹1伯没有把房同騰庄，人家急久能搬遊来呪！

小朋友伯把他，ZIL！｝9了。

区次搬家把弔架上的弔都巡乱了。

我那些奈志都是按月扮排好的，休区祥林底下乱抽会抽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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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些扱紙是我剛整理好的，千万別姶我血乱了！

区些課本有一年級的，也有二年級的，祢別亙乱了！

休把我的抽展都翻乱了！

弔架上的弔看完后放回原赴，不要放乱了！

区久多件事几把我的脳子都撞乱了。

区几箸帳急久都i己在一起了，休把帳坦乱了。

他的突然到来，把我的平静生活姶撹乱了。

清大家按次序掌，別皇乱了！

他数着数着就数乱了，再杁失数一遍！

由干吋同合促，我把衣服都装乱了。

地撮適一簸箕拉坂，倒到拉坂箱里去了。

小学生在菓子上臓了横七竪八的道子。

該子伯在海灘上錨了一口袋貝売。

水流ZRAI，半天オ能錨一桶水。

刷地前他伯先在地上塗遺了水，然后再用拍把一点一点地拍。

落叶繊了小路。

金色的阻光酒適了大地。

把水壷里的水再迩適一点几！

水尤失漏水，一会几就適適了一盆。

上班后，地把好几介暖瓶都虹適了水。

他先把客人的酒杯甚随，然后オ姶自己倒。

区几的地面逐是高，把官鉦王，然后把土塾到低的地方去。

服各員没把碗端王，湯都洒出来了。

推土机没用多長吋同，就把那座小山魁了。

他装的末西太多了，把上衣口袋都撒了。

他洗衣服用的効几太大了，把衣服都鯉了。

泳電把窟子上的破璃都d工破了。

小刀把地的手拠了。

区根縄子把我的手腕都姶勤破了。

升罐弐吋，我不小心把手麺了。

丙介人打架把衣服都捜匝皮了。

他吃得太急，把舌失咬亜了。

暖瓶炸了，升水把我的脚璽伍了。

区久好的一快橡皮，休億久把地魎了？

該子爬樹把樹枝匪近了，差点几没樟下来。

父来生『地悦、“休再去眼他伯鬼混，我非把弥的腿江近了不可！”

区稗表帯不桔実，我一年戴折了丙根几了。

昨天夜里的大夙把屯残乱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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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別把該子賂腱坦近了。

遠把尺是堆主近的？

他使尽全身的効几，オ把区根粗木弐壁近了。

区些弔快把弔架圧i近了。

他逢完衣服，用牙把残咬逝1了。

祢洗介股惹久把衣服也麹了？

我好容易オ把他咲睡，休別把他砂醒了。

区件事也不是一天能亦成的，弥筒宜要把人逼死了。

快把虫子遜死，要不官会咬人的。

他用手｛NZZ了一介虫子。

地把爬在身上的蝿蚊捏死了。

囚屯能壁死人，打囚吋祢要殊升高大建筑物。

遠秒新友明的余虫剤，能重死根多秒害虫。

那場森林大火燈死了不少野普。

用升水就能把虫卵盈死。

那匹弓険些把弓夫』易死。

那ノト人奈猪没経験，捕了几刀也没把猪鍾死。

房子倒了圧死了一介人。

隅蜂再房害，也不至干蟄死人！

要是打在要害的地方，一拳就能把人遠死。

炸菊把山上的大快岩石都繊了。

弥軽一点几，別把豆腐妙醒了。

祢把白菜巡一点几，好倣佼子焔用。

我喜炊把水果糖盤了吃。

注意点几，別把破璃板盈罐了。

他看完以后，就把信搬了。

該子伯賜球把人家的破璃』易硅了。

把地里的土快雌以后，再耕地播秒。

工人伯先把柏油路面一点一点地幽了，然后オ升始控淘。

我和他競腕子，把手都継了，也没斑辻他。

他使的効几太大了，把該了的賂臓慶茎了。

休悦活小声JL点几，別把釜釜1少醒了。

一陣冷夙把我吹醒了。

吋同到了，快把他遁醒咀！

幸言休把我凹醒了，不然就赴不上k机了。

弥在房同里整理末西，可別主醒了該子。

他睡覚根軽，別把他運醒了。

我要不推醒他，他述在硯夢活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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弔架上的弔悼下来把我亜醒了。

地一介人不睡覚膳折騰，把我伯都ヨ近騰醒了。

祢一会几区祥，一会几那祥，把我都韮邊了。

一会几辻我干区介，一会几辻我干那介，休都快把我支鯉了。

強盗把他虹量了，然后拾走了他的衣物。

k来的一介球正好嘔在他的美上，把他亟星了。

游泳吋美撞了一下，差点几把我撞量了。

祢用駐抹布擦破璃，不但擦不干浄反而会離的。

姫柏把地毯雌了，所以一遊口就換上施鮭。

イホ的脚別忌往培上鐙，把培鐙班了多唯看咽！

弥没有把」敦布測干浄，就掌来施地，反而把地鍾」庄了。

那几裸向日葵被大夙吹倒了，快把官麸宜了咀！

祢区条残没画宜，祢用尺子比着画！

用遠久一把破勇子勇，我急久能虹宜呪？

祢的技木不行，述是辻他鋸咀，他能鋸宜。

只有把皮尺拉宜了，オ能量准碗。

休能用手把区根粗鉄些宜宜了？

仰自己染友能染身呵？

我不注意，錆果把休的一盒姻姶坐遍了。

祢志久把我的盒了姶坐痩了？

吋同長了，房槍滴下来的水能把石失盤。

丙ノ↑’人椋冴地』登太了眼晴，看着眼前友生的事。

小船一晃就把我晃倒了，差点几掠到水里去。

民同佳悦的孟姜女到到了万里長城的故事家愉戸暁。

地震把区一帯的房子都劃到了。

那介淘句的男該子杁樹上跣下来，E2k11｛i了腿。

一夜的大夙乱断了杵多村枝和屯銭。

那匹受椋的弓，控断了彊縄，向前面的人群沖去。

地澁江着胎，眼我伯争企。

我一遊口，大家都笑了起来，一吋把我笑拠金了。

考不上大学也不要友愁，別愁］　了身体。

弥不要辻分彷心，製丞了身体忘久亦？

区几所房子是地震震巫的。

汽牢在坑坑注注的路上砲了一上午，真把人麺了。

他洪的那・↑・笑活把我的肚子都快窒趣了。

他太況了，都快把沙友里的弾箕坐虹了。

我没看児椅子上有水，把褥子姶坐湿了。

区次河水浸濫速死了不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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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次地震把口箇的破璃都震硅了。

区ノト相声真有意思，把我的肚子都笑婆了。

汽牢一顛把他題醒了，他看了看宙夕卜，知道汽牢己経辻了黄河。

昨天夜里的大夙把我伯都乱醒了。

昨天夜里他把我咳墜醒了好几次。

他伯几介人又説又笑，把我笑醒了。

施拉机的起功声把周田的人都震醒了。

剛オ不知是准大声一嘆，把我墜醒了。

他区丙天咳噺得房害，把喋子都卿了。

休伯別砂了，把我的失都匹量了。

牟同里机器的弓迭声把我都震星了。

男該子伯喜炊玩打杖，忌是満地溶，把衣服都灘庄了。

別坐在地上，把褥子坐班了有得洗。

休把身子坐亘了忌弩着腰坐背部都駝了。

老師手上的粉箸末把弔都主自了。

碑酒和汽水把肚子都灌鉋了，述吃什久坂明阻

区快菜地莞辺的糞坑把周田的空『都裏臭了。

他蝉泉子的吋候，不小心把茶杯撞鐘了。

休述没有把脚上的雪Eig；IE，急久就遊屋呪！

米坂里的区粒砂子差一点把我的牙雌了。

工作的失緒太多，都把我韮継了。

他一達考了一介星期，都把他嚇了。

我来到区ノト大城市，京西南北都分不清了，真把我」幽了。

祢急久一会几遠久悦，一会几又那久説，都把我趨途了。

他一達几介星期都是半夜丙三点帥睡覚，区祥下去非把身体麹丞了。

他伯把衣服別互了，八来不戴校徽。

他是吃了不干浄的京西オ把肚子屹迩的。

弥用斧子歓石美，迩不把斧子麹丞了。

老太太捧了一絞，把膝孟磁丞了。

丈夫回家吋，妻子己祭睡覚了，他叫了半天，オ把「］凹丑。

休就是］雌了階，他也不会nJfth的。

他勇指甲不小心，把手指馳皮了一ノトロ子。

那介赴牢的抽牲口真狼，把鞭子都醐了。

区久一会几祢就縫i近了丙根針，休太着急了。

洗衣服前先把袖子挽起来，不然把袖子都洗湿了。

他把抹布酷湿了再擦泉子。

地刹焔把手都創酸了。

一降急促的敲口声把我伯都鼓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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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旅行吋，我帯的末西全部去光了，可真把我蓋惨了。

まま場美鍵的足球比奏他伯可輸惨了，達一介球都没賜遊去。

老師忌辻学生背裸文，学生都背亙了。

釣定的吋同都辻了半小吋了，述不兄他的人影，我イ1］都笠抵了。

托几所的那介保育員看該子看遁了，想萬升区ノト地方。

那点几事几地悦了多少遍了，我真児匝了。

区介老人芸並了没有文化的痛苦了。

我伯在区介同題上都吃箪苦美了。

那ノト服各員雌了桓台，想換換工作。

地唱慣民歌了，現在要辻地改唱法，恐伯不大容易。

他吃慣了辣椒，頓頓坂菜里都想放。

他抽慣了好姻，区秒牌子的姻他不会喜炊。

我平吋塞慣了布鮭，乍一穿皮鮭覚得不紆服。

地戴慣了耳杯，不戴好象少了点什久京西。

当慣了領尋就不原意当老百姓，那忘久行呪！

我伯杁小是在一起長大的，我1吐慣了他的小名了，一吋述改不泣来。

我鐘慣了自行牟，一歩路也不想走。

他那句活雌了，己経成了他的口失禅。

那介盗窃犯雌了末西，根唯改。

升始他説家多活，我nff不憧，吋同久了，也就』丘慣了。

地用慣了区不中牌子的香皇，毎次都iiC区秒。

地八小在山区長大，走慣了夜路，所以天黒地也不害伯。

一達吹了好几支曲子，可把他吹墨了。

遠該子太重了，我抱墨了，休抱一会JLPE！

区介背包太況了，宣墨了弥就休息一会几！

他擦地握墨了，便坐下来抽姻。

他打了丙・↑’多紳失的盤球，実在虹墨了。

我伯遊商店1≧墨了，就走遊一家冷炊店吃了一点冷食。

遠介箱子我先虹着，e墨了弥再換我，反正路述長着呪！

休皇墨了，我報弥掌一会几咀！

区篇文章真長，我剛念了一半就念還了。

那介清沽工拍弓路圭1墨了，就我了ノト樹萌坐下来休息。

我伯丙人拾着行李，拍墨了就停下来休息。

昨天賜球錫墨了，所以今天起晩了。

区介提包彼重，什久吋候弥提墨了，休就悦一声。

我洗了丙介小吋的衣服，真有点洗墨了。

地剥蚕豆剥了一介上午，述不剥皿了！

弥億久剛擦了丙下几破璃就擦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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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是唱那几支歌，我真唱皿了。

最近整天抄稿子，真是圭凶武了。

忌穿一秒款式的衣服忘久不穿週呪！

打卦克鋼了，他伯又下起棋来。

他管賑管魁了，想換一矛中新工作。

那位英悟老卿毎年都林ABC併起，地都錨了。

我等牟真笠賦了，哨イr］干脆走回去咀！

毎天爬六居楼，我都爬賦了。

剛賜了半年足球休就llEL［lik了，区祥急久能鋳好呪？

我家住在角市芳辺几，我真」里賦了那不中角月星味几！

剛升始学刀弔法吋，老卿息辻他写那几介字，他都盟了。

区介該子没有出息，不管学什久末西，学不到三天就堂賦了。

他演賦了反面角色了，想演別的角色。

他弄花麺了，把花都送人了。

他老去末西，筒宜都劃宜了。

務牟我可登伯了，昨天差一点几把我的眼鏡排砕。

我伯吃素吃Σ慣了，不喜炊吃牽的。

穿布鞍麹慣了，不穗意穿皮鮭。

昨天晩上去看屯影没穿大衣河把我迩惨了。

天黒了，述没桟到吃坂的地方，可把我遺惨了。

丙天丙夜的急行宰把哉土劉参了。

弥拝托他的那件事，可把他垂倒了。

祢要留心看着核子，別辻核子走去了。

遠些日子可把我墨糊途了。

所了几子那句不近人情的活，真把父来亘糊途了。

米坂里的砂子把我的牙盗蛭了。

一天玩了好几介地方，把我伯」㍊　了。

几子不所活，真快把奴娼姶亘死了。

他倣夢夢児銭去了，一着急把他急醒了。

天太熱了，剛睡着就把我熱醒了。

昨天夜里肚子痔，把我盛醒了。

今天忙了整整i一天，筒宜把我墨星了。

能把区篇文章揃董了，真不容易！

査了半天字典，忌算垂憧了那句活的意思。

我重夏了几遍，他都没有反座，我想他大概是没近憧。

麩会了太扱拳述是彼有用的。

只用了丙介星期，他就堂会升牟了。

倣坂妙菜井不唯，多看看人家急ム倣不就萱会了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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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他那垂共喪『的祥子，一定是又蜜愉了。

我伯決不能把区場球腸鹸了！

唱イ『］几介人打賭，准賭憂了准等別人清客。

他把那介字念且了。

我想利用三年的吋同，参巫遍全国各地的名腔古　。

他几乎把各地的夙味小吃都堂遍了。

区几年，他把北京有名的坂棺都吃遍了。

力了尋桟来人的下落，他里遍了市内的大街小巷。

春天来到了，和暖的春夙堅遍了大地，万物又升始夏亦了。

我眼所有的人都担匠遍了，述是没打所到他的去向。

伽遠祥不洪道理，会把郁居」呈匪遍的！

翻遍了家里的弔桓，忌算技到了仰要的那本弔。

区ノト記者把在区介城市居住的有名学者几乎都㎜遍了。

他把那件事眼郁居伯都ぱ了。

那介波如把街坊四郭都篁遍了。

区一帯大小商店我都呈遍了，也没有妥到我喜炊的領帯。

官貨員把貨架上的皮鮭都皇遍了，地也没挑中一双。

区介人蛮不耕理，力了凋劫工作週遍了有美単位。

力了牧集昆虫椋本，他爬適了附近的几座大山。

我几乎遊遮了市内所有的圏弔棺，オ我到了有美資料。

一夜之同，他伯把佳単撒遍了全城。

海美人員把船上的貨物都捜査遍了，没有友現任何毒品。

他把衣兜都｛aiE9了，也没我到房口胡匙。

那只老虎把小息的全身都遜遍了。

那条警犬把罪犯的衣物都」星遍了。

具長力了了解衣並生声情況，走遍了全具的村庄。

他伯把交貨日期魅了一介月。

要是弥把道理握充分了，就有説服力了。

只有把区介向題班究充分了，オ能向大会提出。

如果精神不集中，按鎧了屯紐，会出大事故的。

祢別太辻干自責，准述能没有迩錯事的吋候呪！

休包錯了，那不是白糖，那是盆。

休別往下背了，都宣錯了！

遠不是祢的椅子，祢搬錯了。

如果我没猛鎧的活，悠就是新来的校長咀！

区支曲子我剛升始綜，述不熟，息吹錯。

地剛学裁衣服的吋候，常常裁鎧。

遠瓶是治脚『的菊水，那瓶是故故畏，千万別搭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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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査措部首了，怪不得我不到区介字呪！

休唱鎧了，原来的歌洞不是区祥的！

弥太昌虎了，抄課文都圭堕了。

我妥了一斤芋果，只有丙介，告貨員是不是称錯了？

我杯疑哨伯垂錯牟了，牟不是往北走而是往南走。

有了病就1立咳去医院，祢区祥乱吃麹，屹鎧了可不得了。

如果不是休出錯了牌，我伯遠局就扇了。

忙乱中，他把衣服髄了。

因力我搭錯牟了，所以退到了。

上午的考拭，我錨了丙道題。

麺萱針可是一AI　」“E重的医庁事故。

区不是我的帽子，准戴措帽子瞳？

小燕子不是那祥畳，休登措了，折了重聲咀！

我要汀的奈志不是区秒，伽江鎧了。

老師没注意，把洪又又鑓了。

那ノト裁判水平太差，今天雌了好几介球。

他把自行牢放鎧地方了，鈷果被罰了款。

他把当前的形勢分捉造了。

区是安眠菊，不是感冒菊，休別服鐙了。

区几介圏章形状差不多，看好了再蓋，別蓋錯了。

我把他家的地趾摘錯了。

真糟樵！我把升会的吋同査近鎧弥了。

他杯疑是老卿把分数給鎧了，因力他核対辻答案，他那道題没措。

剛出口，就下起了小雨，我以カー会就停呪，結果僅土鎧了，雨越下越大。

休怪韮錯人了，区事与他元美。

祢美措虹了，那同教室里述有人在学刀呪！座咳美遠ノト屯ln。

該子不所活，乱固，我管他唯道萱錯了喝？

只願銀弥説活，没注意把墨水遷措了。

我戚鎧了地的名字，怪不得地不回答。

地干了二十多年的化弛工作了，郷几能幽呪！

イホ」　疑鎧了，他可不是那矛中訣乏道徳的人。

区本弔不是我伯圏弔棺的，祢是不是醜了？

看好了砧牌和牟号，可別抵鎧了牢。

我同了他三介同題，他都回答錯了。

我把他的名字1雌了。

地忌覚得嫁措了人，区一輩子心里都不痛快。

遠快料子根貴，地不敢勇，柏虹錯了。

我第一次上排台吋，心里特別緊張，生伯遊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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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校対了区久多遍了，迩能魎錯呵？

老姉忘久会繊呪，一定是休上課没杁真折課。

弥企鑑昔了，我是技木員，不是工程卿。

我要借北京大学的《現代測吾》，祢幽了。

比好了再鋸，可別鋸鎧了。

区件事我考虚不周，迭定鎧了。

祢丑錯奎了，我的自行牟是一栖黒色夙風牌的，祥子和区栖彼象。

祢看鎧了，我可不是那祥自私的人！

祢理蛭監了，我的活不是那ノト意思。

他醜了路，大家眼着他走了不少冤柾路。

我没1錨人，那件訣徳事就是他干的。

看好大小再妥，別妥鎧了。

休又埋怨錯人了，遠台求音机不是他弄圷的。

区本辞典是我的，休全鎧了肥？

休弄鎧了，我不是小李，小李比我痩多了。

休伯抵鎧了人了，他肚任不了那項工作。

法院也有到鎧案件的吋候。

唯道別人批雌休了呵？

他薗鎧牟了，把別人的牟騎走了。

休把名字笠錯地方了。

我没i己清他的口牌号碍，詰果敲措了口。

我求錯人了，他原来是一介不肯都忙的人。

他近視得彼房害，常常在一R路上」雌人。

那介官貨員友現幽了，胎一鉦，説了声対不起，立刻把銭退姶了我。

清弥再数一遍，休大概数錯了。

都怪我」蝿了活，岡得大家不炊而散。

新来的郎通員対工作述不熟悉，把信送錯了。

出納員柏算錯了，毎張単据都核対了几遍。

第二道題有五介空几，我填鎧了丙ノト。

汽牟雌了地方是要罰款的。

休雌了咀，他井不是那玄説的。

依辻篁錯了，答案急久会対呪？

他不是本地人，対区里不熟悉，休且錯人了。

休想鑓了，祢的想法不符合実后。

休写的信我没接到，休可能把地趾互錯了。

逸他当代表没迭錯，他是一介非常能十的人。

区不是我的橡皮，我用鎧了。

対不起，我載錯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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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介医生把肺炎当一般感冒治，姶人家治鎧了。

抑菊吋要特別細心，千万別把菊却鎧了。

他把銭包装措口袋了，摸了半天オ我到。

弥走措路了，座咳往右拐，不能往左拐！

糟椎，哨伯坐錯牟了！

姫生柏雌了事，忌是僅小慎微的。

昨天扱紙登措了一条消息，今天更正辻来了。

休穿了那久多年的藍制服，述没有難呵？

帯該子真煩人，我筒宜趨了！

没事就遊公因，区一年我是遡了。

整整賜了十五年的足球，我真錫並，現在歩数大了，更不想再賜了。

下班回来就洗衣服，天天如此，急能不雌呪！

我用鋼筈写字互慣了，不慮意用別的箸。

穿区秒新式服装的人多了，休也就看慣了。

我和地剛淡了丙三句活就淡崩了。

5．非能格自動詞構文となっている結果複合動詞例文

今天的菜太少了，我没吃鉋。

他没吃多少坂，光喝酒就喝鉋了。

看小悦能醜呵？快来吃坂咀！

厨卿整天在厨房里，光同油味就恒逸了。

区次考成題真唯，我一道題都没答対，真22ZS了。

昨天夜里那場大火把一条街都焼光了，筒宜劉参了。

奈技表演十分精彩，大家都看出益了。

該子伯所老人併故事都班丑遵了。

地想回題想出裡了，達我走遊来地都没有友覚。

染技表演十分精彩，規森伯都看速了。

該子nJf故事都1近呆了，娼娼叫他都没所兄。

他想向題都想速了，客人遊来他都没看児。

几子去年遇唯，奴娼想几子都快想遮了。

他熱夜整慣了，常常是白天休息夜里工作。

地抜了一天的草抜墨了，不慮再功一功。

因力搬家搬墨了，昨晩他早早就睡了。

一天達演三場，地真唱墨了。

保栂打拍屋子土珪ユ墨了，去休息了。

大家要是王墨了，就坐下来休息一会几肥！

区一帯山恨高，k机如果丑委了会撞在山失上。

前排的人坐掻点几好喝？我伯后排的人看不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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蚊子咬得他一夜都没睡鑓。

他剛坐安猿了，大会主席就宣布散会了。

島云遮住了太阻，天麹噴了。

他小吋候皮朕恨黒，長大了変旦了。

生気就亘抱了，剛几述吃得下坂。

他伯丙AI人又」星崩了。

他整天懲在家里，都整痘了。

娼娼不辻核子吃得迂抱，伯他］勤菱了。

如果昨天祢出1］吋穿上大衣，也就不会㎜了。

地柏友畔不敢吃抱，遠祥下去非俄i底不可。

大概是因力和愛人砂架⑰的。

那介該子八樹上悼下来，捧得美破血流，真轡参了。

弥将来上了歩数，腰也会変粗的。

夙乱左了，牟騎不功了，只好推着走。

区句汎刺活，使他脳袋蓑地』ぱ了，地有点忍不住了。

几年不児，遠核子」鉱了，也憧事多了。

ZILt那次地震爽唯之后，地有点几変呈了。

突然佳来一降刺耳的尖叫声，大家都齪了。

由干経受不住区祥況重的打缶，地画到了。

他胞辻去，達忙把那位蜘到的老人扶了起来。

地一遊大殿，就鋤到在菩炉面前祈祷。

他不小心採在西瓜皮上澄倒了。

我只覚得眼前一黒便畳倒了，什久也不知道了。

地一美赴倒在床上，彷心地果了起来。

区該子彼皮実，控倒了八来不芙。

祢急久能因力区久几点几挫折就』削到不干了呪！

故机来了，大家赴快魍到PU！

由干辻干労累，他量倒在手木室里了。

那介老人突然血圧升高，一失裁倒在楼梯上。

他酒喝多了，醒倒在弓路辺几上了，半天オ醒迂来。

区一帯是山区，k机玉低了彼危険。

他一下子没掌住，破璃杯林手上沮蛙捧砕了。

今天真冷，我的耳朶都快漣了。

圓珠筈上的那介小弾箕一下了劉医了。

小船在大海里随着夙浪上下勘着。

展覧大庁口前的各国国旗迎夙麹1。

他那狼呑虎咽的祥子，筒宜象｛我疽了似的！

該子天黒了述不回家，筒宜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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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游泳池的水流王了，好好几刷洗一下，然后再放水。

休再蹴高一点，就移着了。

他的体温丑亘了，看来病情有悪化的超勢！

丙年没児，区該子鑓了！

水位又濫高了不少，要注意双、測，洪水暴友随吋都有可能。

哨伯要是坐宜了，后排的人可就看不児了。

他鋼了，達坂都忘妃吃了。

今天我滑了丙介多小吋的泳，可是述没沮壁。

カー点小事，地在人家家里又砂又岡，」遡了オ走。

看祥子，他述没睡箪。

地獅了オ起来漱口，洗胎，吃早坂，上班述有介不晩！

我伯髄了再走咀，好在吋同述彼充裕。

我伯述没繊，抽完区支畑再干！

地今天游了一下午泳，可遊箪了。

我在区几可呆壁了，准留我我也要走！

那ノト地方我去箪了，不想再去了。

我在固市区住了十几年，真有点几趨了。

我伯吃坂遠合慣了，経常是一ノト面包，一根香賜或一介璃蛋就是一頓坂。

他杁小迩慣了，杁来不伯冷。

他箪慣了，一頓坂不吃没有美系。

我伯中午睡慣了，久而久之弄成了午睡的刀慣。

我砧着排裸蛙慣了，有椅了也不想坐。

我在城市里住慣了，覚得衣村不方便。

今天真冷，我的手都盗廷了。

他達幼友高焼都幽余了。

他11E2kSlljl了，達一句活都悦不出来了。

区些天他忙得不可升交，都忙遡途了。

年輕人整天呆在家里述不幽了。

天熱，胞了一天的路真有点几鉋渇了。

娼娼的妨不移，那該子一天要俄畏好几次。

他的手提包不児了，里辺有彼多重要的末西，他都快急玉了。

所了遠ノト可伯的故事，小女i／？1IESII了。

他佃栖砂架』少墨了，丙人都不説活了。

他在菜地里干活几踵墨了，砧起来宜了宜腰。

那只鵠子大概玉墨了，落在了房頂上。

那該子袈墨了就不果了，辻一会几自己又玩起玩具来了。

400米的胞道，我只砲了丙圏几就壇墨了。

該子伯玩墨了，オ想起来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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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則船躁着休伯，准要是遊墨了就上船来休息一会几。

弥立墨了，就坐下休息一会几。

イホ如果坐墨了，就砧起来活功活功。

我伯都走墨了，坐下来敵一会几咀！

］云子樟在地上没捧砕，只控裂了一道縫几。

天太冷了，水管都遮裂了。

一夜的功夫該子身上就出適了水痘。

区裸村鑓了芋果，把樹枝都圧弩了。

春天来了，公因里丑適了五顔六色的鮮花。

暖『管子漏了，地上流澁了水。

秋天到了，地上鑓了樹叶。

刷場休息吋，示池的杉軒上雌了好奇的規森。

樹干上爬滅了蛆蚊。

医院里繊了事故中受彷的人。

坂店口前］皇適了汽牢。

火牟砧砧台上立適了送行的人。

他股上iwai了雀斑。

区家旅棺客没住澁，述有空房同。

那介小鎮上韮澁了軍臥。

礼堂里坐適了所扱告的人。

他在庁弄院鋼了，真想弓上去上班。

他在病床上身尚了快丙介月了，実在鋼了。

我在医院里住昼了，恨不得立刻出院。

他冶」宜了，出近「丁忌是帯彼多衣服。

地到宜了，再也不想回去辻那秒労日子。

他旦］］宜了，夜里杁来不敢一介人出1’］。

旅游団中的一位老人杁山上液下来控伍了。

那口小猪吃得太多撞死了。

天『一冷，蒼蝿就迩死了。

区几年達鎮三年干早，不少牲畜都塗死了。

老不涜水，地里的苗都快工死了。

再不下雨庄稼都要呈死了。

区匹弓不是痘死的，是老死的

イホ区久排命地干，早晩得墨死。

那ノト人在水里喰了一口水，差点几没喧死。

那只小山羊杁山崖上悼下来控死了。

哉十伯宇可哉死在哉場上，也決不当俘虜。

今天真冷，我的耳朶都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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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伯区ノト工秒天天砧着干活，所以塑慣了。

他倣埜窒醒了。

晩上我没吃晩坂，睡到半夜塗醒了。

他一定是倣了什久悪夢オ吐醒的。

所了几子忘恩負又的活，父宗都快望了。

天太熱了，我都快塾星了。

我要是象舞踊演員那久特，丙圏就縫了。

他捧倒后，半天没爬起来，是不是控星了？

看兄他流那久多血，地一下子旺呈了。

祢伯丙介人到底准高，立宜了比一比就知道了。

他喝囲i了，射下就睡着了。

剛工作吋不刀慣，誕了就好了。

住丘了休就会知道，区几的人都彼熱情。

吋同坐丘了有点几冷，砧起来活劫活劫ロ巴！

遠ノトエ「要想改里坦底，就必須契罰分明。

司机不仏恢路，湾拐鎧了。

在中国留学四年，他在中国几乎玩遍了。

吋同短述可以，辻他笠丘了，他就会不耐煩了。

那ノト該子忌愛U艮杯人混在一起，趣了非得学杯不可。

升始教弔吋有点緊張，致丘了也就没什／A了。

休来退了一歩，他伯剛走。

昨天晩上我去看活刷，因力去坦了没看着升失几。

休塞旦了一歩，他伯剛走。

昨天晩上我去看活刷，因力去退了没看着升失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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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録4．中国語・日本語・英語結果述語対照用例集

1．中日英語では結果述語を使う例

1．1DORに従う結果複合動詞
「穿破型」：

中国語 日本語 英語

1

　1　子　　了，　　　　不　了。
P．派生的結果述語
Q．結果述語の含意的階層：（D）

ﾚ的役割（動作の目的）には対象物
ﾌ特定の変化結果を一つに特定され
ﾄいない：　那介棚子搭｛歪／高｝了…
@　　　　　　　　　z目　　　　　・

日覆を　つL　　しまい、人も入れな
｢。

This　shed　is　b山±too　l巴，　it　is　almost

奄高垂盾唐唐奄b撃?@to　go　in．

2

　　房子　　了，　周　・局　　夏
s『跡凋。

P．派生的

Q．（D）　那座房子蓋｛高／歪｝了…

ｰ一　　　主娼一

その家を　　　　　　しまい、周りの高い
rルとつりあわない。

This　house　is　l眺too」Ω亘，　it　Iooks　out　of

b≠撃≠獅モ?@with　the　surrounding　tall　buildings．

3

遠　木　　1　了，不、印共。
P．派生的

Q．（D）遠快木板包ll厚了…

@1　　　　　1z日

その木の板は　‘1し　　しまい、あまり
苺vではない。

This　board　has　been　p過き血，　it　is　not

狽盾潤@sturdy．

o

4

　　　　了，　児不
P．派生的結果述語

Q．（D）床補舗厚了…

@　　　　’目

寝床を蓮蜘△てしまい、寝心地が良くない。
This　bed　is　p旦⊆幽too廻Z，　it，　s　not

モ盾高?盾窒狽≠b撃?@to　sleep　on．

5

他一脚把悼在地上的慢失題痘了。
P．派生的
Q．（D）

R．添慢失，市得慢共　了。

彼は足で地面に落ちていた饅頭を里た≦踏

窒ｽ。
He§t皇pp皇d　the　steamed　bun　l睡with　one
唐狽盾高吹@of　his　foot．

6

区1吊　面　了，再　画一1。
P．派生的

Q．（D）遠介圓圏画｛方／歪｝了…

ﾊi昂　　面侶吊

この丸は、　一　い　しまったから、もう一
�`き直す。

This　circle　is　drawn　flat，　draw　another　one．

7

一場大暴雨把河堤控蛙了。
P．派生的
Q．（D）

R．大雨沖河堤，連得河堤笙了。

大雨が川の堤防を担L流Lエしまった。
That　heaW　rain　washed　the　river　dyke

c．

8

那条淘再控寛一点，否則雨下得
蛻齠_水就排不走了。
P．派生的

あの溝は、もうちょっと広≦掘らなければ、で

ﾈいと、雨が激しく降ったら水が流れていか
ﾈくなってしまう。

That　drain　has　to　be　di　ed　dee　er，　or

?撃唐?@water　will　over刊ow　if　it　rains　too

??≠魔奄撃凵D

9

他捧倒了，膝蓋上擦破了一快皮。
P．派生的
Q．（C）

R．　　　　侶

彼は転んで、ひざをす旦む1△た。
He　fell　and　rubbed　the　skin　off　his

汲獅??刀D

10

葡萄根埋浅了，冬天容易涼死。
P．派生的
Q．（D）

葡萄の根っこを・　土め　　　、冬だと凍死
The　roots　of　the　grape　tree　are　not

b浮窒奄?п@dee　enough，　so　it　will　freeze

3．　　　　　±碩　　　　・

しやすい。
eaSily　in　Winter

11

井虹深点几水才干浄。
P．派生的
Q．（D）

R．　　　　碩

井戸が　　　ば　　ほど、水がきれいにな
驕B

The　well　needs　to　be　du　dee　er　for

bleaner　Water．

12

遠件衣服顔色染深了，一点几都
s好看。
P．派生的

この洋服の色は’　〉　　　しまって、全
Rきれいじゃない。

The　color　of　this　shirt　is岨too　d皇里，

奄煤@doesn’tlook　nice．

13

那盈炸虫ト没ぱ，一点几也不好
h。1．派生的 あのえびは　　　　81’　なく、全然お

｢しくない。

That　plate　of　prawns　is　not　fヒ｝，

唐潤@they　are　not　delic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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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目子疋　忌
o得区祥恨り巾。

P派生的
Q．（D）

R．　日

　　、

囀冝@　日

、　　、　，

A

彼はいつもわざと帽子を　　こ　っい
驕B多分彼はかっこいいと思っているか
轤ｩもしれない。

He　deliberately　y旦［his　hatΩff，　perhaps

b?撃奄?魔奄獅〟@that　it　looks　better　that　way．

銭再面 一点， 不｝。

15

遠1．2．（D）　面

この線をもうちょっと太＝ください。はっ
ｫり見えない。

旦【⊇the　line　thicke1二it’stoo　faint
派生的

@　面引ヨ

16

遠排椅子鎧了。
P．派生的
Q．（D）

4目

この椅子は　　に置か　　いる。 This　chair　is　　laced　crooked．

17

仰1．派生的

Q．（D）　δ　　　　、

己染’目染身呵？

@　引ヨミ．　、　　　　　　、　　z

髪を　　いに“　　ことできる？ Can　you血皇your　hair坦皇皿？

18

遠快破璃安反了。
P．派生的
Q．（D）　　　　　’目

1

このガラスは　　に・｛’　　しまった。 This　glass　has　been　　ut　inside　out

19

’ヌ

ｪ本不所我的活。
P．派生的
Q．（C）　、

不要　　R市

@、　x日

了，可

わたしは彼に事を　い・・　ないよう
ﾉと勧めたが、彼はちっともわたしの話
�ｷかない。

1advised　him　not　to』～the　matter
b浮煤@he　ignored　me．

20

、

　　　　　一諱@、　　　　　込　　　りq－　　　　　　、　　　　　　　，月興凡

ｾ了比奏的腔利。
P．派生的
Q．（D）

@　　　　z　　　　、

そのボックサーはワンヒットで相手選手を殴

秩A試合に勝った。
The　boxer　kicked　out　his　opponent　with

盾獅?@blow　to　win　the　championship．

21

地里・　’
P．派生的
Q．（D）

R．　　”

』　　　了。

囑ﾚ　　　’、

田んぼにいたスズメは’い　　　一。
he　sparrows　in　the　field　were　chased

U剛．

好不好？

22

我伯　’　　A人中同
P．派生的
Q．（D）　　　　z目

肩

わたし達はこの布を真ん中から且圏裂∪エも

｢い？

Shall　we　ull　and　tear　this　cloth凹巨

?窒盾香@the　center？

「跳’型（他　詞用法）：

中国語 日本語 英語
欠如 欠如 欠如

「特別型」：

中国語
欠如

日本語
欠如

英語
欠如

1．2DORに従わない結果複合動詞

後項が前項を修飾する（補文関係）

中国語
欠如

日本語
欠如

英語
欠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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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日語では結果述語を使う例
2．1DORに従う結果複合動詞
　　　「穿破型」：

　　　　　　　　　中国語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理　　介子
也没臥出来。
1．派生的
2．（D）

　，＝！＝，　　　　t日r　！＝i

了， ｝U了半天

　ロ果
1．派生的
2．（D）

　　、　　　　　　t

　、、，演3　了。

、　ノ

清祢把喋1ヨ放低一点，別人　在看
＝ISPFt。

1．派生的
2．（G）

＊　　　　± 立
遠几件衣服是叫耗子姶咬蛭的。
1．派生的
2．（D）

3．・ Szt目

慢失燈焦了就不能吃了。
1．派生的
2．（D）

　　昌ぐ　　　z目温o

大火把木失都偉焦了。
1．派生的
2．（D）

，　　　　こ　　i　ノ目　　　こ

銅里的牛肉煙燈了没有？
1．派生的
2．（D）

　　　　　t日　　　　　　，主ム

猪肝几別蓋老了，我愛吃轍的。
1．派生的
2．（D）

3． t目

刀只是匿亮了，但井没有磨快。
1．派生的
2．（D）

3．刀”e刀e了
遠張紙我剛貝好，急久就辻仰給鍾
破了呪？
1．派生的
2．（D）

　　　　t目　　　．

遠快地方留皇了，弔巣放不下。
1．派生的
2．（D）

3． t日

遠秒樹，樹此可不能創浅了。
1．派生的
2．（D）

　lPt　±fi 1碩、抗ξ

仰把褥腿改痘一点不就能穿了？
1．派生的
2．（D）

　　、　　　　　　、 t目i E

要把遠　文章改皿了，可真要花一
番功夫。

1．派生的
2．（D）

　　　　　t・e　虫1而
炸菊把山上的大快岩石都雄硅了。
1派生的
2．（C）

3．　山　　　1’e山

日本語

支配人はその字を　ん　いに圭い一ため、
秘書はなかなか識別できなかった。

髪をもうちょっと長く佳止生たら、彼女はもっと

きれいになるだろう。

音をちょっと小さ止エください、他の人

は皆本を読んでいるのです。

これらの衣装はネズミに食1，＞llgb2t1，たの
だ。

饅頭は焼き焦也たら、もう食べられな
い。

大火が木々を焼き焦塾た（木々は大
火事で焼き焦旦三Slしまった。）

鍋の中の牛肉は（
かな？（cf．煮込めたかな？）

、かなつ一

レバーを墓L過ぎないように、私は柔ら
かいのが好きだ。

包丁は、班ぎ澄圭さ2t1，1光ってみえる

が、まだ切れ味がよくない。

この紙は、張ったばかりなのに、何故あ

なたに　　　　　しまったのか。

この場所はスペースが麹L少な丈ぎS、
デスクが入らない。（残されたスペース
が少なすぎて）

このタイプの木を植えるときは穴を】塾

掘2エはいけない。

ズボンを劃Kなお堂ばはけるようになる
でしよう？

この文章を直L∠⊆渣提仁丈るには時間
かかりそうだ。

爆薬は山の大きい岩石を（爆発で）』鋤
にLた。

英語

Tried　as　she　might，　the　secretary　just

couldn’tmake　out　the　word　her　boss　has

scribbled．

She　will　look　pre廿ier　if　she　IS■t　her　hair＿g1　gy1

Rl　nggn

Please　lower　your　voice，　others　are

reading．

These　clothes　were　bitten　by　mice．

You　can’teat　the　bun　if　you』皿it

The　fire　burned　all　the　logs．

Isthe　beefinthe　potf幽皇d？

　リ　　　　　　　　　　　　　　　　　　　　　　　　　　　　　リ
Don　t　over－steam　the　pig　s　liver，1prefer

it　soft．

The　knife　looks　like　it　has　been

PΩ山旦h皇d，but　it　doesn’tcut　well．

1have　just　pasted　this　paper，　why　did

you　makeahole　in　it？

This　space　is　too　narrow　for　the　desk

to　fit　in．

You　need　to　dig　a　deeper　hole　for　this

type　of　trees．

You　can　alter　the　width　of　the　pants　to

make　it　narrower　for　you．

It　takes　a　lot　of　effort　to皇⊆匙＿this　piece

of　writing．

The　explosives　shattered　the　big　rocks

at　the　moun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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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ホ衣服上・五介　子
k派生的
Q．（D）

��@　　合zを　　、

丙介翁　了。
あなたの洋服の五つのボタンの中、二つは
@がっ　　　　　いる。

You　buttoned　two　of　your　five　buttons

Hy．

39

鴻蛋迩是腔威了。
P．派生的
Q．（C）

卵はやはり　　っ　　凄1　　　－。 The　pickled　egges　have　too　much　salt

40

3．

遠件衣服太大，我給伯｛改小一些

�B　　　　　　　1．派生的
Q．（D）　　　　　z日　　　　　　　　　ノ、

この洋服は大きすぎるね、小さ虹あ
ｰようか。

This　dress　is　too　big，　let　me　alter　it　for

凾盾普D

41

顔料没有圭陛1，但是顔色却恨好
ﾅ。　　　　　　　1．派生的
Q．（C）　　　”ε日　　　　’．　　ク　　⑳　　　　　多1’；

顔料が　一ゴ　今ないが、色はとても
ｫれいだ。

The　paints　are　not　evenl　mixed，　but

狽??@color　is　nice．

42

区頁上旦反了一介字，校対吋没
L笈現。
P．派生的
Q．（E）　　行』　　　　　z日＝』

そのページは、一文字　に　1　　、
One　of　the　words　on　this　page　has

b??氏@reversel　rinted；it　was　not

．

校正の時も、気づかれなかった。
noticed　during　proof－reading．

43

那末　＿叉’

�D。
P．派生的
Q．（C）　》　　　　　　　z目

＿述　　叩

A

やすにつぬか　一その魚はまだ必死
ﾉもがいている。

That而sh－by　the而sh　spear　is
唐狽奄撃戟@fighting　for　its　life．

44

由干用力迂猛，他把那穎誘釘子雄
嵭ｹ。
P．派生的
Q．（D）　　　　　ノ日

力を入れすぎて、彼はあの釘を抜き正コ
Fしまった。

He　applied　too　much　strength　when

垂浮撃撃奄獅〟@the　rusty　nail　and　broke　it

45

3．

那介酔鬼要酒疲，一下子把泉子1肱
|了。
P．派生的

Q．（C）　　　　　z目

あの酔っ払いは、テーブルを一気に旦⊇

q腿」た。
That　drunkard　got　agitated　and　all　of　a

唐浮рр?氏@overturned　the　table．

46

3．・⑳

那位大夫把一介瀕噛死亡的彷員救
?ｹ。
P．派生的
Q．（C）　　　、　ノ日　　　e

あの先生は死にかけていた兵士を生き
ﾔ亘世た。

The　doctor　saved　the　dying　soldier，　s

撃奄??D

了，否則苗几長

47

地里的示　要
s好。
P．派生的
Q．（D）　　　　ノ■

田んぼの中の雑草を　　いこ。、かない
The　weeds　in　the　6eld　need　to　be

撃浮モ汲?п@com　letel，or　else　the

、

と、稲が良く育たない。
seedlings　won’tgrow　well．

48

1

仰股上的胡子没乱注，述有胡荏子
�B　　　　　　　　1．派生的
Q．（D）

@　　　　14日　　　’

あなたはひげを　　いに1っ　いない、
ﾜだ残っている。

You　didn’tshave　ro　erl，there　are

唐狽奄撃戟@stubbles　on　your　face．

49

　　1　ぐ

蛛B　1．派生的
Q．（D）

@・ノ∫　“　　・賜目1

1　　　　　　　　　　’ノ　　，　‘、口

@　“　，

彼はタバコの吸殻を地面に捨てて、足で　　ξ　　　　一　　　　　〇

He　threw　the　cigarette　on　the　Woor　and

?諱?垂?п@on　itto⊆－it

50

交通警察把逓反交通的人唾住
ｹ。1．派生的
Q．（E）

R．人o侶人一主

警察は交通違反の人を”遺　一。
The　traffic　police　ordered　the　of『ender

51

些巾郷太緊了，伽是不是想趨死我

q？
P．派生的

スカーフがきつすぎる。わたしを鐘め殺

ｧ気？
Are　you　trying　to　strangle　me　by　tyir19

狽?奄刀@scarf　so　t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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このチンピラは悪いことばかり　L尽
52

遠介流恨王尽了圷　，他是不会有

D詰果的。
P．派生的
Q．（E）　　　、　　　　　　　4日　　、

エ、きっといい結末にならないだろう。

The　hooligan　has　done　all　bad　thhgs

≠獅п@will　not　come　to　a　good　end．

53

仰要呈明申清助学金的原因。
P．派生的
Q．（E）

R．　　　　旧侶　　　日

助学金申請の理由を　　に圭必要が
?驕B

You　need　to　specify　the　reason　for

≠垂olying　for　a　bursary．

了

か、
54

悦活不要藏美露尾的，把活
ｽ痛快！
P．派生的
Q．（G）　　　、　　　　　　ノ目、

遠回りに喋らなくていいから、

ﾉ言っくれたほうがすっきりする。

Don’tbeat　around　the　bush，　you’ll　feel

高浮モ?@better　when　you　speak　your　mind．

＊
日

55

j区　τ

､。
Q．（E）　、、　　、

識　　了，E以　《不同
@　　　　　　　　1．派生的

A、　z日、

その言葉はちょっと言い’　一から、彼

ﾍとても不機嫌だ。

He　was　a　bit　upset　at　the　somewhat

モ窒奄狽奄モ≠戟@words．

56

、、　　、

他量然不同意，但也没把活」雌。
P．派生的
Q．（E）

@　　　い循’多

彼は同意はしていないが、まったくだめ

ｾとも言い　っ　いない。

　　　　　　　　　，　　　　　　　　　　　　　　　　　　　　，`lthough　he　didn　t　agree，　he　didn　t

モ盾高垂撃?狽?撃凵@d蛙旦9【皇皇either．

57

’1］・’　　　　　｝　　，了，　　心不

V亦法来了。
P．派生的
Q．（E）

@　1こ　　　循、e　　を

方法は全部　い尽　　、もう新しい方法

�lえ出せない。

We　have　exhausted　our　ideas，　we　can’t

狽?奄獅求@of　anymore　new　ones．

「　・　」　　≡　　’　：

中国語 日本語 英語

58

地逃紅着股，眼我伯争絵。
P．派生的
Q．（G）

@、、こ　z日

彼女は顔を　っ　に　　、私たちとロ論

ｵていた。

She　argued　with　us　till　she　was　red　in

狽??@face．

「特別型」：

中国語 日本語 英語

59

他『得』澄圓了眼晴。

P．派生的
Q．（E）

D＊　　　　　　　　z日　　　　吊

彼は怒って目を巡た。 His　eyes　widened　with　anger．

2．2DORに従わない結果複合動詞
「　　　1：

中国語 日本語 英語

甘いものは、私は　べ　　ーので、 Iam　rather　sick　of　eatin　sweet　things
60

甜食我都吃賦了，想吃点威的。
P．派生的
Q．（F）　⑨

z日@面

しょっぱいものが食べたい。 so　I　want　to　eat　salty　things．

61

・1．派生的

Q．（F）　　　　　　　　z

了　　，頭頭　里　得　。

@　　　　　’

彼は唐辛子を　べな　　い　から、毎回の
H事に唐辛子を必ず入れる。

He　is　used　to　eatin　chilli　and　has　to

?≠魔?@it　for　every　meal．

62

　奇　了，心下
P．派生的
Q．（F）　令　　　　　　　　　　　　ノ目　　　一一‘

一　　　　〇

自転車に　Lつか　一ので、ちょっと降りて

烽ｫたい。

I　ot　tired　on　the　car　so　I　wanted　to

モ盾高?@down　and　walk　for　a　while．

「　’　1　　妻　’　：

中国語 日本語 英語

63

遠一市是山区，一覧机　　了彼危険。
P．派生的
Q．（F）　　　　z目

この近辺は山地だから、飛行機を低鍵し
ｷぎると非常に危険だ。

This　is　a　mountainous　area　so　it　is

р≠獅№?窒盾浮刀@for　the　plane　to　fl　too　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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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那只提子大　玉墨了，・土了房頂
縺B1．派生的
Q．（F）ム　　　　　z

あの鳩は多分　　つ、　、屋上に落ちて
ｵまったのだ。

That　pigeon　which　fell　onto　the　roof

垂窒盾b≠b撃凵@got　tired．

65

那弦子墨墨了就不実了，辻一会几自
ﾈ又玩起玩具了。
P．派生的
Q．（F）　　　z日

あの子はξ、つか　　、泣くのをやめて、し
ﾎらく経ったら一人でおもちゃを遊び始めた。

That　child　stopped　crying　when　it　got

狽奄窒?п@and　sta比ed　to　play　with　his　toys

≠№≠奄氏D

66

他　歩　　了，一’喝了3　水。
P．派生的
Q．（F）

@　　ノ　　　娼］丸

彼は走肱、一気に水を3杯飲んだ。
He　was　exhausted　from　running　and

р窒≠獅求@three　glasses　of　water　at　one　go．

67

区里生活好，不几天他就吃腔

ｹ。1．派生的 ここの生活はよくて、何日もたっていない

､ちに彼はもう　べ　っきた。

Life　is　good　here，　so　he　got　fat　within　a

??浴@days．

後項が前項を修飾する（副詞的関係）

中国語 日本語 英語

68

要是月　不　　，

?o大事故的。
P．派生的
Q．（F）

磨@’

了　　，

もし集中しなければ、スイッチを担U量違
ｦエ、大変な事故になりかねない。

If　you　lose　concentration　and　p幽皇
翌窒盾氏@button，　an　accident　may　occur．

3．＊我按屯紐，按得屯紐錯了。　　　　　　z日　　、

69

　心児得
｢都不痛快。
P．派生的
Q．（F）

R．＊地嫁人，嫁得人措了。

了人，区一　子心

彼女はいつも　　値一一（間違った相手
ﾉ嫁いだ）気がして、幸せを感じることが
ﾅきない。

She　constantly　feels　that　she　has

高≠窒窒奄?п@the　wron　man　and　that　she

＊ z日

will　not　be　happy　for　the　rest　of　her　life．

70

　児　　　，経吊　弓　上雌
l。1．派生的
Q．（F） 彼女の視力は非常に弱く、いつも町で人

�@　亀一　。
She　has　poor　eyesight　and　mistakes

o皇⊆画…on　the　street　regularly，

　，　旦z一

ｧ即把銭
あの店員はお金を’い　一一のに気

Upon　realizing　that　she　has　collected

狽??@wron　sum　of　mone　the　redイaced
71

　1口、只　　兆
g，硯了声“対不起”，

ﾞ姶我了。
P．派生的
Q．（F）

R．＊地牧銭，牧得銭措了。　　　、　　　　　z日

づき、顔を赤らめて、「すみません」とす

ｮお金を返してくれた。
sales　clerk　said　sorry　and　immediately

窒?狽浮窒獅?п@me　the　money．

72

他摸了摸自己友滋的胎，知道今
V自己又彊多了。
P．派生的
Q．（F）

R．＊他喝酒，喝得酒多了。
磨@　　ξ　　　　z日

彼は自分の熱い頬を触って、今日も飲
N主ぎたと分かった。

He　felt　his　hot　face　and　realized　that　he

?≠п@over　drunk　today．

73

我伯走違』了，述得往回走。
P．派生的

i寸“

私たちは’川　　、元に戻らないとい
ｯない。

We　p旦§堕d　our　destination　and　had　to

狽浮窒氏@back．

74

男1　　一　了，
ｹ。1．派生的

R．＊他芸痛苦，芸得痛苦鰺了。

磨@　当　　＋ト　些z日

・南古
@2．（F） あの老人は、もう学のない苦しみを勉

｢尽　　一

That　elderly　man　has　ex　erienced

U⊇suffering　as　an　illite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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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英語では結果述語を使う例
3．1DORに従う結果複合動詞
「穿破型」：

中国語 日本語 英語

75

放在外面的疏菜一天就被夙吹王
ｹ。　　1．派生的
Q．（F）　　　　司司一　　　　z日　　　→ロー

外に置かれた野菜は　に　か　、一日
ﾅもう　い　　　っ一。

The　vegetables　that　were　put　aside　got

b撃盾翌氏@dried　in　just　one　day．

区

76

厨房的碗桓都被姻裏墨了。
P．派生的
Q．（C）

R．姻薫碗拒，　得碗拒黒了。

キッチンの棚は　こいぶ　　て、全部墨 The　cabinets　in　the　kitchen　have　been

唐高盾汲?п@black．

77

表演太精彩了，我把手都担紅
ｹ。　1．派生的
Q．（F）　令　　　　　　　　　z日

ショーは大変素晴らしく、私は手が丞な
@1　“　　　一

1』my　hands」〔皇d　for　the　exciting
垂?窒?盾窒高≠獅モ?D

78

遠介金色鉦里的水本来是清的，

ﾒ他那ムー撹姶撹涯了。
P．派生的
Q．（D）

R．他撹（色缶［里的）水，撹得水澤

この金魚鉢の水はきれいだったのに、彼

ﾉかξ　‥　　こっ　　っ一。
The　water　in　this　fish　tank　was　clean，

b浮煤@he　stirred　it！！旦曲again．

79

貨架上的那几稗新式村杉，恨快

A被願客抱空了。
P．派生的
Q．（D）

@　　　’・　多　　　　z目f　カ　∀b

あの棚の上にあった新デザインのシャツ
ﾍ、あっという間にお客さんが掌ラよう仁

The　new　shirts　on　the　shelf　were　quickly

唐獅≠狽モ??п@u　by　customers　and　the　shelf

口

賃’っτ、　1か、っ1にたつ一。 became皇皿P虹

那壷升水都放速了，再姶熱一下
�B1．派生的
Q．（F）　　　　　　　　　　　　、一畠一

あのポットのお湯は，長く　い　協 The　water　in　the　flask　has　been　left
80

z日

L圭⊇たから、もう一回温めよう。 皇Ω国，let　me　heat　it　up　again．

81

区二示心是

P．派生的
Q．（D）

　　　　　　月　　好　，

ﾋ杁下面乱抽会抽固、的。

ホ区
これらの雑誌は全部発行月順に整理さ
黷ﾄいるから、あなたがこういう風に下
ｩら　っ一、　　　っ一、　　1　が

These　magazines　are　arranged　according
狽潤@the　publication　months，　you’ll皿皇§」§＿凹ユ

狽??@order　if　you　just　randomly地Ωany

盾獅?@from　the　bottom．

九ま 娼九主

82

区二
?ﾈ乱了！
P．派生的
Q．（F）　　、

心ム　妃土一　了？’

@、　z日

これらの帳簿は、何故全部同じ箇所に
L入しているの？あなたは、帳簿を間
痰ﾁて記入して、混乱させてしまった。

Why　did　you　put　all　the　figures　together？

xou　messed　u　the　accounts．

83

遠双軽的軽眼几都磨偏了。
P．派生的
Q．（D）

この靴の底は、（歩く姿勢のバランスが
ｫくて）　し’し　が　　“1カ’い。

The　soles　of　these　shoes　have　been　worn　　　　　　　　　　　　　　－

?撃≠煤D

3．　　　L　鑑 L一 一

然后把土塾到低的地方去。
ビ

84

区几・　面述是局，
ｹ，

P．派生的
Q．（C）　立　　　　　　z日　　　、

ここの地面はまだ高いから、土を型
@げ　”に　　、その土を低いところ

The　surface　on　this　land　is　still　high，幽

奄秤囃Uand　use　the　soil　to　fill　up　the　low

唐浮窒?≠モ?Dにかぶせよう。

85

那介木析搭窒了，達弓牟都辻不
氏B　　　　　　　　1．派生的 あの木の橋は　Lが　　　、馬車も

ﾊれない。
The　bridge　is吐too　narrow，　even　a
?盾窒唐?@cart　can’tpass　through．

86

向日葵被夙吹倒了，快把宮迭直。
P．派生的
Q．（D）

R．　口　　　　相ロ　　1盲

ひまわりが　に　か　　　　　　っ
ｽ一早く起こして。

The　sunflowers　were　toppled　by　the　wind，

唐狽≠獅п@them」』2　again．

90



87

．

区本教材錨浅了，不遥用干大学
w生。
P．派生的
Q．（F）

@　　　を　z日　　　ξ

この教材は一　　六が　　　　　、大
w生に合わない。

This　textbook　is　made　too＿皇到and　is

獅盾煤@suitable　fbr　university　students．

他一夏天都在海辺游泳，身上全
N墨了。
P．派生的
Q．（F）

に＋1
88

3．日 z日

彼は一夏中海辺で泳いで、
@カミ　っ　　こオ、っ一

He　was　at　the　beach　the　whole　summer

≠獅п@had　his　upper　torso　burnt　black．

89

、

　　脚’．、了，焙了…天述没

迴m。
P．派生的
Q．（C）

@’五　　’五娼　　執

わたしの足は｝一　なか倉か日　’な
｢。

My　legs　were　frozen　and　l　can’tseem　to

翌≠窒香@them＿凹⊇no　matter　how　hard　I　tried．

90

・伽急玄把剛整理好的併叉姶蓋散
ｹ1冴！
P．派生的

整理できたばかりのレジュメ、何でまた

@、か　　いるの？
Why　did　you　m迷』p　the　notes　ljust　put　in

盾窒р?秩H

我瞭在外面的衣服都被雨水盗
ｼ了。
P．本来的
Q．（B）　“　　　　　　　“　z日　　　　　ξ

外に干してある洋服は・・こ漫　　ビぐ The　clothes　I　hung　outside　are　all　soaked91
ビξ　になつ一 囮」by　the　rain．

．

に1一　から切ってくださ Stack　the　cards」』⊇nicely　before　shuf刊ng
92

先把朴克牌理厘1再洗牌。
P．本来的
Q．（B）

カードを1

｢。 them．

93

仰軽一点几，別把豆腐埜硅了。
P．派生的
Q．（D）

R．小豆　　小侶豆

軽く妙めて、豆腐を小　工ないよう
ﾉ。

Be　more　gentle　when　you　are　fryir19，

≠獅п@don’t！n旦§h＿L』巨the　tofu．

94

他　元信以后，就　言　　了。
P．本来的
Q．（A）　　言旨　　z　量

彼は手紙を読んだ後すぐ手紙を　し　Lに

@つ　　　　つ一
He』the　letter　afヒer　reading　it．

3．

1　　　カミ　、　　1こカ、っ　　し、

95

・伽看看，遠幅画鵠了喝？
P．派生的
Q．（D）

R．土面　　侶面亭

見て、この絵、

驕H
Look，　is　the　painting　hun　crooked？

96

伯｛只住了一介月的院就差腔了。
P．派生的
Q．（D）　－　　　　　　　　z日　　”

一ヶ月しか入院していないのに、あなた
ﾍ、　言　　　、っ　　一　。

Look　how　much　weight　you　have　pエ
≠?狽?窒鰍浮唐煤@a　month’sstay　in　the　hospital．

97

銭好容易才達差了，貨却已経美
�ｹ。
P．派生的

お金をやっとか　　　一のに、品切れ
ｾった。

We　took　a　long　time　to　g豆Lthe　money

ｲbut　unfortunately，　all　the　goods
?≠魔?@already　been　sold．

98

別区祥圷嘘核子，田三痘了急久

秩I　1．派生的
Q．（D）

こんなに子供を驚かさないで、驚虹痘
@になっ一らどうする1

Don’tfrighten　the　child　like　this，　you’II

u幽1him亘Ωk．
．

　　　　x日m、　　　　　　ノ、

99

　皿　一　手，　房貝上・躍子

M了。
P．派生的
Q．（D）

彼は強く手を叩いたら、屋上の鳩は驚∪
@　　　詔一つ　　　　　つ’

He　fri　htened　the　pigeon　on　the　roof

cwith　a　violent　clap　of　his　hands．

催　　　　侶舘

100

他一下就把気球吹爆了。
P．派生的
Q．（D）

R．吹気球，吹得『球爆了。

彼は風船に空気を　　　　　　い、
?ﾁという間に　　’」　　　つ’。

He　blew　the　balloon凹巨at　one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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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上人　，　　是　里・1温
汲蛾ｳ了。
P．派生的
Q．（D）

@　　　合　　　娼　　合

バスは人がいっぱいで、彼のタバコは、

ﾘ　　こに　　ξ　　　　つ一。

There　were　a　lot　of　people　on　the　train，

?奄刀@pack　of　cigarettes　in　the　bag　were　all

@uashed　flat．S

102

他『得把暗上的画都」出臣了。
P．派生的
Q．（D）

R．　止面　止相面

彼は怒りのあまりに、壁にかけてあった
Gを　　1が　　しまった。

He上9【皇painting　ofr　the　wall　in　his　anger．

我瞭在外面的衣服准是被夙刮［去

ｹ。　　　　　　　1．派生的
Q．（D）

に　　　　“
103

外に干していた洋服は、

@　たたっ　　っ一に違いない。
The　clothes　I　hung　outside　were』

U当by　the　wind．

．メ　l　　　　　lz日

双　一　，巨　・山石

ｹ。　1．派生的
Q．（D）　　　　　z日

The　rocks　were　blown　a　arヒwith　a　loud
104

ドカンと巨大な山の石が

@つ　　　　つ一 boom．

105

是准把刀刃垂養的？　　　　1．

h生的
Q．（D）

R．　　刃　　娼　刃

だれが包丁のやいばを　し　げ一の？ Who曲the　sword’sblade？
vho　bent　the　edge　of　the　knife？

106

我真的不知道急久把他墓憧了。
P．派生的
Q．（C）

ﾏ　　煮相　’x

どうやって彼を怒ち世たか全く分からな

｢。

Ireally　don’tknow　what　is旦趣血g　him　so

U四盟・

107

大人一瞠眼把核子旺胞了。
P．派生的
Q．（D）

大人がひとにらみして、子供を驚鯉ちし“しに　一。

The　adult　widened　his　eyes　and　scared

狽??@children＿＝．

3．1圷核子，圷得弦子胞了。

’か
108

倣作並吋，伽把繰刀本撰正了。
P．派生的
Q．（D）

D　多　ン　　　　侶多　〉

宿題をやるときは練習帳を
ﾈいと。

You　must　p吐your　workbook§t［岨
翌??氏@doing　your　homework．

109

他剛才脱在沙灘上的衣服被潮水
獄E了。
P．派生的
Q．（F）

R潮水沖衣服，沖得衣服｛＊鉋／不

彼が今砂浜に脱いだ服は、潮に流され
@z一つ　　　　　つ一

The　shirt　hejust　put　on　the　beach　was

翌≠唐??п@awa　by　the　tides．

110

洪フ　家里・家具　’
P．派生的
Q．（F）

R．洪水沖家具，沖得家具都｛＊走／

Am

了。

洪水は、家の家具をみな担L流Lてし
ﾜった。

The刊ood　washed　awa　all　the　furniture．

一降涼夙把他堅醒了，再也不困
ｹ。　　　　　　　1．派生的
Q．（F）

繊　　　　　　　　，

111

　　　　　4日Dx

一陣の涼風が
烽､眠くない。

Acool　wind上』him　awake．

吋同快到了，快把他魑醒咀。
P．派生的
Q．（D）

もうすぐ時間だよ、はやく彼を”“こ
112

3．o　　　　鑑

てください。
It’salmost　time，』画～Ωhim凹2　now．

113

遠事又不是巧上亦得来的，仰筒
ｼ要把人逼死了。
P．派生的
Q．（D）

R．，信　　ξ冒侶

そんなこと、すぐできるわけないでしょ

､、人を　拠　　　霊い杁’気？

it’simpossible　to　finish　this　straight

≠翌≠凵C　are　you　trying　to　kill　us？

114

那条疲狗被几介小侠子虹死了。
P．派生的
Q．（D）

R．　　　　侶

あの狂犬は男の子達に　し　　　一。
That　mad　d◎g　was　beaten　to　death　by　a

??浴@boys．

92



115

那只小鹿是被狼咬死了。
P．派生的
Q．（D）

R．狼咬小鹿，咬得小鹿死了。

あの小鹿は狼に　　　　　　・しまっ
ｽ。

That　fawn　was　bitten　to　death　by　the
翌盾撃

116

把弦子担住，別捧着核子。
P．派生的
Q．（E）

子供を　　　　、転ばせないように
ﾋ。

上幽the　child　t蜘L，　don’tIet　him　fall．

3．＊　小 侶小

117

他　年日・
P．派生的
Q．（D）

@　、　、

　’到現　述没’・　呪。

S　”、’日　　、　ジ

彼は去年の借金をいまだに振煕～　いな
｢。

He　still　has　not　fully　p』the　money

??@borrowed　last　year．

118

他整足了　几心大干一場。
P．派生的

Q．（D）　　　　　　ノ目

彼は　　こ　　一　、これから一仕事をし
ｽいと思う。

He』himself凹巨and　is　ready　to
狽≠汲?@on　the　world．

「　’　j

119

120

121

122

123

詣　　、

中国語
父来所説了几子的丑事，肺都快

壁了。
1．派生的
2．（F）

　　　　t日　ts
及了，実了一　，　眼

都毘腔了。
1．派生的
2．（F）

　　　t日

炸　　公共汽一的
1．派生的
2．（F）

　　　堅’191．N　　ξ≧

　　　　　　王　　＿

丈夫死后，地非常悲痛，眼泪都
快呈王了。
1．派生的
2．（F）

3．地果得眼泪都快干了。

　　　　　　　　　王　工　了。

地震　口
1．派生的
2．（F）

　壼】手z　　、

」ー

了。

日本語

父親は息子の醜聞を聞いて、怒∪心頭

彼女は悲しくて、一晩泣き続けたあげく、
目も腫1it．Lz　E：⊇」⊆しまった。

夫が亡くなった後、彼女は非常に悲し
み、（泣いて泣いて）tEt「が　1“泣い

虹

爆弾が、バスのガラスを全部、

ESIeSLX2k

地震がガラスを全部一　捜1っ つ一〇

英語

On　hearing　his　son’sembarrassing　act，

the　father　almost』his　top凹2．

She　was　terribly　upset　and〔週her　eyes

swollen．

Saddened　at　her　husband’sdeath，　she

almost　cried　her　eyes＿9！tl！lt．

The　bomb　shattered　the　bus　windows

The　earthquake　shattered　the　glass　on

the　doors　and　windows－．

「特別型」：

中国語 日本語 英語

124

司　丑足了一　，沿　平坦・

|路往前升去。
P．派生的
Q．（E）

R．司机升｛牟／＊昌力｝，升得牟的⇒

ドライバーはエンジンをいっ゜い　　・・

Uエ、道路に沿って運転していく。
The　driver　fully－the　engine，　and
р窒盾魔?@ofF　along　the　straight　highway．

3．2DORに従わない結果複合動詞

「　’　1　　≡　　’　：

中国語 日本語 英語

125

今天真冷，耳呆都快遮臣了。
P．派生的 今日は寒くて、耳も元一・　　しまいそう

ｾ。
The　cold　today　is　fヒ≡血g　my　ears　g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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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　了，切・ 片泉 別谷易。

1．派生的 肉は、 か こ〉っ い 、とてもきりやす The　meat　is　frozen　solid，　so　it　should
126

2．（F）　　、　　z日 い。 be　easy　to　cut　it　into　slices．

後項が前項を修飾する（副詞的関係）場合

中国語 日本語 英語

127

我和他剛淡了丙三句活就迭崩
ｹ。1．派生的

Q．（F）　　⑳　　、　　、♂　　、　　　　　、，　　z　　　、　　　山．＊　　　　、　　　　、

私と彼は二、三言も交わさないうちに、言　カミム　　　　言　カミ士力、尤、カ、つ一。

Our　negotiations　were　broken　off　within
翌盾窒р刀D

128

地伯　是∠’生姐妹，仰可別　’了。
P．派生的
Q．（G）

磨@　　　’　　　z目　　’ξ

彼女達は双子だから、劃違えないように
ﾋ。

They　are　twin　sisters，　so　be　careful　you

р盾氏ft血⊆them＿四．

4．中国語においてのみ結果述語を使う例

　　　4．1DORに従う結果複合動詞
　　　　「穿破型」：

中国語 日本語 英語

129

遠同屋子的地板，有的地方都被擦宜
ｹ。
P．派生的
Q．（D）　　　　　z目

この部屋の床は、ところどころ　か

@　　Z、っ　い

Certain　parts　of　the　floor　in　this　house　have

≠撃高盾唐煤@turned　white　from　too　much　wi　in．

130

他的腿是辻人虹残的。
P．派生的

Q．（D）　　　　　　ノ■

ξ

彼の足は人に几’　　　・　　になっ一の
ｾ。

He　was　crippled　in　the　leg　by　someone．

、1’
Cξ @　　’

，泉
口

131

一　　　　　　　　、　並

v亦成。
P．派生的
Q．（C）　　　　z　　　　　／

あなたの表情がこわばっているのを見れば、
ｱとが失敗したと分かる。

lknew　you　didn’taccomplish　the　task　the

高盾高?獅煤@I　saw　you　pull　a　long　face．

132

剛磨的刀急久几天就
P．派生的
Q．（F）　　　　z日

了？

研いだばかりなのに、何故何日も使っていな
｢のに、もう切れなくなったのか。

why　does　the　knife　g皇±＿廻just　a　few　days
≠?狽?秩@I’ve　sharpened　it？

133

等我趨了銭，就回故多探来。
P．派生的
Q．（E）　　、　　　z日　　、

私は、’　一　　　になっ一ら、す
ｮ故郷に帰る。

Iwill　visit　my　hometown　when　I　have

唐≠魔?п@enou　h．

134

今天上街我把帯的銭都韮光了。
P．派生的 私は、今日、買い物に行って、持って

｢ったお金を全部　い七っ　しまった。
Ialmost　s　ent　all　the　mone　I　brought

翌奄狽?@me　todaゾ

135

　　＿　　　　　　　　　　　　　’

S鈎子。
P．派生的

Q．（D）”タ」’z自’タ」夕

了，’　－1

彼は一本の鉄棒を’・左　　・＋い　、
ﾈげてかぎ状にした。

He　heated　the　metal　rod　till　it　turned

G皇d．then　bent　it　into　a　metal　hook．

136

山洪暴友，把附近的河堤都注胚
ｹ。1．派生的
Q．（F）

R．　過”　　　　　　・

山で洪水が起こり、近くの堤防が担L流

@　　こ　　　　　　つ一
Mountain　floods幽all　the　river
р凾汲?刀@in　the　vicinity．

、　5ロ‡日 相戸‡日

他被人虹畳后，半天才醒辻来。
P．派生的
Q．（D）

彼は人に　’　　　　　っ　　い、 After　bein　beaten　by　someone，　he　y雌
137

半日たって、やっと目覚めた。 unconscious　for　half　a　day．

3．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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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圏弔棺的那几張画根，恨快就被
w生翻岨了。
P．派生的
Q．（F）

@面　　　　侶面

図書館のグラフ雑誌は、学生に△＝ジを　、　　　　　　　◆　尤、

Students　quickly　dirtied　the　pictorial

高≠№≠嘯奄獅?刀@in　the　library．

他辻同学姶虹墨了。
P．派生的

Q．（D）　　　　　　　z目

、　　泣い　　　っ His　classmates　made　him　c　b　hittin139
彼はクラスメートに

血3．百己当

140

遠几件衣服妥来后就没穿迂，完
S是放坦的。
P．派生的
Q．（F）

この洋服数着は買ってから、一度も着て
@　　　　　　っぱな　・　なつ

These　clothes　have　not　been　worn

盾獅モ?C　they　are　just　turnin　old　fromない。まったく

zのだ。 unuse．

3．　　　　z　　旧

141

新妥的皮鮭可把我姶害苦了，剛
坥ｹ一天就把脚匿破了。
P．派生的
Q．（D）

R．　　　　侶

新しい革靴は私をひどい目にあわせた。

@　　　　　　　　　　　　がこ

These　new　shoes　are　causing　me　a　Iot

盾?@trouble　by　scraping　the　skin　of　my

???狽鰍浮唐煤@days　since　I　started　wearing

狽??香D

一日はいただけで、もう

@一ミつぶ　　　　つ一

142

那介圷心　・　，　下　”
`可整萱了。
P．派生的
Q．（D）

W政・”　　敷z日・，’　＋ト

あの意地悪なボスは、下の人達を散々
｢“　　＋ト　　ー。

That　cruel　boss　tortured　his

唐浮b盾窒р奄獅≠狽?刀@miserablゾ

143

因力経菅不善，好好的一介工「

ﾒ他姶這匿了。
P．派生的
Q．（D）

R．槁工「，拍得工「埼了。

経営がまずかったため、ちゃんとした工

黷ｪ彼のせいでゴ　にたっ　　っ一。
He　ruined　the　business　due　to　the　poor

?モ盾獅盾高凵D

144

那ム大的困唯，也没把他圧笙，

ｼ真是条硬汲子！
P．派生的
Q．（D）

R．圧他圧得他跨了。

あんな大きな困難も、彼をくじけさせるこ

ﾆはなかったなんて、彼は本当に男の中
ﾌ男だ。

He’sreally　tough，　even　a　problem　of

狽?≠煤@scale　did　not　overwhelm　him．

145

把刀磨怯一点几，要不然切不劫
�B1．派生的
Q．（D）

R磨刀，磨得刀快了。

包丁をもうちょっと切れるようにはやく班

k唾、でないと、肉が切れなくなる。
You　need　to　sharpen　the　knife　further，

盾秩@else　it　will　not　cut　the　meat

146

大米粥已経整ぱ了。

P派生的
Q．（C）

R．熱粥，熱得粥廷了。

お粥はもう、　　　　　こオ・っ一。 The　porridge　is　full　cooked．

147

把油灯］蟻一点几，房里太暗
ｹ。　1．派生的
Q．（D）

R．抜油灯，披得油灯亮了。

もうちょっとオイルランプを、芯を調節し

ﾄ明るくして。部屋が暗過ぎるから。

Turn　up　the　oil　lamp，　the　room　is　too

р≠窒求D

148

他的噴唇是被夙堅裂的。
P．派生的
Q．（F）

R．夙吹噛唇，吹得噴唇裂了。

彼の唇は風に　か　　　　゜　　割
黷ﾄしまったのだ。

His　lips　were　cut　b　the　wi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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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核子坐在我腿上，把我腿都圧麻
了。1．派生的
2．（D）

3．圧腿，圧得腿麻了。

鴻蛋藍嵐一点多好吃！
1．派生的
2．（D）

3．＊前　　前t・e

暗上的那張相片］圭偏了，仰往右
梛一梛。

1．派生的
2．（F）

3．圭　　　　　圭t’e 了

在衣服上噴上水，］楚E了再慰。
1．派生的
2．（C）

3．持衣服，持得衣服平了。

沐電把破璃窟都虹破了。
1．派生的
2．（F）

3．沐電打破璃，打得破璃破了。

核子的胎被樹枝飢破了，実着鉋
回了家。

1．派生的
2．（F）

　　　◇　b　　　　　　　　い

蓑　子裂　、i
就窒壁了。
1．派生的
2．（F）

　　　　　　t日、

t自

　s 不上…天

　不　　ロP7、目ヒ　　，　、月ヒ

都摸就摸延了。
1．派生的
2．（D）

　　　　　　z日　　　ロ　　　ロ

，　家

”　了，所以一’V］

就換上施鮭。
1．派生的
2．（D）

　口　　　　　　　　、ノt日

区次試我EiE了。
1．派生的
2．（F）

3．　’　t’E’

挺好的事辻伽姶靖了。
1．派生的
2．（F）

　1　　　　J　’目 噛

慰斗不鰺熟，所以我的褥銭没滋
直。　　　　　　　1．派生的
2．（D）

3．慰祷残，慰得褥残直了。

他的大栂指辻口姶来腔了。
1．派生的
2．（F）

3．’ ヒ t目　　　　　　ヒ⊃

子供が太ももに座っているから、私の太
ももを圧迫L．suUl21　gstt　gt．eg⊇た。

卵は＋い
いしい。

’かい’　こ　一ほうがお

壁にかけてあるあの写真は、tSIUQ＞た
QS”2，　ge＞，6、もうちょっと右に動かして

くれる？

洋服の上に水を吹きかけて、止を但ば
1tre1i2111－Zから、アイロンをかけよ
う。

電が窓ガラスに当たって、窓ガラスを
割ってしまった。

子供の顔は木の枝が’一一っ　　つ1’
血こ⊆L子供は泣きながら帰った。

このズボンは、色がうすいので、半日も

履かないうちに履き汚Lエしまう。

展示してある商品は見るだけで、触って

はいけない、皆が触ると、pm
圭乏から。

彼女は絨毯を踏亙斑のをさけるた
め、ドアを入ると、すぐスリッパに履き替
えた。

今回の試験は受mpた。

いいことだったのに、あなたに台無しにさ
れたよ。

アイロンが熱くないからズボンの筋を

　っ　“に、1られなかった。

彼の親指はドアに

虹

These　kids　sat　on　my　legs　and　caused

my　legs　to　beome　numb．

Eggs　are　more　delici◎us　when　not

overfried．

The　picture　on　the　wall　is　hung　slanted．

Please　a（ijust　the　right　side．

Sprinkle　water　on　the　clothes，　and

straighten　it　before　ironing．

The　hailstones　broke　the　window．

The　boy　cut　his　face　on　the　tree

branch，　and　ran　crying　home．

The　color　of　this　pants　is　too　light，　it

gets　dirtyjust　after　half　a　day　of

wearlng．

The　exhibits　can　only　be　viewed，　not

touched，　as　they　will　g←
lll！y！bl19＞“Lg！，1gngsu1eq1，dthth

She　is　afraid　of　d止辿the　carpet　so

she　changed　into　a　pair　of　siippers　the

moment　she　entered　the　room．

1ruined　the　test．

You　ruined　a　good　thing．

The　iron　is　not　hot　enough，　so　the　pleats

on　mypants　are　not　ro　erl　ironed．

His　thumb　got　caught　in　the　door　and

swel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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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夙把平静的湖面吹箪了。

162
1．派生的
Q．（F）

風は静かな湖に　　’　　ξ　　っ一。
The　wind　made　ripples　on　the　calm　lake
唐浮窒?≠モ?D

．）く　・　　　　　z日・

衣服穿的吋同長了，就麹了。
1．派生的 洋服は何回も　　い　』　に　　が Wrinkles　form　on　clothes　that　are　worn

163
2．（F）

工
for　a　long　time．

z日
・

他酒量不大，一会几就被人灌酪

164 了。　　　　　　　1．派生的
Q．（C）

彼はあまり飲めないから、人に注拠
巣j、あっという間に　っ　っ一。

He　can’tdrink　well　and　gets　drunk

?≠唐奄撃凵D

3．灌他（酒），灌得他酔了。

打岡球吋，他的球拍打在我腿

165
上，把我的腿虹責了一快。
P．派生的
Q．（D）

テニスをときは、彼はわたしの足にバット

�黷ﾁ　　っ　　　　ミ・　　　っ
He　bruised　my　thigh　when　his　racket　hit

奄煤@during　a　tennis　game．

他把核子的腿都撞了，遠人心
太狼。

1．派生的 彼は子供の足をつ　っ　　　　　っ That　cold－hearted　man　pinched　the
166

2．（D） L圭⊇た。この人は、残酷だ。 boy’sthigh　till　it　was　black　and　blue．

3．他貯弦子的腿，持得核子的腿
圭
伯｛把脚歩放墓一点，核子伯都睡

167
了。　　　　　　　1．派生的
Q．（G）

静かに歩いてください、子供はもう寝た
ｩら。

Walk　quietlゾthe　children　are　sleeping．

．＊　　告　　鑑　ナヒ

他的罪不軽，但是法院判墓了。

168
1．派生的
Q．（G）

彼の罪は軽くない、しかし、裁判所の判

?ﾍ、軽い刑だった。
He　committed　a　serious　crime，　but　got

盾?wwith　a　light　sentence．

没査渣　　　・原因之削，心ム罷

169

｛移乱下詰冶呪？
P．派生的
Q．（D）

事故の原因が判明する前に、結論を出
ｵちゃだめだろう？

How　can　you　rashly　make　ajudegement
翌奄狽?盾浮矧､rst　clarifying　the　cause　of　the

≠モモ奄р?獅煤H

3．査事故的原因，査得原因清
林

我伯把貨物点漬了再升始菅並。

170
1．派生的
Q．（D）

品物を数え終わったら（棚卸が終わった
轣j営業を始めよう。

Let’scheck　the　inventory　before

唐狽≠窒狽奄獅〟@the　business．

．僧　　　侶僧　建林
伽」且遣那介人的特征了喝？
1．派生的

171 2．（F） あの人の特徴をはっきり覚えた？ Do　you　remember　his　features　clearly？

3．＊妃那介人的特征，記得那介人
　x　ξ圭　林、　　　、

我没看漬那介人是准。

172
1．派生的
Q．（G）

あの人はだれなのかはっきり見えなかっ
ｽ。

Ididn’tsee　clearly　who　that　man　was．

3．＊　人　　掲人工林
遠筆帳我算了半天也没篁漬。

173
1．派生的
Q．（D）

この決算はなかなか数え経わらない。
Icouldn’tsettle　the　account　no　matter

?盾浴@hard　l　tried．

一群弦子元壕元故把那条狗的腿
虹趨了。

174
1．派生的
Q．（D）

子供達は、理由もなくその犬の足を拓±2
@“っこに　　　　っ一

Some　children　broke　the　dog’sleg　for

獅潤@reason．

3．弦子イ1］打狗的腿，打得狗的腿

97



こ　つ
175

我的腿是在哉争中辻炸弾給鵠
I。　　　　　　　1．派生的
Q．（D）

わたしの足は戦争のときに
E　　にたっ一のだ。

Iwas　crippled　by　a　bomb　during　the

翌≠秩D

、かなつ
176

柏油弓路都被太阻晒麸了。
P．派生的 道路は日差しに

The　road　is　melted　by　the　scorching　sun．

177

遠秒塑料一接近火就髄了。
P．派生的
Q．（D）

この種のプラスチックは火に近づけたら
ｷぐ＋か　　　’、オ’っ　しまう。

This　kind　of　plastic　melts　when　it　gets

狽盾潤@close　to　a　fire．

178

快把菓子上模子捌匝，客人就要
?ｹ。
P．派生的
Q．（D）

@　　　　z日　　　1面

はやく机の上の箸を並べて、もうすぐお

q様が来るから。

Quickly　set　the　chopsticks　on　the　table，

狽??@customers　are　coming

179

区久好看的茶杯辻我姶虹i睦了，

^可惜。
P．派生的
Q．（D）

R．　→＋　　　z

こんなにきれいなコップを割ってしまっ

ｽ、残念だ。

What　I　pity　to　break　such　a　nice－looking

モ浮吹D

180

体温汁不知道什久吋候被我玉硅
ｹ。　　　　　　　1．派生的

Q．（D）　　　こ日’　　　　z日　　ξ日、・　　、　　　　　　　　　　　　　　　　　　、

体温計はいつかの間にか、私に担L置
ｳれてしまった。

Iaccidentally　squashed　the
狽??窒高盾高?狽?秩D

181

工人伯題場房頂，忌是軽軽地
磨B　1．派生的
Q．（D）

R．躁房頂，採得房頂場了。

労働者たちは屋上を踏ぴ置主のに恐れ
ﾄ、そろりそうりと歩いている。

The　workers　always　walk　gently，　afraid

盾?@breaking　the　roof三

182

毛筆使禿了，写出来的字不好
ﾅ。　1．派生的
Q．（D）

筆は　い　　　1　　い、きれいに
ｩけない。

The　tip　of　the　brush　is　blunt，　so　it

р盾?唐氏ftwrite　well．

183

華果把樹枝都圧査了。
P．派生的
Q．（D）

@、　　、　　　　　　、z日　　、　　　　、

リンゴは、枝をたわわに　し　げし
ﾜっている。

The　apples　are　bending　the　tree

b窒≠獅モ??刀D

他的眼晴被弾弓」田豊了。
P．派生的

Q．（D）　　　　　　　　z日

彼の目はパ　ンコ玉に’一っ　　一な
184

カ、つ　　　つ一
His　eyes　were　blinded　by　a　sling

185

糟樵，我把涼菜］鍼了。
P．派生的
Q．（F）

R．拝涼菜，拝的涼菜威了。

しまった、漬物の味が塩　’　一。
Oh　dear三1put　too　much　salt　in　the

垂奄モ汲撃?п@vegetables．

186

故人想愉袈村庄，却踵血了村外
I地雷。
P．派生的
Q．（D）

R．磁　　　＝＝　　面z日　　秦0ロ

敵は村を襲おうとしたときに、村外の地

汲�求@・　カ’立響か　一。

The　enemies　wanted　to　launch　a

唐浮窒垂窒奄唐?@attack　on　the　village　but

奄獅唐狽?≠п@stepped　on　the　land　mines

盾浮狽唐奄р?@it，　alerting　the　villagers．

187

船長拉唾1了肩航的汽笛。
P．派生的
Q．（D）

R．1忍旨　　　　±LZ自誕宣　　ロロ

キャプテンは出発の汽笛を鳴らした。
The　captain　sounded　the　horn　for
р?垂≠窒狽浮窒?D

188

毛衣虹小了，穿不下。
P．派生的
Q．（G）

R．打毛衣，打得毛衣小了。

セーターは、小さすぎて入らない。
Imade　the　sweater　too　small，1can’t

翌?≠秩@it．

98



丁ヨ元以口，ホr］ 云易・。子

189
握差。

P．派生的
Q．（D）

掃除し終わったら、会場の椅子をきちム
ﾆ並ムェください。

Arrange　the　chairs　in　the　conference

窒盾盾香@after　cleaning．

z自
、

遠几張紙没有裁査。

190
1．派生的
Q．（D）　　　　z日

これらの紙は　　いこ七　　いない。
These　few　pieces　of　paper　were　not
垂窒盾垂?窒撃凵@cut．

蓋房子用的材料都各i差了。

191
1．派生的
Q．（F）

家を建てるときに使う材料は全部整え All　the　house－building　materials　are

窒?≠р凵D

’◎

・計　　当易
， 吊

旭蹴。

192
1．派生的
Q．（G）

彼女のうそはその場で暴かれて、彼女を
｢惑させた。

Her　lies　were　exposed　on　the　spoち

高≠汲奄獅〟@her　extremely　embarrassed．

3．＊我伯1斥地的假活， 振得假活穿

β局　　⑳
・－ P 表

193
了，至今迩没有桟到。
P．派生的
Q．（G）

去年郵便局は私の小包を一つ紛失して
ｵまい、未だに見つからない。

Last　year，　the　post　ofnce　lost　one　of

高凵@parcels　and　still　has　not　found　it

凾?煤D

占
蛆蚊能魎比官大好几倍的京

194
西。1．派生的
Q．（D）

アリは自分自身より何倍も大きいものを
@っ　っ　　か　ことができる。

Ants　can　drag　things　that　are　many

狽奄高?刀@their　weight、

z日 一
．

》得、好了，区1 　、

195
姶演活了。
P．派生的
Q．（F）

彼の演技はすばらしく、この役は彼に

謔ﾁて生生　　・い　　一。
He　managed　to　play　this　role

モ盾獅魔奄獅モ奄獅№撃凵@with　his　good　acting．

、　、’＼・A　　　　　　、 z日、’ノト ξ

男1人⇒　人 没元没了，一。果

把対方豊火了。 あの人はいったん人を非難したらもう止 As　he　has　a　tendency　to　criticize

196 1．派生的 まらないから、結局相手の人を怒らせて people　non－stop，　he　ended　up　enraging
2．（D） しまった。 the　other　partゾ

ロロ　　　　　　　ロロz日一・
@、　　　　　　　　　　　　　　　　　、

9　’

他被蓋火了，寛劫手打起人来

197
了。

Q．（C）

1．派生的 彼は怒ってしまって、結局人を殴ってし
ﾜった。

He　got　enraged　and　started　hitting
垂?盾垂撃?D

3惹　　惹掲　・’

是家里人把他逼急了他才萬家出

198

走的。

P．派生的
Q．（D）

彼の家族が彼をいらだたせて、彼を家出
ｳせたのだ。

He　got　irritated　at　his　familゾsnaggings

≠獅п@le仕home、

3．逼他，置得他急了。

別把狗逗急了， 官会咬人的。

199
1．派生的
Q．（E）

犬をからかわないで、いらだったら人を

嘯ﾞかもしれない。
Don’tantagorlize　the　dog　or　it　will　bite．

3．ミ＝　ξ＝鑑　急

遠快破璃没擦逢， 再擦一遍。

200
1．派生的
Q．（C）

このガラスはまだきれいになっていな
｢。もう一回拭きなおしてください。

This　window　is　not　well　cleaned；clean　it
≠№≠奄氏D

．　　1　　但 王 、

他半路遇上了圷人， 被那介家｛火

201

虹蒙了。

P．派生的
Q．（D）

彼は途中で悪い人に遭遇し、その人に
｣られてしまった。

He　encountered　a　hooligan　along　the

翌≠凵@and　was　badly　hit

3．打圷人，打得圷人蒙了。

一場大雨及吋地把山火盗丞了。

202
1．派生的
Q．（D）

ちょうど良い時に雨が降って山火事を消
ｵてくれた。

The　rain　extinguished　the　forest　fire　in

狽奄高?D

こ　・’　“ z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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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那条狗被主人虹拍了，再也不敢
咬人了。

1．派生的
2．（D）

3．主人打狗，打得狗伯了。

把核子都虹皮了，急久管也管不
好了。

1．派生的
2．（D）

3． t日

他盤丑衣拍，到田台上吹夙去
了。

2．（C）

1．派生的

t日

伯B虹丑盒蓋几看看里面有什久。
1．派生的
2．（G）

．＊　　合 t目合

把西瓜切丑，辻大家都雲一芸。
1．派生的
2．（D）

t日

日那　疋一“几　、夙，　月　、夙示

堅装了。
1．派生的
2．（F）

　　　　一 4e 一

他的賂博只是擦伍了，没有大碍
的。1．派生的
2．（D）

　　　　　t日
尖利的誘花針］趾伍了地的手指。
1．派生的
2．（D）

　　　』 1侶 bソ亡

他的眼晴被人虹伍了。
1．派生的
2．（D）

　　　　　t日

好不谷易　玄子
万別砂醒他。
1．派生的
2．（D）

3．1世　　　1世侶

暖瓶炸了，升水把我的腿璽伍
了。　1．派生的
2．（D）

　　－　x　：　膓t・e：

　　　　　　　　　了，ホ可千

　　　　　　　　目
快把虫子聡死，官要咬人的。
1．派生的
2．（D）

3．躁虫子，躁得虫子死了。

215

216

国王被人刺死的消息恨快佳遍了
全国。

1．派生的
2．（D）

3．1玉王 1娼玉王

送神頚不R，耗子吃了也没有被
毒死。

1．派生的
2．（C）

3．毒耗子，毒得耗子死了。

あの犬はご主人に殴一るの
を魎、二度と人を噛むことなかった。

この子はもう　　　　　しまっている
から、これ以上しつけしたって無駄だよ。

彼はボタンを典、ベランダに行って、
風にあたった。

ふたを闘」土て、中に何が入っているのか
を見てみて。

スイカを劃⊇エ、皆に食べさせよう。

ちょっとの風でも風の標示を吹盟

土

彼の腕は　し’い
から、大丈夫だ。

、

一だけだ

鋭い刺繍針が彼女の指を虹Lエ塩⊇1土

彼の目は人に殴ら血て傷を負ユてしまっ
た。

魔法瓶が爆発し、熱湯でわたしの足は
やけどを負った。

やっと子供をあde1L1selNたから、起
こさないでね。

その虫を早く踏siE2，5S1．［S、人を噛むか
ら。

国王が剋し殺されたというニュースはす
ぐ全国に広まった。

この薬は効かない。ねずみが食べても
死ななかった。

That　dog　has　been　so　severely　beaten

by　his　master　that　it　will　never　bite

anyOne　agaln．

The　children　are　not　afraid　of　being　hit

anymore，　there　is　no　way　to　control

them．

He　unbuttoned　his　shirt　and　went　to

the　balcony　for　some　wind．

Open　the　lid　and　see　what’sinside．

Cut　the　watermelon　for　everyone．

Even　a　light　breeze　can　swing　the

weathercock．

He　only　scraped　his　arm，　nothing

serlOUS．

The　sharp　embroidery　needle　pricked

her　finger．

His　eyes　were　boxed　by　someone．

The　hot　water　bottle　exploded　and　the

water　scalded　by　leg．

It　wasn’teasy　putting　the　child　to

sleep，　so　don’twake　him　up．

Step　on　that　bug　or　else　it　will　bite．

News　of　the　king，　s　assassination　soon

spread　throughout　the　country．

This　medicine　doesn’twork，　it　won’t

even　kill　a　r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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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爬在身上的蛆蚊捏死了。

217
1．派生的
Q．（D）

彼は体に這ってきた蟻を　　し魯　一。
He　squashed　the　ants　that　were
モ撃奄高b奄獅〟@onto　his　body．

、　　　　　z日　　　　、

　一
E 一

囚屯能壁死人，打雷吋伯呵要小

218
心。1．派生的
Q．（D）

雷は人を死なせるから、雷のときは気を

ﾂけてね。

Lightning　kills　so　be　careful　when　it

唐狽窒奄汲?刀D

3． 辟娼人
区稗新友明的永虫剤，能丞死恨

多稗美的害虫。 こういう新しいタイプの殺虫剤はいうん This　new　insecticide　can　kill　many
219 1．派生的 な種類の害虫を殺互ことができる。 dif『erent　kinds　of　insects．

2．（D）

3．余堂
米娼室ノ：、

用升水就能把虫卵盗死。

220
1．派生的
Q．（D）

お湯で虫の卵を殺すことができる。
You　can　kill　the　insect　eggs　with　hot

翌≠狽?秩D

・
膓　　　叱侶

⇒蜂再房害也不至干童死人。
1．派生的 蜂はいくらすごくても人を殺すことができ Wasps　are　dangerous　but　they　won’t

221 2．（D） ないだろう。 kill．

一
z日

・

弓友脾『差点把弓夫腸死。

222
1．派生的
Q．（D）

馬がかんしゃくを起こして、馬夫を1蛤

gところだった。

The　horse　almost　killed　the　rider　in　its

≠№奄狽≠狽奄盾氏D

一
z日

．

森林大火盗死不少野曽。
1．派生的 森の火事でたくさんの野獣が焼岨 Alot　of　animals　were　killed　in　the　forest

223 2．（D） 玉でしまった。 fire．

●　” 曲　　，　z日　　曲
・

我身子一歪差点捧倒，述好他一把拉

224
住我。

P．派生的
私は体が傾いてしまって、転びそうになった

ｪ、幸い彼がわたしを支えてくれた。
1almost　fell　if　not　for　him　holding　me．

2．（D）

、 1’目

他遠一生 尽了苦こ。

225
1．派生的
Q．（D）

彼は、一生苦しみをた　尽　　一。 He　has　suffered　through　and　through．

→＋ミ
　　z　→＋〉’　　　　　　　　　　　　　　　　　　　　　　　　　　　　、

我剛遊V］，同学伯沖我大笑把我

226
笑援了。

P．派生的
Q．（D）

私がドアに入ったとたん、クラスメートは

рﾉ笑いを浴びせかけ、私をびっくりさ

ｹた。

Upon　entering　the　door，　my　classmates

唐浮窒垂窒奄唐?п@me　by　laughing　at　me．

＿占当 、　　　　　、　　　　z日　　◆

旨口

㍍〉了，E以ロ日

227
題。

Q．（D）

1．派生的 二つの年代を　一日　一　、結局二間とも

s正解。

1got　the　two　dates　mized　up　so　I

≠獅唐翌?窒?п@two　questions　wrongly．

令　、 ．　・　　、　ノ　　　　　、“一

因’要迂 ，所以火　　　了。

228
1．派生的
Q．（D）

橋を渡ら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ので、列車の運
]がゆっくりとなった。

As　the　train　approached　the　bridge，　it

р窒盾垂垂?п@its　speed．

ノ

「　’　1　　言　’　：
中国語 日本語 英語

229

那介淘気的男核A人樹上跣下来，

r駈了腿。
P．派生的
Q．（F）

R．　　　娼ξ

あのやんちゃな男の子は木から落ちてし
ﾜい、足を折った。

That　mischievous　boy　broke　his　leg

翌??氏@he　fell　off　the　tree．

230

「天一天没　張西，肚子

於ｹ。
P．本来的
Q．（A）　令　　　z目　　　　　　、

今日一日何も食べていないため、お腹
ｪ　　　　ぺ　　ここオ’Lそうだ。

1didn’teat　anything　today　so　my

唐狽盾高≠モ?@is　grow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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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条狗的腿是小吋候A人楼梯上漆

231
下来挫残的。
P．派生的

あの子犬の足は、小さい頃に齪ら“　　　・　　になつ一　ご That　dog’sleg　was　crippled　when　it　fell

盾??@the　stairs　as　a　pupPy．
2．（F）

3．ロ　伯’

我的腿撞宣了一大快，疹得走不
了路。

一　・　い　　が・　、痛くて歩け My　legs　were　bruised　after　a　fall　and
232 1．派生的

Q．（F）
ない。 hurt　so　much　I　can’twalk．

　、
E

z日　ミ　圭　　　　＿

他杁牟上 捧下来把腿蛙了。

233
1．派生的
Q．（F）

彼は車から落ちて、足を折ってしまった。
He　fell　off　from　the　car　and　broke　his
撃?

3．　　相ξ

仰別坐在地上，把褥子坐壁了又

234
得洗了。

P．派生的
Q．（F）

地面に座らないで、座ってズボンを汚し

ｽら、また洗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から。

Don’tsit　on　the　ground，1’ll　need　to

翌≠唐?@your　pants　again　if　you　dirty　it．

　　4日、D’

核子把褥子尿湿了。

235
1．派生的
Q．（F）

子供はズボンを”　　漣’　しまっ
ｽ。

The　child　wet　his　pants．

z日　　　　　　　ξ
．

伯｛伯別砂了，把我的失都堕呈
了。 1．派生的 もう喧嘩しないで、　がいか　が Stop　quarrelin呂you　are　giving　me　a

236
2．（F） オ、つ　　　一。 headache．

，　’IP、娼 ゜　、さ　　　目

仰不要辻分彷心，劉　了身体急
ム亦？ あまり悲しまないで、泣 Don’t　be　too　sad．　Don’t　cry　too　much

237 1．派生的
Q．（F）

たらどうしようもない。 and　hurt　your　health．

3．，　侶 、

他伯几介人又悦又笑，把我笑醒

238
了。1．派生的
Q．（F）

あの人達が喋って笑って、私を起こし
ｽ。

Their　conversation　and　laughter　woke

高?浮吹D
、 z日　　令

・

坐了十几↑小吋的火牟，腿都坐麻

239 了。1．派生的
Q．（F）

十何時間もの列車を乗ったから、足がしびれ
ﾄしまった。

After　several　hours　on　the　train，　our

hegs　became　numb．
・　　ノ目　ξ

昨天晩上肚子疹，把我痙醒了。

240
1．派生的
Q．（F）

昨日おなか痛くて、夜痛くて起きてしまった。
My　stomach　ached　all　night　and　kept

高?@awake．

3．土　　z

子　丈 了，3天没回家。

241
1．派生的
Q．（F）　　　z

妻は夫に怒、　　　　、三日間帰ってこな
ｩった。

Angry　at　the　husband，　the　wife　lef十

?盾高?@for　three　days．

3．

242

丙天丙
P．派生的
Q．（F）　、　　　　　　　ノ

的心行軍　　’士姶　　了。

丸ごと二日間の急行軍で、兵士達は迷疲
After　marching　non－stop　for　two　days

≠獅п@two　nights，　the　soldiers　were　totally

???≠浮唐狽?пD

所了遠介可伯的故事，小女核被哩

243
了。

P．派生的
Q．（F）

その怖いストーリーを聞いて、女の子は怖
ｪって泣いてしまった。

Upon　hearing　this　scary　story，　the　little

№奄窒戟@cried．

ノ、
z

几子不所活， ＿　　昌馳ロゴ死了。

244
1．派生的
Q．（F）

子供が言うことをきかないので、お母さんを

ン{させた。

The　child　would　not　listen　to　his

高盾狽??秩C　making　her　very　angry．

　　z鼈

春天暖和的太阻都把我皿困了。

245
1．派生的
Q．（F）

春の暖かい日差しは、わたしを眠くさせ
ﾄしまった。

The　warm　spring　sunlight　is　making　me
唐撃??帥]

3．我（晒太田）晒得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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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

我伯筒直被他突如其来的挙劫旺
譌ｹ。
P．派生的

わたしたちは彼の突然の行動に驚き呆
黷ｽ。

We　were　shocked　by　his　sudden　action．

247

他被那介突如其来的事件1正昏
ｹ。1．派生的
Q．（F）

R．他圷得昏了。

彼はその突然の出来事で、驚いて気を
ｸった。

He　fell　unconscious　when　he　learned　of

狽??@shocking　news．

248

我伯1日但　　　如其　的　一旺呈
ｹ。1．派生的
Q．（F）　　、　　　　z

彼女の突然の振る舞いに私たちは麓趣

H
We　were　simply　surprised　by　her

唐浮рр?氏@actions／Her　sudden　actions

唐奄高垂撃凵@surprised　us．

「特別型」：

中国語 日本語 英語

249

区核子胎都懲責了，快姶他倣人
H呼吸。
P．派生的
Q．（D）

@　　願＊、　　懲侶、、　主

この子供の顔色は真っ青になってしまっ
ｽ、はやく人工呼吸をしなければ！

The　boゾsface　is　turning　green　from

唐浮??盾モ≠狽奄盾氏C　he　needs　artificial

窒?唐垂奄窒≠狽奄盾氏@immediatelゾ

250

　　　　　　　ノ　，
ｹ。1．派生的
Q．（D）

R．我擦｛＊毛巾／汗｝，擦得毛巾湿

見て、私すごい汗でしょ、タオルも江を拭

｢　　゜　　“　　。

Look　how　sweaty　I　am，　the　towel　is　all

翌?煤@from　my　wiping．

251

　　　　　　　、@　ノ、　　　　　，

ｹ。　1．派生的
Q．（D）

3．我躁｛＊布鮭／水｝，躁得布鮭湿

地面に水がたまって、私の布靴は濡れ
ﾄしまった。

1stepped　on　the　pool　of　water　on　the

№窒盾浮獅п@and　wet　my　cloth　shoes．

252

西瓜吃多了，肚子都吃脹了。
P．派生的　　　　　　・
Q．（F）

R．我吃｛＊肚子／西瓜｝，吃得肚子脹

スイカを食べ過ぎて、おなかがいっぱい
ｾ。

My　stomach　got　full　from　eating　too

高浮モ?@watermelon．

253

遠同屋子快搬空了，只剰下一介

蛻ﾟ桓述没搬走。
P．派生的
Q．（D）

@　＊　　　　－　　　　z日　　　　ワ七

この部屋は、荷物が運ばれてほとんど
�ﾉなった、残っているのは、大きいタン
Xー個まだ運び出していないだけだ。

This　house　is　almost　empty，　there　is

盾獅撃凵@a　big　wardrobe　Ieft　to　move．

〉

254

介。

P．派生的
Q．（D）

@　　＊

妥・那　茶具，土牛上　　了一

@　　　　　’

新しく買った茶道具はこんだ車内で一個割れ
ﾄしまった。

One　of　my　new　tea　sets　was　squashed

≠獅п@broken　on　the　crowded　train．

255

ホ，是↓

P．派生的
Q．（F）　、

＊

了　，他也不会所絢｛的。

A　　　　、　z日

ロをすっぱくして説得しても、彼はあなたの

bをきかないよ。

You　can　say　all　you　wanちbut　he　still

vill　nOt　liSten　tO　yOU．

256

戊衣

Q．（F）

R．’

子都洗湿了。
P．派生的

@　＊

別　　　子　　　，不、、

@　　　、　ノ　　　　　　　ξ　　　　　　　　　、

洗濯する前に袖を巻き上げなさい。そうしな

｢と、袖が濡れるよ。

Pull　up　your　sleeves　before　you　do　the

翌≠唐?奄獅〟C　or　else　they　will　get　wet

恕　了。

257

〉銀毛衣手

P．派生的
Q．（F）

@を口＊ を口z

私はずっとセーターを編みつづけたので、手
ｪ痛くなった。

1knitted　a　sweater　for　so　long　till　my

?≠獅р刀@ached．

258

一　心　的　n戸　我イ1］　　　了。
P．派生的
Q．（F）　吉　　　　、　、　　、　　　＊

突然の慌しいノックの音で、私たちはたたき

@こ　　　一
Sounds　of　hurried　knocking　woke　us　up．

吉　ノ日　　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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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已経唱了五　　了，　子　　唱亜
ｹ。
P．派生的
Q．（F）

@　日＊　　　　　　口娼

彼はすでに五曲歌ったので、喉も嗅れてし
ﾜった。

He　has　already　sung　flve　songs．　He　has

唐浮獅〟@himself　hoarse．

260

我抽的姻、多了，〉　　　了。
P．派生的
Q．（F）

@　　＊こ　　　　　　z　ぐ

たばこを吸いすぎて、頭がくらくらする。 Ismoked　too　much　and　felt　dizzy．

261

遠几張肢巻都」照］杢了。

P．派生的
Q．（F）　◆　　　　　　　　　　　　　　　　　　　　　　　6ε　　　＊　　　　　　　　　　　、　　、

このフィルム何枚かは、失敗してしまった。 These　rolls　of　fllm　are　spoilt．

262

一達写了三↑多小吋的字，我的手都
謳o了。
P．派生的
Q．（F）　　　　　白　　　　　’目　　　＊

三時間休まずに字を書いていたから、手が
ﾉくなった。

lwrote　non－stop　for　three　hours

翌奄狽?盾浮煤@a　rest　My　hands　are　now

≠モ?奄獅〟D

4．2DORに従わない結果複合動詞
　　　　　「　　　　・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中国語
今天的
1．派生的
2．（F）

　　　一

、少，’没 o

遠禾困　的生活我1日置’・　了！
　　　　　　　A目

1．派生的
2．（F）

　⑳、、　’　　　　、　　ξ 、、　t目

z子伯球一
1．派生的
2．（F）

　　　　、

了，又 〃、跳縄去了。

戊区ヌ　，

　一t日

，，不目子　ムハ　，

学不到三天就堂ぱ了。
1．派生的
2．（F）

　　　当　　　　　　　已z

他了，詰下m睡了。
1．派生的
2．（F）

3．　　ξ　　侶

遠核子太重了，我抱塁了，伯｛抱一会
几。

2．（D）

　，　　　　　　　　　　　　　　　　t

1．派生的

一天達演三場，地真唱墨了。
1．派生的
2．（F）

　　口　　　唱娼
他．、地 了，　坐下　抽姻。
1．派生的
2．（D）

3．

z子明：故

所見。

1．派生的
2．（F）

膿了，昌弓

徊
口

禄紗月　的　生多派
　1

　゜Dボ了烈

、

〈田

小 ，
朔区

没

煙了。

1．派生的
2．（F）

　⑨ t日，

P

日本語

今日のおかずは少なすぎて、お腹いっぱい
にならなかった。

こういう暇でのんびりしているような生活にも
ううんざりだ。

子供たちはボール遊びに
びを始めた。

、縄跳

この子はだめだ、何を勉強しても三日で飽き
てしまう。

彼は酔っ払っい、横になるなり、すぐ眠りに
入った。

この子は重過ぎる。抱き疲血，たから、ちょっと

代わって。

一日三回連続の出演で、彼女は本当に歌い

彼は床を拭き疲五てしまい、座ってタバコを

すい始めた。

子供は、物語に
聞こえない。

、母親が呼んでも

サーカスの演技は素晴らしく、観衆は演技に
見入2てしまった。

その話は彼女が何度も言い続けたので、私
をうんざりさせた。

英語

There　were　too　few　dishes　today，1

didn’thave　enough　food．

Iam　tired　of　living　such　a　leisurely　life！

The　children　are　tired　of　playing　ball

games，　and　started　to　play　with　ropes．

This　child　doesn’thave　the

perseverance　to　learn　anything　for

more　than　three　days．

He　got　drunk　and　fell　asleep

immediately　upon　lying　down．

This　child　is　too　heavy；Iam　tired　from

carrying　him．

She　sang　in　three　consecutive

performances　in　a　day　and　became
really　tired．

He　grew　tired　from　wiping　the　floor　so

he　sat　down　for　a　cigarette．

The　child　was　enthralled　by　the　story

and　did　not　hear　his　mother　calling　him．

The　acrobatics　performance　was　so

exciting　that　the　audience　was

completely　mesmerized．

She　has　been　repeating　this　for　so

many　timeS，　it　iS　really　VeXing　me．

104



274

唄　　・怯1日　　　・　ノ、日・　，　　口

ﾇ垣了，述不見他的人影。
P．派生的
Q．（F）　　⑳　、　　　　　　　　　　4目，

予定の時間に30分も過ぎたのに、彼はまだ
pを現さない。わたしたちはノ　　ー　　一。

It　is　almost　half　an　hour　past　the

唐モ??р浮撃?п@time　and　we　are　getting　tired

盾?@waiting，　but　he　still　doesn’tshow　up．

275

　　　　　　　・　｝　　月’，刃巳爪1］

ﾅ援了。
P．派生的
Q．（F）

@田く’　　　・　　　z　’

「空中飛人」の演技はすばらしく、観客は皆

@　っ　い

The　audience　watched　with　open

高盾浮狽?刀@the　amazing　flying　trapeze

垂?窒?盾窒高≠獅モ?D

276

ノ日子’・

吹B
P．派生的
Q．（F）

@　令、、　ソ　　　　　　　　、、　z　’

了，再’到　ム困ヌ　不

貧しい生活は’ご　　　一から、これからい
ｭら困難にあっても怖くない。

1am　used　to　the　hard　life　so　no

≠р魔?窒唐奄狽凵@can　frighten　me．

区 口可・　　，

その大事な試合で、彼らはんんに　1277
一介球都没賜遊。
P．派生的
Q．（F）　　　、　　　　　　　　　　’日

園△、一点も入らなかった。

hey　played　a　goalless　game　at　that

奄高垂盾窒狽≠獅煤@soccer　match，　and　lost

高奄唐?窒≠b撃凵D

278

仰　・了，我正是
P．派生的
Q．（F）　　　　、　、

　　’他的。

囀冝@　、

あなたの推測は当たっています、わたしはま
ｳに彼を訪ねにきたのだ。

You　guessed　right，　I　came　to　look　for

?奄香D

1　　　・　　　　　・

疋

279

　　　、，　　　　　，　，　　　・　1

?ｹ。
P．派生的
Q．（F）

@　　　、、　　　　　　　　　　x目　　、

彼は現実の生活に深く入り込む姿勢を貫い
ﾄいる、彼の創作の道は、歩みが正しいとい
ｦるだろう。

You　can　say　he　has　chosen　the　right

モ窒?≠狽奄魔?@path　when　he　insisted　on　living

?奄刀@life　thoroughly．

280

芯可　，

ｹ。
P．派生的
Q．（F）　　　　、　、

了再妥，妥元了，“不目再退

@　　　z目、

ちゃんと」塾極めエから買ってね、買ったら返

iできないから。

You　had　better　decide　carefu‖y　or　else

凾盾普@can’tget　a　refund　once　you　have

b盾浮№?煤@it．

「　’　」 詣　　、　　：

中国語 日本語 英語

281

他小・　　　恨黒，現　仙　了。
P．派生的
Q．（D）

@　2くz日

彼は小さい頃、肌は黒かったが、今は白く
ﾈった。

He　was　very　dark　when　he　was　young

b浮煤@now　he　has　become　fairer．

282

坐遠ムー長吋同的牟，我伯都坐困了。

P．派生的
Q．（F）　■　、　　　z日

こんなに長時間車に乗ると、私達は皆眠く
ﾈってしまった。

We　grew　sleepy　from　the　long　car・ourney．

生『就 了，梛述　得下坂？

283
1．派生的
Q．（F）　◆　　　z日

怒りでもう腹いっぱいになったから、ご飯なん

ｩどうして食べられるだろうか？

rmso　full　of　anger　that　l　don’thave

≠獅凵@apPetite　left．

284

口　　天’

?ﾕ痘了。
P．派生的
Q．（F）　　、　　’

口・　　　　，　泉不

もし昨日あなたがコートを着て出かけていた
轣A凍えて病気になることもなかっただろう。

If　you　had　worn　a　coat　before　you　went

盾浮煤@yesterday，　you　wouldn’thave　fallen

唐奄モ求D

285

由干受不了遠況重的打缶，地痘倒
ｹ。1．派生的
Q．（F）　　　z

その重いショックに耐えられなくて、彼女は病

Cになって倒れてしまった。
Unable　to　bear　the　shock，　she　fell　sick．

286
ノ

他酒喝多了，醒倒在弓路辺几上了。
P．派生的

Q（F）

彼はお酒を飲みすぎて、道路の傍らに酔って
|れてしまった。

He　drank　too　much　and　fell　down　by

狽??@side　of　the　road，　drunk．

287

「天　冷，我手脚　　要’、了。
P．派生的
Q．（F）　　　、　　z　　　　一＾　　　　’

今日天気が寒いね。手足も寒さで凍えて感
oがなくなりそうだ。

My　hands　and　legs　are　almost　frozen　in

狽?奄刀@cold．

288

他斑直了，再也不想回去迂那神努日

q了。
P．派生的
Q．（F）　　z　　z－　，

彼は貧乏な生活を送りすぎて、貧乏がいや
ﾉなって、もう二度と貧乏な生活を送りたくな

｢と思っている。

He　grew　afraid　of　poverty　and　would

獅?魔?秩@want　to　re－live　his　poor　days

≠№≠奄氏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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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休息一会几唱，遠祥干非墨壇不可。
1．派生的
2．（F）

3．我累得桧了・

伯｛区ム排命地干，早晩得墨死。

1．派生的
2．（F）

3．，

　只，、 下 了。

1．派生的
2．（F）

　　　果醒了。
1．派生的
2．（F）

3．　　狙

看見他流那ム多血，地一下子旦正量

了。　1．派生的
2．（F）

　　　A目　臼

他一下子援住了，因力他根本没想到

我会提遠稗同題。
1．派生的
2．（F）

3．他　／・H　古　主

　ン，膓元，ロ
了。

1．派生的
2．（F）

　回　　〔　A　・

o

　’　　λ人

他的美撞在口椎上撞置了。
1．派生的
2．（F）

　　　、弐 、　　　　　　　　　t日主

別再姶花涜水肱再涜花根就泡
燈了。

1．派生的
2．（F）

3花根泡水，泡得燈了。
　　　　不示晒v，一晒m日区　．．．

了。

2．（F）

1派生的

　　　　　　　　t日

遠盆花都晒蓋了，快搬到明涼的
地方去。

1．派生的
2．（F）

3．　日　、　　日伯

姑臥的吋候前后的人要泣差。
1．派生的
2．（F）

　1　　　　　・
t日一

、

行李没梱好，放在一k牟上題散
了。　1．派生的
2．（F）

　n一　師但
日　　　　　　tbS　　　－．、　　　　　　　J，’　tbS

到那只黒熊已鋒友現了他，向他猛朴

辻来。1．派生的
2．（F）

　　　、　　ノ　　．、　　．一＿

ちょっと休もう、こんな風に働いたら塾エ倒

あなたはそんなに一生懸命に働きすぎると、

遅かれ早かれ　　　　　　よ。

あの小さい山羊は山の崖から落ち斑
だ。

彼は夢を見て、’；tい ■a　　　　，

　　　o

彼の血だらけの姿をみて、彼女は典

彼は　然としてしまった。なぜなら、彼はわた

しがこういう質問をするとは思いもしなかった

からだ。

映画まだ終わってないのに、映画館の観客
はすっかり去ってしまった。

彼の頭はドアにぶつけって、あざが出き
た。

もうこれ以上花に水をやらないで、これ
以上水をあげると、花の根っこが水びだ
　こオiつ　　つ　　　～

このタイプの紙は光に弱く、旦に当垣

この鉢の花は、　に’一っ オi　　’

2tggl．i　Ii　2た、早く日影の涼しいところに

移そう。

並ぶときは前の人に揃えてください。

スーツケースはちゃんと縛っていなかっ

たので、車に積んだあと、倒盟

猟師はもっと近づ旦エから、発砲するつもり
だったが、思いがけなく、熊に気づかれて、

飛びかかってこられた。

Let’srest　for　a　while，　we’ll　all　collapse

if　we　carry　on　like　this．

You　are　working　too　hard，　you’11　work

yourself　to　death　one　day．

The　iittle　goat　fell　of「F　the　cliff　and　died／

The　little　goat　fell　to　his　death　over　the

cliff．

He　had　a　dream　and　cried　himself

awake．

Upon　seeing　him　covered　with　blood，

she　passed　out　from　fear．／she　fainted

out　of　fear．

He　was　stupefied　by　my　unexpected

suggestion．

Almost　everyone　in　the　cinema　left

before　the　movie　has　even　ended．

He　bruised　his　head　from　knocking　it

against　the　door　frame．

Don’twater　the　plants　anymore，　you

will　drown　the　roots．

This　paper　will　roll　up　in　sunlight．

This　pot　of　flowers　is　withering　from

exposure　to　too　much　sun，　quickly　bring　it

into　the　shade．

Stand　in　line　with　the　person　in　front　of

yOU．

The　suitcases　are　not　properly　tied　up，

they　are　thrown　all　over　in　the　truck．

The　hunter　had　wanted　to　get　a　bit

closer　to　the　bear　before　opening　fire

but　it　discovered　his　presence　before

that　and　rushed　towards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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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

sへ　　　」区

P．派生的
Q．（G）　　　　、、　六n

　　　　　　　　　　早

ｯ通順地翻犀出来，述不行。

@　　　　　　　立　　　吉力　’

，　＿ヌE

その文章の意味がやっと分かったが、それを
ｬ暢に訳すことは、まだできない。

Ifinally　managed　to　understand　this
垂奄?モ?@of　essay　but　I　still　can’ttranslate

奄矧ｧuently．

304

口　⑳、’

我重夏了好几遍，他都没有反座，我

z他大概是没有呪憧。
P．派生的
Q．（F）

@　　　　　　　　ロィ ’

何度繰り返し言っても、彼は反応しないの
ﾅ、たぶん　い　　　か’ないのだと思う。

Although　I　have　repeated　myself
唐?魔?窒≠戟@times，　he　probably　didn’t

浮獅р?窒唐狽≠獅п@me　as　he　showed　no

窒?唐垂盾獅唐?D

〆　　、　　　　　　　　　、
、　o

305
1．派生的
Q．（F）

@　’を

　、疋

ｽ△

太極拳を習駐ることはやはり役に立つの
ｾ。

It　is　very　useful　to　master　tai　chi　chuan．

306

品　　　　　当Z　A

只用了丙介星期，他、堂会升　了。
P．派生的
Q．（F）

ただ二週間で、彼は運転を畳得Lた。 He　learned　how　to　drive　in　two　weeks．

307
輸了。

P．派生的
Q．（F）

　こ　　　　　　　　　　　　　　＿　　　　　　、　　　　，　　　　疋

D　　　　　　ノ：

彼のあのしょんぼりと元気のない姿をみれ
ﾎ、きっとまたギャンブルで負けたのだろう。

See　how　depressed　he　looks；he　must
?≠魔?@lost　his　bet　again．

308

我伯’不目
P．派生的
Q．（D）　　令　　、　　　　　　、

遠場球

@ノ

了！

私たちは、絶対にこの試合を負けてはいけな
｢。

We　cannot　lose　this　match！

309

即　遠場球
P．派生的
Q．（D）　　⑨

、　　　z日

了， 不要　安。

この試合で負けても、絶対に諦めてはならな
｢。

Even　if　we　lose　this　match，　we　cannot

b唐?@hope．

310

不 双貝1

Aゴ

1．派生的
Q．（C）　　　　一　、　　　　　　　　ゴ　z　　　　　　百∠、

功洞び化，・伽　　　了喝？

蝋

動詞の不規則変化はあなたは全部暗記Lた
ﾌか。

Have　you　memorized　all　the　irregular

魔?窒a@corUugations？

311

　、　只　　」尺木

n述是一件都没挑虫。
P．派生的
Q．（D）　　　　　　　　z

店員は棚の服を全部出してきたが、彼女は
ﾐとつも　に　’なかっ一。

Although　the　sales　clerk　took　out　all

狽??@clothes　from　the　shelf　for　her，　she

唐狽奄撃戟@couldn’t6nd　one　which　she　liked．

312

　　、

ｸ。
P．派生的
Q．（D）　　　　　　－　　　　z

」不），丁　　　　，

彼の射撃はうまくないから、何回打っても当
ｽ、オ’、っ一

His　aim　was　bad　so　he　couldn’thit　the

狽≠窒№?煤@despite　opening　some　shots．

人1 要

313
1．派生的
Q．（D）

@　l　　l

，当易，死了。

@　lz日

彼は急所を刺されて、即死した。
That　man　died　on　the　spot　when　he

翌≠刀@stabbed　in　one　of　his　vital　points．

後項が前項を修飾する（副詞的関係）場合
中国語 日本語 英語

314

　　〉　　　　　　泉　一　。

P．派生的
Q．（D）

R．＊我干遠秒活几干得｛我／活几｝長

このような仕事は長くやると飽きてしまう。
Icannot　do　this　type　of　work　for　too

hong，　I　will　get　tired　of　it．

315

土豆掴圭こ了，　長牙子了。

P．派生的
じゃがいもは長く置くと、芽が出てくる。

The　potatoes　are　so　old　sprouts　are　　　．appearlng・

．

316

　’　　行・　王’

P．派生的
Q．（F）

R．＊我安排日程，安排得｛我／日程｝

今度の旅行のスケジュールはちゃんと手配し
ｽか。

Have　you　arranged　the　itinerary　for　this
狽窒奄吹H

317

伯｛把稿子抄妊，尽快交給出版社。
P．派生的
Q．（F）

磨@’1、古　　　1、娼　　⑨　古

原稿を写してしまったら、早めに出版社に渡
ｵてください。

Copy　this　script　and　hand　it　quickly　to

狽??@publisher

10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仰　　’萱妊，可別去了！

1．派生的
2．（F）

＊　　　　’　rM一　！J　　ノρ　　’

　　　　　　　　　　s　　　　　　　　隻工　♪　　　　　0
1．派生的
2．（D）

3．＊双方－淡交易，淡得｛双方／交易｝

　　、　　区llロ　不1。
1．派生的
2．（D）

3．＊他避遠介河題，避i得｛他／向題｝升

”　　　　，　　’区、　　、　・

子！　1．派生的
2．（D）

　　こ六イ

下一水的里池
游　　　了

・　　　名

顯゜⑪『解⌒

区介菜埜少了，我伯都没吃移。
1．派生的
2．（D）

3．＊我妙菜，妙得｛我／菜｝（変）少

同改　ノ了，丙匹一不　　。
1．派生的
2．（F）

3．＊我各飼料，各得｛我／伺料｝

∠、　　ノ、

盆放少了，遠介菜太淡。
1．派生的
2．（F）

3．＊我放赴，放得｛我／赴｝（変）少

　、　　　　　　　　　　、
ンソヘノ　　　　　　　　　　　ロンへ

1．派生的
2．（D）

　　、

o

z　　　　　、

　　；
新的式祥。
1．派生的

2（F）

＊　’

・衣月
　　　　I
了，人鯨思

　土北
）］慣。

1．派生的
2．（F）

＊　　　　ム

　z日　　　⑨

了，図1到　　児得彼不

　　　x　－t　　　　　　，

1．派生的
2．（D）

＊，

　　　　　　　　　　ム
筆肱了筆尖繊禿了。
1．派生的
2．（D）

　　　　　　A日＊

　　　　　　　　了谷

　’

　　　疋土

÷・hU

　　も、．り　　　　，　　　’

，o

’　不
了。1．派生的
2．（F）

＊　　　　　　　t

不

桟的末西。
1．派生的
2．（F）

　　令　　　　　、　　　、　、 A日　　゜　’　、こ　、

お金をちゃんと持って、なくさないように。

今度の取引は互いにすでによく話し合った。

彼はわざとその問題を避けて言及しなかっ
た。

出て行け！あんたみたいな仕事に就かない
息子は息子ではない！

暴雨の後、プールの水は一気に冷たくなっ
た。

このおかずは量が少なすぎて、私たちは

皆べしなかっ一。

飼料は笙備U型ず、二匹の馬は食べ
足りなかった。

塩は
過ぎる。

、このおかずの味はうす

鉄棒を練習するときには、手は常に鉄棒を
しっかりと握巫瞳め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同じスタイルの服が　、

を作り出す。

～になつ

固鑑⊇と、人々はまた新しいタイプのもの

彼はずっと北部に住んでいたから、南部に着
いたばかりのときは慣れなかった。

筆は長く使うにつれて、先端が磨り減ってい
く。

ゆっくり食べて、急いで食べたら胃が痛くなる
よ。

もっとゆっくり歩かない？追いつかないわ。

わたしは図書館の資料をくまなく調べたが、

それでもほしい資料が見つからなかった。

Hold　on　to　the　money，　don’t　Iose　it！

Both　sides　have　agreed　to　this

negotiation．

He　deliberately　avoided　answering　that

question．

Get　out！Idon’thave　an　useless　son

like　you！

Afヒer　a　storm，　the　water　in　the　pool

became　cold　drastically．

There　is　not　enough　food　for　all　of　us．

There　is　not　enough　fodder　prepared

for　the　two　horses．

There　is　not　enough　salt　in　this　dish，　it’

stoo　bland．

When　practicing　the　pole，　you　need　to

constantly　hold　it　tight．

When　a　type　of　fashion　has　been　worn

for　a　long　time，　people　will　start　to　think

of　creating　a　new　one．

He　has　grown　accustomed　to　livin　in

the　north　and　didn’tfeel　comfortable

when　he　first　moved　to　the　south．

The　tip　of　the　brush　has　flared　up　with

prolonged　use．

Eat　slowly，　you’ll　get　gastric　if　you　eat

too　quickly．

Can　you　walk　a　bit　slower，　I　can’t

catch　up．

Isearched　the　library　thoroughly　but

could　not　find　the　material　I　wa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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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他　上　子・消，彼　，　⊂了
ｺ。1．派生的
Q．（F）

魔刀@こ’　　　　z　令ミ’”一

彼が大学に受かったというニュースはすぐ村
S体に広がった。

News　of　him　getting　into　university

唐盾盾氏@spread　through　the　village．

334

伽塞坦了一歩，他伯剛走。
P．派生的
Q．（F）　　　’■1、

あなたが来るのが一足遅かった、彼らは今
sったところだ。

You　came　too　late，　theyjust　left．

335

今天我去呈了，那辺迩没升n。
P．派生的
Q．（F）　、　　　　’

今日は私は早く行ったので、先方はまだ開い
ﾄいない。

Iwent　there　too　earl仏it　wasn’topen

凾?煤D

336

明天得起呈点几，起晩了赴不上牟。
P．派生的
Q．（F）　◎　　　z

明日は早く起きなければならない、起きるの
ｪ遅いと、電車に間に合わなくなる。

Ineed　to　wake　up　earlier　tomorrow　or
?撃唐?@r　ll　miss　the　train．

了，’　二　』就・

337

区2．

　　　”
ｹ。

P．派生的

@（D）

@＊　’ノ　　　　’　z　　　’

今回は、着手が遅かった、もし早く着手して

｢たら、成功していたかも知れない。

You　started　too　late，　if　you　had　started

?≠窒撃奄?秩C　you　would　have　completed　the

狽≠唐求D

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