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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  2/160             法中会话 

Guten Tag ! ! َصبَاُح ٱْلَخْیِر Добър ден ! 

你好！ Dobar dan ! God morgen ! 

¡ Buenos días ! Bonjour ! Καλημέρα σας ! 

Buòn giórno ! Добар дан ! Добрый день ! 
http://www.mementoslangues.fr/ 

http://www.mementoslangues.fr/


汉语  3/160             法中会话 

Les 9 conversations Vocabulaire 
Thème Index Numéro Index Numéro 

1.Présentations P1-P16 1-16 VP1-VP6 148-153 
2.Achats A1-A16 17-32 VA1-VA11 154-164 
3.Orientation O1-O17 33-49 VO1-VO13 165-177 
4.Restauration R1-R20 50-69 VR1-VR22 178-199 
5.Santé S1-S29 70-98 VS1-VS29 200-228 



汉语  4/160             法中会话 

Les 9 conversations Vocabulaire 
Thème Index Numéro Index Numéro 

6.Ambassade A1-A3 99-101   
7.Expressions E1-E20 102-121   
8.Transports T1-T12 122-133 VT1-VT11 229-239 
9.Sentiments S1-S14 134-147   

http://www.chine-informations.com/ 

http://www.chine-informations.com/


汉语  5/160             法中会话 

我学过中文。 

我的中文不太好。 

我是法国人。 



汉语  6/160             法中会话 

一 我学过中文。 
1 Wǒ xué guo zhōngwén. 

P1 J'ai étudié le chinois. 
二 我的中文不太好。 
2 Wǒ de zhōngwén bú tài hǎo. 

P2 Je ne parle pas bien chinois. 
三 我是法国人。 
3 Wǒ shì Fǎguórén. 

P3 Je suis Français. 



汉语  7/160             法中会话 

我四十岁了。 

你好。 

请问您怎么称呼？ 



汉语  8/160             法中会话 

四 我四十岁了。 
4 Wǒ sì shí suì le. 

P4 J'ai 40 ans. 
五 你好。 
5 Nǐ hǎo. 

P5 Bonjour (une personne) 
六 请问您怎么称呼？ 
6 Qǐng wèn nín zěnme chēnghu ? 

P6 Comment vous apppellez-vous ? 



汉语  9/160             法中会话 

请问你怎么称呼？ 

你(您)是哪国人？ 

我叫... 



汉语  10/160             法中会话 

七 请问你怎么称呼？ 
7 Qǐng wèn nǐ zěnme chēnghu ? 

P7 Comment t'appelles-tu ? 
八 你(您)是哪国人？ 
8 Nǐ (Nín) shì nǎ guó rén ? 

P8 De quelle nationalité es-tu (êtes-vous) ? 
九 我叫... 
9 Wǒ jiào... 

P9 Je m'appelle... 



汉语  11/160             法中会话 

我是法国人。 

你(您)多大年纪？ 

你(您)住在哪里？ 



汉语  12/160             法中会话 

十 我是法国人。 
10 Wǒ shì Fǎguórén. 

P10 Je suis Français. 
十一 你(您)多大年纪？ 

11 Nǐ (Nín) duō dà niánjì ? 
P11 Quel âge as-tu (avez-vous) ? 
十二 你(您)住在哪里？ 

12 Nǐ (Nín) zhùzài nǎli ? 
P12 Où habites-tu (habitez-vous) ? 



汉语  13/160             法中会话 

我住在法国。 

很高兴认识你(您)。 

说英语可以吗？ 



汉语  14/160             法中会话 

十三 我住在法国。 
13 Wǒ zhùzài Fǎguó. 

P13 J'habite en France. 
十四 很高兴认识你(您)。 

14 Hěn gāoxìng rènshi nǐ (nín). 
P14 Enchanté de te (vous) connaître. 
十五 说英语可以吗？ 

15 Shuō yīngyǔ kěyǐ ma ? 
P15 Peut-on parler en anglais ? 



汉语  15/160             法中会话 

我在学习中文。 

这个多少钱？ 

太贵了！ 



汉语  16/160             法中会话 

十六 我在学习中文。 
16 Wǒ zài xuéxí zhōngwén. 

P16 Je suis en train d'apprendre le chinois. 
十七 这个多少钱？ 

17 Zhège duōshǎo qián ? 
A1 Combien ça coûte ? 

十八 太贵了！ 
18 Tài guì le ! 
A2 C'est trop cher ! 



汉语  17/160             法中会话 

我想要一个大一点的。 

我想要一个小一点的。 

这个很有意思。 



汉语  18/160             法中会话 

十九 我想要一个大一点的。 
19 Wǒ xiǎng yào yíge dà yìdiǎn de. 
A3 J'en veux un plus grand. 

二十 我想要一个小一点的。 
20 Wǒ xiǎng yào yíge xiǎo yìdiǎn de. 
A4 J'en veux un plus petit. 

二十一 这个很有意思。 
21 Zhège hěn yǒu yìsi. 
A5 C'est très intéressant. 



汉语  19/160             法中会话 

我很喜欢这个。 

我不喜欢这个。 

这个不贵。 



汉语  20/160             法中会话 

二十二 我很喜欢这个。 
22 Wǒ hěn xǐhuān zhège. 
A6 J'aime bien celui-ci. 

二十三 我不喜欢这个。 
23 Wǒ bù xǐhuān zhège. 
A7 Je n'aime pas celui-ci. 

二十四 这个不贵。 
24 Zhège bú guì. 
A8 Ce n'est pas cher. 



汉语  21/160             法中会话 

我想要这一个。 

请问商店几点开门？ 

这个质量不好。 



汉语  22/160             法中会话 

二十五 我想要这一个。 
25 Wǒ xiǎng yào zhè yíge. 
A9 Je veux celui-ci. 

二十六 请问商店几点开门？ 
26 Qǐng wèn shāngdiàn jǐ diǎn kāi mén ? 

A10 Quand ouvre le magazin ? 
二十七 这个质量不好。 

27 Zhège zhìliàng bù hǎo. 
A11 Ce n'est pas de bonne qualité. 



汉语  23/160             法中会话 

这是假的！ 

我不喜欢这个颜色。 

我想要一个颜色浅一点的。 



汉语  24/160             法中会话 

二十八 这是假的！ 
28 Zhè shì jiǎ de ! 

A12 C'est une copie ! 
二十九 我不喜欢这个颜色。 

29 Wǒ bù xǐhuān zhège yánsè. 
A13 Je n'aime pas cette couleur. 
三十 我想要一个颜色浅一点的。 

30 Wǒ xiǎng yào yíge yánsè qiǎn yìdiǎn de. 
A14 Je veux une couleur plus claire. 



汉语  25/160             法中会话 

便宜一点吧。 

请问可以卷边吗？ 

请问警察局在哪里？ 



汉语  26/160             法中会话 

三十一 便宜一点吧。 
31 Piányi yìdiǎn ba. 

A15 Faites moi un bon prix. 
三十二 请问可以卷边吗？ 

32 Qǐng wèn kěyǐ juǎn biān ma ? 
A16 S'il vous plaît, pouvez-vous faire les ourlets ? 

三十三 请问警察局在哪里？ 
33 Qǐng wèn, jǐngchájú zài nǎli ? 
O1 S'il vous plaît, où se trouve le poste de police ? 



汉语  27/160             法中会话 

请问邮局在哪里？ 

请问洗手间在哪里？ 

我走丢了！ 



汉语  28/160             法中会话 

三十四 请问邮局在哪里？ 
34 Qǐng wèn, yóujú zài nǎli ? 
O2 S'il vous plaît, où se trouve la poste ? 

三十五 请问洗手间在哪里？ 
35 Qǐng wèn xǐshǒujiān zài nǎli ? 
O3 S'il vous plaît, où sont les toilettes ? 

三十六 我走丢了！ 
36 Wǒ zǒu diū le 
O4 Je me suis perdu ! 



汉语  29/160             法中会话 

这条路叫什么名字？ 

请问我们这是在哪里？ 

请问去这里怎么走？ 



汉语  30/160             法中会话 

三十七 这条路叫什么名字？ 
37 Zhè tiáo lù jiào shénme míngzi ? 
O5 Comment s'appelle cette rue ? 

三十八 请问我们这是在哪里？ 
38 Qǐng wèn wǒmen zhè shì zài nǎli ? 
O6 S'il vous plaît, où sommes-nous (sur carte) ? 

三十九 请问去这里怎么走？ 
39 Qǐng wèn qù zhèli zěnme zǒu ? 
O7 S'il vous plaît, comment se rendre ici (carte) ? 



汉语  31/160             法中会话 

往回走。 

离这里远吗？ 

请问...车站在哪里？ 



汉语  32/160             法中会话 

四十 往回走。 
40 Wǎng huí zǒu. 
O8 Retournez en arrière. 

四十一 离这里远吗？ 
41 Lí zhèlǐ yuǎn ma ? 
O9 Est-ce près d'ici ? 

四十二 请问...车站在哪里？ 
42 Qǐng wèn...chēzhàn zài nǎli ? 

O10 S'il vous plaît, où est la gare de...? 



汉语  33/160             法中会话 

请问去...怎么走？ 

向右转。 

向左转。 



汉语  34/160             法中会话 

四十三 请问去...怎么走？ 
43 Qǐng wèn, qù...zěnme zǒu ? 

O11 S'il vous plaît, comment aller à... 
四十四 向右转。 

44 Xiàng yòu zhuǎn. 
O12 Tourner à droite. 

四十五 向左转。 
45 Xiàng zuǒ zhuǎn. 

O13 Tourner à gauche. 



汉语  35/160             法中会话 

一直走。 

往回走。 

下面... 



汉语  36/160             法中会话 

四十六 一直走。 
46 Yì zhí zǒu 

O14 Marcher tout droit. 
四十七 往回走。 

47 Wǎng huí zǒu. 
O15 Faire demi-tour. 

四十八 下面... 
48 Xià mian... 

O16 En dessous... 



汉语  37/160             法中会话 

这边。 

我饿了！ 

我口渴！ 



汉语  38/160             法中会话 

四十九 这边。 
49 Zhèbiān. 

O17 C'est par ici. 
五十 我饿了！ 

50 Wǒ è le ! 
R1 J'ai faim ! 

五十一 我口渴！ 
51 Wǒ kǒukě ! 
R2 J'ai soif ! 



汉语  39/160             法中会话 

我吃太饱了。 

我不饿。 

我不是好吃鬼。 



汉语  40/160             法中会话 

五十二 我吃太饱了。 
52 Wǒ chī tài bǎo le. 
R3 J'ai trop mangé. 

五十三 我不饿。 
53 Wǒ bú è. 
R4 Je n'ai pas faim. 

五十四 我不是好吃鬼。 
54 Wǒ bú shì hàochīguǐ. 
R5 Je ne suis pas gourmand. 



汉语  41/160             法中会话 

买单！ 
这附近有什么好餐馆吗？ 

请拿菜单给我。 



汉语  42/160             法中会话 

五十五 买单！ 
55 Mǎi dān ! 
R6 L'addition s'il vous plaît ! 

五十六 这附近有什么好餐馆吗？ 
56 Zhè fùjìn yǒu shénme hǎo cānguǎn ma ? 
R7 Connaissez-vous un bon restaurant par ici ? 

五十七 请拿菜单给我。 
57 Qǐng ná càidān gěi wǒ. 
R8 Donnez-moi la carte s'il vous plaît. 



汉语  43/160             法中会话 

请问有英文菜单吗？ 

请拿米饭来谢谢！ 

请！ 



汉语  44/160             法中会话 

五十八 请问有英文菜单吗？ 
58 Qǐng wèn, yǒu yīngwén càidān ma ? 
R9 S'il vous plaît, avez-vous une carte en anglais ? 

五十九 请拿米饭来谢谢！ 
59 Qǐng ná mǐfàn lái, xièxie ! 

R10 S'il vous plaît, pouvez-vous apporter le riz ? 
六十 请！ 

60 Qǐng ! 
R11 À votre santé ! (Je vous en prie !) 



汉语  45/160             法中会话 

干杯！ 

很好吃！ 

这餐饭真是美味！ 



汉语  46/160             法中会话 

六十一 干杯！ 
61 Gān bēi ! 

R12 Cul sec ! 
六十二 很好吃！ 

62 Hěn hǎochī ! 
R13 C'est très bon ! 

六十三 这餐饭真是美味！ 
63 Zhè cān fàn zhēn shì měiwèi ! 

R14 Ce repas était excellent ! 



汉语  47/160             法中会话 

好吃吗？ 

一瓶啤酒谢谢！ 

太咸了！ 



汉语  48/160             法中会话 

六十四 好吃吗？ 
64 Hǎochī ma ? 

R15 C'est bon ? 
六十五 一瓶啤酒谢谢！ 

65 Yì píng píjiǔ, xièxie ! 
R16 Apportez-moi une bouteille de bière SVP ! 

六十六 太咸了！ 
66 Tài xián le ! 

R17 C'est trop salé ! 



汉语  49/160             法中会话 

太辣了！ 

不要辣椒。 

我不会喝酒。 



汉语  50/160             法中会话 

六十七 太辣了！ 
67 Tài là le ! 

R18 C'est trop pimenté ! 
六十八 不要辣椒。 

68 Bú yào làjiāo. 
R19 Je ne veux pas pimenté. 

六十九 我不会喝酒。 
69 Wǒ bú huì hē jiǔ. 

R20 Je ne bois pas d'alcool. 



汉语  51/160             法中会话 

我病了。 

我不舒服。 

我要找医生。 



汉语  52/160             法中会话 

七十 我病了。 
70 Wǒ bìng le. 
S1 Je suis malade. 

七十一 我不舒服。 
71 Wǒ bù shūfu. 
S2 Je me sens pas bien. 

七十二 我要找医生。 
72 Wǒ yào zhǎo yīshēng. 
S3 J'ai besoin d'un docteur. 



汉语  53/160             法中会话 

我对这个过敏。 
请问最近的医院在哪里？ 

请问药店在哪里？ 



汉语  54/160             法中会话 

七十三 我对这个过敏。 
73 Wǒ duì zhège guòmǐn. 
S4 Je suis allergique à ceci. 

七十四 请问最近的医院在哪里？ 
74 Qǐng wèn zuìjìn de yīyuàn zài nǎli ? 
S5 Où est l'hôpital le plus proche ? 

七十五 请问药店在哪里？ 
75 Qǐng wèn yàodiàn zài nǎli ? 
S6 Où est la pharmacie ? 



汉语  55/160             法中会话 

请送我去医院！ 

我怀孕了。 

我有糖尿病。 



汉语  56/160             法中会话 

七十六 请送我去医院！ 
76 Qǐng sòng wǒ qù yīyuàn ! 
S7 Emmenez-moi à l'hôpital, s'il vous plaît ! 

七十七 我怀孕了。 
77 Wǒ huáiyùn le. 
S8 Je suis enceinte. 

七十八 我有糖尿病。 
78 Wǒ yǒu tángniàobìng. 
S9 J'ai du diabéte. 



汉语  57/160             法中会话 

我感冒了。 

我发烧了。 

我这里疼。 



汉语  58/160             法中会话 

七十九 我感冒了。 
79 Wǒ gǎnmào le. 

S10 J'ai attrapé froid. 
八十 我发烧了。 

80 Wǒ fāshāo le. 
S11 J'ai de la fièvre. 

八十一 我这里疼。 
81 Wǒ zhèli téng. 

S12 J'ai mal ici. 



汉语  59/160             法中会话 

我牙疼。 

叫救护车！ 

我头疼。 



汉语  60/160             法中会话 

八十二 我牙疼。 
82 Wǒ yáténg. 

S13 J'ai mal aux dents. 
八十三 叫救护车！ 

83 Jiào jiùhùchē ! 
S14 Appellez une ambulance ! 

八十四 我头疼。 
84 Wǒ tóuténg. 

S15 J'ai mal à la tête. 



汉语  61/160             法中会话 

我拉肚子。 

我喉咙疼。 

我有哮喘。 



汉语  62/160             法中会话 

八十五 我拉肚子。 
85 Wǒ lā dùzi. 

S16 J'ai la diarrhée. 
八十六 我喉咙疼。 

86 Wǒ hóulong téng. 
S17 J'ai mal à la gorge. 

八十七 我有哮喘。 
87 Wǒ yǒu xiàochuǎn. 

S18 J'ai de l'asthme. 



汉语  63/160             法中会话 

我抽筋。 

我烫伤了。 

我便秘。 



汉语  64/160             法中会话 

八十八 我抽筋。 
88 Wǒ chōujīn. 

S19 J'ai une crampe. 
八十九 我烫伤了。 

89 Wǒ tàng shāng le. 
S20 Je me suis brûlé. 
九十 我便秘。 

90 Wǒ biànbì. 
S21 Je suis constipé. 



汉语  65/160             法中会话 

我吐了。 

我想吐。 

我比较喜欢中医。 



汉语  66/160             法中会话 

九十一 我吐了。 
91 Wǒ tù le. 

S22 J'ai vomi. 
九十二 我想吐。 

92 Wǒ xiǎng tù. 
S23 J'ai envie de vomir. 

九十三 我比较喜欢中医。 
93 Wǒ bǐjiào xǐhuān zhōngyī. 

S24 Je préfère les remèdes chinois traditionnels. 



汉语  67/160             法中会话 

我比较喜欢西医。 

您怎么了？ 
请给我开一个医疗证明。 



汉语  68/160             法中会话 

九十四 我比较喜欢西医。 
94 Wǒ bǐjiào xǐhuān xīyī. 

S25 Je préfère les médicaments occidentaux. 
九十五 您怎么了？ 

95 Nín zěnme le ? 
S26 Qu'avez-vous ? 

九十六 请给我开一个医疗证明。 
96 Qǐng gěi wǒ kāi yíge yīliáo zhèngmíng. 

S27 J'ai besoin d'un certificat médical. 



汉语  69/160             法中会话 

我想休息。 

我累了。 

我的护照丢了。 



汉语  70/160             法中会话 

九十七 我想休息。 
97 Wǒ xiáng xiūxi. 

S28 J'ai besoin de me reposer. 
九十八 我累了。 

98 Wǒ lèi le. 
S29 Je suis fatigué. 

九十九 我的护照丢了。 
99 Wǒ de hùzhào diū le. 
A1 J'ai perdu mon passeport. 



汉语  71/160             法中会话 

请问签证处在哪里？ 

请带我去法国大使馆。 

请帮帮我！ 



汉语  72/160             法中会话 

一百 请问签证处在哪里？ 
100 Qǐng wèn qiānzhèng chù zài nǎli ? 
A2 Où est le service des visas ? 

一百〇一 请带我去法国大使馆。 
101 Qǐng dài wǒ qù Fǎguó Dàshǐguǎn. 
A3 Emmenez-moi à l'Ambassade de France. 

一百〇二 请帮帮我！ 
102 Qǐng bāngbang wǒ ! 
E1 Aidez-moi, s'il vous plaît ! 



汉语  73/160             法中会话 

请您再说一遍好吗？ 

对不起。 

请... 



汉语  74/160             法中会话 

一百〇三 请您再说一遍好吗？ 
103 Qǐng nín zài shuō yí biàn hǎo ma ? 
E2 Pouvez-vous répéter, s'il vous plaît ? 

一百〇四 对不起。 
104 Duìbuqǐ. 
E3 Excusez-moi. 

一百〇五 请... 
105 Qǐng... 
E4 S'il vous plaît... 



汉语  75/160             法中会话 

不用谢！ 

不客气？ 

我不知道。 



汉语  76/160             法中会话 

一百〇六 不用谢！ 
106 Búyòng xiè ! 
E5 De rien ! Il n'y a pas de quoi ! 

一百〇七 不客气？ 
107 Bú kèqi ! 
E6 Je vous en prie ! Il n'y a pas de quoi ! 

一百〇八 我不知道。 
108 Wǒ bù zhīdào. 
E7 Je ne sais pas. 



汉语  77/160             法中会话 

西北 北 东北 

西 中 东 

西南 南 东南 



汉语  78/160             法中会话 

西北 北 东北 
xīběi běi dōngběi 

Nord-Ouest Nord Nord-Est 
西 中 东 
xī zhōng dōng 

Ouest Centre Est 
西南 南 东南 
xīnán nán dōngnán 

Sud-Ouest Sud Sud-Est 



汉语  79/160             法中会话 

Compter avec les doigts en chinois 

     

一 二 三 四 五 
yī èr sān sì wǔ 
1 2 3 4 5 



汉语  80/160             法中会话 

Compter avec les doigts en chinois 

     

六 七 八 九 十 
liù qī bā jiǔ shí 
6 7 8 9 10 



汉语  81/160             法中会话 

法中会话 
Fǎ-Zhōng Huìhuà 

Guide de conversation Français-Chinois (2/2) 
MémoCartes              Chinois                 22.03.2019 

http://www.mementoslangues.fr/ 

http://www.mementoslangues.fr/


汉语  82/160             法中会话 

Guten Tag ! ! َصبَاُح ٱْلَخْیِر Добър ден ! 

你好！ Dobar dan ! God morgen ! 

¡ Buenos días ! Bonjour ! Καλημέρα σας ! 

Buòn giórno ! Добар дан ! Добрый день ! 
http://www.mementoslangues.fr/ 

http://www.mementoslangues.fr/


汉语  83/160             法中会话 

Les 9 conversations Vocabulaire 
Thème Index Numéro Index Numéro 

1.Présentations P1-P16 1-16 VP1-VP6 148-153 
2.Achats A1-A16 17-32 VA1-VA11 154-164 
3.Orientation O1-O17 33-49 VO1-VO13 165-177 
4.Restauration R1-R20 50-69 VR1-VR22 178-199 
5.Santé S1-S29 70-98 VS1-VS29 200-228 



汉语  84/160             法中会话 

Les 9 conversations Vocabulaire 
Thème Index Numéro Index Numéro 

6.Ambassade A1-A3 99-101   
7.Expressions E1-E20 102-121   
8.Transports T1-T12 122-133 VT1-VT11 229-239 
9.Sentiments S1-S14 134-147   

http://www.chine-informations.com/ 

http://www.chine-informations.com/


汉语  85/160             法中会话 

我不明白。 

好的！ 

可能。 



汉语  86/160             法中会话 

一百〇九 我不明白。 
109 Wǒ bù míngbai. 
E8 Je ne comprends pas. 

一百一十 好的！ 
110 Hǎo de ! 
E9 D'accord ! 

一百一十一 可能。 
111 Kěnéng. 
E10 Peut-être. 



汉语  87/160             法中会话 

太好了！ 

我不喜欢.. 

我无所谓。 



汉语  88/160             法中会话 

一百一十二 太好了！ 
112 Tài hǎo le ! 
E11 Super ! 

一百一十三 我不喜欢... 
113 Wǒ bù xǐhuān... 
E12 Je n'aime pas... 

一百一十四 我无所谓。 
114 Wǒ wúsuǒwèi. 
E13 Je n'ai pas de préférence. 



汉语  89/160             法中会话 

你疯了！ 

没关系。 

小心！ 



汉语  90/160             法中会话 

一百一十五 你疯了！ 
115 Nǐ fēng le ! 
E14 Tu es fou ! 

一百一十六 没关系。 
116 Méi guānxi. 
E15 Ce n'est pas grave. 

一百一十七 小心！ 
117 Xiǎoxīn ! 
E16 Faites attention ! Prudence ! 



汉语  91/160             法中会话 

请跟我来。 

看... 

不用谢谢！ 



汉语  92/160             法中会话 

一百一十八 请跟我来。 
118 Qǐng gēn wǒ lái. 
E17 Suivez moi. 

一百一十九 看... 
119 Kàn... 
E18 Regardez... 

一百二十 不用谢谢！ 
120 Búyòng, xièxie ! 
E19 Non merci ! 



汉语  93/160             法中会话 

救命啊！ 

哪里有出租车？ 

请帮我叫出租车好吗 ？ 



汉语  94/160             法中会话 

一百二十一 救命啊！ 
121 Jiùmìng ā ! 
E20 Au secours ! 

一百二十二 哪里有出租车？ 
122 Nǎli yǒu chūzūchē ? 
T1 Où puis-je trouver un taxi ? 

一百二十三 请帮我叫出租车好吗 ？ 
123 Qǐng bāng wǒ jiào chūzūchē hǎo ma ? 
T2 S'il vous plaît, pouvez-vous appeler un taxi ? 



汉语  95/160             法中会话 

请带我去机场好吗？ 

我想要一张去...的票。 

请问去...要坐哪趟车？ 



汉语  96/160             法中会话 

一百二十四 请带我去机场好吗？ 
124 Qǐng dài wǒ qù jīchǎng hǎo ma ? 
T3 Pouvez-vous m'amener à l'aéroport ? 

一百二十五 我想要一张去...的票。 
125 Wǒ xiǎng yào yì zhāng qù...de piào. 
T4 Je voudrais un billet pour... 

一百二十六 请问去...要坐哪趟车？ 
126 Qǐng wèn qù...yào zuò nǎ tàng chē ? 
T5 Quel bus faut-il prendre pour aller à...? 



汉语  97/160             法中会话 

等我到站的时候... 

...请您提行我好吗？ 

去...的车从那个站台出发？ 



汉语  98/160             法中会话 

一百二十七 等我到站的时候...  
127 Děng wǒ dào zhàn de shíhou... 
T6 Quand nous arriverons à la station... 

一百二十八 ...请您提行我好吗？ 
128 ...qǐng nín tíxǐng wǒ hǎo ma ? 
T7 ...pourriez-vous me prévenir s'il vous plaît ? 

一百二十九 去...的车从那个站台出发？ 
129 Qù...de chē cóng nǎge zhàntái chūfā ? 
T8 De quel quai part le train pour...? 



汉语  99/160             法中会话 

请问这个位子有人吗？ 

寄存处在哪里？ 

请问是直达车吗？ 



汉语  100/160             法中会话 

一百三十 请问这个位子有人吗？ 
130 Qǐng wèn zhège wèizi yǒu rén ma ? 
T9 S'il vous plaît, y a-t'il quelqu'un à cette place ? 

一百三十一 寄存处在哪里？ 
131 Jìcúnchù zài nǎli ? 
T10 Où se trouve la consigne ? 

一百三十二 请问是直达车吗？ 
132 Qǐng wèn shì zhídáchē ma ? 
T11 S'il vous plaît, est-ce un train direct ? 



汉语  101/160             法中会话 

我们几点到？ 

我很抱歉。 

你生气了吗？ 



汉语  102/160             法中会话 

一百三十三 我们几点到？ 
133 Wǒmen jǐ diǎn dào ? 
T12 À quelle heure arrivons-nous ? 

一百三十四 我很抱歉。 
134 Wǒ hěn bàoqiàn. 
S1 Je suis désolé. 

一百三十五 你生气了吗？ 
135 Nǐ shēngqì le ma ? 
S2 Es-tu en colère ? 



汉语  103/160             法中会话 

真奇怪！ 

太美了！ 

真可爱！ 



汉语  104/160             法中会话 

一百三十六 真奇怪！ 
136 Zhēn qíguài ! 
S3 C'est bizarre ! 

一百三十七 太美了！ 
137 Tài měi le ! 
S4 C'est magnifique ! Quelle beauté ! 

一百三十八 真可爱！ 
138 Zhēn kě'ài ! 
S5 C'est trop mignon ! 



汉语  105/160             法中会话 

我很高兴。 

真难看！ 

我很伤心。 



汉语  106/160             法中会话 

一百三十九 我很高兴。 
139 Wǒ hěn gāoxìng. 
S6 Je suis très content. 

一百四十 真难看！ 
140 Zhēn nánkàn ! 
S7 Comme c'est laid !  

一百四十一 我很伤心。 
141 Wǒ hěn shāngxīn. 
S8 Je suis triste. 



汉语  107/160             法中会话 

我生气了。 

我爱你。 

我很欣赏你。 



汉语  108/160             法中会话 

一百四十二 我生气了。 
142 Wǒ shēngqì le. 
S9 Je suis en colère. 

一百四十三 我爱你。 
143 Wǒ ài nǐ. 
S10 Je t'aime. 

一百四十四 我很欣赏你。 
144 Wǒ hěn xīnshǎng nǐ. 
S11 Je t'apprécie beaucoup. 



汉语  109/160             法中会话 

我害怕。 

我不喜欢这个。 

我很喜欢这个。 



汉语  110/160             法中会话 

一百四十五 我害怕。 
145 Wǒ hài pà. 
S12 J'ai peur. 

一百四十六 我不喜欢这个。 
146 Wǒ bù xǐhuān zhège. 
S13 Je n'aime pas cela. 

一百四十七 我很喜欢这个。 
147 Wǒ hěn xǐhuān zhège. 
S14 J'aime beaucoup ça. 



汉语  111/160             法中会话 

美国人 英国人 

比利时人 加拿大人 



汉语  112/160             法中会话 

VP1 一百四十八 148 VP2 一百四十九 149 

美国人 英国人 
Měiguórén Yīngguórén 
Américain Anglais 

VP3 一百五十 150 VP4 一百五十一 151 

比利时人 加拿大人 
Bǐlìshírén Jiānádàrén 

Belge Canadien 



汉语  113/160             法中会话 

法国人 瑞士人 

白色 蓝色 



汉语  114/160             法中会话 

VP5 一百五十二 152 VP6 一百五十三 153 

法国人 瑞士人 
Fǎguórén Ruìshìrén 
Français Suisse 

VA1 一百五十四 154 VA2 一百五十五 155 

白色 蓝色 
báisè lánsè 
blanc bleu 



汉语  115/160             法中会话 

灰色 黄色 

棕色 黑色 



汉语  116/160             法中会话 

VA3 一百五十六 156 VA4 一百五十七 157 

灰色 黄色 
huīsè huángsè 
gris jaune 

VA5 一百五十八 158 VA6 一百五十九 159 

棕色 黑色 
zōngsè hēisè 
marron noir 



汉语  117/160             法中会话 

橙色 玫瑰红 

红色 绿色 



汉语  118/160             法中会话 

VA7 一百六十 160 VA8 一百六十一 161 

橙色 玫瑰红 
chéngsè méiguihóng 
orange rose 

VA9 一百六十二 162 VA10 一百六十三 163 

红色 绿色 
hóngsè lǜsè 
rouge vert 



汉语  119/160             法中会话 

紫色 旁边 

右边 左边 



汉语  120/160             法中会话 

VA11 一百六十四 164 VO1 一百六十五 165 

紫色 旁边 
zǐsè pángbiān 
violet à côté 

VO2 一百六十六 166 VO3 一百六十七 167 

右边 左边 
yòubiān zuǒbiān 
à droite à gauche 



汉语  121/160             法中会话 

外面 里面 

去 上面 



汉语  122/160             法中会话 

VO4 一百六十八 168 VO5 一百六十九 169 

外面 里面 
wàimiàn lǐmiàn 

à l'extérieur à l'intérieur 
VO6 一百七十 170 VO7 一百七十一 171 

去 上面 
qù shàngmiàn 

aller au dessus 



汉语  123/160             法中会话 

后面 前面 

这里 那边 



汉语  124/160             法中会话 

VO8 一百七十二 172 VO9 一百七十三 173 

后面 前面 
hòumiàn qiánmiàn 
derrière devant 

VO10 一百七十四 174 VO11 一百七十五 175 

这里 那边 
zhèlǐ nàbiān 
ici là-bas 



汉语  125/160             法中会话 

走 直走 

茄子 啤酒 



汉语  126/160             法中会话 

VO12 一百七十六 176 VO13 一百七十七 177 

走 直走 
zǒu zhízǒu 

marcher tout droit 
VR1 一百七十八 178 VR2 一百七十九 179 

茄子 啤酒 
qiézi píjiǔ 

aubergine bière 



汉语  127/160             法中会话 

牛肉 鸭肉 

大白菜 水 



汉语  128/160             法中会话 

VR3 一百八十 180 VR4 一百八十一 181 

牛肉 鸭肉 
niúròu yāròu 

viande de bœuf viande de canard 
VR5 一百八十二 182 VR6 一百八十三 183 

大白菜 水 
dàbáicài shuǐ 

chou chinois eau 



汉语  129/160             法中会话 

豆角 蔬菜 

羊肉 面条 



汉语  130/160             法中会话 

VR7 一百八十四 184 VR8 一百八十五 185 

豆角 蔬菜 
dòujiǎo shūcài 
haricots légumes 

VR9 一百八十六 186 VR10 一百八十七 187 

羊肉 面条 
yángròu miàntiáo 

viande de mouton nouilles pour la soupe 



汉语  131/160             法中会话 

炒面条 辣椒 

鱼 猪肉 



汉语  132/160             法中会话 

VR11 一百八十八 188 VR12 一百八十九 189 

炒面条 辣椒 
chǎomiàntiáo làjiāo 

nouilles sautées piment 
VR13 一百九十 190 VR14 一百九十一 191 

鱼 猪肉 
yú zhūròu 

poisson viande de porc 



汉语  133/160             法中会话 

鸡肉 饺子 

米饭 炒饭 



汉语  134/160             法中会话 

VR15 一百九十二 192 VR16 一百九十三 193 

鸡肉 饺子 
jīròu jiǎozi 

viande de poulet raviolis 
VR17 一百九十四 194 VR18 一百九十五 195 

米饭 炒饭 
mǐfàn chǎofàn 

riz cuisiné riz sauté 



汉语  135/160             法中会话 

纸巾 汤 

豆腐 肉 



汉语  136/160             法中会话 

VR19 一百九十六 196 VR20 一百九十七 197 

纸巾 汤 
zhǐjīn tāng 

serviette en papier soupe 
VR21 一百九十八 198 VR22 一百九十九 199 

豆腐 肉 
dòufu ròu 

tofu (fromage de soja) viande 



汉语  137/160             法中会话 

嘴 手臂 

心脏 脖子 



汉语  138/160             法中会话 

VS1 二百 200 VS2 二百〇一 201 

嘴 手臂 
zuǐ shǒubì 

bouche bras 
VS3 二百〇二 202 VS4 二百〇三 203 

心脏 脖子 
xīnzàng bōzi 

cœur (organe) cou 



汉语  139/160             法中会话 

牙齿 手指 

背 肩膀 



汉语  140/160             法中会话 

VS5 二百〇四 204 VS6 二百〇五 205 

牙齿 手指 
yáchǐ shǒuzhǐ 
dent doigt 

VS7 二百〇六 206 VS8 二百〇七 207 

背 肩膀 
bèi jiānbǎng 
dos épaule 



汉语  141/160             法中会话 

胃 臀部 

肝脏 骨折 



汉语  142/160             法中会话 

VS9 二百〇八 208 VS10 二百〇九 209 

胃 臀部 
wèi túnbù 

estomac fesse 
VS11 二百一十 210 VS12 二百一十一 211 

肝脏 骨折 
gānzàng gǔzhé 

foie fracture 



汉语  143/160             法中会话 

膝盖 腿 

舌头 下颌 



汉语  144/160             法中会话 

VS13 二百一十二 212 VS14 二百一十三 213 

膝盖 腿 
xīgài tuǐ 

genou jambe 
VS15 二百一十四 214 VS16 二百一十五 215 

舌头 下颌 
shétou xiàhé 
langue mâchoire 



汉语  145/160             法中会话 

手 肌肉 

鼻子 眼睛 



汉语  146/160             法中会话 

VS17 二百一十六 216 VS18 二百一十七 217 

手 肌肉 
shǒu jīròu 
main muscle 

VS19 二百一十八 218 VS20 二百一十九 219 

鼻子 眼睛 
bízi yǎnjing 
nez œil 



汉语  147/160             法中会话 

耳朵 生殖器官 

骨头 皮肤 



汉语  148/160             法中会话 

VS21 二百二十 220 VS22 二百二十一 221 

耳朵 生殖器官 
ěrduo shēngzhí qìguān 
oreille organes génitaux 

VS23 二百二十二 222 VS24 二百二十三 223 

骨头 皮肤 
gǔtou pífū 

os peau 



汉语  149/160             法中会话 

脚 肾脏 

头 咳嗽 



汉语  150/160             法中会话 

VS25 二百二十四 224 VS26 二百二十五 225 

脚 肾脏 
jiǎo shènzàng 
pied rein 

VS27 二百二十六 226 VS28 二百二十七 227 

头 咳嗽 
tóu késòu 
tête toux 



汉语  151/160             法中会话 

肚子 机场 

飞机 船 



汉语  152/160             法中会话 

VS29 二百二十八 228 VT1 二百二十九 229 

肚子 机场 
dùzi jīchǎng 

ventre aéroport 
VT2 二百三十 230 VT3 二百三十一 231 

飞机 船 
fēijī chuán 

avion bateau 



汉语  153/160             法中会话 

公共汽车 火车站 

汽车站 码头 



汉语  154/160             法中会话 

VT4 二百三十二 232 VT5 二百三十三 233 

公共汽车 火车站 
gōnggòng qìchē huǒchēzhàn 

bus gare (train) 
VT6 二百三十四 234 VT7 二百三十五 235 

汽车站 码头 
qìchēzhàn mǎtóu 

gare routière quai 



汉语  155/160             法中会话 

出租汽车 火车 

自行车 汽车 



汉语  156/160             法中会话 

VT8 二百三十六 236 VT9 二百三十七 237 

出租汽车 火车 
chūzū qìchē huǒchē 

taxi train 
VT10 二百三十八 238 VT11 二百三十九 239 

自行车 汽车 
zìxíngchē qìchē 

vélo voiture 



汉语  157/160             法中会话 

西北 北 东北 

西 中 东 

西南 南 东南 



汉语  158/160             法中会话 

西北 北 东北 
xīběi běi dōngběi 

Nord-Ouest Nord Nord-Est 
西 中 东 
xī zhōng dōng 

Ouest Centre Est 
西南 南 东南 
xīnán nán dōngnán 

Sud-Ouest Sud Sud-Est 



汉语  159/160             法中会话 

Compter avec les doigts en chinois 

     

一 二 三 四 五 
yī èr sān sì wǔ 
1 2 3 4 5 



汉语  160/160             法中会话 

Compter avec les doigts en chinois 

     

六 七 八 九 十 
liù qī bā jiǔ shí 
6 7 8 9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