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基本词汇
Things you need to know
1.

好的，表示同意是一个愉快的开端：好的
Yes

2.
说过“好的”以后，有时你也得说“不行”…
听口气就能听出不行的意思：不行！

No
3.

学过了“好的”和“不行”， 现在我们需要请人帮忙，可以说：请
Please

4.
如果别人帮了你的忙，你需要表示感谢，就可以说：谢谢！

Thank you / Thanks
5.

您可以更强调您的感激之情：非常感谢！
Thanks a lot

6.
通常你会得到一个标准的回答，比如：“不用谢”，“不谢”或者：不客气！

You’re welcome
7.

现在我们把单独的字放在一起说：好的，请…
Yes, please

8.
或者：不，谢谢

No, thank you
9.



“对不起” 用于引起别人注意、或者要求一件事，正确的表达是：“对不起…”
，例如：“对不起，你踩着我的脚了！”——对不起

Excuse me
10.

还有请求原谅的方式——“哦，对不起，是我不小心！” 如果不小心伤害了别
人，就可以说：真对不起！

I beg your pardon
 

11.
当我们想表示遗憾或者感到抱歉，合适的表达词语是：真抱歉！

Sorry
12.

当一切都顺利时，你可以说：一切都好
It’s okay

13.
下面我们学一些“打招呼用语”。见面时第一个有用的词就是：你好！

Hello
14.

分手时说什么呢？愉快的会面之后，想再一次见面，你可以说：再见！
Goodbye / Bye

15.
有时你们真的还想见面，有时只是为了客气，两种情况您都可以说：再见！

See you / Have a nice day!
16.

所有的语言都有一个早上打招呼的特别用语。在早上见面时，可以说：早上好！
Good morning!

17.
同时也有一个下午打招呼的短语：下午好！

Good afternoon!
18.

晚上和人见面时，可以说：晚上好！
Good evening!

19.
晚上，准备去睡觉了，猜对了！——可以说：晚安！

Good night!
20.

睡了一个好觉，新的一天开始了。想迎接一位客人，或者有人正高兴地等着和我们
见面，并且说：很高兴见到您……欢迎！

Welcome!
21.



人们相见时，常会谈一些“琐事”。他们并不感兴趣你怎么回答，可是他们会问：
最近有什么变化吗？

What’s new? / What’s happening? / How’s it going? 
22.

今天怎么样？
How are you today?

23.
有人会问：今天还好吧？

How are you doing today?
24.

一般人会期待一个客气的回答，而不是一连串的抱怨… 可以简单地说：还好，谢
谢！

Fine, thanks
25.

一切都好，您呢？
Everything’s fine with me. What about you?

26.
如果一切都很顺利，或至少没人抱怨，
您可以客气地表示：我玩得很好，谢谢您的款待！

I had a lovely time
27.

您的东道主会说：“这是我应该做的”。
对了，表示客气总是很好的…欢迎下次再来！

It’s my pleasure
28.

然后，继续客气吧，分手时说：祝您……
I wish you...

29.
也可以表示“最诚挚的祝愿”，或“一切顺利”，或祝愿别人：祝您好运！

Good luck
30.

当然，也可以增加些内容来祝愿，例如：祝您健康快乐！
Good health and happiness

31.
还有：节日快乐！

Happy holiday
32.

当然还有：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33.



告别时还可以说：一路顺利！
Bon voyage

34.
哎，小朋友，你几岁了？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35.

祝贺结婚纪念日：
金婚快乐！
银婚快乐！

Happy anniversary
36.

祝你度过快乐时光，
祝您在此过得愉快！

Enjoy your stay
37.

以及祝您愉快
(meaning: wish you happy!)

Have a nice day
38.

一个随时可用的祝愿是：
祝你一切都好！

All the best



12. 酒店
Hotels
355.

现在我们已经安全着陆，填写了为游客准备的表格。下一步会遇到什么？我们从酒
店开始，要保证有房间，最好做预订：酒店预订

Making Hotel Reservations
356.

如果你没有预订酒店，你第一个要问酒店服务员的问题是：你好，有空房间吗？
Hello, do you have a vacancy?

357.
这是你绝对不想听到的回答：对不起，已经订满了

Sorry, everything’s taken / There are no vacancies
358.

如果你预订了酒店，你可以说：我做了预订
I have a reservation

359.
如果没预订，试试运气吧：我没有预订

I don’t have a reservation
360.

也许需要更详细点儿：我需要一个房间
I need a room...

361.
住一个晚上

for one night
362.

两个大人两个孩子
for two adults and two children

363.
也许听起来奇怪，但是最好再强调一下：带卫生间

with a bathroom



364
单人床或者双人床

with a single bed / double bed
365.

房间在哪儿？在一层
on the first floor

366.
或者在最高层

on the top floor
367.

需要走楼梯到楼上
upstairs 

368.
或者楼下

downstairs
369.

但我有箱子，难道没有电梯吗？电梯
elevator / lift

370.
酒店的位置对游客来说很重要，价格也不一样。酒店可能在市内，靠近火车站，或
者在郊区。最好事先打听清楚：你们酒店在什么位置？

Where are you located?
371.

如果位置不清楚，你可以问：从…怎么去那里？
How do I get there from...?

372.
为了防止意外：多少钱一天？

 How much does it cost?
373.

还需要搞清楚：房价包括早餐吗？
Does the price include breakfast?

374.
让我们浏览一下饭菜吧！首先：早餐

breakfast
375.

午餐
lunch

376.
晚餐

supper



377.
差点忘了在电话里提醒服务员…告诉他什么呢？我们要那个房间，谢谢，我们…四
点到。

Thank you, I’ll be there by... 4
378.

大多数国家都有欢迎游客的旅游信息办公室。大部分酒店也有游客办公桌，可以问
有关旅游的问题…旅游信息

Tourist Information
379.

以下的问题是需要的：请问，….在哪儿？
Excuse me, where can I find...

380.
也许我们逛街时要分开去商店，我们需要会面地点

the meeting point / the rendezvous point
381.

你们有没有免费城市地图？
a map of the city

382.
能不能帮我找一下…租车公司

a car rental agency
383.

也许我想要出租车站或者公共汽车站
a taxi stand / bus stop

384.
火车到….

a train t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