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基本词汇
Les must
1.

好的，表示同意是一个愉快的开端：好的
O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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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n
3.

学过了“好的”和“不行”， 现在我们需要请人帮忙，可以说：请
S’il vous plaît

4.
如果别人帮了你的忙，你需要表示感谢，就可以说：谢谢！

Merci
5.

您可以更强调您的感激之情：非常感谢！
Merci beaucoup / Merci b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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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 rien
7.

现在我们把单独的字放在一起说：好的，请…
Oui, merci

8.
或者：不，谢谢

Non, mer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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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cusez-moi, Par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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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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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 regrette

12.
当一切都顺利时，你可以说：一切都好

Ce n’est r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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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njour ! / Sal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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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 revo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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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À bientô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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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njour !
17.

同时也有一个下午打招呼的短语：下午好！
Bon après-midi !

18.
晚上和人见面时，可以说：晚上好！

Bonsoir / Bonne soirée! 
19.

晚上，准备去睡觉了，猜对了！——可以说：晚安！
Bonne nu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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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enven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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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e devenez-vous ?
22.

今天怎么样？
Comment allez-vous aujourd’hui ?

23.
有人会问：今天还好吧？

Quoi de neu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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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Ça va bien merci
25.

一切都好，您呢？
Chez moi tout va bien, et chez vou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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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était très agré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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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 plaisir est pour moi
28.

然后，继续客气吧，分手时说：祝您……
Je vous souha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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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nne chance
30.

当然，也可以增加些内容来祝愿，例如：祝您健康快乐！
beaucoup de bonheur et une bonne santé

31.
还有：节日快乐！

une bonne fête
32.

当然还有：新年快乐！
une bonne anné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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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 joyeux anniversaire
35.

祝贺结婚纪念日：
金婚快乐！
银婚快乐！

un joyeux anniversaire de mariage
36.

祝你度过快乐时光，
祝您在此过得愉快！

un bon séjour
37.

以及祝您愉快
(meaning: wish you happy!)

une bonne journée !
38.

一个随时可用的祝愿是：
祝你一切都好！

bien des choses !



12. 酒店
A l’hô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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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éservations de chambres d’hô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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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njour, avez-vous une chambre de libre ?

357.
这是你绝对不想听到的回答：对不起，已经订满了

Je regrette, nous sommes complets
358.

如果你预订了酒店，你可以说：我做了预订
J’ai une réservation

359.
如果没预订，试试运气吧：我没有预订

Je n’ai pas de réservation
360.

也许需要更详细点儿：我需要一个房间
Je voudrais une chambre...

361.
住一个晚上

pour une nuit
362.

两个大人两个孩子
pour deux adultes et deux enfants

363.
也许听起来奇怪，但是最好再强调一下：带卫生间

avec salle de bain et toilettes



364
单人床或者双人床

avec un lit pour une personne / un lit double
365.

房间在哪儿？在一层
au sous-sol 

366.
或者在最高层

au dernier étage
367.

需要走楼梯到楼上
en haut 

368.
或者楼下

en bas
369.

但我有箱子，难道没有电梯吗？电梯
ascense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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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ù se trouve votre hôtel ?
371.

如果位置不清楚，你可以问：从…怎么去那里？
Pouvez-vous m’indiquer le chemin pour y arriver ?

372.
为了防止意外：多少钱一天？

Quels sont vos tarifs ?
373.

还需要搞清楚：房价包括早餐吗？
Cela inclut-il le petit-déjeuner ?

374.
让我们浏览一下饭菜吧！首先：早餐

petit-déjeuner
375.

午餐
déjeuner

376.
晚餐

dî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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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rci, j’arriverai avant... 4 he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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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ormations touristiques
379.

以下的问题是需要的：请问，….在哪儿？
Excusez-moi, où pourrais-je trouver...

380.
也许我们逛街时要分开去商店，我们需要会面地点

point de rencontre
381.

你们有没有免费城市地图？
une carte de la ville

382.
能不能帮我找一下…租车公司

la location de voitures
383.

也许我想要出租车站或者公共汽车站
la station de taxis / l’arrêt d’autobus

384.
火车到….

un train pou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