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基本词汇
¡Esto hay que saberlo!
1.

好的，表示同意是一个愉快的开端：好的
s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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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r favor

4.
如果别人帮了你的忙，你需要表示感谢，就可以说：谢谢！

gracias
5.

您可以更强调您的感激之情：非常感谢！
muchas grac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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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da
7.

现在我们把单独的字放在一起说：好的，请…
sí, por favor

8.
或者：不，谢谢

no, grac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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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cul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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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dó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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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 siento

12.
当一切都顺利时，你可以说：一切都好

está b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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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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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ió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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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sta lue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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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enos días!
17.

同时也有一个下午打招呼的短语：下午好！
¡buenas tardes!

18.
晚上和人见面时，可以说：晚上好！

¡buenas tardes!
19.

晚上，准备去睡觉了，猜对了！——可以说：晚安！
¡buenas no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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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envenido! / ¡bienven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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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é tal?
22.



今天怎么样？
¿Cómo está usted hoy?

23.
有人会问：今天还好吧？

¿Cómo le 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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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en, gracias
25.

一切都好，您呢？
Estoy muy bien, ¿y u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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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 sido un pla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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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 gusto es mío
28.

然后，继续客气吧，分手时说：祝您……
Le des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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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ena suerte
30.

当然，也可以增加些内容来祝愿，例如：祝您健康快乐！
felicidad y salud

31.
还有：节日快乐！

felices fiestas
32.

当然还有：新年快乐！
un feliz año nuevo

33.
告别时还可以说：一路顺利！

buen viaje
34.

哎，小朋友，你几岁了？生日快乐！



feliz cumpleaños
35.

祝贺结婚纪念日：
金婚快乐！
银婚快乐！

feliz aniversario
36.

祝你度过快乐时光，
祝您在此过得愉快！

que lo pase muy bien
37.

以及祝您愉快
(meaning: wish you happy )

¡que pase un buen día!
38.

一个随时可用的祝愿是：
祝你一切都好！

todo lo mejor



12. 酒店
El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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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erva en el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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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la, ¿tienen una habitación desocupada?

357.
这是你绝对不想听到的回答：对不起，已经订满了

Lo lamento, está todo lleno
358.

如果你预订了酒店，你可以说：我做了预订
He hecho una reserva

359.
如果没预订，试试运气吧：我没有预订

no tengo reserva
360.

也许需要更详细点儿：我需要一个房间
Necesito una habitación...

361.
住一个晚上

por una noche
362.

两个大人两个孩子
para dos mayores y dos niños

363.
也许听起来奇怪，但是最好再强调一下：带卫生间



con baño privado
364

单人床或者双人床
con camas simples / con cama matrimonial

365.
房间在哪儿？在一层

en la planta baja 
366.

或者在最高层
planta alta

367.
需要走楼梯到楼上

arriba por las escaleras
368.

或者楼下
abajo por las escaleras

369.
但我有箱子，难道没有电梯吗？电梯

ascen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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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ónde queda?
371.

如果位置不清楚，你可以问：从…怎么去那里？
¿Cómo llego allí desde...? 

372.
为了防止意外：多少钱一天？

¿Cuánto cuesta, por favor?
373.

还需要搞清楚：房价包括早餐吗？
¿El precio incluye desayuno?

374.
让我们浏览一下饭菜吧！首先：早餐

desayuno
375.

午餐
almuerzo

376.
晚餐



c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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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cias, llegaré antes de 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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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ormación al turista
379.

以下的问题是需要的：请问，….在哪儿？
Disculpe, ¿dónde hay aquí...?

380.
也许我们逛街时要分开去商店，我们需要会面地点

punto de encuentro
381.

你们有没有免费城市地图？
plano de la ciudad

382.
能不能帮我找一下…租车公司

alquiler de automóviles
383.

也许我想要出租车站或者公共汽车站
una parada de taxis / una parada de autobuses 

384.
火车到….

un tren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