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基本词汇
E’ indispensabile da sapere!
1.

好的，表示同意是一个愉快的开端：好的
S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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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 favore / per piacere / prego

4.
如果别人帮了你的忙，你需要表示感谢，就可以说：谢谢！

Grazie
5.

您可以更强调您的感激之情：非常感谢！
Molte grazie / Grazie mi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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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n c’è di che
7.

现在我们把单独的字放在一起说：好的，请…
Sì, grazie

8.
或者：不，谢谢

No, graz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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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u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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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usi / sc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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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iacente

12.
当一切都顺利时，你可以说：一切都好

Va b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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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lve / C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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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rivederci / C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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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riveder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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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ongiorno!
17.

同时也有一个下午打招呼的短语：下午好！
Buon pomeriggio!

18.
晚上和人见面时，可以说：晚上好！

Buona sera!
19.

晚上，准备去睡觉了，猜对了！——可以说：晚安！
Buona no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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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nvenu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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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va?
22.



今天怎么样？
Come sta oggi?

23.
有人会问：今天还好吧？

Come vanno le c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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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ne, grazie
25.

一切都好，您呢？
Da me va tutto bene. E da l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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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stato un vero piac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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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 piacere è tutto mio
28.

然后，继续客气吧，分手时说：祝您……
Le augu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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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ona fortuna
30.

当然，也可以增加些内容来祝愿，例如：祝您健康快乐！
salute e felicità

31.
还有：节日快乐！

buone feste
32.

当然还有：新年快乐！
buon anno

33.
告别时还可以说：一路顺利！

buon viaggio
34.

哎，小朋友，你几岁了？生日快乐！



buon compleanno
35.

祝贺结婚纪念日：
金婚快乐！
银婚快乐！

buon anniversario
36.

祝你度过快乐时光，
祝您在此过得愉快！

buon soggiorno
37.

以及祝您愉快
(meaning: wish you happy!)

buona giornata!
38.

一个随时可用的祝愿是：
祝你一切都好！

ogni bene!



12. 酒店
Alber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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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notazione di una camera d’alber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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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ongiorno, avete una camera libera?

357.
这是你绝对不想听到的回答：对不起，已经订满了

Spiacenti. E’ tutto occupato
358.

如果你预订了酒店，你可以说：我做了预订
Ho una prenotazione

359.
如果没预订，试试运气吧：我没有预订

Non ho la prenotazione
360.

也许需要更详细点儿：我需要一个房间
Ho bisogno di una stanza...

361.
住一个晚上

Per una notte
362.

两个大人两个孩子
Per due adulti e due bambini

363.
也许听起来奇怪，但是最好再强调一下：带卫生间

con servizi



364
单人床或者双人床

con letto singolo / letto matrimoniale
365.

房间在哪儿？在一层
Al primo piano

366.
或者在最高层

All’ultimo piano... 
367.

需要走楼梯到楼上
Salire le scale

368.
或者楼下

Scendere le scale
369.

但我有箱子，难道没有电梯吗？电梯
Ascens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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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ve vi trovate?
371.

如果位置不清楚，你可以问：从…怎么去那里？
Come arrivo da voi da...? 

372.
为了防止意外：多少钱一天？

Per favore qual è il prezzo?
373.

还需要搞清楚：房价包括早餐吗？
Il prezzo comprende la prima colazione?

374.
让我们浏览一下饭菜吧！首先：早餐

Prima colazione
375.

午餐
Pranz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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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zie. Arriverò entro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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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ormazioni turistiche
379.

以下的问题是需要的：请问，….在哪儿？
Scusi, dove c’è un [una]...?

380.
也许我们逛街时要分开去商店，我们需要会面地点

punto d’incontro
381.

你们有没有免费城市地图？
mappa della città

382.
能不能帮我找一下…租车公司

autonoleggio
383.

也许我想要出租车站或者公共汽车站
stazione di taxi / fermata d’autobus

384.
火车到….

treno p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