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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書宗旨

本書是全新編譯的西英漢三語對照會話書，適合同時學習西班牙語和英語

的讀者使用。書內西班牙語及英語內容均自然地道，真實可靠，無論出於

何種需要，如旅遊、出差或定居，都有助溝通自如，增添自信。

提供的幫助

要精通一種外語，必須掌握運用詞彙、語法、發音等各方面，但是要融會

貫通西班牙語的所有精髓，同時擁有地道口音，是需要花上一定時間的。

本書已經涵蓋詞彙、語法、發音等範疇，並介紹了常用語言結構，使讀者

能夠有足夠自信，用地道西班牙語參與對話。

內容結構

本書由 12個單元組成，每個單元分別介紹某種特定語境之下的西班牙語會

話，並總結了每個單元的所有關鍵用語。書中還包括所有重要的日常用語

和轉折詞，使讀者掌握更地道的西班牙語。

語法和動詞變位表提供更多西班牙語知識，使讀者能夠從容應付任何情

況。書後的西英漢對照詞彙，涵蓋了最常用的詞彙，確保讀者用西班牙語

說話時，用詞更有個性色彩。

編寫理念

我們通過語言表達想法和與人交流。在不同情景下，我們用不同語言表達

自己，比如獲取資訊、表示贊同、表示反對、投訴、提出建議等。為此，

我們需要根據語境掌握不同句型，比如⋯⋯怎麼樣？、甚麼時候⋯⋯？、

我可以⋯⋯？、我想⋯⋯等。本書每個單元都介紹某情景下所需的各種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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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並按句型排列，備中文標題方便速查所需句型。每個單元中，又以“不

可不知”的小標題帶出西班牙語和英語之間的重要差異。

交流應該是一個雙向過程，理解對方要表達的意思和作出恰當回應同樣重

要。本書每個單元的結尾，都會介紹特定語境中可能出現的各種常用短

語，掌握這些內容將有助讀者用西班牙語與別人交流。

想用西班牙語進行有效交流，不僅需要具備語言能力，還要了解西班牙的

文化。了解西語國家的文化風俗及生活方式，有助交流時更具自信。本書

每個單元的結尾，都設有“生活小貼士”，以幫助讀者更深入了解當地的語

言、人文和地理。

選擇本書的理由

方便使用：介紹各種常用句式，幫助讀者提高自信心，使用地道流暢的

西班牙語與別人交談

方便閱讀：採用簡明、現代的編排方式，使讀者速查所需內容

方便理解：列出各種在特定語境中可能出現的常用語

〈Collins 易學易記〉系列

本書屬於〈 易學易記〉系列，該系列包括學習英語的七本工具書：

《 易學易記英語拼寫》、《 易學易記英語慣用語》、《 易

學易記英語寫作》、《 易學易記英語詞彙》、《 易學易記英語

會話》、《 易學易記英語用法》及《 易學易記英語語法 &標點

符號》。

西班牙語發音

西班牙語發音比想像中簡單。首先，讀音與拼寫幾乎一致，看着生詞就能

讀出音來，或者聽到讀音就能拼寫出來。其次，西班牙語發音與英語發音

沒有明顯不同。以下這些規則會幫助你的發音更自然流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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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語元音

英語非重讀元音發音類似英語 中的 ，比如： （中心的）、

（一月）。西班牙語則不同，每個元音都必須發音清晰。

以下是西班牙語元音與英語對比的大致發音：

a —發音介乎英語 中的 與南部英語 中的

e —發音類似英語 中的

i —發音類似英語 中的 ，但更短促些

o —發音類似英語 o 中的

u —發音類似英語 oo中的 ，但更短促些

西班牙語輔音

以下是西班牙語輔音與英語對比的大致發音：

b, v —放在詞首，發音完全相同，類似英語 中的 ，比如 、

；其他情況下，發音類似英語 v 中的 ，但上下唇不接觸，比

如 、 。

c —發音一般類似英語 k 中的 ，比如 、 ，但在元音

和 前（比如 、 ）時，在大部份西班牙地區，發音類似英語

中的 ；在西班牙其他地區和拉美國家，發音類似英語 s 中

的 。

cu —發音類似英語 中的 ，比如

ch —發音類似英語 中的 ，比如

d —放在字首，發音類似英語 d 中的 ，比如

放在元音之間或輔音之後，發音類似英語 中的 ，比如

、

放在字尾通常不發音，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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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發音一般類似英語 中的 （比如 、 ），但在元音

和 前（比如 、 ）時，在大部份西班牙地區，發音類似

英語 中的 ；在西班牙其他地區和拉美國家，發音類似英語字

母 。

gu —放在元音 前發音類似英語 ，比如

放在元音 和 前發音類似英語 中的 ，比如 、

h —從不發音

j —比如 、 ，在大部份西班牙地區，發音類似英語 中的

，在西班牙其他地區和拉美國家，發音同英語 。

ll —發音類似英語 中的 ，比如

ñ —發音類似英語 n 中的 ，比如

qu —發音類似英語 k 中的 ，比如

z —比如 、 ，在大部份西班牙地區，發音類似英語

中的 ；在西班牙其他地區和拉丁美洲國家，發音類似英語 s 中

的 。

重讀音節

要使西班牙語聽上去更流暢，必須掌握如何重讀音節。重讀音節的規則很

簡單。

以元音或輔音 或 結尾的單詞，並且沒有重音符號的，重讀倒數第二個

音節，比如：

（海灘） （配有傢具的）

（行李） （我們買）

（汽車保險桿） （年輕）

以 或 以外的其他輔音結尾的單詞，並且沒有重音符號的，重讀最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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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音節，比如：

（鬧鐘） （停車）

（動物） （安達盧西亞人）

（事實） （西班牙語）

所有不適用於這兩個重讀規則的單詞，都在需要重讀的音節上標有重音符

號，比如：

úl （最後） （下一個）

ná （分析） （年輕的複數形式）

（簡單） （短途旅行）

¿LO SABÍAS? 不可不知

有些單詞的單數形式上標有重音符號，而複數形式卻沒有；反之亦

然，比如：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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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1 聊天

¿Qué tal? 你好嗎？

不管是打算在西班牙語國家工作，還是跟說西班牙語的朋友交往，都會希

望自己能夠與之溝通，了解他們更多。本單元介紹如何在不同的日常情境

中，用地道西班牙語跟泛泛之交、朋友、家人及同事自如地交流。

問候

為了使交流有良好開始，必須懂得如何恰當問候別人。跟英語一

樣，用西班牙語向人問候也有數種表達方式。可以簡單說 hola（您

好或你好），也可以說 buenos días（早安），buenas tardes（下午

好或晚上好—天黑以前）或者 buenas noches（晚上好—天

黑以後）。實際上兩者經常並用，如：hola, buenos días 和 hola, 

buenas tardes。

⋯⋯你好、早安、⋯⋯下午 /晚上好

Hola. Hello.你好。

¡Hola, Hi 海梅，你好！

Buenos días Good morning.早安。

Hola, buenos días. Good morning.早安。

Buenas tardes, . Good afternoon, .路易斯，下午好。

Buenas noches. Good evening.晚上好。

¿LO SABÍAS? 不可不知

在街上遇到朋友或相識的人，又不打算停下來聊天，一般只說

hasta luego 或 adiós，而不說 hola。

向認識的人問候，最簡單的方式就是用 ¿Qué tal?。這種表達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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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正式，只適用於問候非常熟悉的人。如果想更正式一點，就用

¿Cómo está?問候稱呼 的人。

qué tal? how are you 嗨，胡安娜，你

好嗎？

Cómo 

está

How are you

早安！加西亞先生，你好嗎？

qué tal te 

va?

how’s it going?你好，佩佩，

最近怎樣？

Qué pasa How are things ’ ’

拉寇兒，最近好嗎？很久不見！

跟不是很熟的人說再見，可以用 adiós （再見）或 hasta pronto（過一

會見）。如果想更隨意一點，也可以只說 hasta luego （回頭見）。

再見⋯⋯、晚安

¡Adiós Goodbye 再見！

¡Adiós Goodbye 再見！下次見！

¡Buenas noches Good night 晚安！

¿LO SABÍAS? 不可不知

Buenas noches 同時表示英語 和 （晚上

好），所以在晚上到達和離開某處時都可以用它。跟同事等第二天還

要見面的人道別時，可以說 hasta mañana （明天見）。

⋯⋯見！

¡Hasta See you 回頭見！

¡Hasta See you 過一會見！

¡Hasta See you 明天見！

¡Hasta See you 週一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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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他人

想把認識的人介紹給對方，最簡單的方式就是用 éste es 和 ésta es 

（這是），介紹男性時用 éste es，介紹女性時用 ésta es。

⋯⋯這是⋯⋯、我向你介紹⋯⋯

éste es this is 荷西，這是我老

公。

ésta es this is 佩德羅，這是瑪

塔 A瓦斯。

Quiero presentarte 

a

Let me introduce you to

我向你介紹我們的銷售總監豪

赫 A馬塔。

Quiero que conozcas a I’d like you to meet 我向

你介紹我朋友丹尼爾。

¿LO SABÍAS? 不可不知

當被介紹給他人時，需要知道怎麼回應。傳統的說法是 encantado，

但現在一般只用於正式或商務場合；現在大多數情況下對方會說 

¡Hola! ¿Qué tal?，而你也可以用同樣方式— ¡Hola! ¿Qué tal?

作出回應。

介紹自己

要讓交談進行下去，至少要能夠介紹自己的名字、身份、職業以

及來自哪裏。西班牙語表達“我叫甚麼”的方式跟英語很不同，用

me llamo （字面意思是我稱呼自己）表示。me llamo 的動詞原形

是 llamarse。表達“他（她）叫甚麼”，就用 se llama。關於類似

llamarse 這類反身動詞的更多內容，見 28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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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他 /她叫⋯⋯

Me llamo My name is 我叫丹尼爾

A諾靈頓。

Me llamo My name is 我叫莉玆 A奧雲。

Me llamo My name is 我叫傑克。

Se llama His name is 他叫奇雲。

Se llama Her name is 她叫海倫。

我⋯⋯

Soy I’m ’ 我是保羅的朋友。

Soy I’m ’ 我是羅里戈的兄弟。

Soy I’m 我單身。

Soy I’m 我是老師。

Soy I’m 我是推銷員。

Trabajo I work 我

在 公司當程序設計員。

¿LO SABÍAS? 不可不知

用西班牙語介紹自己的職業時，一般不需要像在英語中加 或 那

樣，在職業前加不定冠詞，可以直接說：soy maestro（我是老師），

soy enfermera （我是護士）。

介紹自己的年齡，可以用 tengo 加年齡和 años （字面意思是我

有⋯⋯歲）來表示。tengo 的動詞原形是 tener 。關於 tener 的更

多內容，見 314頁。

我⋯⋯歲

Tengo años I’m years old 我 22歲。

Tengo 

años

I’m 我 37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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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ene años ’s 我兒子七歲。

años tienes? are you?你多大了？

我 /我們有⋯⋯

Tengo I have 我有兩個姐妹。

Tengo I have 我有一子一女。

Tenemos We have 我

們有親戚住在西班牙南部。

Tienes Have you got 你有孩子嗎？

我 /我們⋯⋯住⋯⋯

Vivo I live 我住在威爾斯。

Vivo I live 我自己住。

Vivimos We live 我們住在一個住宅單位裏。

¿LO SABÍAS? 不可不知

記住，如果是女性，要說 vivo sola 而不是 vivo solo。

我⋯⋯在 /留⋯⋯

Estoy I’m staying 我住在

怡東皇宮酒店。

Estoy I’m staying 我住在朋友家裏。

Me quedo I’m staying 我在馬德

里逗留一個星期。

Me voy a quedar I’m going to stay 我

打算多留幾天。

介紹自己時，需要表達“已經持續做某事多久了”，比如：西班牙語

學了多久了，其中一種表達方式是用 hace 加時間和que，再加動詞

現在時。關於現在時更多的內容，見 280頁。當然，如下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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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用 llevo 表示英語 ’ （我已經）。

我已經⋯⋯、我⋯⋯才⋯⋯

Hace  que soy I’ve been for 我已經做了

五年護士。

Hace  que vivo I’ve been living  for 我

已經在西班牙住了十年。

Hace que 

estoy

I’ve been for 我來這裏

才兩天。

Llevo I’ve been for

我已經在馬德里逗留了兩個星期。

Llevo 

estudiando

I’ve been studying for

我已經學了兩年西班牙語。

Llevo de I’ve been for

我已經做了六個月侍應。

道歉

有時可能需要他人道歉。表達道歉的最簡單方式就是用 perdona 

（對稱呼他為 tú 的人）和 perdone （對稱呼他為 usted 的人）。

對不起⋯⋯

Perdona I’m sorry 對不起。

Perdona por I’m sorry ’ ’

對不起我沒有拜訪你，我當時沒空。

Perdone que I’m sorry ’ 對不起我遲到了。

Siento no I’m sorry ’ 對

不起我沒有打電話告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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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 SABÍAS? 不可不知

如果需要讓別人讓路或不小心撞到了別人，就說 perdón （不好意思

或對不起）。

恐怕 /抱歉⋯⋯

Lo siento I’m afraid that ’ 恐怕我去不了。

Lo siento I’m afraid ’

抱歉我沒有聽清楚你的名字。

Me temo que I’m afraid that ’

恐怕我沒有你的電話號碼。

獲取資訊

在社交場合，要了解他人或他們的家庭、工作等等更多，可以用

háblame （請告訴我）。

請告訴我⋯⋯

Háblame Tell me 請告訴我一些

你自己的事。

Háblame Tell me 請告訴我你家庭

的背景。

En qué Tell me 請告訴我你

的工作做些甚麼。

在社交場合聊天時可以問以下問題。

⋯⋯甚麼⋯⋯？、⋯⋯是？

Cuál es What’s 你的地址是甚麼？

Cuál es What’s ’ 法蘭西

斯高的電話號碼是甚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