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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宗旨

本書適用於所有法語學習者，無論您是初學法語，就讀正規院校或夜校，還是
為提高語言技能，本書都會有助您交談倍添自信。您可能正在法語國家度假，
或正打算去那裏旅遊、出差或定居，無論何種需要，本書都會助您一臂之力。

提供的幫助

要精通一種外語，意味着要能使用和理解這種語言的各種知識，如詞彙、語法
和發音等等，而要靈活掌握這些知識，並說得像法國人一樣地道，是需要下一
番功夫學習的。本書正是為此而精心設計，幫助您快速掌握法語基礎表達，說
地道法語，自信應對日常會話。

內容結構

本書共分 個單元，每個單元介紹一種情景下的法語表達，然後小結此單元
的重要句型和詞組。一站式短語加油站包含了所有重要的法語表達，幫助您說
一口流利法語。

每個單元還簡要補充一些語法和動詞用法方面的知識，方便使用。本書最後的
法英漢詞彙表涵蓋了日常對話所需的重要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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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寫理念

我們用語言表達觀點並與人互動。在特定情景下，語言有不同功能，例如，詢
問資訊、表達意見、表示抱怨和提出建議等等。要運用這些功能，我們可以在
各種情景下使用不同句型（⋯⋯怎麼樣？、何時⋯⋯？、我可以⋯⋯嗎？、我
想⋯⋯等等）。本書各單元介紹在特定情景下用到的各種表達，並按照句式結
構分組。中文標題幫助您通過不同句式快速找到所需內容。另外，每個單元都
有 （不可不知！），重點介紹法語和英語的不同之處。

對話，顧名思義，是雙向的。理解別人說話的內容與正確回應同樣重要。我們
在每個單元後設置了 。每部份都介紹了在特定情景下您最常聽到的典
型句式。熟悉這些表達方式後，您可以與法語人士自由交談。用法語進行有效
交流，不僅需要掌握語言能力，還要了解一定的文化知識。多了解一些法國文
化和法國人的生活方式，可以幫助您在法語國家應對自如。每個單元後的

，可以幫助您深入了解這種語言、這個國家和她的人民。

選擇本書的理由

輕鬆掌握所有重要的表達方式，助您交談自如，倍添自信

精心設計、內容清晰，便於您快速查找

幫助您理解特定情景下法語人士的用語

〈 易學易記〉系列

本書屬於〈 易學易記〉系列，該系列還包括學習英語的七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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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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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語發音

法語中有數個發音需要多加練習，如法語中 r的發音比英語中 r的發音較為響
亮；又如字母 u在單詞 rue和 plu中的發音也非常尖，這有別於英語單詞
中的 發音。

啞音字母

法語與英語一樣，並不是所有的字母都發音，特別是詞尾的輔音字母。下面數

個單詞中的輔音詞尾就是不發音的，比如：vert（綠色的）、grand（高的）、
petit（小的）和 ouvert（開放的），但如果輔音詞尾後加字母 e，如形容詞的
陰性形式，那麼輔音字母就要發音。在形容詞的陰性形式 verte、grande、
petite和 ouverte中，所有的輔音字母都要發音。

法語元音

下面是法語元音與英語相比的大致發音：

a 同 中 的發音
同 組合的發音
後接 ：同 中 的發音

e 同 組合的發音
同 中 的發音
後接 ：同 中 的發音
後接 ：同 組合的發音

é 同 組合的發音
è 同 中 的發音
i 同 組合的發音

後接 ：同 中 的發音

o 同 中 的發音
同 組合的發音

u 後接 ：同 中 的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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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發出單詞 rue和 pure中字母 u的音，舌尖要用力抵住下齒，狀似吹口哨，
舌前部向上抬起發出 的音。

元音組合

ai 同 中 的發音
後接 ：同 中 的發音

au 同 中 的發音
eu 同 組合的發音
eau 同 組合的發音
ou 同 組合的發音

！不可不知！

有兩個單詞您會經常聽到，oui（是）和 lui（他），這是半元音 發
音的兩個例子，它的發音更像 和 。

法語輔音

大部份法語輔音與對應的英語輔音相同，但也有一些輔音發音不同，這取決於
其後的元音：

c 後跟元音字母 a、o或 u 時，
同 中 的發音

加變音符號 ç 時，同 中 的發音
後跟元音字母 e、i或 y 時，
同 中 的發音

ch 同 中 的發音
g 後跟元音字母 a、o或 u 時，同

中 的發音

後跟元音字母 e、i 或 y 時，同
中 的發音

gn 同 中 的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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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同 中 的發音
q, qu 同 中 的發音
s 在兩個元音之間 ，同 中 的發音

同 中 的發音

th 同 中 的發音
-tion中的 t 同 中 的發音

有些輔音與英語輔音的發音不同：

h 放在詞首時，可以是“啞音” 或“噓音”
。當詞首是啞音 h時，可將單詞看作以

元音開頭，需要與前面的詞聯誦（見下文）。當詞首是噓音 h

時，不需要聯誦。

r ：從喉嚨後部發出的摩擦音
ll 同 中 的發音

！不可不知！

注意，單詞mille（一千）的詞尾與 的詞尾發音相同。

重音

英語單詞中，只有某個特定的音節發重音（ ），而法語中，每個
音節有自己的音長，而且每個音節的發音強度相同。

聯誦

在法語中，當一個單詞以一個不發音的輔音字母結尾，比如 petit（小的）、les

（這），而其前面的單詞又是以元音或者啞音 h開頭時，需要聯誦。此時不發音
的輔音字母要發音，以使前後單詞讀起來更加連貫。

petit ami（男朋友）讀作 （petit詞尾的 t發音）

les hôtels（酒店）讀作 （les詞尾的 s發 z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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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

Comment ça va? 你好嗎？

無論是要到法語國家工作，還是與說法語的朋友相聚，我們都希望能夠互
相交談，增進了解。本單元的句子介紹如何在各種日常生活情景下，與朋
友、家人和同事交談自如。

法語和英語一樣，有多種打招呼的方式，使用哪一種取決於對說

話人的身份和說話的場合，如果要表示禮貌，可以說 bonjour

Madame Mademoiselle Monsieur，如果是認識的人，可以
只說 bonjour；如果是熟人，可以說 Salut!。

您 你好⋯⋯、⋯⋯上午 下午 晚上好

Bonjour
Bonjour
Bonjour
Salut
Bonsoir

Hello 您好。
Good morning 夫人／女士，上午好。
Good afternoon 皮埃爾，下午好。
Hi 你好，奧利維亞！
Good evening 晚上好。

！不可不知！

法語裏沒有與英語“上午好”和“下午好”對應的說法，人們在白天
說 bonjour，晚上說 bonsoir。

對不太熟悉的人，用 au revoir Madame Mademoiselle

Monsieur表示再見。對認識的人，可以只說 au revoir；如果是
熟人，可以說 Salut!（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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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不知！

當別人介紹您時，您會想知道該如何回應。在正式場合或商務場合

下，人們通常說 （幸會），而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只說
（你好）。

為了讓談話進行下去，您可能會談論自己，比如“我叫⋯⋯”，“我
的工作是⋯⋯”等等。要用法語表達“我叫⋯⋯”，您可以用動詞

，字面意思是“叫自己”。在 （我叫⋯⋯）
句式中，代詞 （自己）換成 （我自己）。欲學習更多反身動詞如

的知識，請詳見第 頁。

⋯⋯我 他 她 您叫⋯⋯

我叫
桑 皮埃爾 梅塔耶。

我叫塔里。
他叫安德烈。
她叫羅拉。
您叫甚麼⋯⋯？

嗨，我叫連恩。

如果想問對方年齡，您可以用 歲數 （字面意思是
“我⋯⋯歲。”）句式。 是動詞 的第一人稱單數變位形式。
欲學習更多動詞 的知識，請詳見第 頁。

⋯⋯再見

Au revoir
Au revoir
Salut
Bonsoir

Goodbye 先生，再見。
Goodbye 小姐，再見。
Bye 再見。
Goodnight 再見。

⋯⋯見

À
À
À

See you 再見！
See you 明天見！
See you 週一見！

您想介紹某人給別人認識時，最簡單的說法是 voici（這是）。如果
是替熟人介紹，您也可以說 je te présente（我想讓你認識），在
正式語境下，或者向多人作介紹時 ，使用 je vous présente。

這⋯⋯是⋯⋯、我想讓你認識⋯⋯

Voici

Voici

Je vous présente

Je te présente

This is 這位是我
丈夫，李察。

These are
這些是我的孩子，

安德魯、戈頓和愛瑪。
I’d like you to meet 我想讓您
認識丹妮。

I’d like you to meet
我想讓您認識我的搭檔，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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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不知！

當別人介紹您時，您會想知道該如何回應。在正式場合或商務場合

下，人們通常說 enchanté（幸會），而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只說
bonjour（你好）。

為了讓談話進行下去，您可能會談論自己，比如“我叫⋯⋯”，“我
的工作是⋯⋯”等等。要用法語表達“我叫⋯⋯”，您可以用動詞
s’appeler，字面意思是“叫自己”。在 je m’appelle（我叫⋯⋯）
句式中，代詞 s’（自己）換成m’（我自己）。欲學習更多反身動詞如
s’appeler的知識，請詳見第 頁。

⋯⋯我 他 她 您叫⋯⋯

Je m’appelle

Je m’appelle
Il s’appelle
lle s’appelle

Vous vous appelez

Moi, c’est

My name is 我叫
桑 皮埃爾 梅塔耶。

My name is 我叫塔里。
His name is 他叫安德烈。
Her name is 她叫羅拉。

’s your name 您叫甚麼⋯⋯？

I’m Liam 嗨，我叫連恩。

如果想問對方年齡，您可以用 j’ai 歲數 ans（字面意思是
“我⋯⋯歲。”）句式。ai 是動詞 avoir的第一人稱單數變位形式。
欲學習更多動詞 avoir的知識，請詳見第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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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您⋯⋯歲 多大⋯⋯

J’ai ans
J’ai ans

ans
Vous avez âge

I’m years old 我三十七歲。
I’m 我二十二歲。

’s 我兒子八歲。
old are you 您多大了？

！不可不知！

如果您必須詢問對方 Vous avez quel âge?（您幾歲？），
您可以在前面加一句 sans indiscrétion（恕我冒昧）。

在介紹自己的身份和職業時，用 je suis（我是⋯⋯）句式。繫動詞
的動詞原形是 être。欲學習更多動詞 être的知識，請詳見第
頁。

Je suis
Je suis
Je suis
Je travaille en tant que

Je suis 

I’m 我是保羅的朋友。
I’m 我是本的兄弟。
I’m 我是單身。
I work as a

我在迪尼耶公司做程式員。

I’m a 我是老師。

！不可不知！

用法語介紹自己的職業時，無需在前面加冠詞，如：“我是麵包師”
就是 je suis boulanger，而您用職銜稱呼別人時，則需加冠詞，
如：“董事長夫人”就是Madame la Direct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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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我們 他 她有⋯⋯

J’ai
J’ai

On a

Elle a

Il a

I have 我有兩個妹妹。
I have 我有
一子一女。

We have
我們有親戚住在法國南部。

She has 她有一雙藍眼睛。

He has 他有一頭棕色頭髮。

我 我們住（在）⋯⋯

Je vis
Je vis
On habite

I live 我住在威爾士。
I live 我一個人住。
We live 我們住在一個單位。

！不可不知！

如果您是女性，您須用 seule（獨自），而不是 seul。

我 您（住）在⋯⋯

Je suis descendu

Vous êtes descendu

Je suis

Je loge

I’m staying 我住在
皇宮酒店。

are you staying 您住
在哪間酒店？

I’m staying 我留在
巴黎一週。

I’m staying 我住在朋友家。

要表達在一段時間內完成了某事，您可以用 ça fait…句式，後
面加一個表示時間的詞，如 jour（天）、semaine（星期）或 an

（年），動詞用現在時態。欲學習更多現在時態的知識，請詳見第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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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多久）了

Ça fait que je

Ça fait que je

Je suis
depuis

J’
depuis

I’ve been for 我當護
士五年了。

I’ve lived for 我住
在法國十年了。

I’ve been for
我到聖拉斐爾兩週了。

I’ve been  for 
我學了六個月法語。

當您與別人交談時，您可能會問若干問題。想從您不太熟悉的人那

裏獲取資訊，最簡單的方法是說 parlez-moi（跟我說說），如果是
熟人，可以只說 parle-moi。

說說⋯⋯

Parlez-moi

Parlez-moi

Parle-moi

Dis-moi

Tell me 說說您的家
人吧。

Tell me 說說您自
己吧。

Tell me
說說你的新男友吧。

Tell me 說說你
的工作情況吧。

在法語口語中，還有一種簡單的詢問方法，即在 quoi（甚麼）、où
（哪裏）、quand（何時）等疑問詞前加 c’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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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 怎麼樣⋯⋯？

C’est quoi
C’est quoi

Qu’est-ce que

À quoi

What’s 你的地址是甚麼？
What’s 奧利維
亞的電話號碼是甚麼？

What 你從事甚麼工作？

What 她長得怎麼樣？

⋯⋯哪裏⋯⋯？

Où

C’est où

Où est-ce que
Où est-ce que

d’où
où

Where 您的辦公室在哪
裏？

Where 派對在
哪裏舉行？

Where 你在哪裏工作？
Where 你住在哪裏？
Where from 你來自哪裏？
Where 你住在哪裏？

⋯⋯甚麼時候⋯⋯？

C’est quand

Quand est-ce que

Quand est-ce que

Quand est-ce que

À quelle heure

When 甚麼時候是你的
生日？

When 你甚麼時候能
到？

When
羅倫預計甚麼時候到？

When 
占士甚麼時候來看我們？

What time 我們甚麼時
候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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