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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到英语国家旅行，找到你想去的地方、买到你想要的东西

很重要。其实，你只要掌握一些简单实用的句子和短语，

就能省下不少迷路的时间，花更多的时间在享受假期上。

记住：没人要你把英语说得无比流利。当地人对于尝试用

英语沟通的游客总是很有耐心，你只要会讲一些最基本的

句子就能解决大多数问题。

为了让你的出国游一切顺利，我们编成了这本可以随身携

带的手册，涵盖了5个你一定会遇到的场景，并告诉你每

个场景中最实用的英语句子，将你从一切担忧中解救出来。



机场登机
不论你要去哪个国家旅行，如果机场的工作人员不会讲你的母语，都可以选择用英语交流。下面

的句子很重要，它们可以帮助你遵守机场规则，保证你按时登机。

• “Is this bag OK as hand luggage?” 
 这个包可以随身带上飞机吗？

• “Can I take [item] through security?” 
 这个可以通过安检吗？

• “Can I have a window / aisle seat, please?” 
 可以给我一个靠窗（靠近过道）的位子吗？

• “Which gate do I need to board from?” 
 我应该在几号登机门登机？

• “When do I need to board?” 
 什么时间开始登机？

• “Is my flight on time?” 
 我乘坐的飞机会准点起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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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乘坐的是中转航班，可能还会用得到下面这些句子。

• “Can I check my luggage through to [final destination]?” 
 行李可以直接托运到（终点）吗？

• “How long is my transfer time?” 
 换乘时间有多久？

• “What terminal does my flight leave from at [next] airport?” 
 我应该在（下一个）机场的哪个航站楼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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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酒店
经过了长途飞机，你一定非常累了，抵达酒店的时候肯定也没什么精力说太多的话。但只要记住
下面几句话，你就能立即入住自己的房间。

• “I have a reservation for [name].” 
 我用（……的名字）预订了房间。

• OR “I have no reservation. Do you have a single / twin / double room available?” 
 我没有预定，请问还有单人间、双人间、大床房吗？

• “I would like to stay for [number of] nights, please.” 
 我要住（几）晚。

• “How much is this room per night?” 
 每晚多少钱？

• “Can I have a room overlooking the river / castle / park / cathedral, please?” 
 可以给我一个看得到河、城堡、公园、教堂的房间吗？

• “Does my room have a bathroom / an iron / a hairdryer / a telephone / a mini-bar?” 
 我的房间里有浴室、熨斗、吹风机、电话、小冰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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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es the hotel have a restaurant / bar / swimming pool / gym?” 
 你们酒店有餐厅、酒吧、游泳池、健身房吗？

• “Can I have a wake-up call, please?” 
 你们有电话叫早服务吗？

• “What time is breakfast? / Where is breakfast?”
 早餐几点钟开始？/在哪里可以吃早餐？

• “Is breakfast included in the price?” 
 房价包含早餐吗？

• “What is the check-out time?”
 退房时间是几点？ 

• “Can you tell me how to find my room, please?” 
 请问我的房间怎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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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路
大多数出国旅行的游客都会带着一张地图和一本旅行指南，但迷路还是常有的事。在这种情况下，你只
要知道你要找的地方就没有太大的问题。只要说出你要去的景点的名字或位置，当地人就能帮你找到。
此外，还有些句子你也会用得到。

• “Excuse me, please. I am looking for the museum / gallery / park / river / shopping mall / city centre.” 
 打扰一下，我找不到去某博物馆、美术馆、公园、河、商场、市中心的路了。

• “How far is it from here?” 
 离这里有多远？

• “Is it possible to walk there?” 
 可以走得到吗？

• “What is the best way to get there?” 
 怎样去那里最方便？

• “Can I take a taxi / bus / train / boat?” 
 可以打车、乘公交车、乘火车、坐船过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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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re is the nearest taxi rank / bus stop / train station / pier?” 
 最近的出租车候车站、公交车站、火车站、码头在哪里？

• “Can you show me on the map?” 
 可以在地图上指给我看吗？

• “What is the name of this street?” 
 这条街叫什么？

还有2个江湖救急的地方你一定要知道！

• “Can you tell me where the nearest toilets are?”
 请问附近有厕所吗？

• “Can you tell me where the nearest ATM / cash machine is?” 
 请问附近有自动取款机吗？

如果你想吃东西或喝东西，又不了解地形，试试下面几句话：

• “Is there a restaurant / café / bar near here?” 
 附近有餐厅、咖啡馆、酒吧吗？

• “Would you recommend anywhere for a meal / snack / coffee / drink?” 
 可以推荐一个吃饭、吃快餐、喝咖啡、喝酒的地方吗？

当别人告诉了你信息，别忘了说上一句简单的“Thank you”，他们会很高兴帮到你。



外出用餐
吃东西是旅行当中的大事，千万别让菜单和服务生的问题扫了你的兴，一些简单的句子就能让你
享受轻松愉快的大餐。即使是在客人很多的餐厅和酒吧，如果你没听懂服务生的话，也可以礼貌
地请他们重复一遍，只需简单地说一句“Sorry. Can you repeat that, please?”就成。

就餐前
• “Do you have any seats outside / by the window, please?” 
 请问有室外、靠窗的桌子吗？

• “Do you have a smoking area?” 
 请问有吸烟区吗？

• “Can we see the menu / wine list, please?” 
 可以给我看一下餐单、酒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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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中…
• “What dish / wine would you recommend?” 
 有什么推荐的菜、酒吗？

• “Can we have five minutes to decide, please?” 
 可以让我们考虑几分钟吗？

• “Do you serve any vegetarian food?” 
 请问有素食的食物吗？

• “Is it possible to have this dish without fries / mayonnaise / mushrooms?” 
 可以不加炸薯条、蛋黄酱、蘑菇吗？

• “Can we have some salt / pepper / vinegar / mustard, please?” 
 可以帮我加一些盐、胡椒粉、醋、芥末吗？

• “Can we order desserts / coffee, please?” 
 我们可以点甜点、咖啡吗？

酒足饭饱后…
• “Can we have the bill, please?” 
 可以买单吗？

• “Do you accept cheques / credit cards?” 
 可以用支票、信用卡支付吗？

• “The food / wine was delicious, thank you!” 
 食物很好吃、酒很好喝，谢谢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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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拼”
旅行时你是一定要花钱的，在小摊买一瓶水是花钱，在设计师商店刷爆信用卡也是花钱。大多数时候，

你只要把要买的东西递给收银员就可以付钱了，但也有些时候，你要问清楚状况才能交出你的血汗钱

不是？

• “Do you have this in a bigger / smaller size?” 
 有大一码、小一码的吗？

• “Can I try this on, please?” 
 可以试穿吗？

• “Where are the changing rooms?” 
 试衣间在哪里？

• “Is this refundable?” 
 可以退还吗？

• “Does this come with a guarantee?” 
 有保修书吗？

• “Would you recommend this [name of item]?” 
 可以推荐一款（某东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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