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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書完整的說明動詞的變位，包含兩個部分（西班牙、美洲）

的動詞規則，第一部分介紹西班牙的動詞使用規則，第二部

分再將美洲有別於西班牙的使用規則的動詞列出。

◆  每部分分為五個單元，第一單元是動詞的文法介紹，第二單

元則是常用動詞的變位表，第三單元列出規則及不規則動詞

的變位形式，第四單元則列出各動詞可搭配的介系詞及片語

的用法，第五單元列出各動詞所形成的諺語，並提供例句供

學習者參考。

◆  此教材共三冊，內容細分為 35 個章節，每章節約二頁內容

配上二頁練習題，每單元附含詳盡的練習題型，使用者亦可

從練習題的例句中，增加字彙量。

◆  以圖表方式列出動詞的變位，便於學習者理解、熟記各種時

態的差異，此外，補充例句大多是日常生活的基本溝通句型，

使用者可更明瞭如何應用。

◆  此書共 15 個單元，主要解析動詞常用語氣 －「陳述語氣」

與「命令語氣」。每單元教授一項語氣時態的動詞變化，如：

現在簡單式、現在完成式、未來簡單式、未來完成式、命令

語氣肯定句、命令語氣否定句等，較其他文法教材解釋詳盡，

釐清學習者在文法上的盲點。

◆  內容透過循序漸進的引導說明、運用豐富實用的例句及圖表

指引，幫助學習者建立正確文法使用觀念，並採重點式練習，

強化所學。

Conjugar es fácil en español

Uso de la gramática española

西班牙語動詞面面觀 陳述語氣與命令語氣 
( 西中對照 )

Alfredo González Hermoso

Francisco Castro

林娟娟

Edelsa
適用對象：本科系生、選修生、補習班、
自修者

Edelsa
適用對象：本科系生、補習班、自修者

敦煌書局
適用對象：本科系生、選修生、補習班、
自修者

書籍配件 Level A1-B1
課本 9788477111771

書籍配件 Level A1
課本 9789576064814

書籍配件 Level 初級 Level 中級 Level 中高級

課本 9788477117100 9788477117124 9788477117148
解答本 9788477117117 9788477117131 9788477117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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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西中對照方式編譯，內容包含兩大主題，分別是規則篇（解

釋西班牙文法的用法）及溝通篇（列出實用例句）。

◆  溝通篇則以分類方式列出基本溝通句型，且補充大量片語，

不僅能了解動詞本身字義，更能學習到動詞加上介系詞後所

構成的片語用法。另可搭配三本練習本，提供豐富多元的練

習題。 

◆  此書由 10 個單元所組成， 作者依照多年教書經驗，將學習

者在西語文法中，易混淆、誤解之時態以中文詳加解釋，並

使用對比的方式，讓學習者清楚文法上的使用差異，對學習

者來說，有相當大的助益。

◆  全書附詳細重點彩色圖表，讀者更容易掌握文法各重點脈絡。

解釋和例句均中西對照，有效引導分析並促進學習效率。書

中多樣的練習題及習題解答，供學習者自我檢視與驗收學習

成效。

◆  此書共一冊，由 44 個單元所組成，並涵蓋常用動詞時態變化

表及關鍵字頁碼查詢功能，彩色印刷的文法書搭配超過 470
個插圖，讓文法的解釋不死板，且 更容易理解。

◆  每一單元提供超過 370 個習題，讓學習者體悟到在文法上常

犯的錯誤。此書每一部分都有詳盡的解析與完整的說明，釐

清學習者在文法上的盲點。

西班牙文語法精選 ( 西中對照 )

實用西文文法 ( 西中對照 )

Gramática básica del estudiante de español

毛蓓雯

José Miguel Blanco Pena ( 白士清 ) 著 / 李靜枝 譯

Posario Alonso, Alejandro Castañeda, Pablo Martínez

敦煌書局 ( 授權台灣版 )
適用對象：本科系生、選修生、
補習班、自修者

敦煌書局
適用對象 : 本科系生、選修生、補習班、
自修者

Difusión
適用對象：本科系生、選修生、補習班、
自修者

書籍配件 Level A1-C1 Book 1 Book 2 Book 3

課本 +CD 9789579139113 ------------------- ------------------- -------------------
練習本 ------------------- 2800000004453 2800000004798 2800000004804
解答本 ------------------- 2800000004446

書籍配件 Level A1-B2
課本 9789576066580

書籍配件 Level A1-B1
課本 + 解答 +CD 9788484437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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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書共一冊，由六單元所組成，包含虛擬式動詞的時態、命

令式、獨立句、名詞子句、形容詞子句，以及副詞子句。內

容針對虛擬式動詞在各種時態的變化加以詳述，並將其在各

類句型中的應用做有系統地分類。

◆  在學習西班牙語的過程中，許多學習者的困擾來自西班牙語

的動詞變化，此書針對西班牙文文法中，特別複雜的「虛擬

式」用法作詳細介紹。

◆  此書共一冊，由 18 個章節所組成，並附 2000 個動詞索引，

每章節內容含有動詞時態的變化規則及用法解說、不規則變

化動詞表、不規則變化現在分詞表、不規則變化過去分詞表、

練習題及其解答。

◆  精選日常生活常用動詞，將各種變化動詞之所有人稱以列表

呈現，並於各章提供實用例句及解說分述其時態及用法。附

錄部分有系統地將各類動詞統整歸類，詳載各時態的規則及

不規則動詞變化及收錄表示自然現象之動詞的各個時態變化

及其用法。 

◆  此書由 78 個單元所構成，隨書附一片互動式教學 CD-ROM，

內容包含課本內的聽力練習外也附有練習題，讓學習者可複

習課本所學並自我檢測學習效果。書後參考附錄有動詞變位

表、動詞 + 介系詞等，可供學習者查詢。

◆  出版社網站設有 ELEteca 的教育平台，此線上資源註冊後輸

入書中所附密碼，即可使用與書籍相關資訊或練習題等免費

資源。

林玉葉，黃淑心，曾麗蓉

曾麗蓉，林玉葉

María Jesús Blázquez Lozano y María de los Ángeles Villegas Galán

敦煌書局
適用對象：本科系生、選修生、補習班、
自修者

敦煌書局
適用對象：本科系生、選修生、
補習班、自修者

Edinumen
適用對象：本科系生、研究生、
補習班、自修者

書籍配件 Level A1
課本 9789576066313

書籍配件 Level A1-B1
課本 +CD-ROM 9788498484410

書籍配件 Level A1
課本 9789576066290

西班牙語語法 -虛擬式的用法 ( 西中對照 )

西班牙語語法 -動詞時態及其用法 
( 西中對照 )

Universo Gramatical

線上資源，需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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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書內容包含 16 個章節，共一冊。教學目的在於學習者在研

讀過後，可以順利運用在日常生活的溝通、書信及考試上，

適用於初學者或已有西文基礎的學習者。

◆  一片全面性的互動式教學 CD-ROM 和超過 1200 個練習題，

學習者除了可以利用電腦的互動程式來複習課本上所學的知

識外，也可利用豐富的練習題，自我測試學習效果。

◆  此教材共四冊。第一冊由 126 個單元所構成，將學習者在學

習文法中可能遇到的困難一一例舉，每單元的配置皆是左頁

為教學內容，右頁則提供習題。內容的設計有切合主題的小

漫畫、文法規則表及重點整理。

◆  此教材點出學習者在文法上常犯的錯誤並加以釐清及講授其

正確用法，可當做為一本文法工具書使用。此書適合課堂上

做為輔助教材同時也適合自學者使用。

◆  此書是一本適合初學者的西班牙語語法專書。本書共有

二十八課，內容包含發音規則、名詞、冠詞、形容詞、動詞、

受詞代名詞等重要文法元素，循序漸進，解釋精準確實。每

單元分為三大部分：一、重點文法解釋。二、標準例句釋疑。

三、語法翻譯練習。

◆  本書目的是幫助學生奠定良好的西班牙語初階基礎，為未來

進階學習做最好的準備。本書適合初級西班牙語課堂教科書

使用，也可當作在家自學的語法輔助教材。

我愛西語 ¡Amo el español !: 西班牙語初階文法

Luis Aragonés, Ramón Palencia

宋麗玲

Inmaculada Penadés Martínez y Manuel Martí Sánchez 

Edinumen
適用對象：本科系生、補習班、
自修者

SM
適用對象：本科系生、補習班、
自修者

敦煌書局
適用對象：本科系生、補習班、
自修者

書籍配件 Level A1-B2
課本 +CD-ROM 9788498480863

書籍配件 Level A1
課本 9789576068157

Gramática española básica

Gramática de USO del Español

書籍配件 Level A1-B2 Level A1-A2 Level B1-B2 Level C1-C2
課本 9788434893511 9788467521078 9788467521085 97884675210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