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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書分別出版了拉丁美洲版本及西班牙版本，主要都在講述該

國的地理、歷史、人文等等。適合已有西班牙語初級程度以上

的學習者使用。

◆  拉丁美洲版本的內容是每一單元即是一個國家的介紹，包含墨

西哥、阿根廷、智利、哥倫比亞、祕魯等 20 多個西語系國家，

每個國家都有 5 個專題介紹 – (1) 簡介 (2) 日常生活 (3) 節慶 (4)
文化 (5) 旅遊景點。

◆  說到壽司就會讓人想到日本，而薯條、漢堡就會想到美國。同

樣的，說到 paella, tapas, sangrías 就會讓人聯想到西班牙。美

食，就是其中一種最吸引人也讓人覺得有趣的方式來學語言的

媒介。

◆  此書由一群西語老師編寫而成的西文食譜，將美食與文化結合

讓讀者從中得知西語國家各地的傳統、歷史、節慶活動等。內

容設計有小練習外尚有提供趣味十足的文化訊息。

◆  透過西語系國家製作的電影認識他們的文化， 是一本另類文

化教學的書籍 ! 學習者可接觸不同類型的電影內容了解西班牙

人對人、事、物的看法、感受、應對及解決之道，其中更涵蓋

對拉丁文化的認識。內容多以中、長篇文章呈現，適合級數

B1 以上的學習者使用。

◆  除了閱讀能力的培養之外，還重視口語表達的訓練，研讀後各

自可表述自己的看法並與其他研讀者進行討論、交流與分享。

Vamos Al Cine

Marisa de Prada y Clara María Molero

Noemí Cámara, Cecilia Bembibre

Obra colectiva 

enClave
適用對象：本科系生、選修生、
補習班、自修者

S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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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生、
補習班、自修者

書籍配件 Level B1
課本 9788497787475

書籍配件 Level B1-C2
課本 9788498485141

書籍配件 Level A2-B1 拉丁美洲 Level B1-B2 西班牙

課本 ( 舊版 ) 9788496942349 ………………………

課本 ( 新版 ) 9788415299332 9788415299387

Cultura en el mundo hispanohablante

Español en la coc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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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書共一冊，內容分成 11 個單元，每單元劃分 4 部份 :
(1) Claves de una época, (2)Apartados, (3)Lecturas, (4)Recursos 

literarios
◆  透過大量閱讀認識文化，引領學習者深入學習 19 世紀到現

今的西班牙文學和拉美文學，內含不同時期的文學作品，讓

學習者了解不同時代背景所產的作品精隨。單元中穿插與主

題相關的練習題，可供團體討論及自我檢視，書後附有所有

文學作品的來源說明。

◆  此教材分兩冊 (A1-A2、B1)，主要在探討西班牙文化及拉丁

文化。全書由 12 個單元所組成，從地理位置開始研討，適

合剛接觸西班牙文的初學者研讀，除語言學習外，更能深入

西語世界，了解其背景和由來，豐富學習者的文化知識。

◆  此書著重於閱讀能力的培養，提供短、中篇幅的文章，主題

涵蓋歷史、政治、經濟、藝術、休閒、工作、電影、文學、

美食等等。使用者可上出版社的官網 Campus Difusión 註冊後

下載教師手冊與書籍搭配使用。

◆  此教材出版共三冊，級數分別是 A1-A2、A2、B1-B2，而級數

A1-A2 是 2013 年最新出版的青少年適用書籍，全套的主旨在

西班牙語系國家的文化探討，適合初學者由淺入深的研讀西

語系國家的各國人文背景。

◆  藝術、文學、音樂、電影、傳統、地理、體育等主題，通過

此套書一系列的介紹，除了供學習者了解西班牙語世界的多

元文化面貌，還能從相關活動中學習口語和聽力的技巧，適

合初學者使用或是計劃通過 DELE 檢定測驗的考生所設計的

書籍。

Laura Díaz, Gabriel García, Pilar Escabias y Carmen Marimón

C. Chamorro, M. Martínez, N. Murillo, A. Sáenz

Maria del Carmen Aguirre Martinez 

Edinu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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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BLA CON EÑE
適用對象：本科系生、選修生、
補習班、自修者

書籍配件 Level B2-C1
課本 +CD 9788498483819

Curso de Literatura española moderna

Todas las Voces

El mundo en español 

書籍配件 Level A1-A2 Level A2 Level B1-B2
課本 +CD 9788493991142 9788461474950 9788461564781

書籍配件 Level A1-A2 Level B1
課本 +CD+DVD 9788484437543 9788484437222
教師手冊 線上免費下載 線上免費下載

教師手冊，需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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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專門介紹中南美洲各個國家文化的書籍。內容由 10 個單

元所組成，是專為已有西班牙語程度中級的學習者所設計的教

材。

◆  此書特色著重於閱讀技能的加強，提供許多中、長篇幅的文

章，內容涵蓋各國的藝術、傳統、歷史、地理、人文、社會…

等介紹。學習者從中不但能提升其字彙量，也能獲得各國大量

的文化知識。

◆  書中提供與主題相關的練習題及書末的解答，供學習者自我檢

視並能夠即時查證正確答案。

◆  此書籍是一本介紹西班牙文化的閱讀口袋書，方便學習者攜帶

並隨時閱讀內容。適合已有西班牙語程度初中級以上的學習者

使用。

◆  全書由 28 個單元所組成，以西班牙國家為主軸作特色說明，

包含飲食、慶祝、運動、能源、節慶、宗教、經濟、旅遊、生

活等等都有詳細地介紹。中、長篇幅文章貫穿全書，訓練學習

者的閱讀技能，學習者除可從中獲得大量的知識，亦可增加學

習者的字彙量。

Maximiano Cortés

Teresa Gutiérrez Chávez, Alfredo Noriega Fernández

S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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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生、
補習班、自修者

書籍配件 Level A2
課本 9788477115922

書籍配件 Level B1+ B2
課本 +CD 9788497786683

Latitud 0º

Guía de usos y costumbres de Españ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