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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y hablamos de…是一套西班牙語口說練習教材，內容教學

適合程度在級數 A1-A2 以上的學習者使用，增進學習者在口

語表達上的能力。

◆  此書由 10 大單元所組成，每大單元的重點方向分成 3 部份 – 
Tareas、Temas、Contenidos funcionales y lingüísticos。內容設

計偏重於群體討論方式為教學，以課文中的各式主題進行探

討，主題包含個性、生長背景、興趣等等，引導學習者以西

班牙語的思考邏輯進行西語表述或對話，鼓勵學習者口說西

語的勇氣並加強會話的流暢度。 

◆  此教材共一冊含 12 單元。取材豐富讓學習者透過音樂輕鬆

有趣的學習西文。歌曲皆有標示難易程度並依其難易度做由

簡入深的編排，讓學習者循序漸進的學習。

◆  每單元介紹受歡迎且具代表性的歌曲，並含蓋歌手簡介、專

輯和曲風介紹。在聽歌之前及後有歌曲延伸出的議題探討、

相關字彙的使用及口說的練習並提供歌詞的單字填空或排序

等趣味練習，是一本清鬆且能提升學習者學習動力的教材。

◆  此教材共 1 冊，A1-B2 級數。專門為練習西文口說的教材。

◆  書中超過 60 多個活動加強學習者口說的能力，呈現活動的

方式以遊戲與圖文為主，藉由內容豐富多元的活動讓學習者

用能在短期內練就出地道的口說能力。

Javier Leal Caballero 

Matilde Martínez

Lourdes Miquel, Neus Sans

Edinumen
適用對象：本科系生、補習班、自修者

Difusión
適用對象：本科系生、選修生、
補習班、自修者

Difusión
適用對象：本科系生、選修生、
補習班、自修者

書籍配件 Level A1-A2 Level A2-B1
課本 9788498484052 9788498484076

書籍配件 Level A1-B2
課本 9788484434498

書籍配件 Level A1-C1
課本 9788484437536

Hoy hablamos de...

Clase de música

De dos en d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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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do oídos 是一本專門為初學西班牙語的學習者所設計的西

語聽力教材。

◆  內容包含約 50 個章節，是以測驗練習的方式進行教學，並分

成三個階段 – Antes de escuchar、Mientras escuchas、Después 
de eschchar。內容沒有艱澀詏口的字彙或句型，完全以實用

為主軸，讓聽的能力可與說、讀、寫的能力齊頭並進。每章

節最後會有 Autoevaluación，供學習者自我評量其學習成果。

◆  籍由 26 個單元所構成，每個單元主題都是日常生活中常用的

對話，讓使用者能夠從中了解和學習並且清楚說出自己所要

表達的涵義。此教材著重於口語表達和聽力訓練，除了加強

西班牙語學習者在會話方面的流暢度之外，也能增進學習者

的聽力能力。每單元練習著重於聽力測驗，藉以增進學習者

的聽力技巧。

◆  書中附有密碼，使用者可上出版社的官網註冊後下載音檔與

書籍搭配使用。

◆  此教材為全一冊，內容包含 20 個單元。每單元皆以一個貼近

日常生活的對話為開場白，由此對話中，可使學習者了解主

題之所在，並由對話衍生出文法、字彙、句型等講授與練習。

◆  此書每一單元皆包括會話、簡易的文法表（附加練習）、字

彙補充、口說練習、總複習等等，談及的主題貼近日常生活，

因此對初學者來說，能奠定非常穩固的西語基礎。

Español en directo

Sándor László

Aquilino Sanchez, ManuelRios, Joaquin Dominguez

Susana Martín Leralta 

Difusión
適用對象：本科系生、補習班、
自修者

Edelsa
適用對象：本科系生、補習班、
自修者

SGEL( 台灣印製 )
適用對象：本科系生、選修生、
補習班、自修者

書籍配件 Level A1-A2
課本 +CD 9788484437277
教師手冊 9788484437284

書籍配件 Level A1
課本 9789576065804

書籍配件 Level A1-B1
課本 + 音檔下載 9788477119630

Todo oídos

Conversar es fácil
音檔，需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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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套分兩冊 A1-A2、A2-B1。本書的特色是將主題會話與文法

結合。第一冊有 30 個單元，每單元的主題會話內容取材多

元廣泛，輔以的圖畫以極簡風的筆觸將人、事、物貼切鮮活

的表現出來。使用者可上出版社的官網註冊後下載音檔與書

籍搭配使用。

◆  文法部份則針對會話中的字彙或短句做深入的或延伸性

的 說 明 與 解 構， 如 ESTAR+Gerundio, HAY QUE/TENGO 
QUE+Infinitivo, QUERER y PODER 等等，每單元設計兩頁的

練習作業，讓學習者能立即複習所學，解答附於書後，可驗

證所學。

◆  此書全一冊 A1-A2，從會話中學習字彙。共有 20 個單元，每

單元的會話附有活潑生動的圖片加深印象，將會話中重要的

字彙提出並解構其變化。使用者可上出版社的官網註冊後下

載音檔與書籍搭配使用。

◆  練習題的設計型態多元具鑑別度並附有插圖，對想要有系統

的累積字彙量，同時也能熟知字彙使用的正確性的學習者而

言是一本優質好書，此書也可當作一本工具書使用。解答附

於書後，學習者可立即驗證所學。

◆  本教材共兩冊，第一冊有 5 大部份，前 4 大部份每部份含 3
個單元，每單元設計 3 種不同情境的口語練習，每部份結束

後提供一個自我評量的測驗。第 5 部份則是針對所有單元的

總複習。 
◆  此書的特色在於主題的取材與日常生活所接觸的人、事、

物及各種場合做緊密的結合，如第二單元的 Moverse por la 
ciudad 及 Tu salud es lo primero，第四單元的 Buscar trabajo 及

Opiniones。解答以及聽力腳本附於書後。使用者可上出版社

的官網註冊後下載音檔與書籍搭配使用。

María de los Ángeles Palomino 

María de los Ángeles Palomino

Maria Antonia Oliva Perez-Andujar 

enClave
適用對象：本科系生、選修生、補習班、
自修者

enClave
適用對象：本科系生、選修生、
補習班、自修者

enClave
適用對象：本科系生、選修生、
補習班、自修者

書籍配件 Level A1-A2 Level A2-B1
課本 + 音檔下載 9788415299684 9788416108299

書籍配件 Level A1-A2
課本 + 音檔下載 9788416108282

Gramática en diálogo

Vocabulario en diálogo

Comprensión Oral

音檔，需註冊

音檔，需註冊

音檔，需註冊

書籍配件 Level A1-A2 Level A2-B1
課本 + 音檔線上下載 9788493586546 9788493579210
課本 + 音檔線上下載 ( 新版 ) 尚未出版 9788416108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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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教材共兩冊 A1-A2、A2-B1，第一冊有 5 大單元，每單元

有三個章節，而每章節又分為 Comunicación、Sistema de la 
lengua 及 Cultura e intercultural 三個部份，在每三個章節結束

後會提供統整，為學習者做一總複習。

◆  Comprensión Oral 一書是針對學習者對於口語會話的理解做出

介紹及說明，Expresion Oral 則是著重於口語的表達及練習，

以生活中常用到的對話為主軸，每一情境提供大量的例句，

讓學習者有深入其境的感受。書末附有解答，使用者可上出

版社的官網註冊後下載音檔與書籍搭配使用。

◆  此教材共一冊，內容分兩大部份：(1) 基本溝通句型，每課一

開始均詳列該課所要學習的基本溝通句型之摘要。(2) 單字與

片語的延伸，由於此書詞彙之編排以溝通情境主題為基礎，

故所列舉的詞彙相當豐富，以提供學習者參考使用之。

◆  本書之基本溝通句型均以粗黑字體的形式呈現於方塊中，學

習者可參考各基本溝通句型的例句，將更瞭解其應用方式，

並試著將它們與日常生活結合，勤於練習，必能很快達到學

習西文的成效。

林玉葉，曾麗蓉，阮慧文，蕭耀松

Rosa Maria Garcia Munoz, Rosario Pomar Gonzalez, 
Eva Beltran Gallardo

enClave
適用對象：本科系生、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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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Level A2-B1
課本 + 音檔下載 9782090343311 9788493579234
課本 + 音檔線上下載 ( 新版 ) 9788415299288 9788416108923

書籍配件 Level A1-B1
課本 +2CDs 2800000009045

Expresión Oral

西班牙語基本溝通句型 (西中對照)

音檔，需註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