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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应用汇编（阿语） 

 

 فهزس

 
 

 1………………………………………ىمي  نغح انحىار اني   انثاب األول 

 1………………………………زذ٘ه تيس ٗذطٗض ٍْٔ     اىفصو األٗه 

 4…………………اُزِلٕٞ، اُج٘ي، اُجو٣ل، اُشواء، اُطؼبّاىفصو اىصاّٜ    

 7………………………………………ظٝاضج اىطثٞة    اىفصو اىصاىس

 9………………اىفصو اىطاتغ    اىَ٘اصالخ اىساذيٞح ٗاىؽؤاه ػِ اىططٝق

 11………………………………اىرؼاضف ٗذثازه اىرحٞاخ    و اىراًاىفص

 13………………………………اُل٣بٗبد ٝاُضوبكبد   اىفصو اىؽازغ 

 15……………………اُزؼبث٤و أَُزؼِٔخ  ك٢ ٓٞهغ اُؼَٔ   اىفصو اىؽاتغ 

 17……………………………………شثنح اإلّرطّد    اىفصو اىصاٍِ 

 18……………………………ُطٞاهئاُزؼبث٤و أَُزؼِٔخ ػ٘ل ااب انثاني     انث

 21…………………………………………إشاراخ انتحذيز   انثاب انثانث  

 23……………………………مفزداخ شائعح غيز إصطالحيح   انثاب انزاتع  

 23……………………………………إشبهاد أُؼبُْاىفصو األٗه    

 25………………………………اىفصو اىصاّٜ    اىَطاض ٗاالذعإاخ

 27…………………………………ط ٗاىف٘امٔاىفصو اىصاىس    اىرض

 30……………………………اىفصو اىطاتغ     اىَططثاخ ٗاىحي٘ٝاخ 

 32…………………………………اىطؼاً األؼاؼٜ   اىفصو اىراٍػ 

 34………………………………األٍطاض ٗاىصحح   اىفصو اىؽازغ 

 35…………………………………األؼث٘ع ٗاىشٖط   اىفصو اىؽاتغ 

 37……ٞاج ٗاىؼازاخ اىرقيٞسٝح ٗاألػٞاز ٗاىَْاؼثاخأؼاىٞة اىح    اىفصو اىصاٍِ

 40…………اىفصو اىراؼغ      إظطاءاخ اىسذ٘ه ٗاىرطٗض ٗأّ٘اع اىَؽرْساخ

 45………………………………شائعحاصطالحيح  مفزداخ    انثاب انخامس 

 45…………………………………اىفصو األٗه    اىؼَيٞاخ األؼاؼٞح 

 57……………………………………اىفصو اىصاّٜ     األٍِ ٗاىْظافح

 63……………………………………ٍشاضٝغ اىثْاء   اىفصو اىصاىس 

 70…………………………………………اىفصو اىطاتغ    اىسٝاّا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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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常用口语 

第一章 常用口语 

لغح الحىار اليىهي    الثاب األول  

第一节 出入国境 

دخىل تلذ وخزوج هٌه    الفصل األول  

 

1. 请问中国民航办事处在哪？ 

 ؟(CAAC)خ ٍٔؾزْ، أ٣ٖ ًٝبُخ شوًخ اُط٤وإ اُظ٤٘٤ ُٞ

2. 这是我的行李。 

 . ٛنٙ أٓزؼز٢

3. 我的行李办托运。 

 .أه٣ل ٗوَ أٓزؼز٢

4. 请帮我查找我的行李（出示行李牌）。 

 .(٤ٌُْ ثطبهز٢إ)ٍبػل٢ٗٝ ػ٠ِ اُؼضٞه ػ٠ِ أٓزؼز٢ ٖٓ كؼٌِْ، 

5. 我要去机场（码头/车站）。 

 (.أُوكأ، ٓؾطخ اُوطبه)أه٣ل إٔ أمٛت إ٠ُ أُطبه 

6. 我想订几张车票（船票/机票）。 

 (. خأُوٌٓجخ، اُوؽِخ اُغ٣ٞ)أه٣ل هطغ ثؼغ رناًو ُِجبص 

7. 我想买今天（明天/后天）去 XX 的票。 

 ... .إ٠ُ ( اُـل أٝ ثؼل اُـل)أه٣ل هطغ رنًوح ٤ُِّٞ 

8. 请问候车（船）室在哪儿？ 

 ؟ (أُوًجخ)ُٞ ٍٔؾزْ، أ٣ٖ هبػخ اٗزظبه اُوطبه 

9. 请问检票口在哪儿？ 

 ُٞ ٍٔؾزْ، أ٣ٖ ثٞاثخ كؾض اُزناًو؟ 

10. 请问在哪搭乘中转航班？ 

 ٖٓ كؼٌِْ، أ٣ٖ ٣ٌٕٞ رؾ٣َٞ اُوؽِخ؟

11. 请问在哪办理转机手续？ 

 ء اُزؾ٣َٞ؟ٖٓ كؼٌِْ، أ٣ٖ أًَٔ اعوا

12. 请问哪个登机口是去往 XX 的？ 

 ؟...  ُٞ ٍٔؾزْ، ٖٓ أ١ ثٞاثخ أهًت اُوؽِخ إ٠ُ 

13. 打扰了，我想知道问询处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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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应用汇编（阿语） 

 ػلٞا ُإلىػبط، أه٣ل إٔ أػوف أ٣ٖ االٍزؼالٓبد؟

14. 我要一张交通地图。 

 َٛ ٣غٞى ٢ُ إٔ أؽِت ٌْٓ٘ فبهؽخ ُٔٞاطالد أُل٣٘خ؟

15. 对不起，我迷路了,我想去 XX。 

 ...ػلٞا، ػِِذ اُطو٣ن، أه٣ل إٔ أمٛت إ٠ُ 

16. 我来工作（旅游/访问）。 

 ( .ُِي٣بهح ا٤َُبؽ٤خ، ُِي٣بهح)عئذ ألػَٔ 

17. 你办理的是什么签证？ 

 ٓب ٗٞع رأش٤وري؟

18. 我办理的是工作（旅游/商务）签证。 

 ( .ا٤َُبؽخ، اُزغبهح)رأش٤وح اُؼَٔ 

19. 请问在哪儿可以取得海关报关单？ 

 اُزظل٣و؟/ ُٞ ٍٔؾزْ، ٖٓ أ٣ٖ أعل ؽِجب ُالٍز٤واك 

20. 请帮我填一下表,我的英语不太好。 

 .ل١ ؿ٤و ع٤لحٖٓ كؼٌِْ، ٍبػل٢ٗ ػ٠ِ ِٓئ ٛنٙ االٍزٔبهح، إم االٗغ٤ِي٣خ ػ٘

21. 这事与我无关。 

 .ػلٞا، ٛنا األٓو ال ٢ٜ٘ٔ٣

22. 我要两张软卧床铺。 

 .أه٣ل رنًور٤ٖ ٖٓ ٍو٣و اُلهعخ األ٠ُٝ

23. 我要预订一个二等船舱的卧铺。 

 . أه٣ل ؽغي ٍو٣و ٖٓ اُلهعخ اُضب٤ٗخ ُِٔوًجخ

24. 我想我晕船了。你们有船医吗？ 

 أطبث٢٘ طلاع شل٣ل، َٛ ٣ٞعل ػ٠ِ أُوًجخ كًزٞه؟

25. 我能看下您的票、登机牌和护照吗？ 

 . هخ اُظؼٞك ٝعٞاى اَُلوُٞ ٍٔؾزْ، ٛبد ٢ُ اُزنًوح ٝثطب

26. 请问行李区在哪儿？ 

 ُٞ ٍٔؾزْ، أ٣ٖ األٓزؼخ ُٜنٙ اُوؽِخ؟ 

27. 我想改签一下我的预订票。 

 . ُٞ ٍٔؾزْ، أه٣ل إٔ أؿ٤و رنًور٢ أُؾغٞىح ٍبثو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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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常用口语 

28. 我想搭乘直飞的航班，订经济舱，麻烦给我靠近走道的座

位。 

 .ه٣ل هؽِخ ٓجبشوح، ٝٓوؼلا اهزظبك٣ب، ٤ُز٢٘ أؽظَ ػ٠ِ ٓوؼل ع٘ت أُٔو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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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应用汇编（阿语） 

第二节 电话、银行、邮递、购物、就餐 

التلفىى، الثٌك، الثزيذ، الشزاء، الطؼام    الفصل الثاًي  

 

29. 您好，我叫 XXX。 我找 XX 先生（小姐）。 

 ... (ا٥َٗخ ... )ٝأه٣ل إٔ أهبثَ ا٤َُل ... ا٢ٍٔ ! أٛال ٍٜٝال

30. XX 先生（小姐）,请接电话。 

 .، رلؼَ، كالٕ ٣طِجي ثبُزِلٕٞ... (ا٥َٗخ)٤َلا٣ُب 

31. 请问怎样与你联系？ 

 ُٞ ٍٔؾزْ، ٤ًق أرظَ ثٌْ؟ 

32. 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 ههْ رِلٞٗي؟

33. 请稍等！ 

 ! ُؾظخ

34. 今天晚上有时间吗？ 

 َٛ ُي كواؽ َٓبء ا٤ُّٞ؟ 

35. XX 先生暂时不在。 

 .٤ٌُ ٓٞعٞكا ا٥ٕ... ا٤َُل 

36. 我可以留个口信吗？ 

 َٛ ٣غٞى إٔ ر٘وَ إ٤ُٚ ٢٘ٓ ًالٓب؟ 

37. 这里可打国际长途吗？ 

 َٛ ٣غٞى أٌُبُٔخ اُل٤ُٝخ؟ 

38. 请问怎样打国际长途？ 

 ٤ًق رٌٕٞ أٌُبُٔخ اُل٤ُٝخ؟ 

39. 我想把美元换成 XX 币。 

 ...أه٣ل رؾ٣َٞ اُلٝاله إ٠ُ 

40. 我想存（取）款。 

 (.إ٣لاع اُ٘وٞك)ُ٘وٞك أه٣ل ٍؾت ا

41. 请给我换一下零钱。 

 .ٖٓ كؼٌِْ كي ٢ُ ٛنٙ اُٞههخ

42. 请问兑换率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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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常用口语 

 ُٞ ٍٔؾزْ، ٓب ٍؼو اُؼِٔخ أُؾ٤ِخ ٓوبثَ كٝاله؟

43. 我想汇款去中国。 

 . أه٣ل إؽبُخ ٗوٞك١ إ٠ُ اُظ٤ٖ

44. 我想买些邮票和明信片。 

 .أه٣ل إٔ أشزو١ ثؼغ اُطٞاثغ ٝثطبهبد اُجو٣ل

45. 这封信我要寄航空。 

 .أه٣ل إٔ أثؼش اُوٍبُخ ثبُجو٣ل اُغ١ٞ

46. 劳驾，我想寄一个包裹到中国。 

 .ٖٓ كؼِي أه٣ل إٔ أهٍَ ؽوكا إ٠ُ اُظ٤ٖ

47. 寄到中国需要多少天呢？——大约需要一周。 

 .ٗؾٞ أٍجٞع ---اُطوك إ٠ُ اُظ٤ٖ؟  ًْ ٣ٞٓب ٣ظَ

48. 寄往中国的信件要贴多少钱的邮票？ 

 ل٣خ رؾزبط اُوٍبُخ ٖٓ ٛ٘ب إ٠ُ اُظ٤ٖ؟ًْ صٖٔ اُطٞاثغ اُجو٣

49. 多少钱，能打折吗？ 

 ٣ٞعل فظْ؟َٛ ًْ اُضٖٔ؟ 

50. 太贵了，谢谢。 

 .ؿبٍ علا، شٌوا

51. 总共多少钱？ 

 ثٌْ؟ أُغٔٞع

52. 请问你买什么？ 

 أ١ فلٓخ؟ 

53. 请给我换一件好吗？ 

 َٛ ٣غٞى إٔ أثلٍ ٝاؽلا آفو ثٜنا؟

54. 我要大一点的（小一点的）。 

 . ٖٓ ٛنا (أطـو) ثلٍ ٢ُ ٝاؽلا أًجو

55. 我要红（绿/白/黑/黄）色的。 

 (.األفؼو، األث٤غ،األٍٞك، األطلو)أه٣ل إُِٞ األؽٔو

56. 这个合适吗？——合适（不合适）。 

 .ال/ َٛ ٛنا ٤ِ٣ن ثي؟ ٗؼْ 

57. 请把钱的数额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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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应用汇编（阿语） 

 . ٖٓ كؼِي، اًزت ٍؼوٙ ٛ٘ب

58. 你想点什么？ 

 ٓبما رؾزبط؟ 

59. 我想要……（就是这个）. 

 .(ٛنا)...أه٣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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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常用口语 

第三节 就医看病 

سيارج الطثية    الفصل الثالث  

 

60. 我想去看医生。 

 . أه٣ل إٔ أىٝه اُطج٤ت

61. 我觉得不舒服,请帮我叫医生好吗? 

 ع٢َٔ ؿ٤و ٓوربػ، َٛ رَبػل٢ٗ ػ٠ِ اٍزلػبء ؽج٤ت؟ 

62. 你哪儿不舒服？ 

 ٓبما أطبثي؟

63. 我咳嗽。 

 .أطبث٢٘ ٍؼبٍ

64. 我在发（高）烧。 

 .كهعخ ؽواهر٢ ٓورلؼخ علا

65. 我头疼。 

 . أشؼو ثظلاع

66. 我肚子疼。 

 .ثط٢٘ ٣ٞعؼ٢٘

67. 我吃不下东西。 

 .ُْ أشزٚ اُطؼبّ

68. 我受伤了。 

 .أطبث٢٘ عوػ

69. 我烧（烫）伤了。 

 . أطبث٢٘ ؽوم

70. 有什么问题吗？ 

 ٓب فطجي؟ 

71. 我拉肚子。 

 .أطبث٢٘ إٍٜبٍ

72. 我喉咙痛。 

 . أطبث٢٘ اُزٜبة اُؾ٘غوح

73. 我有一点心悸。 



 

8 
 

外语应用汇编（阿语） 

 .أشؼو ثَوػخ اُقلوبٕ

74. 我耳鸣。 

 .أشؼو ثط٤ٖ٘ ك٢ أم٢ٗ

75. 我有一点眩晕。 

 .أشؼو ثلٝاه

76. 我长疹子。 

 .ؼ عِل١أطبث٢٘ ؽل

77. 我对抗生素/阿司匹林过敏。 

 .األٍجو٣ٖ/ ٢ُ ؽَب٤ٍخ ُِٔؼبكاد اُؾ٣ٞ٤خ 

78. 现在有接受什么样的治疗吗？ 

 َٛ ٍجن إٔ عوٟ ُي ػالط؟ 

79. 最近有手术过吗？ 

 َٛ أعو٣ذ ُي ػ٤ِٔخ عواؽ٤خ ك٢ اُلزوح األف٤وح؟

80. 明天/后天请再来一次。 

 .ثؼل ؿل/  رؼبٍ إ٢ُ ٓوح أفوٟ ؿلا

81. 请至少安静修养三天。 

 . ػ٤ِي إٔ رَزو٣ؼ ثٌَ ٛلٝء صالصخ أ٣بّ ػ٠ِ األ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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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常用口语 

第四节 市内通勤、出行问路 

قيالوىاصالخ الذاخليح والسؤال ػي الطز    الفصل الزاتغ  

 

82. 我想到中国大使馆去。 

 . أه٣ل إٔ أمٛت إ٠ُ اَُلبهح اُظ٤٘٤خ

83. 厕所（邮局/旅馆/商店）在哪里？ 

 ؟(كاه اُجو٣ل أٝ اُلًبٕ)أ٣ٖ اُزٞا٤ُذ 

84. 哪有中餐馆？ 

 أ٣ٖ ٣ٞعل ٓطؼْ ط٢٘٤؟

85. 请问，哪有出租车？ 

 ٖٓ أ٣ٖ آفن رب٢ًَ؟

86. 请问附近有电话吗？ 

 ػبّ هو٣ت؟ٖٓ كؼٌِْ، َٛ ٣ٞعل رِلٕٞ 

87. 你能给我画一个路线草图吗？ 

 َٛ ٣غٞى إٔ روٍْ ٢ُ فبهؽخ ٓجَطخ؟

88. 一直往前走。 

 .ػ٠ِ اُطٍٞ

89. 向左（右）拐。 

 (.٤ٔ٤ُِٖ)كه ٤َُِبه 

90. 请把地址写下来。 

 .ٖٓ كؼٌِْ اًزت ػ٘ٞاٗي

91. 请问我现在在地图上的哪个位置？ 

 ُٞ ٍٔؾزْ، أ٣ٖ ٓٞهؼ٢ ػ٠ِ ٛنٙ اُقبهؽخ؟ 

92. （用手指地图）在这里。 

 ( ٓغ إشبهح ا٤ُل. )ٛ٘ب

93. 我带你去，请跟着我来。 

 .رؼبٍ ٓؼ٢، ارجؼ٢٘

94. 我不太清楚，请问其他人。 

 . َُذ أػوف كبٍأٍ ا٥فو٣ٖ

95. 很抱歉附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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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应用汇编（阿语） 

 . ػلٞا، ال ٣ٞعل ك٢ ٛنا أٌُبٕ

96. 我要去 XX，应该哪一站下车？ 

 ، ك٢ أ١ ٓؾطخ أٗيٍ؟ ...أه٣ل 

97. 到 XX 要花多少时间？ 

 ؟...ًْ ٝهزب اُنٛبة ٖٓ ٛ٘ب إ٠ُ 

98. 到 XX 要花多少钱？ 

 ؟...ًْ صٔ٘ب ٖٓ ٛ٘ب إ٠ُ 

99. 下一班公共汽车/火车/地铁是几点？ 

 ؟( اُوطبه، أُزوٝ)ٓز٠ ٣أر٢ اُجبص اُزب٢ُ 

100. 车票要在哪里买？ 

 أ٣ٖ أهطغ اُزنًو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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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常用口语 

第五节 介绍与寒暄 

التؼارف وتثادل التحياخ    الفصل الخاهس  

 

101. 您（你）好。 

 !أٛال ٍٜٝال

102. 再见！ 

 !ٓغ اَُالٓخ

103. 劳驾，帮个忙好吗？——当然可以 

 .ثٌَ ٍوٝه --- ٌٖٓٔ ٍبػل٢ٗ؟ ُٞ ٍٔؾزْ،

104. 什么时候出发？ 

 ٓز٠ ٗ٘طِن؟ 

105. 节日愉快！ 

 ! ػ٤لا ٍؼ٤لا

106. 请进！ 

 ! رلؼَ ثبُلفٍٞ

107. 请坐！ 

 ! رلؼَ ثبُغًِٞ

108. 今天（明天）天气怎么样？ 

 ؟ (ؿلا) ٞ ا٤ًّٞ٤ُق ع

109. 今天（明天）下雨（雪）。 

 (.ؿلا) ا٤ُّٞ( اُضِظ)٤ٍ٘يٍ أُطو 

110. 今天很热（冷）。 

 (. ثبهك)عٞ ا٤ُّٞ ؽبه 

111. 对不起，请再说一遍。 

 . ػلٞا، هَ ٓوح صب٤ٗخ

112. 对不起，现在几点了？ 

  ًْ اَُبػخ ا٥ٕ، ُٞ ٍٔؾزْ؟

113. 请问今天是星期几？ 

 ٓب ا٤ُّٞ ٖٓ األٍجٞع ُٞ ٍٔؾزْ؟ 

114. 今天是这个月几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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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应用汇编（阿语） 

 ّ ٖٓ اُشٜو ٖٓ كؼِي؟ٓب ا٤ُٞ

115. 谢谢——不客气！ 

 !ٛنا ش٢ء ث٤َؾ ---شٌوا 

116. 对不起——没关系。 

 . ال ثأً --- ػلٞا

117. 祝你生日快乐！ 

  !ٍؼ٤ل ٤ٓالك ػ٤ل

118. 我想理一下发。 

 . شؼو١ هضأه٣ل 

119. 我明天要回国了，前来向你告别。 

 . ؿلا ٍأهعغ إ٠ُ ثِل١، كغئذ ُِزٞك٣غ

120. 祝您一路顺风（一路平安）。 

 . أر٠٘ٔ ُي رٞك٤وب

121. 祝您好运。 

 .ثبهى هللا ك٤ي

122. 祝你健康。 

 .طؾخ ٝػبك٤خ

123. 祝你愉快。 

 .كوؽب ٍٝؼبكح

124. 请问您叫什么名字？ 

 و٣ْ؟ ٓب أٌٍْ اٌُ

125. 我的名字叫 XX。 

 ...ا٢ٍٔ 

126. 见到您很高兴。 

 . أٗب َٓوٝه ثٔؼوكزي

127. 你从哪里来? ——我从中国来，我是中国人 

 . ٖٓ اُظ٤ٖ، إ٢ٗ ط٢٘٤ --ٖٓ أ١ ثِل عئزْ؟  

128. 我是工人（护士/农民）。 

 (.ٓٔوػخ، كالػ)إ٢ٗ ػ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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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常用口语 

 

第六节 宗教与文化 

الذياًاخ والثقافاخ    الفصل السادس  

 

129. 上帝保佑你。 

 .تاضك هللا فٞنٌ

130. 真主安拉保佑你。 

 .تاضك هللا فٞنٌ

131. 菩萨保佑你。 

 .ك٤ٌْ اُجٞمبهى ث

132. 妈祖保佑你。 

 .ك٤ٌْ ٍاذؽ٘ثبهى 

133. 做礼拜时别讲话！ 

 !اُظالحال ذرحسز أشْاء 

134. 我星期天做礼拜时没看见你。 

 .هأ٣زي ػ٘ل اُظالح ٣ّٞ األؽل أُبػ٢ ُْ

135. 清真寺是穆斯林宗教活动场所和文化中心 

 .أَُغل ٛٞ أٌُبٕ ُِ٘شبؽبد اُل٤٘٣خ ٝأُوًي اُضوبك٢ ثبَُ٘جخ ا٠ُ ا٤َُِٖٔٔ

136. 在清真寺内你得要脱鞋。 

 .ػ٤ِي إٔ رقِغ ؽناءى ك٢ أَُغل

137. 他们每周一次到清真寺去做祈祷。 

 .٣نٛجٕٞ ا٠ُ أَُغل ُِظالح ٓوح ًَ أٍجٞع

138. 斋月是中东地区最重要的节日。 

 .شٜو اُوٓؼبٕ أْٛ األػ٤بك ك٢ اُشوم األٍٝؾ ٣ؼزجو

139. 穆斯林以开斋节结束斋月。 

 .اىفطط ثؼ٤ل٢ٜ٘٣ إَُِٔٔٞ ػ٤ل اُوٓؼبٕ 

140. 今天在清真寺举行了开斋节庆典。 

 .أه٤ٔذ ؽلِخ اإلكطبه ك٢ أَُغل ا٤ُّٞ

141. 我们是去教堂、犹太教堂、清真寺还是寺庙？ 

 أُؼجل اُجٞم١؟ ٤َ٘خ أّ ٓؼجل ا٤ُٜٞك أّ أَُغل أّاٌُأ٣ٖ ٗنٛت؟ 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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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应用汇编（阿语） 

142. 在教堂或清真寺内吸烟是亵渎神灵的行为！ 

 !ٝ أَُغل ٣ؼزجو اُزغل٣ق ػ٠ِ هللاإٕ اُزلف٤ٖ ك٢ ا٤ٌَُ٘خ 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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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常用口语 

 

第七节 工作职场用语 

التؼاتيز الوستؼولح  في هىقغ الؼول    الفصل الساتغ  

 

143. 几点钟上班（下班）？ 

؟( ٣٘ز٢ٜ اُلٝاّ)ٓز٠ ٣جلأ اُلٝاّ   

144. 干得不错，不过注意安全！ 

!ٖ ٖٓ اُالىّ االٗزجبٙ إ٠ُ األٌٖٓ، ُٝأحؽْد  

145. 我将尽力做好。 

.ٍأرْ اُؼَٔ ثٌَ عٜل١  

146. 这件事由你负责。 

.ٛنا األٓو أٗذ أَُؤٍٝ ػ٘ٚ  

147. 这是谁干的？——这不是我干的。 

.ٛنا ٤ٌُ ٖٓ ػ٢ِٔ ---ٖٓ ػَٔ ٛنا ؟   

148. 机器出了点小故障。 

.ك٢ عٜبى١ ػطَ طـ٤وٞعل ٣  

149. 请关掉机器。 

.خا٥ُ رلؼَ ثبإل٣وبف  

150. 请关闭电源！ 

!اٌُٜوثبء ٣وبفثبإل رلؼَ  

151. 你能修理一下吗？ 

ي إٔ رظِؾٚ؟َٛ ٣ٌٔ٘  

152. 请把那件工具递给我。 

.ٛبد ٢ُ رِي األكاح  

153. 小心轻放。 

.ٝػغ ٓغ اُوػب٣خ  

154. 你愿意加班吗？ 

 َٛ رو٣ل اُؼَٔ اإلػبك٢؟

155. 今天（明天/后天）我休息。 

( .ثؼل ؿل / ؿلا)أٍزو٣ؼ ا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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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应用汇编（阿语） 

156. 今天我做什么？ 

 ٓنا أكؼَ ا٤ُّٞ؟

157. 我需要一个帮手！ 

!أؽزبط إ٠ُ َٓبػل  

158. 快点干! 

!ثَوػخ  

159. 请保持场地清洁！ 

!رلؼَ ثبُؾبكبظ ػ٠ِ ٗظبكخ أُٞهغ  

160. 怎么干，请示范一下。 

 .رلؼَ ٓضَّ ُ٘ب٣ؼَٔ،  ٤ً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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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常用口语 

第八节 互联网应用 

شثكح اإلنتزند    الفصل الثاهي  

 

161. 我的连接速度太慢了。 

.ثط٤ئخ ؼطػح اذصاىٜ  

162. 我马上就下线。 

.ف٘ضاٍأروى االٗزوٗذ   

163. 我需要上一个新闻网站。 

.ٓٞهؼب إفجبه٣ب أؽزبط إ٠ُ ى٣بهح  

164. 你的电子邮箱地址是什么？ 

 ٓب ػ٘ٞإ ثو٣لى اإلٌُزو٢ٗٝ؟

165. 我的服务器今天早上出了问题。 

.ؼطَ عٜبى١ اُقبكّ طجبػ ا٣ّٞ٤ُ  

166. 你可以在网上找到很多免费的信息。 

.٣ٌٔ٘ي إٔ رغل ًض٤وا ٖٓ أُؼِٞٓبد أُغب٤ٗخ ػ٠ِ االٗزوٗ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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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应用汇编（阿语） 

 

第二章 应急用语 

التؼاتيز الوستؼولح ػٌذ الطىارئ   الثاب الثاًي   

 

167. 请帮助我！ 

!ُٞ ٍٔؾزْ، ٍبػل٢ٗ  

168. 我的护照丢了。 

.عٞاى ٍلو١ ٓلوٞك  

169. 能找个会说中文的员工给我吗？ 

٣زٌِْ ثبُِـخ اُظ٤٘٤خ؟ أُٞظقَٛ ٣ٌٔ٘ي إٔ رغل   

170. 我把包忘在出租车上了。 

.٤جز٢ ك٢ اُزب٤َٗ٢ًَذ ؽو  

171. 我被车撞了。 

.ؼٞاضج اططلٓذ ث٢  

172. 请给我急救！ 

!أؽزبط إ٠ُ إٍؼبف  

173. 我是 A 型血。 

 .A  فصٞيحك٢ٓ ٖٓ 

174. 有会说中文的医生吗？ 

 َٛ ٣ٞعل كًزٞه ٣زٌِْ ثبُِـخ اُظ٤٘٤خ؟

175. 我朋友伤的很重。他大量流血。 

.ٝهل ٗيف كٓٚ ثٌضوح. عوػ طل٣و٢ عوؽب شل٣لا  

176. 这里危险,快出去！ 

!فط٤و ٛ٘ب، اثؼل ثَوػخ  

177. 快叫警察！ 

!اُشوؽخ! اُشوؽخ  

178. 快叫医生！ 

!ا اُلًزٞه ثَوػخٗبكٝ  

179. 救命！我有危险！ 

!إ٢ٗ ٜٓلَّك ثقطو ًج٤و! اُ٘غل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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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应急用语 

180. 我被别人跟踪了，请帮助我！ 

!ٍبػل٢ٗ ٖٓ كؼٌِْ، ٝعلد إٔ ٛ٘بى ٖٓ ٣الؽو٢٘ٗٞ  

181. 请帮我叫辆救护车吧！ 

!ؼٞاضج إؼؼافُٞ ٍٔؾزْ، اٍزلع ٢ُ   

182. 我被抢劫了，能帮我报警吗？ 

؟اؼرسػاء اىشططح إ٢ٗ َِٓٞة، َٛ رَبػل٠ٗ ػ٠ِ  

183. 我快渴死了，能给我点水喝喝吗？ 

؟٤بٙأُ ثؼغ ٢ٌٖٓٔ إٔ رؼطً٘لد أٓٞد ػطشب،   

184. 我快饿死了，能给我点食物吃吃吗？ 

؟ؽؼٔخاأل ثؼغ ٌٖٓٔ إٔ رؼط٢٘ ًلد أٓٞد عٞػب،  

185. 快把你的手表、手机交给我！ 

!ٛبد ٢ُ ٍبػزي ٝٛبرلي  

186. 把眼睛闭上，不准东张西望！ 

!أؿٔغ ػ٤٘٤ي، ٝال ر٘ظو ٛ٘ب ٝٛ٘بى  

187. 给我闭嘴！不许随便说话！ 

!ٓٔ٘ٞع اٌُالّ! اٌٍذ  

188. 快发动汽车！ 

!َوػخشـَ ا٤َُبهح ث  

189. 给我从车里出来！ 

!افوط ٖٓ ا٤َُبهح  

190. 把钱包快拿出来！ 

!ظزي ثَوػخأفوط ٓؾل  

191. 给我双手抱头！ 

!ػْ هأٍي ث٤ل٣ي  

192. 把你的护照交出来！ 

!ٛبد ٢ُ عٞاى ٍلوى  

193. 给我蹲下！ 

!هوكض  

194. 给我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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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应用汇编（阿语） 

!اٜٗغ  

195. 举起双手！ 

!اهكغ ٣ل٣ي  

196. 给我站住，不许动！ 

!ال رزؾوى! هق  

197. 有炸弹，快趴下！ 

!ثَوػخ ه٘جِخ، اٗجطؼ  

198. 我还有我的家人，请你不要伤害我！ 

!ال رلَل٢ٗ، ػ٘ل١ ػبئِخ  

199. 只要你给我同伴打电话，你就会得到你想要的！ 

!ارظَ ثظل٣و٢، ٍٞف رؾظَ ػ٠ِ ٓب رو٣ل  

200. 你想要什么？我都会给你！ 

!رو٣لإ٤ُي ًَ ٓب ػ٘ل١ ٓب   

201. 请你别伤害我！我所有都会听你的！ 

!رؤم٢ٗ، ٍأؽ٤غ ُٔب رو٣ل ا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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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警示标识 

 

第三章 警示标识 

 الثاب الثالث  إشاراخ التحذيز

 

202. 停（停止） 

(ٝهٞف)هق   

203. 禁止超车 

اىرعاٗظٍَْ٘ع   

204. 禁鸣喇叭 

 ٓٔ٘ٞع اُجٞم

205. 禁止通行 

 ٍَْ٘ع اىَطٗض

206. 禁止越线 

ػجٞه اُقؾ ٍَْ٘ع  

207. 禁止停车 

ا٤َُبهح ٝهٞفٔ٘ٞع ٓ  

208. 禁止停留 

ءٓٔ٘ٞع اُجوب  

209. 禁止进入 

 ٓٔ٘ٞع اُلفٍٞ

210. 危险 

 فطو

211. 安全第一 

 األٖٓ أٝال

212. 速度限制 

اىؽطػح رؾل٣ل  

213. 载重限制 

 رؾل٣ل اُؾُٔٞخ

214. 前有隧道 

 اُ٘لن أٓبٓ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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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应用汇编（阿语） 

215. 高速公路 

 اُطو٣ن اَُو٣غ

216. 交通阻塞 

 اىكؽبّ أُوٝه

217. 此路不通 

 اُطو٣ن أَُلٝك

218. 绕道行驶 

 فن ؽو٣وب آفو

219. 慢车道 

 اُقؾ اُجط٢ء

220. 快车道 

 اُقؾ اَُو٣غ

221. 停车场 

ا٤َُبهادٍ٘قف   

222. 禁止吸烟 

 ٓٔ٘ٞع اُزلف٤ٖ

223. 禁止拍照 

 ٓٔ٘ٞع اُزظ٣ٞو

224. 私人宅院（禁止入内） 

(ٓٔ٘ٞع اُلفٍٞ)ٓ٘يٍ فبص   

225. 出口 / 进口 

أُلفَ/ أُقوط   

226. 紧急出口 

اىط٘اضئ فوٝط  

227. 请勿靠近 

 اثزؼل

228. 注意（小心） 

 ؽنا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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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常用非专业词汇 

 

第四章 常用非专业词汇 

مفزداخ شائعح غيز إصطالحيحالثاب الزاتؼح    

第一节 地址标识 

إشاراخ الوؼالن    الفصل األول  

 

1. 大使馆 

 ٍلبهح

2. 领事馆 

 ه٘ظ٤ِخ

3. 警察局 

 ٍسٝطٝح اىشططح

4. 理发店 

ُٕٞ اُؾالهخطب  

5. 银行 

 ث٘ي

6. 旅馆（饭店） 

 ك٘لم

7. 宿舍 

ٌَٖٓ 

8. 医院 

 َٓزشل٠

9. 商店/超市 

اَُٞثوٓبهًذ/كًبٕ  

10. 邮局 

 ٌٓزت اُجو٣ل

11. 厕所 

 رٞا٤ُذ

12. 火车站 

 ٍحطح اىقطا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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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应用汇编（阿语） 

13. 汽车站 

 ٓؾطخ ا٤َُبهح

14. 地铁站 

 ٍحطح اىَرطٗ

15. 工地 

 ٍ٘قغ اىثْاء

16. 码头（港口） 

 ٤ٓ٘ب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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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常用非专业词汇 

第二节 机场与方向 

 الفصل الثاًي  الوطار واالتجاهاخ

 

17. 飞机场 

 ٓطبه

18. 登机口 

 ت٘اتح اىصؼ٘ز

19. 检票口 

ض اُزناًوثٞاثخ كؾ  

20. 航班,班次 

 هؽِخ

21. 行李提取处 

 اٍزالّ األٓزؼخ

22. 行李托运处 

 ٗوَ األٓزؼخ

23. 休息室 

 هبػخ االٍزواؽخ

24. 晚点 

 رأفود اُوؽِخ

25. 早点 

 رولٓذ اُوؽِخ

26. 推迟（延误） 

 رأعِذ اُوؽِخ

27. 换汇处 

 طواف

28. 东/西/南/北/中 

ٍٝؾ/ شوم/ع٘ٞة/ؿوة/شوم   

29. 上/下/左/右 

٤ٔ٣ٖ/٣َبه/أٍلَ/أػ٠ِ  

30. 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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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应用汇编（阿语） 

فِق/أٓبّ   

31. 多/少 

ه٤َِ/ ًض٤و  

32. 大/小 

طـ٤و/ًج٤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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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常用非专业词汇 

第三节 蔬菜与水果 

لفصل الثالث  الخضز والفىاكها  

 

33. 大白菜 

 ٍيف٘ف صْٜٞ

34. 卷心菜 

 ِٓلٞف

35. 菠菜 

 ؼثاّد

36. 黄瓜 

 ف٤به

37. 西红柿（番茄） 

 ؽٔبؽْ

38. 胡萝卜 

 عيه

39. 茄子 

 تاشّعاُ

40. 芹菜 

 مطفػ

41. 菜花 

 قطّثٞظ

42. 马铃薯 

 ثطبؽٌ

43. 扁豆 

 كبط٤ُٞب

44. 蒜 

 صّٞ

45. 葱 

 ثظَ

46. 洋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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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应用汇编（阿语） 

 ثظَ

47. 蘑菇 

 كطو

48. 苹果 

 رلبؽخ

49. 梨 

 مَصطٙ

50. 橘子 

 ٣ٍٞل٢

51. 香蕉 

 ٓٞى

52. 芒果 

 ٓبٗغٞ

53. 西瓜 

 ثط٤ـ

54. 橄榄 

 ى٣زٕٞ

55. 草莓 

 كواُٝخ

56. 菠萝 

 أٗبٗبً

57. 椰子 

ىْٖسظ٘ظ ا  

58. 桃 

 فٞؿ

59. 荔枝 

 ىٞرشٜ

60. 石榴 

 هٓبٕ

61. 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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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常用非专业词汇 

 ػ٘ت

62. 哈密瓜 

أصفط تطٞ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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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应用汇编（阿语） 

第四节 饮料与甜食 

وزطثاخ والحلىياخلا    الفصل الزاتغ  

 

63. 可乐 

 ًًٞبًٞال

64. 雪碧 

 شجؼ

65. 冰茶 

 شاٛ ٍصيط

66. 红茶 

 شاٛ أؼ٘ز

67. 茶 

 شب١

68. 咖啡 

 هٜٞح

69. 矿泉水 

 ٍٞآ ٍؼسّٞح

70. 橘汁 

 ػصٞط اىثطذقاه

71. 椰汁 

 ػظ٤و عٞىاُٜ٘ل

72. 牛奶 

 ؽ٤ِت

73. 酸奶 

 ىثبك١

74. 热（冷）水 

(ثبهك)ٓبء ٍبفٖ   

75. 冰水（冰块） 

اُضِظ (غهط)ٓبء   

76. 白酒 



 

31 
 

第四章 常用非专业词汇 

 فٔو

77. 啤酒 

 ث٤وح

78. 葡萄酒 

 ٗج٤ن

79. 甜酒 

 ٗج٤ن ؽِٞ

80. 红酒 

أؽٔو ٗج٤ن  

81. 米酒 

األضظ ذَط  

82. 冰淇淋 

 أٝػ مطٌٝ

83. 奶油 

 ًو٣ْ

84. 巧克力 

 شًٞٞال

85. 糖果 

 ؽِٟٞ

86. 奶酪 

 ع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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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应用汇编（阿语） 

第五节 主食 

 الفصل الخاهس  الطؼام األساسي

 

87. （米）饭 

 أضظ

88. 面条 

 شؼو٣خ

89. 饺子 

 ع٤بٝر٢َ

90. 包子 

 ثبٝ ر٢َ

91. 馒头 

 فجي ط٢٘٤

92. 面包 

 هؿ٤ق

93. 薯条 

 تطاطػ ٍقيٞح

94. 咖喱 

 ًبه١

95. 饼 

 فجي

96. 粥 

ىؽَبء األه  

97. 汤 

 ؽَبء

98. 鸡蛋 

 ث٤غ

99. 猪（鱼/牛/羊/鸡）肉 

(أَُي، اُجوو اُقوٝف، اُلعبط)ُؾْ اُق٘ي٣و   

100. 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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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غ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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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应用汇编（阿语） 

第六节 病症与健康 

 الفصل السادس  األهزاض والصحح

 

101. 恶心 

 ؿض٤بٕ

102. 头晕 

 كٝفخ

103. 发冷（热） 

(اىحَٜ) شؼٞه ثبُجوك  

104. 感冒 

.ىًبّ  

105. 发烧 

 ؽ٢ٔ

106. （嗓子/手/脚/背/腹）疼痛 

(اُجطٖ/اُظٜو /اُولّ /ا٤ُل /اُؾِن)أُْ ك٢   

107. 腹泻 

 اُزٜبة اُِٞىر٤ٖ

108. 呕吐 

٤ؤرو  

109. 肝（肺）炎 

(اىطئ٘ٛ) اىرٖاب اىنثس  

110. 扭（挫）伤 

(اُوع)علٍ   

111. 烧伤 

 ؽوم

112. 心脏病 

 ٍطض اىقي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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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星期与月份 

 الفصل الساتغ  األسثىع  والشهز

 

113. 星期一 

 ًٝ٘ االشِْٞ

114. 星期二 

اىصالشاء٣ّٞ   

115. 星期三. 

األضتؼاء٣ّٞ   

116. 星期四. 

اىرَٞػ٣ّٞ   

117. 星期五 

اىعَؼح٣ّٞ   

118. 星期六. 

اىؽثد٣ّٞ   

119. 星期日 

األحس٣ّٞ   

120. 一月 

 ْٝاٝط

121. 二月 

 فثطاٝط

122. 三月 

 ٓبهً

123. 四月 

ٝوتطإ  

124. 五月 

 ٍاٝ٘

125. 六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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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应用汇编（阿语） 

126. 七月 

 ٝ٘ىٞ٘

127. 八月 

 أغؽطػ

128. 九月 

 ؼثرَثط

129. 十月 

 أمر٘تط

130. 十一月 

 ّ٘فَثط

131. 十二月 

 زٝؽَث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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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风俗习惯与传统节假日 

 أسانية انحياج وانعاداخ انتقهيذيح واألعياد وانمناسثاخانفصم انثامن   

 

132. 元旦（1 月 1 日） 

(٣٘ب٣و 1)هأً اَُ٘خ   

133. 成人节（日本，1 月的第二个星期一） 

(اتاُاالشِْٞ اىصاّٜ ٍِ شٖط ْٝاٝط، اىٞ)ػٞس اىثاىغ   

134. 情人节（2 月 14 日） 

(كجوا٣و 14) ػٞس اىحة  

135. 元宵节（阴历 1 月 15 日） 

(اُشٜو األٍٝ اُظ15٢٘٤)  ٍٖطظاُ اىَصاتٞح  

136. 狂欢节（巴西，二月中、下旬） 

(أٝاٍؾ كجوا٣و أٝ أٝافوٙ، ثواى٣و) حفو مثٞط مطّفاه  

137. 桃花节（日本女孩节，3 月 3 日） 

(ٓبهً، ػ٤ل اُلزبح ك٢ ا٤ُبثبٕ 3) ٍٖطظاُ ظٕطج اىر٘خ  

138. 国际妇女节（3 月 8 日） 

(هًٓب 8)ػ٤ل أُوأح اُل٢ُٝ   

139. 圣帕特里克节（爱尔兰，3 月 17 日） 

(ٓبهً، أهالٗلا 17) ػٞس اىقسٝػ تاذطٝل  

140. 枫糖节（加拿大，3-4 月） 

(ث٤ٖ شٜو١ ٓبهً ٝإثو٣َ، ً٘لا) ؼنط اىقٞقةػ٤ل   

141. 愚人节（4 月 1 日） 

(إثو٣َ  1) ًٝ٘ مصتح إتطٝو  

142. 复活节（春分月圆后第一个星期日） 

(أٍٝ أؽل ثؼل االػزلاٍ اُوث٤ؼ٢) ػٞس اىفصح  

143. 宋干节（泰国新年 4 月 13 日） 

(ٍ٘خ رب٣الٗلا إثو٣َ، هأً 13) ٍٖطظاُ ؼّ٘غنطاُ  

144. 食品节（新加坡，4 月 17 日） 

(إثو٣َ، ٤ٍـبكٞهح 17) ػ٤ل األؽؼٔ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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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国际劳动节（5 月 1 日） 

(ٓب٣ٞ 1)ػ٤ل اُؼٔبٍ اُل٢ُٝ   

146. 男孩节（日本，5 月 5 日） 

(ٓب٣ٞ، ا٤ُبثبٕ 5)ػ٤ل اُج٤ٖ٘   

147. 母亲节（5 月的第二个星期日） 

(صب٢ٗ أؽل ك٢ شٜو ٓب٣ٞ) ػ٤ل األّ   

148. 把斋节 

(أٍٝ ٣ّٞ شٜو اُوٓؼبٕ)ػ٤ل اُظّٞ   

149. 开斋节（4 月或 5 月，回历十月一日） 

(اٗزٜبء اُظّٞ) ػ٤ل اُلطو  

150. 银行休假日（英国, 5 月 31 日） 

(ٓب٣ٞ، اٗغِزوا 31)ػ٤ل اُج٘ٞى   

151. 国际儿童节（6 月 1 日） 

(٤ٗٞ٣ٞ 1)ػ٤ل األؽلبٍ اُل٢ُٝ   

152. 父亲节（6 月的第三个星期日） 

(صبُش أؽل ُشٜو ٤ٗٞ٣ٞ)ػ٤ل األة   

153. 端午节（阴历 5 月 5 日） 

(ٖٓ اُشٜو اُقبٌٓ اُظ٢٘٤ 5)ػ٤ل اُقب٤َٖٓ   

154. 仲夏节（北欧 6 月） 

(٤ٗٞ٣ٞ، شٔبٍ أٝهثب) ٍْرصف اىصٞفػ٤ل   

155. 古尔邦节（伊斯兰节，7 月下旬） 

(، ٜٗب٣خ ٤ُٞ٣ٞػ٤ل ٤َُِِٖٔٔ)ػ٤ل األػؾ٠   

156. 筷子节（日本，8 月 4 日） 

(أؿَطٌ، ا٤ُبثبٕ 4)ٝك٣ٖ عاًٍٝ٘   

157. 中秋节（阴历 8 月 15 日） 

(ٖٓ اُشٜو اُضبٖٓ اُظ٢٘٤ 15)ػ٤ل اُقو٣ق األٍٝؾ   

158. 教师节（中国，9 月 10 日） 

(ٍجزٔجو، اُظ٤ٖ 10)ػ٤ل أُؼ٤ِٖٔ   

159. 敬老节（日本，9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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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常用非专业词汇 

(ٍجزٔجو، ا٤ُبثبٕ 15)ػ٤ل اؽزواّ ا٤َُٖ٘ٔ   

160. 啤酒节（德国十月节，10 月 10 日） 

(أًزٞثو، أُٔب٤ٗب 10) ٍٖطظاُ أمر٘تط  

161. 南瓜节（北美 10 月 31 日） 

(أًزٞثو، شٔبٍ أٓو٣ٌب 31) ٍٖطظاُ اىٞقطِٞ  

162. 鬼节（万圣节除夕，10 月 31 日夜） 

(أًزٞثو 31ػش٤خ ػ٤ل اُول٤َ٣ٖ)ػ٤ل اُش٤بؽ٤ٖ   

163. 万圣节（11 月 1 日） 

(ٗٞكٔجو 1) ػٞس ظَٞغ اىقسٝؽِٞ  

164. 感恩节（美国，11 月最后一个星期 4） 

(٣بد أُزؾلحآفو ف٤ٌٔ ٖٓ ٗٞكٔجو، اُٞال) ػٞس اىشنط  

165. 护士节（5 月 12 日） 

(ٓب٣ٞ 12)ػ٤ل أُٔوػبد   

166. 圣诞除夕（12 月 24 日） 

(ك٣َٔجو 24)ػش٤خ ا٤ُٔالك   

167. 圣诞节（12 月 25 日） 

(ك٣َٔجو 25)ػ٤ل ا٤ُٔالك   

168. 节礼日（12 月 26 日） 

(ك٣َٔجو 26)٣ّٞ أُالًٔخ   

169. 新年除夕（12 月 31 日） 

(ك٣َٔجو 31)ػش٤خ اَُ٘خ اُغل٣لح   

170. 春节（阴历一月一日） 

(هأً اَُ٘خ اُظ٤٘٤خ )ػ٤ل اُوث٤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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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出入境及各类证件 

إظطاءاخ اىسذ٘ه ٗاىرطٗض ٗأّ٘اع اىَؽرْساخ اىفصو اىراؼغ    

171. 机场指示牌 

 إشاضاخ اىَطاض

中文 اىصْٞٞح 阿拉伯文 اىؼطتٞح 中文 اىصْٞٞح 阿拉伯文 اىؼطتٞح 

机场费 ضؼً٘ اىَطاض 
出站（出港、离

开） 
 ٓـبكهح

国际机场 ٍٜطاض زٗى 登机手续办理 ذؽعٞو اى٘ص٘ه 

国内机场 ٍحيٜ ٍطاض 登机牌 ثطبهخ اُظؼٞك 

机场候机楼 ٓؾطخ أُطبه 护照检查处 رة اىع٘اظاخٍن 

国际候机楼 ٓؾطخ ُِوؽِخ اُل٤ُٝخ 行李领取处 ّاألٍرؼح اٍزال 

国际航班出港 إهالع اُوؽِخ اُل٤ُٝخ 国际航班旅客 هًبة ُِوؽِخ اُل٤ُٝخ 

国内航班出站 إهالع اُوؽِخ أُؾ٤ِخ 中转 َرؾ٣ٞ 

卫星楼  ٓج٠٘ اُجٞاثبد 中转旅客 َهًبة اُزؾ٣ٞ 

入口 ٍسذو 中转处 ٌَٓزت اُزؾ٣ٞ 

出口 ٓقوط 过境 ػجٞه اُؾلٝك 

进站（进港、

到达） 
 اُزظو٣ؼ تضائغ 报关物品 ٍٝطٞ

不需报关 ثلٕٝ اُزظو٣ؼ 贵宾室  اٍزواؽخ اُؼ٤ٞف 

海关 عٔوى 购票处 ٍنرة اىرصامط 

登机口 ثٞاثخ 付款处 ٓؾبٍجخ 

候机室 هبػخ االٗزظبه 出租车 رب٢ًَ 

航班号 ههْ اُوؽِخ 出租车乘车点  ٓٞهق ٤ٍبها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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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أظطجاٍ

来自......  ٖٓ ّهبك 大轿车乘车点 ٓٞهق اُجبطبد 

预计时间  ٓولهٗقد 
航空公司汽车

服务处 

ُشوًخ فلٓخ ا٤َُبهح 

 اُط٤وإ

实际时间 ٝهذ ؽو٤ل٢ 
租车处（旅客自

己驾车） 
 حذأظٞط اىؽٞاض

已降落 ٛجطذ اُطبئوح 公共汽车 ّثبص ػب 

前往......  ؽبئوح ٓزغٜخ إ٠ُ 公用电话  ّرِلٕٞ ػب 

起飞时间 ٝهذ أُـبكهح 厕所 ذ٘اىٞد 

延误  رأعِذ اُطبئوح 男厕  اىصم٘ضرٞا٤ُذ 

登机 اىصؼ٘ز إىٚ اىطائطج 女厕  اإلّازرٞا٤ُذ 

由此乘电梯前

往登机 
 ٓطؼْ 餐厅 اُطبئوحٍِْ ُظؼٞك 

迎宾处  هبػخ اُزوؽ٤ت 酒吧 ثبه 

由此上楼  اُظؼٞك ٖٓ ٛ٘ب 咖啡馆 ٓو٠ٜ 

由此下楼 ٍٝ ٘ب ٖٓ اُ٘ي ٛ  免税店 ٍٞم ؽوح 

银行 ٘يث 邮局 ٌٓزت اُجو٣ل 

货币兑换处 طواف 出售火车票 
ذصمطج اىؽنل ث٤غ 

 اىحسٝسٝح

订旅馆 ؽغي اُل٘لم 旅行安排  ضحيحاٍذطذٞة 

行李暂存箱 ذعاّح األٍرؼح 行李牌 ثطبهخ األٓزؼ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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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机票 

 اىطحيح ذصمطج

飞机票 

（指限定条件） 
طحيحذصمطج اى   前往城市 ٍسْٝح اى٘ص٘ه 

旅客姓名  ٍْاإل 承运人（公司）  َ( شوًخ اُ٘وَ)ٗبه 

旅行经停地点  أٓبًٖ اُٞهلبد 航班号 ههْ اُوؽِخ 

起点城市 ٓل٣٘خ االٗطالم 座舱等级  كهعخ أُوؼل 

起飞日期  ربه٣ـ اإلهالع 机号  ههْ اُوؽِخ 

起飞时间 ٝهذ اإلهالع 机座号 ههْ أُوؼل 

订座情况 ؽبُخ اُؾغي 吸烟坐位 ٖٓوؼل ُِزلف٤ 

机票确认 رأ٤ًل اُزنًوح 非吸烟席 
ٓوؼل ٓٔ٘ٞع 

 اُزلف٤ٖ

登机口 ثٞاث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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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出（入）境卡 

 (اىسذ٘ه)اىرطٗض تطاقح 

姓 ُشٜوحا  年 ّػب 

名 ٍْالا 月 شٜو 

性别 عْػاى 偕行人数  اىَطفقِٞػسز 

男 مًو 职业 أُٜ٘خ 

女 اٗض٠ 专业技术人员 افظبط٢ 

国籍 ُغ٤َ٘خا 行政管理人员 إكاه١ 

护照号 ههْ عٞاى اَُلو 办事员 ر٤وٌٍو 

原住地 َكُٝخ األط 商业人员 ربعو 

前往目的地国  كُٝخ اُوظل 服务人员  ٓٞظق 

登机城市 ٓل٣٘خ اُظؼٞك 农民 كالػ 

签证签发地 ٌٓبٕ إطلاه اُغٞاى 工人 َٓػب 

签发日期 ربه٣ـ إطلاه اُغٞاى 其他 ٟأفو 

前往国家的住址 
اُؼ٘ٞإ ك٢ اُلُٝخ 

 أُوظٞكح
无业 َٓؼط 

街道及门牌号 ٍاُشبهع ٝههْ أُ٘ي 签名 رٞه٤غ 

城市及国家 أُل٣٘خ ٝاُلُٝخ 官方填写 
اٌُزبثخ ٖٓ اُغٜخ 

 اُو٤ٍٔخ 

出生日期 ربه٣ـ ا٤ُٔالك 日 ّٞ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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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签证  

 ذأشٞط

姓 ُشٜوحا  
失效日期（或必须

在...日之前入境） 

 ذاضٝد اّرٖاء اىصالحٞح

...(أٗ زذ٘ه قثو )   

名 ٍْالا 停留期为...... كزوح اإلهبٓخ 

性别 10 عْػاى 天 ّػشوح أ٣ب 

出生日期 8 ربه٣ـ ا٤ُٔالك 周 صٔب٤ٗخ أٍبث٤غ 

国籍 ُ3 غ٤َ٘خا 个月 صالصخ أشٜو 

护照号 6 ههْ عٞاى اَُلو 个月 ٍزخ أشٜو 

编号 َ1 ههْ اُزَغ٤ 年   ٍ٘خ 

签发地 3 ٌٓبٕ اإلطلاه 年 صالس ٍ٘ٞاد 

签发日期 ربه٣ـ اإلطلاه 签证种类 ٗٞع اُزأش٤و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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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常用专业词汇 

شائعحاصطالحيح  مفزداخالثاب الخاهس    

第一节 基本作业 

 الفصل األول  الؼولياخ األساسيح

 

175. 拔 

 ٍؾت

176. 白色的 

 أتٞط

177. 板 

ؽخُٞ  

178. 办公室 

 ٌٓزت

179. 搬运 

 ٗوَ

180. 棒 

 هؼ٤ت

181. 薄 

 هه٤ن

182. 报告 

 روو٣و

183. 背面 

 ٝعٚ فِل٢

184. 笔直 

 َٓزو٤ْ

185. 表面 

 ٍطؼ

186. 不好 

 ٤ٍ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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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应用汇编（阿语） 

187. 布料 

 هٔبُ

188. 裁剪 

 كّظَ

189. 侧面 

 ٝعٚ عبٗج٢

190. 长 

 ؽ٣َٞ

191. 长度 

 ؽٍٞ

192. 长方形 

 ٓوثغ َٓزط٤َ

193. 厂长 

 ٓل٣و أُظ٘غ

194. 程序 

 ثوٗبٓظ

195. 垂直 

 هأ٢ٍ

196. 粗/细 

هك٤غ/ؿ٤ِؾ  

197. 锉刀 

 ٓجوك

198. 错误 

 فطأ

199. 打 

 ػوة

200. 打叉 

 شطت

201.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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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常用专业词汇 

 ٝؽلح

202. 低 

 ٍْرفط

203. 电气 

 ًٜوثبئ٢

204. 电钻 

 ٓضوبة ًٜوثبئ٢

205. 吊 

 هكغ

206. 短 

 هظ٤و

207. 对好 

 ػجؾ

208. 对面 

 ٓوبثَ

209. 对齐 

 ػجؾ  

210. 发光强度 

 هٞح اإلػبءح

211. 放进去 

 أكفَ

212. 放松（松开） 

 أهف٠

213. 方位 

ػغٍ٘  

214. 放下 

 ؽؾّ 

215. 盖上 

 ؿط٠ّ

216. 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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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应用汇编（阿语） 

 ٗظبكخ

217. 固定 

 صجّذ

218. 雇用 

 أّعو

219. 雇用保险 

اُزأع٤و ذأٍِٞ  

220. 雇用合同 

 ػول اُزأع٤و

221. 管理人 

 ٓل٣و

222. 关门时间 

 ٝهذ اٗزٜبء اُؼَٔ

223. 厚 

ٍُٔي  

224. 后面 

 عٜخ فِل٤خ

225. 会议 

 إعزٔبع

226. 火 

 ٗبه

227. 捡 

 اُزوؾ

228. 计划 

 فطّؾ

229. 技能 

 ٜٓبهح

230. 技能鉴定测验 

 افزجبه أُٜبهح

231. 技能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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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常用专业词汇 

 شٜبكح أُٜبهح

232. 技能实习 

 رطج٤ن أُٜبهح

233. 集体生活 

 ؽ٤بح عٔبػ٤خ

234. 肩膀 

 ًزق

235. 检查 

 كؾض

236. 结 

 ػول

237. 接触 

ٌُٔ 

238. 接住 

 اٍزِْ

239. 结实 

 ٓز٤ٖ

240. 借用 

 اٍزؼبه

241. 近 

 هو٣ت

242. 经理 

 ٓل٣و

243. 就业 

 رٞظّق

244. 居留资格 

 ٓؤَٛ ثبإلهبٓخ

245. 卷尺 

 شو٣ؾ أُو٤بً

246. 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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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应用汇编（阿语） 

ـَّ  ش

247. 开始 

 ثلأ

248. 宽度 

 ػوع

249. 捆 

 ُّق ٝهثؾ

250. 拉 

 ٍؾت

251. 拉伸 

 ٓلّ 

252. 蓝色 

 أىهم

253. 劳动条件 

 ظوٝف اُؼَٔ

254. 勒紧 

 شلّ 

255. 脸 

 ٝعٚ

256. 连上 

 هثؾ ثٔب كٞم

257. 留下 

 روى ُٔب رؾذ

258. 慢 

 ثط٤ئ

259. 慢慢地 

 ثجؾء

260. 明白 

 كْٜ

261. 磨 



 

51 
 

第五章 常用专业词汇 

 شؾن

262. 那里 

 ٛ٘بى

263. 能够 

ٌٖٔ٣ 

264. 内/外 

فبهط /كافَ   

265. 破布 

 فوهخ

266. 切 

 هطغ

267. 企业主 

 طبؽت اُشوًخ

268. 轻 

 فل٤ق

269. 清扫 

 ٗظّق

270. 清洗 

 ؿََ

271. 取下 

 ٗيع

272. 扔掉 

 روى

273. 三角形 

 ٓضِش

274. 扫把 

 ٌَٓ٘خ

275. 上面 

 كٞم

276. 商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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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应用汇编（阿语） 

 ٓ٘بهشخ

277. 社会保险 

 اُزأ٤٣ٖ االعزٔبػ٢

278. 深 

 ػ٤ٔن

279. 伸出 

 ٓلّ 

280. 生活指导员 

ُؾ٤بحٓوشل ا  

281. 湿度 

 كهعخ اُوؽٞثخ

282. 使用 

 اٍزقلّ

283. 收拾 

 ٗظّق

284. 手套 

 هلبى ا٤ُل

285. 水平 

 َٓزٟٞ ٓبئ٢

286. 四方形 

 ٓوثغ

287. 思考 

ٌّو  ك

288. 提起（提上） 

 هكغ

289. 提问 

 ٍأٍ

290. 调查 

 ؽوّن ك٢

291. 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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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ؽل٣ل

292. 通过 

 رغبٝى

293. 通知 

 أثِؾ

294. 推 

 ككغ

295. 臀部 

 هكف

296. 弯曲 

 ص٠٘  

297. 温度 

 كهعخ اُؾواهح

298. 膝盖 

 هًجخ

299. 细微 

 كهخ

300. 问候 

ٍِّْ 

301. 先 

 أٝال

302. 线 

 ف٤ؾ

303. 纤维 

 ٤ُق

304. 休息 

 اٍزواػ

305. 相反 

 ثبُؼٌٌ

306. 橡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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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应用汇编（阿语） 

 ٓطبؽ

307. 削 

 هّشو

308. 斜 

بئَٓ  

309. 胸部 

 طله

310. 学习 

 رؼِّْ

311. 压力 

 هٞح اُؼـؾ

312. 眼睛 

 ػ٤ٖ

313. 眼前 

 أٓبّ اُؼ٤ٖ

314. 腰部 

 ٍٝؾ اُغَْ

315. 油壶 

 ٓي٣ذ

316. 圆形（半圆形） 

(ٗظق كائو١ )كائو١   

317. 远处 

 ثؼ٤ل

318. 原样不动 

 ٓضِٚ رٔبٓب

319. 折叠 

 ص٠٘

320. 这里 

 ٛ٘ب

321. 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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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هرّت

322. 整理 

َّن ٗ 

323. 蒸汽 

 ثقبه

324. 正确 

 طّؼ، طؾ٤ؼ

325. 指 

 إطجغ

326. 指甲 

 ظلو

327. 制造 

 ط٘بػخ

328. 重量 

 ٝىٕ

329. 重心 

 ٓوًي اُضوَ

330. 中心 

 ٓوًي

331. 抓住 

 رَٔي ثـ

332. 转/顺时针转/逆时针转 

ػٌٌ ارغبٙ ػوبهة اَُبػخكاه / كاه ك٢ ارغبٙ ػوبهة اَُبػخ  /كاه  

333. 装载 

 شؾٖ

334. 纵向 

 ارغبٙ ػٔٞك١

335. 细致 

 ثلهخ

336. 按时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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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应用汇编（阿语） 

 ػبك ثبُٔٞػل

337. 尽早返回 

 ػبك ك٢ أٍوع ٓب ٣ٌٖٔ

338. 日期 

 اُزبه٣ـ

339. 辞职 

 اٍزوبٍ

340. 辞职信 

 هٍبُخ االٍزوبُخ

341. 照片 

 طٞهح

342. 出勤天数 

 أ٣بّ اُؾؼٞه

343. 工作小时 

 ٍبػبد اُؼَٔ

344. 工作时间 

 كزوح اُؼَٔ

345. 加班小时 

 ٍبػبد اُؼَٔ اإلػبك٤خ

346. 工种 

 ٗٞع اُ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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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常用专业词汇 

第二节 安全卫生 

 الفصل الثاًي  األهي والٌظافح

 

347. 安全 

 أٖٓ

348. 安全标志 

 إشبهح األٖٓ

349. 安全带 

 ؽياّ األٖٓ

350. 安全教育 

 رٞػ٤خ األٖٓ

351. 安全帽 

 هجؼخ األٖٓ

352. 安全通道 

 ٓٔو األٖٓ

353. 安全鞋 

 ؽناء األٖٓ

354. 安全运转 

 ا٤َُو ثأٖٓ ٍٝالٓخ

355. 安全罩 

 ؿطبء األٖٓ

356. 安全装置 

 عٜبى األٖٓ

357. 保险合同 

 ػول اُزأ٤ٖٓ

358. 保险索 

 ٍِي األٖٓ

359. 爆炸 

 اٗلغبه

360. 避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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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应用汇编（阿语） 

 ُغأ إ٠ُ

361. 避难训练 

 رله٣ت ػ٠ِ اُِغٞء

362. 不可使用 

 ٓٔ٘ٞع االٍزؼٔبٍ

363. 不稳定 

 ؿ٤و َٓزوو

364. 不许合上开关 

 ال رـِن أُلزبػ

365. 不许混合 

 ال رقِؾ ٓغ ثؼغ

366. 不许跑动 

 ال روًغ ك٢ أُٞهغ

367. 不许切断开关 

 ال روطغ اٌُٜوثبء

368. 触电 

 طلٓخ ًٜوثبئ٤خ

369. 打扫卫生 

 ٗظّق

370. 地震 

 ىُياٍ

371. 掉下 

 ٍوؾ

372. 耳塞 

 ٍّل األم٤ٖٗ

373. 反常声音 

 طٞد ؿ٤و ؽج٤ؼ٢

374. 防毒面具 

 ه٘بع اُٞهب٣خ ٖٓ اُـبىاد

375. 防护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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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常用专业词汇 

 أكاح اُؾٔب٣خ

376. 防护眼镜 

 ٗظبهح اُؾٔب٣خ

377. 放手 

 روى ا٤ُل٣ٖ

378. 负责人 

 َٓؤٍٝ

379. 服装 

 ى١

380. 岗位 

 ٝظ٤لخ

381. 高电压 

 ر٤به ػب٢ُ اُغٜل

382. 高空作业 

 ػَٔ ٛٞائ٢

383. 高热 

 ؽواهح ػب٤ُخ

384. 工作服（工装） 

 ى١ اُؼَٔ

385. 故障 

 رؼطَّ

386. 规则 

 اٗؼجبؽ

387. 光滑的 

 أٌِٓ

388. 汇报 

 أثِؾ

389. 火灾/烟火/烟雾 

كفبٕ/ ٗبه/ ؽو٣ن  

390. 货物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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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应用汇编（阿语） 

 ا٤ٜٗبه اُجؼبئغ

391. 疾病 

 ٓوع

392. 急救箱 

 ؽو٤جخ اإلٍؼبف

393. 检查事项 

غ اُلؾضٓٞاػ  

394. 健康管理 

 إكاهح اُظؾخ

395. 接地 

 هثؾ أهػ٢

396. 紧急停止按钮 

 ٓلزبػ اإلؿالم اُؼبعَ

397. 禁止事项 

 ٓؾوٓبد

398. 警铃 

 عوً اُزؾن٣و

399. 救护车 

 ٤ٍبهح اإلٍؼبف

400. （被）卷进 

 كفَ اُش٢ء ك٢

401. 口罩 

 ًٔبٓخ

402. 快跑 

 هًغ

403. 留神 

 فن ثبُي

404. 漏气 

 رَوة اُـبى

405. 漏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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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常用专业词汇 

 رَوة اُي٣ذ

406. 灭火 

 إؽلبء اُؾو٣ن

407. 灭火器 

 عٜبى اإلؽلبء

408. 确认安全 

 رأًل ٖٓ أٖٓ اُؼَٔ

409. 使用方法 

ؼٔبٍؽو٣وخ االٍز  

410. 摔倒 

 ٍوؾ

411. 双梯 

 مٝ ٤ٍِٖٔ

412. 太平门 

 فوٝط

413. 信号 

 إشبهح

414. 修理 

 أطِؼ

415. 严禁烟火 

 ٓٔ٘ٞع إشؼبٍ اُ٘به

416. 药品 

 كٝاء

417. 有毒气体 

 ؿبى ٍبّ

418. 噪音（噪声） 

 ػغ٤ظ

419. 照明 

 إػبءح

420. 指示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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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应用汇编（阿语） 

 ُٞؽخ اإلشبهح

421. 中毒 

ّْٔ  رَ

422. 注意头上 

 ؽناه ٖٓ هأٍي

423. 作业次序说明书 

 رؼب٤ُْ رور٤ت اُؼ٤ِٔبد

424. 作业指示 

 رؼب٤ُْ اُؼَٔ

425. 作业现场 

 ٓٞهغ اُ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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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常用专业词汇 

第三节 基建工程 

ثٌاءال اريغهشالفصل الثالث    

 

426. 套筒工具 

 ٓوجٌ

427. 梅花搬手 

 ٓلزبػ اُشل

428. 开口搬手 

 ٓلزبػ اُلي

429. 活动搬手 

 ٓلزبػ اُزؾو٣ي

430. 螺丝刀 

 ٓلي

431. 十字螺丝刀 

 فٞيٞثػ ٍفل

432. 一字螺丝刀 

 ٓلي َٓطؼ اُوأً

433. 三角刮刀 

 ٤ٌٍٖ مٝ ٍٖ ٓضِش

434. 黄油枪嘴 

 كٞٛخ أُي٣ذ

435. 千斤顶 

 هكبػخ

436. 锤子 

 ٓطوم

437. 螺 

 َٓٔبه ُُٞج٢

438. 螺丝帽 

 ؿطبء أَُٔبه اُُِٞج٢

439. 沙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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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شؾن ه٢ِٓ

440. 钢锯 

 ٓ٘شبه كٞالم١

441. 焊条 

 هؼ٤ت اُِؾبّ

442. 毛刷 

وشخك  

443. 台虎钳 

 ٓ٘ؼلح اإلُياّ

444. 钢锉 

 ٓظوِخ كٞالم٣خ

445. 电焊罩 

 ؿطبء اُٞعٚ ػ٘ل اُِؾبّ

446. 气焊枪 

 ٓؾوم اُـبى

447. 氧气瓶 

 أٗجٞة االًَغ٤ٖ

448. 石笔 

 هِْ ؽغو١

449. 粉笔 

 ؽجشٞهح

450. 卡扣 

 ٓشجي

451. 闸刀开关 

 ٓلزبػ ػ٠ِ شٌَ ا٤ٌَُٖ

452. 手枪钻 

 ٓؾلو ػ٠ِ شٌَ َٓلً

453. 米尺 

 ٓو٤بً أُزو

454. 小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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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ػوثخ طـ٤وح

455. 接头 

 أؽواف اُق٤ٞؽ

456. 丝堵 

 ٓوجٌ

457. 紧线器 

 ٓشل األٍالى

458. 链条 

 ٍَِِخ

459. 卡子 

 ٓضجذ

460. 棉纱 

 ف٤ٞؽ هط٤٘خ

461. 保险丝 

 كز٤َ األٖٓ

462. 角尺 

 ٓو٤بً ٓضِش

463. 直尺 

 ٓو٤بً َٓزو٤ْ

464. 绳子 

 ؽجَ

465. 三角警告牌 

 ٓضِش اُزؾن٣و

466. 滑石粉 

 ثٞكهح اُزِي  

467. 大勺子 

 ِٓؼوخ ًج٤وح

468. 工号 

 ههْ اُؼبَٓ

469. 雇佣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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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ربه٣ـ اُزٞظ٤ق

470. 签字 

 رٞه٤غ

471. 工资 

 ٓورت

472. 奖金 

 ٌٓبكأح

473. 出工凭证 

 شٜبكح اُؾؼٞه

474. 中班 

 كٝهح ٍٝؾ اُٜ٘به

475. 夜班 

 كٝهح ٤ِ٤ُخ

476. 旷工 

 ؿبة

477. 迟到 

 رأفو

478. 警告信 

 رؾن٣و

479. 早退 

 ٓـبكهح هجَ أُٞػل

480. 无故缺席 

 ؿ٤بة كٕٝ ٍجت

481. 装病 

 رظبٛو ثبُٔوع

482. 拒绝工作 

 هكغ أُٜٔخ

483. 表现欠佳 

 ػلّ االعزٜبك ك٢ اُؼَٔ

484. 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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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رشبعو ٓغ ؿ٤وٙ

485. 打架 

 ػوة ؿ٤وٙ

486. 滋事 

 شبؿت

487. 管理工长 

 ٓواهت اُؼَٔ

488. 偷盗 

 ٍوم

489. 怠工 

 ًََ ك٢ اُؼَٔ

490. 酗酒 

 رؼبؽ٠ اُقٔو

491. 电脑 

 ًٔج٤ٞرو

492. 酒后工作 

 ػَٔ ك٢ ؽبُخ اٌَُو

493. 萎靡不振 

 فبَٓ

494. 无故离开 

ثال ٍجتروى اُؼَٔ   

495. 不听指挥 

 ُْ ٣قؼغ ُألٓو

496. 延长休息时间 

 ٓلك كزوح اُواؽخ

497. 罚款 

 ؿوآخ

498. 停工 

 إ٣وبف اُؼَٔ

499. 上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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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هذ اُلٝاّ

500. 住院 

 أهبّ ك٢ أَُزشل٠

501. 煽动闹事 

 شبؿت

502. 疏于职守 

 أَٛٔ

503. 经济损失 

 فَبهح اهزظبك٣خ

504. 受伤 

 عوػ

505. 浇筑 

 طت اإلٍٔ٘ذ

506. 混凝土打毛 

 رقش٤ٖ ٍطؼ اإلٍٔ٘ذ

507. 钢筋 

 ؽل٣ل اإلٍٔ٘ذ

508. 木板 

 ُٞؽبد فشج٤خ

509. 扳手 

 ٓليّ 

510. 架管 

 أٗبث٤ت اإلؽبه

511. 扣件 

جٌٌٓ  

512. 下班时间 

 اٗزٜبء اُلٝاّ

513. 扛东西 

 ؽَٔ

514. 卡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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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شبؽ٘خ

515. 货车 

 ثبص شبؽٖ

516. 翻斗车 

 ٤ٍبهح هالثخ

517. 砼搅拌罐车 

 ٤ٍبهح فالؽخ اإلٍٔ٘ذ

518. 散装水泥罐车 

 ٤ٍبهح أٗجٞة اإلٍٔ٘ذ  

519. 吊车 

 ٤ٍبهح هاكؼخ

520. 洒水车 

 ٤ٍبهح هشبشخ

521. 插车 

 ػوثخ ٗبهِخ

522. 平地机 

 ػوثخ َٓطّؾخ

523. 推土机 

 ػوثخ عواك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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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应用汇编（阿语） 

第四节 宗教信仰 

 الفصل الزاتغ   الذياًاخ

 

524. 宗教 

 اُل٣ٖ

525. 伊斯兰教 

 اإلٍالّ

526. 古兰经 

 اُووإٓ اٌُو٣ْ

527. 天堂 

 اُغ٘خ

528. 地狱 

 اُغْٜ٘

529. 清真寺 

 َٓغل

530. 宣礼塔 

 ٓئنٕ

531. 鞠躬 

 اٗؾ٠٘

532. 跪拜 

 ٍغل

533. 朝觐仪式 

 اُؾظ

534. 宰牲 

 مثؼ أُٞاش٢

535. 不信神的 

 ِٓؾل

536. 基督教 

 ٤َٓؾ٢

537. 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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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常用专业词汇 

 اإلٗغ٤َ

538. 天主 

 اٌُبص٤ُٞي

539. 犹太教 

 اُل٣ٖ ا٤ُٜٞك١

540. 佛教 

 اُل٣ٖ اُجٞم١

541. 道教 

 اُل٣ٖ اُطب١ٝ

542. 礼拜 

 اُظالح

543. 封斋 

 اُظّٞ

544. 开斋节 

 ػ٤ل اُلطو

545. 宰牲节 

 ػ٤ل األػؾ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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