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生 受 用 的 英 文 书 信 终 级 宝 典 ！

超实用超全面的

英文书信
大全集

即看即用，变身
英文书信达人！

本书汇集各种最实用的英文书信范本，并随
书附赠最常用的句式以及英文缩写，就算是
用“抄”的，都要抄得比别人漂亮。不论商
界人士、学生、还是一般大众，面对各种状
况的英文书信，保证能“信”手拈来。

● 蒋志榆 著 ………………………………………………………
Matthew·牛津英语大师
Stephen、Organis Rivers、Tiger Chen 共同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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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 
User's guide

1
类别篇、范本
篇、缩写篇分色
分类编排，方便
查找。

书中收录重要且实用的书信类别介绍、书信范
本及常用缩写表。三篇分别以紫、红、蓝三色
编排。方便读者在使用这本英文书信大全时能
够快速翻读查找。

2 图解书信格式

看不懂文字叙述密密麻麻的英文书信
格式吗？别担心，不必烦恼收信人以
及寄信人的姓名、地址、电话等资讯
应该写在哪一个位置。只要依照本书
图解格式的指示，所有信息清楚标示
英文书信的正确格式及位置，英文信
封及内文格式轻松搞定。

3 贴心的老外
提示

每一篇章皆有精心搭配老外提示，让读
者不仅能清楚了解英文书信应该注意的
事项，同时也能清楚掌握老外在下笔写
书信时的习惯用法，贴心的老外提示能
避免读者书写出错误的中式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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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人和美国人在时间上写法也不同。英国人习惯按日、月、年的顺序写，而美
国人则喜好以月、日、年的顺序写。

   英式日期写法     美式日期写法

2nd December, 2010
月和年之间的逗号可以省略。

December 2, 2010
逗号必须保留。

      注意︰年份最好完全写明，尽量避免使用“10”代替“2010”。

● 月份通用的缩写表格︰

月份（中文） 月份（英文） 缩写 月份（中文） 月份（英文） 缩写

1月 January Jan. 7月 July July

2月 February Feb. 8月 August Aug.

3月 March Mar. 9月 September Sep.

4月 April Apr. 10月 October Oct.

5月 May May 11月 November Nov.

6月 June June 12月 December Dec.

信内地址02
老外
提示

信内地址写的是收信人的姓名和地址。在一般的社交书信中，尤其是熟悉的
亲朋好友之间，信内地址这一项可以省略不写，但对于公务信函则绝对不能
省略。

● 信内地址写在信头日期下一两行的左上角。 
● 第一行要写上收信人的称呼姓名，然后再写出地址，地址写作顺序与信头中的地
址写作顺序相同。与信头不同的是，信内地址这一项不必再写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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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及附件08
老外
提示

附注用来说明没有包括在信中的想法和内容。
通常一封信写完后，若突然想起还有事情需要补充，这时可以在信件下面左
下方顶格处标注P.S.，并写上遗漏的话，一般而言，附注比较简明扼要。值得
注意的是，在正式的信函中，应该尽量避免使用附注。

● 如果信件中有附件的话，则在信纸的左下角，标示上Encl: 或Enc:，

 例如︰

 注意︰如果附件多于一项，则就改写成Encls:或Encs:。

英文信件结构总图表09
老外
提示 图解范本详细标示英文书信写作格式，学习英文书信写作事半功倍。

Encl: Invoice 

内附发票

Enc: 3 photos 

内附三张照片

Room 102, No. 58, Xueyuan Road    
Beijing, 100083
P.R.C.
December 2, 2013

Mr. Jon Jovi
805 North Willington Avenue 
West Palm Beach, Los Angeles 90071
U.S.A.

Dear Mr. Jon Jovi,
                                                                                                                      

                                                         

Encl: Invoice
内附发票

Sincerely yours,
Chloe Chao

信头（写信人地址、日期）

称呼 正文

信尾客套语    
签名          

 信内地址
（收信人姓名、地址）

4 书写诀窍＋
注意事项

撰写不同种类的英文书信要特别注意
的重点及诀窍，本书一一为读者清楚
列出。让读者的英文书信写作技巧无
懈可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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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进式02
老外
提示

缩进式又被称为“缩行式”、“斜列式”、“锯齿式”等。相较于齐头式，
缩进式则比较随意，多用于私人信件，比如家人、朋友之间往来的信件。若
两人彼此熟悉、关系很好，还可以省略信内的双方地址。

● 缩进式格式的书信要求信头和收信人地址均较上行缩进一些，一般缩进1—2个英
文字母，成倒阶梯形状。

● 正文每段首行的第一个单词要缩进5—6个英文字母。

● 日期写在信纸的右上端，位于信头下一行，信封内地址上一行。

● 结束语及签名都写在右下方。

● 称谓与正文之间通常不空一行，各段之间也不空行。

● 具体格式如下︰

老
外
都
这
么
写

                                                                      Linda Chang
                                                                        Box 115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P.R.C.
                                                                                June 21, 2013

Prof. John Smith 
  Dept.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e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NY, 10028
        U. S. A.

Dear professor John, 
I'm writing to recommend Mr. Robert,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my department, as a visiting scholar to your university. His interest i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ino-U.S. relations in particular. Our school will cover 
his travel expenses.

Please check his Enclosed application, which I hope you will find 
satisfactory. Thank you for your kind consideration. I'm looking forward to your 
early reply.

                                                                                     Sincerely yours,  
                                                                                          Linda Chang

超
实
用
英
文
范
例

缩近二至三个字

缩进2—3个字

不空行

段落不空行

段落开头缩进
5—6 个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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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地址写法04
老外
提示

地址书写的顺序十分重要。

● 中文书信中地址的写法遵循由大到小的顺序，即先写国名、省市、街道名、门牌
号码等。

● 英文书信地址的写法则正好相反，它遵循由小到大的顺序，即先写门牌号码、街
道名、再写城市、市（州）、国名。

   美式地址写法    中式地址写法

1123 Cannon View Lane, Apt. 9, 
Grandview Plaza, KS 66441, U.S.A.

66441美国堪萨斯州好景广场市坎农
巷1123号第9公寓

英文日期写法05
老外
提示

日期的书写顺序要十分精确，才不会造成不必要的混淆。

● 中文书信中日期的写法是先写年，再写月、最后写日，如2013年9月15日。

● 英文书信中日期的写法则要按照日、月、年，或月、日、年的顺序写。如︰2nd 

December, 2010或December 2, 2010。

   美式日期写法︰         英式日期写法︰       中式日期写法︰

2nd December, 2013 December 2nd, 2013 2013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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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实用例句
灵活运用

每一例句都是精挑细选出老外
写信时常常会使用的句子，只
要搭配并活用实用例句，不管
碰到任何场合，都能写出地道
的英文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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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谓03
老外
提示

称谓是指写信人对收信人的称呼。称谓由信内地址下方一、二行处顶格写
起，且自成一行。称呼一般用逗号，也可以用冒号。

● 如果信件是写给亲朋好友或者是熟悉的人时，可用Dear或My Dear再加上表示亲
朋关系的称呼，也可直接称呼其姓名，例如︰My dear father, Dear Sammy,等。

   英式写法     美式写法

My Dear比Dear亲切  Dear比My Dear亲切

● 如果是写给不熟悉的人，则可以用通用语言，即Dear Sir,  Dear Madam, 
Gentlemen等。在书信中，Gentlemen总是以复数形式出现，且前面不加Dear。
当收信人是女性，且你不知道对方是否结婚的时候，应该用Ms. ... 也就是“……女
士”。

● 写给收信人的信，也可以用头衔、职位、职称、学位等加在姓氏或姓氏及名字之
前，例如︰Dear Prof. Jefferson, Dear Dr. Tom Smith。

正文04
老外
提示 信的正文是信的主体部分，通常写在称呼的下一行。

● 正文写作要求层次分明、简明易懂。通常在开头简单寒暄几句后就直接切入正
题。此外，正文的结尾要有祝愿和敬语。

实用例句05
老外
提示 套用实用例句，迅速增强写作能力。

老
外
都
这
么
写

1. I have received your letter of June 3rd. 
6月3号的来信已经收到。

2. I am very excited and delighted at your good news.
听到你带来的好消息我非常高兴和兴奋。

常用的开头语

402

连老外都在用的英文书信大全集

缩写 英文 中文

a accepted  承兑

AA Auditing Administration 审计署 

AAA  最佳等级

abs. abstract 摘要 

a/c A/C account 账户；账目 

a/c A/C account current 往来账户；活期存款账户 

A&C addenda and corrigenda 补遗和勘误 

Acc. acceptance or accepted 承兑 

Accrd.Int accrued interest 应计利息 

Acct. account 账户；账目 

Acct. accountant 会计师；会计员 

Acct. accounting 会计；会计学 

Acct.No. account number 账户编号；账号 

Acct.Tit. account title 账户名称；会计科目 

ACN air consignment 航空托运单 

a/c no. account number 账户编号；账号 

Acpt. acceptance or accepted 承兑

A/CS Pay. accounts payable 应付款项

A/CS Rec. accounts receivable 应收款 项

ACT advance corporation tax 预扣公司税 

ACU Asia Currency Unit 亚洲货币单位 

ACV actual cash value 实际现金价值 

a.d or a/d after date 开票后；出票后 

ADRS asset depreciation range system 固定资产分组折旧法 

Adv. advance 预付款

ad.val.(A/V) ad valorem to (according value) 从价 

Agt. agent 代理人 

商务英语常用缩写表01缩
写
篇

老外
提示

商务英语与一般英语有许多差异性，其中之一就是商务英语习惯用缩写。缩写不
只书写方便，也清晰易懂并省略许多赘字。因此书写商务书信的诀窍之一就是要
尽量熟悉商务缩写。

6 范本中英
对照

范本篇分为【人事相关书信】、
【社交公关书信】、【贸易往来
书信】、【其他类别书信】四大
部分。每一部分皆介绍丰富的书
信种类并附有完整的英文范本。
每篇适用不同场合的超实用范本
皆可让读者立刻套用，并附上英
文范本中译，帮助读者轻松中英
对照。

7 英文常用缩
写表收录

本书缩写篇详细列出国际常用的英
文缩写。使用英文缩写是全球的趋
势，英文书信写作常使用缩写不仅能
让内容简明易懂，也更显专业。国际
知名媒体BBC、CNN常用的UN、
NATO等英文缩写所代表的中文意
义，想学习英文的读者不可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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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篇03｜电子邮件

中
文
译
文

发信人︰moi_miu@yahoo.com
日期︰2013年12月20日
收信人︰vspink@vs.com
主题︰订单

维多利亚的秘密你好，

我的名字是克洛艾，我想订以下产品:

2件黑色背心
2瓶草莓口味的沐浴乳
2瓶香槟口味的香水

请寄到美国堪萨斯州好景广场市坎农巷1123号第9公寓，邮编66441。谢谢

克洛艾

老
外
都
这
么
写

From: moi_miu@yahoo.com
Date: December 20, 2013
To: vspink@vs.com
Subject: Order

Dear Victoria’s Secret,

My name is Chloe. I would like to place the following order:

2 black tan tops
2 bottles of strawberry-flavored shower gel
2 bottles of champagne-flavored perfume

Please mail them to the following address:
1123 Cannon View Lane, Apt. 9, Grandview Plaza, KS 66441, U.S.A.
Thank you.

Chloe

超
实
用
英
文
范
例

网络购物（1）范本六



004

作者序 
Preface

中英文书写习惯的不同是许多英文学习者在学习英文写作时最常面

临的棘手难题。由于中西方的表达方法及思维方式差异实在太大，许多人

在动笔写英文书信时总是对自己缺乏信心，不免对着电脑屏幕或白纸着急

地干瞪眼，但就是迟迟无法下笔。不然就是字典查了又查，参考书翻了又

翻，好不容易绞尽脑汁挤出了几行字，却担心自己辞不达意，或是书写格

式错误百出，不仅让收信人摸不着头绪，也让自己闹笑话。

事实上，英文书信写作不仅是准备考试的学生应该具备的能力，更是

想成为成功商业人士必备的技能。对于想结交外国朋友，多了解国外文化

习惯的人，除了培养并加强英文会话的口语表达和听力以外，英文书信写

作更是不可或缺的才能。

许多英文学习者认为英文书信写作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因而总是望

门兴叹，很多人以自己单词懂得不够多，或学习语法遇到挫折来当成放弃

的借口。但事实是，想要写出一封漂亮又流畅的英文书信其实并不需要死

背艰深的单词，更不需要了解艰涩难懂的语法。要改善自己的英文书写能

力，最重要的是先了解中西方写作习惯的差异性。中文写作最让人引以为

傲的是各式各样的写作技巧，例如开门见山法、埋兵伏将法以及前后呼应

法等等。然而，英文写作，尤其是英文书信写作，最重要的关键则是要一

语道破重点，千万不能拐弯抹角。因为西方人在写作习惯上喜欢明确表达

自己的立场及态度。因此，学习英文书信写作很重要的一点是千万不要自

作聪明地使用反问或暗喻。要记得，清晰流畅的内容及迅速点出主题才是

英文书信写作的最高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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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序 Preface

许多学生常跟我反映在英文书信写作时碰到的障碍及瓶颈，鉴于此，

我决定撰写一本能有效帮助英文学习者克服写作障碍的工具书。我编写的

《超实用超全面的英文书信大全集 ：即看即用，变身英文书信达人》全书分

为三大篇。第一篇详细介绍纸质书信、传真、电子邮件的不同。从信封资

讯的正确位置填写到信件内容的写作格式均附上图解，并搭配实用范本让

读者能轻松掌握中西方不同书写习惯的重点。第二篇则分为【人事相关书

信】、【社交公关书信】、【贸易往来书信】及【其他类别书信】共四大主题。

这一章除了介绍各式书信的简介及书写诀窍外，并附上各种场合都可运用

的实用书信写作例句，再搭配连老外都常在用的英文书信范本并对照中文

译文，保证可让读者迅速提升写作能力。第三篇收录所有商务、贸易、考

试等常用的英文缩写以及其代表的中文名词，可供读者随时查询。

我撰写本书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帮助所有英文写作恐惧症的读者重拾自

己的信心。只要秉持《超实用超全面的英文书信大全集 ：即看即用，变身

英文书信达人》的写作准则，加上基本的单词量及语法能力，一步步学习

并活用本书提供的大量范文。对于自己英文书信写作能力较有信心的读者，

可以挑战自己，尝试灵活运用本书的范本及例句写出令人惊叹的英文书信；

而针对刚入门的学习者，则可以套用本书各式丰富的书信范本，写出一手

内容流畅的地道英文书信。我相信，《超实用超全面的英文书信大全集 ：即

看即用，变身英文书信达人》保证可以满足所有读者的需求。

2010年8月



006

目  录 
Contents

使用说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002

作者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04

Chapter One 类别篇 

01 纸质书信

英文信件结构

1 ..信头.. .. .. .. .. .. .. .. .. .. .. .. .. .. .. .. .. .. .. .. .016

2 ..信内地址. . .. .. .. .. .. .. .. .. .. .. .. .. .. .. .. .017

3 ..称谓.. .. .. .. .. .. .. .. .. .. .. .. .. .. .. .. .. .. .. .. .018

4 ..正文.. .. .. .. .. .. .. .. .. .. .. .. .. .. .. .. .. .. .. .. .018

5 ..实用例句. .. .. .. .. .. .. .. .. .. .. .. .. .. .. .. .. .018

6 ..信尾客套语.. .. .. .. .. .. .. .. .. .. .. .. .. .. .. .020

7 ..签名.. .. .. .. .. .. .. .. .. .. .. .. .. .. .. .. .. .. .. .. .020

8 ..附注及附件.. .. .. .. .. .. .. .. .. .. .. .. .. .. .. .021

9 ..英文信件结构总图表.. .. .. .. .. .. .. .. .021

英文信件格式

1 ..齐头式.. .. .. .. .. .. .. .. .. .. .. .. .. .. .. .. .. .. .022

2 ..缩进式.. .. .. .. .. .. .. .. .. .. .. .. .. .. .. .. .. .. .023

3 ..折中式.. .. .. .. .. .. .. .. .. .. .. .. .. .. .. .. .. .. .024

英文信件写作

1 ..英文信件写作的基本原则. .. .. .. .. .025

2 ..英文信封格式 . .. .. .. .. .. .. .. .. .. .. .. .. .026

3 ..英文信封写法 . .. .. .. .. .. .. .. .. .. .. .. .. .027

4 ..英文地址写法. .. .. .. .. .. .. .. .. .. .. .. .. .028

5 ..英文日期写法 . .. .. .. .. .. .. .. .. .. .. .. .. .028

6 ..英文书写格式. .. .. .. .. .. .. .. .. .. .. .. .. .029

7 ..英文书信折叠法. .. .. .. .. .. .. .. .. .. .. .. .030

02 传真

1 ..传真的格式.. .. .. .. .. .. .. .. .. .. .. .. .. .. .. .031

2 ..传真的注意事项.. .. .. .. .. .. .. .. .. .. .. .032

范本一｜咨询产品使用情况.. .. .. .033

范本二｜预订饭店住房.. .. .. .. .. .. .034

范本三｜请人帮忙订购机票.. .. .. .035

范本四｜介绍新产品.. .. .. .. .. .. .. .. .036

范本五｜寻求合作.. .. .. .. .. .. .. .. .. .. .038

03 电子邮件

1 ..电子邮件的格式.. .. .. .. .. .. .. .. .. .. .. .040

2 ..电子邮件的注意事项.. .. .. .. .. .. .. .. .041

范本一｜分享好消息.. .. .. .. .. .. .. .. .042

范本二｜恭贺他人.. .. .. .. .. .. .. .. .. .. .043

范本三｜想念你. . .. .. .. .. .. .. .. .. .. .. .044

范本四｜感谢馈赠.. .. .. .. .. .. .. .. .. .. .045

范本五｜佳节问候.. .. .. .. .. .. .. .. .. .. .046

范本六｜网络购物(1). .. .. .. .. .. .. .. .047

范本七｜网络购物(2). .. .. .. .. .. .. .. .048



007

目录 Contents

Chapter Two 范本篇

 人事相关书信

01 求职信

1 ..如何写求职信 . .. .. .. .. .. .. .. .. .. .. .. .. .050

2 ..实用例句. .. .. .. .. .. .. .. .. .. .. .. .. .. .. .. .. .051

范本一｜应征销售经理. .. .. .. .. .. .. .055

范本二｜应征行政助理. .. .. .. .. .. .. .056

范本三｜应征会计师 . .. .. .. .. .. .. .. .057

范本四｜应征秘书. .. .. .. .. .. .. .. .. .. .058

范本五｜应征人事主管. .. .. .. .. .. .. .059

02 推荐信

1 ..如何写推荐信.. .. .. .. .. .. .. .. .. .. .. .. .. .060

2 ..实用例句.. .. .. .. .. .. .. .. .. .. .. .. .. .. .. .. .. .060

范本一｜求职推荐信(1).. .. .. .. .. .. .063

范本二｜求职推荐信(2).. .. .. .. .. .. .064

范本三｜求职推荐信(3).. .. .. .. .. .. .065

范本四｜求学推荐信 . .. .. .. .. .. .. .. .066

范本五｜推荐奖学金候选人. .. .. .067

03 自荐信

1 ..如何写自荐信 . .. .. .. .. .. .. .. .. .. .. .. .. .068

2 ..实用例句. .. .. .. .. .. .. .. .. .. .. .. .. .. .. .. .. .069

范本一｜求职自荐信(1). .. .. .. .. .. .072

范本二｜求职自荐信(2). .. .. .. .. .. .073

范本三｜求职自荐信(3). .. .. .. .. .. .074

范本四｜升职自荐信 . .. .. .. .. .. .. .. .075

范本五｜求学自荐信 . .. .. .. .. .. .. .. .076

04 询问职缺书信

1 ..如何写询问职位空缺书信. .. .. .. .. .078

2 ..实用例句. .. .. .. .. .. .. .. .. .. .. .. .. .. .. .. .. .078

范本一｜询问职位空缺信(1) . .. .080

范本二｜询问职位空缺信(2) . .. .081

范本三｜询问职位空缺信(3) . .. .082

范本四｜询问职位空缺信(4) . .. .083

05 询问面试结果书信

1 ..如何写询问面试结果书信. .. .. .. .. .084

2 ..实用例句. .. .. .. .. .. .. .. .. .. .. .. .. .. .. .. .. .084

范本一｜询问面试结果信(1) . .. .086

范本二｜询问面试结果信(2) . .. .087

范本三｜询问面试结果信(3) . .. .088

范本四｜询问面试结果信(4) . .. .089

范本五｜询问面试结果信(5) . .. .090

06 拒绝信

1 ..如何写拒绝信 . .. .. .. .. .. .. .. .. .. .. .. .. .091

2 ..实用例句. .. .. .. .. .. .. .. .. .. .. .. .. .. .. .. .. .091

范本一｜拒绝人事单位(1) . .. .. .. .093



008

目  录 
Contents

范本二｜拒绝人事单位(2) . .. .. .. .094

范本三｜拒绝人事单位(3) . .. .. .. .095

范本四｜拒绝求职者(1). .. .. .. .. .. .096

范本五｜拒绝求职者(2). .. .. .. .. .. .097

07 申请信

1 ..如何写申请信 . .. .. .. .. .. .. .. .. .. .. .. .. .098

2 ..实用例句. .. .. .. .. .. .. .. .. .. .. .. .. .. .. .. .. .098

范本一｜申请请假. .. .. .. .. .. .. .. .. .. .101

范本二｜申请进修. .. .. .. .. .. .. .. .. .. .102

范本三｜申请调换部门. .. .. .. .. .. .. .103

范本四｜申请购买新传真机. .. .. .104

范本五｜申请员工宿舍. .. .. .. .. .. .. .105

范本六｜申请留学. .. .. .. .. .. .. .. .. .. .106

08 辞职信

1 ..如何写辞职信 . .. .. .. .. .. .. .. .. .. .. .. .. .107

2 ..实用例句. .. .. .. .. .. .. .. .. .. .. .. .. .. .. .. .. .107

范本一｜.辞职信(1). .. .. .. .. .. .. .. .. .111

范本二｜.辞职信(2). .. .. .. .. .. .. .. .. .112

范本三｜.辞职信(3). .. .. .. .. .. .. .. .. .113

范本四｜.辞职信(4). .. .. .. .. .. .. .. .. .114

范本五｜.辞职信(5). .. .. .. .. .. .. .. .. .115

09 解雇信

1 ..如何写解雇信 . .. .. .. .. .. .. .. .. .. .. .. .. .116

2 ..实用例句. .. .. .. .. .. .. .. .. .. .. .. .. .. .. .. .. .116

范本一｜解雇信(1). .. .. .. .. .. .. .. .. .. .119

范本二｜解雇信(2). .. .. .. .. .. .. .. .. .. .120

范本三｜解雇信(3). .. .. .. .. .. .. .. .. .. .121

范本四｜解雇信(4). .. .. .. .. .. .. .. .. .. .122

范本五｜解雇信(5). .. .. .. .. .. .. .. .. .. .124

 社交公关书信

10 介绍信

1 ..如何写介绍信 . .. .. .. .. .. .. .. .. .. .. .. .. .125

2 ..实用例句. .. .. .. .. .. .. .. .. .. .. .. .. .. .. .. .. .125

范本一｜介绍朋友请求关照. .. .. .127

范本二｜请求帮助 . .. .. .. .. .. .. .. .. .. .128

范本三｜介绍职员请求帮助(1)

　　　　. .. .. .. .. .. .. .. .. .. .. .. .. .. .. .. .. .129

范本四｜介绍职员请求帮助(2)

　　　　. .. .. .. .. .. .. .. .. .. .. .. .. .. .. .. .. .130

11 祝贺信

1 ..如何写祝贺信 . .. .. .. .. .. .. .. .. .. .. .. .. .131

2 ..实用例句. .. .. .. .. .. .. .. .. .. .. .. .. .. .. .. .. .131

范本一｜祝贺升职. .. .. .. .. .. .. .. .. .. .136

范本二｜祝贺乔迁. .. .. .. .. .. .. .. .. .. .137

范本三｜祝贺订婚. .. .. .. .. .. .. .. .. .. .138

范本四｜祝贺新婚. .. .. .. .. .. .. .. .. .. .139

范本五｜祝贺添丁. .. .. .. .. .. .. .. .. .. .140



009

目录 Contents

范本六｜祝贺获胜. .. .. .. .. .. .. .. .. .. .141

范本七｜祝贺金榜题名. .. .. .. .. .. .. .142

范本八｜祝贺学业（毕业）. .. .. .143

范本九｜祝贺生日. .. .. .. .. .. .. .. .. .. .144

范本十｜祝贺周年. .. .. .. .. .. .. .. .. .. .145

范本十一｜祝贺开业 . .. .. .. .. .. .. .. .146

范本十二｜祝贺当选 . .. .. .. .. .. .. .. .147

范本十三｜祝贺表扬 . .. .. .. .. .. .. .. .148

范本十四｜祝贺演讲 . .. .. .. .. .. .. .. .149

12 慰问信

1 ..如何写慰问信 . .. .. .. .. .. .. .. .. .. .. .. .. .150

2 ..实用例句. .. .. .. .. .. .. .. .. .. .. .. .. .. .. .. .. .151

范本一｜生病慰问. .. .. .. .. .. .. .. .. .. .153

范本二｜受伤慰问. .. .. .. .. .. .. .. .. .. .154

范本三｜慰问长辈健康. .. .. .. .. .. .. .155

范本四｜车祸慰问. .. .. .. .. .. .. .. .. .. .156

范本五｜火灾慰问. .. .. .. .. .. .. .. .. .. .157

范本六｜洪水慰问. .. .. .. .. .. .. .. .. .. .158

范本七｜地震慰问. .. .. .. .. .. .. .. .. .. .159

13 吊唁信

1 ..如何写吊唁信 . .. .. .. .. .. .. .. .. .. .. .. .. .160

2 ..实用例句. .. .. .. .. .. .. .. .. .. .. .. .. .. .. .. .. .160

范本一｜吊唁亲人. .. .. .. .. .. .. .. .. .. .163

范本二｜吊唁同事. .. .. .. .. .. .. .. .. .. .164

范本三｜吊唁同事亲人. .. .. .. .. .. .. .165

范本四｜吊唁首领逝世. .. .. .. .. .. .. .166

范本五｜讣闻. .. .. .. .. .. .. .. .. .. .. .. .. .. .167

14 感谢信

1 ..如何写感谢信 . .. .. .. .. .. .. .. .. .. .. .. .. .168

2 ..实用例句. .. .. .. .. .. .. .. .. .. .. .. .. .. .. .. .. .168

范本一｜感谢招待. .. .. .. .. .. .. .. .. .. .172

范本二｜感谢来信. .. .. .. .. .. .. .. .. .. .173

范本三｜感谢探病. .. .. .. .. .. .. .. .. .. .174

范本四｜感谢帮助. .. .. .. .. .. .. .. .. .. .175

范本五｜感谢咨询. .. .. .. .. .. .. .. .. .. .176

范本六｜感谢邀请. .. .. .. .. .. .. .. .. .. .177

范本七｜感谢合作. .. .. .. .. .. .. .. .. .. .178

范本八｜感谢赠送礼品. .. .. .. .. .. .. .179

范本九｜感谢师长教诲. .. .. .. .. .. .. .180

15 邀请信

1 ..如何写邀请信 . .. .. .. .. .. .. .. .. .. .. .. .. .181

2 ..实用例句. .. .. .. .. .. .. .. .. .. .. .. .. .. .. .. .. .181

范本一｜邀请参加婚宴. .. .. .. .. .. .. .183

范本二｜邀请出席会议. .. .. .. .. .. .. .184

范本三｜邀请参加庆典. .. .. .. .. .. .. .185

范本四｜邀请参加生日派对. .. .. .186

范本五｜邀请外国来宾出席活动

　　　　. .. .. .. .. .. .. .. .. .. .. .. .. .. .. .. .. .187



010

目  录 
Contents

16 回复邀请信

1 ..如何写回复邀请信. .. .. .. .. .. .. .. .. .. .188

2 ..实用例句. .. .. .. .. .. .. .. .. .. .. .. .. .. .. .. .. .188

范本一｜接受邀请. .. .. .. .. .. .. .. .. .. .190

范本二｜拒绝邀请. .. .. .. .. .. .. .. .. .. .191

范本三｜回复邀请(1). .. .. .. .. .. .. .. .192

范本四｜回复邀请(2). .. .. .. .. .. .. .. .193

范本五｜回复邀请(3). .. .. .. .. .. .. .. .194

17 致歉信

1 ..如何写致歉信 . .. .. .. .. .. .. .. .. .. .. .. .. .195

2 ..实用例句. .. .. .. .. .. .. .. .. .. .. .. .. .. .. .. .. .195

范本一｜回信延迟的致歉. .. .. .. .. .199

范本二｜不能赴约的致歉. .. .. .. .. .200

范本三｜未完成任务的致歉. .. .. .201

范本四｜打扰某人的致歉. .. .. .. .. .202

范本五｜错怪某人的致歉. .. .. .. .. .203

18 节日祝福信

1 ..如何写节日祝福信. .. .. .. .. .. .. .. .. .. .204

2 ..实用例句. .. .. .. .. .. .. .. .. .. .. .. .. .. .. .. .. .204

范本一｜新年祝福. .. .. .. .. .. .. .. .. .. .211

范本二｜圣诞祝福. .. .. .. .. .. .. .. .. .. .212

范本三｜母亲节祝福 . .. .. .. .. .. .. .. .213

范本四｜教师节祝福 . .. .. .. .. .. .. .. .214

...主要节日及相关词汇一览表 . .. .. .215

19 求助信

1 ..如何写求助信 . .. .. .. .. .. .. .. .. .. .. .. .. .216

2 ..实用例句. .. .. .. .. .. .. .. .. .. .. .. .. .. .. .. .. .216

范本一｜请求借钱. .. .. .. .. .. .. .. .. .. .218

范本二｜请求写介绍信. .. .. .. .. .. .. .219

范本三｜请求寄书. .. .. .. .. .. .. .. .. .. .220

范本四｜请求买书. .. .. .. .. .. .. .. .. .. .221

20 表扬信

1 ..如何写表扬信 . .. .. .. .. .. .. .. .. .. .. .. .. .222

2 ..实用例句. .. .. .. .. .. .. .. .. .. .. .. .. .. .. .. .. .222

范本一｜表扬信(1). .. .. .. .. .. .. .. .. .. .224

范本二｜表扬信(2). .. .. .. .. .. .. .. .. .. .225

范本三｜表扬信(3). .. .. .. .. .. .. .. .. .. .226

范本四｜表扬信(4). .. .. .. .. .. .. .. .. .. .227

21 批评（抱怨）信

1 ..如何写批评信 . .. .. .. .. .. .. .. .. .. .. .. .. .228

2 ..实用例句. .. .. .. .. .. .. .. .. .. .. .. .. .. .. .. .. .228

范本一｜学生餐厅问题的批评 .. .. .230

范本二｜抱怨环境太吵. .. .. .. .. .. .. .232

范本三｜抱怨火车误点. .. .. .. .. .. .. .233

范本四｜抱怨产品品质. .. .. .. .. .. .. .234

范本五｜抱怨信(1). .. .. .. .. .. .. .. .. .. .236

范本六｜抱怨信(2). .. .. .. .. .. .. .. .. .. .237

范本七｜抱怨信(3). .. .. .. .. .. .. .. .. .. .238



011

目录 Contents

22 预约预订信

1 ..如何写预约预订信. .. .. .. .. .. .. .. .. .. .239

2 ..实用例句. .. .. .. .. .. .. .. .. .. .. .. .. .. .. .. .. .240

范本一｜请求约见(1). .. .. .. .. .. .. .. .246

范本二｜请求约见(2). .. .. .. .. .. .. .. .247

范本三｜请求约见(3). .. .. .. .. .. .. .. .248

范本四｜同意约见. .. .. .. .. .. .. .. .. .. .249

范本五｜拒绝约见. .. .. .. .. .. .. .. .. .. .250

范本六｜预订房间. .. .. .. .. .. .. .. .. .. .251

范本七｜预订机票. .. .. .. .. .. .. .. .. .. .252

 贸易往来书信

23 产品咨询信

1 ..如何写产品咨询信. .. .. .. .. .. .. .. .. .. .253

2 ..实用例句. .. .. .. .. .. .. .. .. .. .. .. .. .. .. .. .. .253

范本一｜询问公司资讯. .. .. .. .. .. .. .256

范本二｜询问商品资讯. .. .. .. .. .. .. .257

范本三｜询问交货日期. .. .. .. .. .. .. .258

范本四｜询问未到商品. .. .. .. .. .. .. .259

范本五｜询问交易条件. .. .. .. .. .. .. .260

范本六｜询问库存状况. .. .. .. .. .. .. .261

24 询价信

1 ..如何写询价信 . .. .. .. .. .. .. .. .. .. .. .. .. .262

2 ..实用例句. .. .. .. .. .. .. .. .. .. .. .. .. .. .. .. .. .262

范本一｜普通询价信(1). .. .. .. .. .. .266

范本二｜普通询价信(2). .. .. .. .. .. .267

范本三｜普通询价信(3). .. .. .. .. .. .268

范本四｜具体询价信(1). .. .. .. .. .. .269

范本五｜具体询价信(2). .. .. .. .. .. .270

...价格常用词汇一览表. .. .. .. .. .. .. .. .. .272

25 报价信

1 ..如何写报价信 . .. .. .. .. .. .. .. .. .. .. .. .. .273

2 ..实用例句. .. .. .. .. .. .. .. .. .. .. .. .. .. .. .. .. .274

范本一｜主动报价信 . .. .. .. .. .. .. .. .277

范本二｜报虚价的报价信. .. .. .. .. .278

范本三｜报实价的报价信. .. .. .. .. .280

范本四｜提供代用品的报价信

　　　　. .. .. .. .. .. .. .. .. .. .. .. .. .. .. .. .. .281

26 还价信

1 ..如何写还价信 . .. .. .. .. .. .. .. .. .. .. .. .. .282

2 ..实用例句. .. .. .. .. .. .. .. .. .. .. .. .. .. .. .. .. .282

范本一｜买方的还价(1). .. .. .. .. .. .286

范本二｜买方的还价(2). .. .. .. .. .. .287

范本三｜卖方让步的还价. .. .. .. .. .288

范本四｜卖方无法让步的还价. .. .289

27 产品推销信

1 ..如何写产品推销信. .  .  .  .  .  .  .  . 290

2 ..实用例句. .  .  .  .  .  .  .  .  .  .  .  .  .  .  . 290



012

目  录 
Contents

范本一｜推销微波炉. .. .. .. .. .. .. .. 293

范本二｜推销新产品.. .. .. .. .. .. .. .. 295

范本三｜推销圣诞礼品 . .. .. .. .. .. 296

范本四｜推销吸尘器. .. .. .. .. .. .. .. 297

范本五｜推销传真机. .. .. .. .. .. .. .. 298

28 订单

1 ..如何写订单. .. .. .. .. .. .. .. .. .. .. .. .. .. .. 299

2 ..实用例句. .. .. .. .. .. .. .. .. .. .. .. .. .. .. .. .. 299

范本一｜订购裙子. .. .. .. .. .. .. .. .. .. 301

范本二｜订购烤肉调味酱. .. .. .. .. 302

范本三｜催促对方确认订单. .. .. 303

范本四｜再次订货. .. .. .. .. .. .. .. .. .. 304

范本五｜订单(1). .. .. .. .. .. .. .. .. .. .. 305

范本六｜订单(2). .. .. .. .. .. .. .. .. .. .. 306

范本七｜订单(3). .. .. .. .. .. .. .. .. .. .. 307

29 回复订单

1 ..如何回复订单 . .. .. .. .. .. .. .. .. .. .. .. .. 308

2 ..实用例句. .. .. .. .. .. .. .. .. .. .. .. .. .. .. .. .. 308

范本一｜欢迎新客户. .. .. .. .. .. .. .. 310

范本二｜感谢对方订单 . .. .. .. .. .. 311

范本三｜优惠老客户. .. .. .. .. .. .. .. 312

范本四｜告知对方缺货 . .. .. .. .. .. 313

范本五｜告知对方订单过多. .. .. 314

30 付款信

1 ..如何写付款信 . .. .. .. .. .. .. .. .. .. .. .. .. .315

2 ..付款种类的具体介绍. .. .. .. .. .. .. .. .315

3 ..实用例句. .. .. .. .. .. .. .. .. .. .. .. .. .. .. .. .. .316

范本一｜汇票付款. .. .. .. .. .. .. .. .. .. .319

范本二｜请求付款. .. .. .. .. .. .. .. .. .. .320

范本三｜付款确认通知. .. .. .. .. .. .. .321

范本四｜付款致谢函 . .. .. .. .. .. .. .. .322

范本五｜要求延期付款. .. .. .. .. .. .. .323

范本六｜同意延期付款. .. .. .. .. .. .. .324

...付款常用词汇一览表. .. .. .. .. .. .. .. .. .325

31 催款信

1 ..如何写催款信 . .. .. .. .. .. .. .. .. .. .. .. .. .328

2 ..实用例句. .. .. .. .. .. .. .. .. .. .. .. .. .. .. .. .. .328

范本一｜提醒欠款事宜. .. .. .. .. .. .. .331

范本二｜礼貌催款信 . .. .. .. .. .. .. .. .332

范本三｜要求结清余额. .. .. .. .. .. .. .333

范本四｜再次索取欠款. .. .. .. .. .. .. .334

范本五｜最后一次催款. .. .. .. .. .. .. .335

32 投诉、索赔信

1 ..如何写投诉信 . .. .. .. .. .. .. .. .. .. .. .. .. .336

2 ..实用例句. .. .. .. .. .. .. .. .. .. .. .. .. .. .. .. .. .337

范本一｜投诉商品毁损. .. .. .. .. .. .. .339

范本二｜投诉商品品质太差. .. .. .340



013

目录 Contents

范本三｜投诉商品尺寸不符. .. .. 341

范本四｜投诉货品寄发错误. .. .. 342

范本五｜投诉货品数量不足. .. .. 343

范本六｜投诉延期交货. .. .. .. .. .. .. 344

范本七｜投诉售后服务不佳. .. .. 345

33 理赔信.

1 ..如何写理赔信 . .. .. .. .. .. .. .. .. .. .. .. .. 346

2 ..实用例句. .. .. .. .. .. .. .. .. .. .. .. .. .. .. .. .. 346

范本一｜货品瑕疵的理赔. .. .. .. .. 350

范本二｜货品寄发错误的理赔 .. .. 351

范本三｜交货延迟的理赔. .. .. .. .. 352

范本四｜商品数量错误的理赔 .. .. 353

范本五｜货品重量短缺的理赔 .. .. 354

范本六｜货品缺损的索赔. .. .. .. .. 355

 其他类别书信

34 通知

1 ..如何写英文通知. .. .. .. .. .. .. .. .. .. .. .. 356

2 ..实用例句. .. .. .. .. .. .. .. .. .. .. .. .. .. .. .. .. 356

范本一｜开会通知. .. .. .. .. .. .. .. .. .. 361

范本二｜取消活动通知. .. .. .. .. .. .. 361

范本三｜节假日通知 . .. .. .. .. .. .. .. 362

范本四｜开业通知. .. .. .. .. .. .. .. .. .. 363

范本五｜暂停营业通知. .. .. .. .. .. .. 364

范本六｜营业时间变更通知. .. .. 365

范本七｜迁址通知.. .. .. .. .. .. .. .. .. .. ..366

范本八｜取消考试通知. .. .. .. .. .. .. ..367

范本九｜缴费通知. .. .. .. .. .. .. .. .. .. ..368

范本十｜求职录用通知. .. .. .. .. .. .. ..369

范本十一｜人事变动通知. .. .. .. .. ..370

35 报告.

1 ..如何写英文报告. .. .. .. .. .. .. .. .. .. .. .. ..371

2 ..实用例句. .. .. .. .. .. .. .. .. .. .. .. .. .. .. .. .. ..371

范本一｜日常工作报告. .. .. .. .. .. .. ..374

范本二｜员工福利报告. .. .. .. .. .. .. ..376

范本三｜销售情况调查报告. .. .. ..378

范本四｜加强安全措施报告. .. .. ..380

范本五｜公司管理改革方案报告

　　　　. .. .. .. .. .. .. .. .. .. .. .. .. .. .. .. .. ..382

36 证明信

1 ..如何写证明信. .  .  .  .  .  .  .  .  .  .  .  . 384

范本一｜医生证明书 . .  .  .  .  .  . 384

范本二｜毕业证明书 . .  .  .  .  .  . 385

范本三｜经济来源证明书. .  .  . 386

37 便条

1 ..如何写便条. .  .  .  .  .  .  .  .  .  .  .  .  . 387

2 ..实用例句. .  .  .  .  .  .  .  .  .  .  .  .  .  .  . 387

范本一｜欠条. .  .  .  .  .  .  .  .  .  .  .  . 389



014

目  录 
Contents

范本二｜收据. .  .  .  .  .  .  .  .  .  .  .  . 389

范本三｜留言. .. .. .. .. .. .. .. .. .. .. .. .. .. .390

范本四｜请假条. .. .. .. .. .. .. .. .. .. .. .. .390

38 备忘录

1 ..如何写备忘录 . .. .. .. .. .. .. .. .. .. .. .. .. .391

范本一｜备忘录(1). .. .. .. .. .. .. .. .. .. .392

范本二｜备忘录(2). .. .. .. .. .. .. .. .. .. .393

范本三｜备忘录(3). .. .. .. .. .. .. .. .. .. .394

范本四｜备忘录(4). .. .. .. .. .. .. .. .. .. .395

39 请柬

1 ..如何写请柬. .. .. .. .. .. .. .. .. .. .. .. .. .. .. .396

范本一｜请柬(1) . .. .. .. .. .. .. .. .. .. .. .397

范本二｜请柬(2) . .. .. .. .. .. .. .. .. .. .. .397

范本三｜请柬(3) . .. .. .. .. .. .. .. .. .. .. .398

范本四｜请柬(4) . .. .. .. .. .. .. .. .. .. .. .398

范本五｜回柬接受. .. .. .. .. .. .. .. .. .. .399

范本六｜回柬谢绝. .. .. .. .. .. .. .. .. .. .399

范本七｜新娘送礼派对请柬. .. .. .400

Chapter Three 缩写篇  

01 ..商务英语常用缩写表. .. .. .. .. .. .. 402

02 ..各组织及机构常用缩写表 . .. .. 441

03 ..各系统常用缩写表. .. .. .. .. .. .. .. .. 442

04 ..职务常用缩写表 . .. .. .. .. .. .. .. .. .. 442

05 ..金融常用缩写表 .. .. .. .. .. .. .. .. .. .. 443

06 ..考试常用缩写表 . .. .. .. .. .. .. .. .. .. 443

07 ..其他常用缩写表 .. .. .. .. .. .. .. .. .. .. 444

08 ..外贸常用缩写表 . .. .. .. .. .. .. .. .. .. 445



类别篇
Chapter One

01│纸质书信

02│传真

03│电子邮件



016

英文信件结构

信头01
老外
提示

信头包括写信人的地址及写信日期，通常写在第一页信纸的右上角，写作顺
序为︰先写地址，再写日期。

由于中英文的差异，书信中地址及日期的写法也有不同︰

● 地址的写法遵循由小及大的顺序，即先写门牌号码及街路名称（占一行），再写
城市、省（州）和邮政区号（Zip code）（占一行），最后一行则写国名。例如︰

   美式地址写法         中式地址写法

321 Park Avenue
Normand Massachusetts, 02162
U.S.A.

02162 美国马萨诸塞州诺曼市
公园大道321号

● 住址中常用缩写表

中文 英文 中文 英文

楼 F 3 楼 3F

巷 Lane 46 巷 Lane 46

段 Section  也可缩写成→ Sec. 2 段 Section 2 or Sec. 2

弄 Alley 8 弄 Alley 8

路 Road  也可缩写成→ Rd. 沃克路 Walker Road / Walker Rd.

街 Street  也可缩写成→ St. 华盛顿
街

Washington Street /  
Washington St.

纸质书信
写作注意事项01类

别
篇

老外
提示

一般来说，英文书信由六大部分组成，即信头( Heading )、信内地址（Inside 
Address）、称呼（Salutation）、正文（Body of Letter）、信尾客套语
（Complimentary Close）、署名（Signature），当然有些时候书信后面还有附
言（Postscript）、附件（Enclosure）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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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人和美国人在时间上写法也不同。英国人习惯按日、月、年的顺序写，而美
国人则喜好以月、日、年的顺序写。

   英式日期写法     美式日期写法

2nd December, 2010
月和年之间的逗号可以省略。

December 2, 2010
逗号必须保留。

      注意︰年份最好完全写明，尽量避免使用“10”代替“2010”。

● 月份通用的缩写表

月份（中文） 月份（英文） 缩写 月份（中文） 月份（英文） 缩写

1月 January Jan. 7月 July July

2月 February Feb. 8月 August Aug.

3月 March Mar. 9月 September Sep.

4月 April Apr. 10月 October Oct.

5月 May May 11月 November Nov.

6月 June June 12月 December Dec.

信内地址02
老外
提示

信内地址写的是收信人的姓名和地址。在一般的社交书信中，尤其是熟悉的
亲朋好友之间，信内地址这一项可以省略不写，但对于公务信函则绝对不能
省略。

● 信内地址写在信头日期下一两行的左上角。 
● 第一行要写上收信人的称呼姓名，然后再写出地址，地址写作顺序与信头中的地
址写作顺序相同。与信头不同的是，信内地址这一项不必再写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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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实用超全面的英文书信大全集：即看即用，变身英文书信达人

称谓03
老外
提示

称谓是指写信人对收信人的称呼。称谓由信内地址下方一、二行处顶格写
起，且自成一行。称呼一般用逗号，也可以用冒号。

● 如果信件是写给亲朋好友或者是熟悉的人时，可用Dear或My Dear再加上表示亲
朋关系的称呼，也可直接称呼其姓名，例如︰My dear father, Dear Sammy,等。

   英式写法     美式写法

My Dear比Dear亲切  Dear比My Dear亲切

● 如果是写给不熟悉的人，则可以用通用语言，即Dear Sir,  Dear Madam, 
Gentlemen等。在书信中，Gentlemen总是以复数形式出现，且前面不加Dear。
当收信人是女性，且你不知道对方是否结婚的时候，应该用Ms. ... 也就是“……女
士”。

● 写给收信人的信，也可以用头衔、职位、职称、学位等加在姓氏或姓氏及名字之
前，例如︰Dear Prof. Jefferson, Dear Dr. Tom Smith。

正文04
老外
提示 信的正文是信的主体部分，通常写在称呼的下一行。

● 正文写作要求层次分明、简明易懂。通常在开头简单寒暄几句后就直接切入正
题。此外，正文的结尾要有祝愿和敬语。

实用例句05
老外
提示 套用实用例句，迅速增强写作能力。

老
外
都
这
么
写

1. I have received your letter of June 3rd. 
6月3号的来信已经收到。

2. I am very excited and delighted at your good news.
听到你带来的好消息我非常高兴和兴奋。

常用的开头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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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外
都
这
么
写

1.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盼早日回信。

2. Your early reply will be highly appreciated. 
期盼早日回信。

3. Hoping to hear from you soon. 
希望能尽快收到你的回信。

4. I wish you every success in the coming year. 
祝你在未来的一年里一切顺心如意。

5. Wish best regards. 
祝好。

6. Wish my best wishes for your success. 
祝你成功。

7. I hope everything will be well with you. 
希望你一切顺利。

常用的结束语

3. What a treat to receive your kind letter of July 2nd. 
真高兴收到你7月2日的来信。

4. With great delight, I received your letter yesterday. 
昨天收到你的来信，真是高兴。

5. I must apologize for not being able to reply to your kind letter until 
today. 
很抱歉我今天才回信。

6. I hope you will excuse me for this late reply to your kind letter.
希望你能原谅我这么晚才回信给你。

7. It’s my honor to inform you that... 
很荣幸告诉你……

8. I have the pleasure to tell you that... 
很高兴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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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尾客套语06
老外
提示

信尾客套语通常写在正文下面的一、二行的偏右方开始写出。开头字母必须
要大写，以后的字母则用小写，最后的一个词后面用逗号。

● 写信对象若是亲戚、家人时，多用Your loving parents, Loving yours, Lovingly
等。

● 写信对象若是熟人好友，则用Yours cordially, yours affectionately等。

● 写信对象若是上级或者长辈多用Yours obediently或Obediently yours, Yours 
respectfully或Respectfully yours等。

● 若是商务信函则用Truly yours 或Yours truly, Faithfully yours或Yours faithfully, 
Sincerely yours, Yours sincerely等。

签名07
老外
提示 签名通常写在结束语的下方中间偏右的地方。

● 如果是商业信函或者收信人不认识写信人的话，则要在亲笔签名下面打出写信人
的姓名，在名字的下面也可打上职务、职称等，以便识别。

Yours sincerely, 

Jack Brown  → 手写

Jack Brown  → 打印

Sales Manager  → 打印

 注意︰如果是写给亲朋好友的信则不必再打印出来。

8. Awaiting your good news. 
期盼着你的好消息。

9. Wishing you a happy holiday. 
祝假日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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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及附件08
老外
提示

附注用来说明没有包括在信中的想法和内容。
通常一封信写完后，若突然想起还有事情需要补充，这时可以在信件下面左
下方顶格处标注P.S.，并写上遗漏的话，一般而言，附注比较简明扼要。值得
注意的是，在正式的信函中，应该尽量避免使用附注。

● 如果信件中有附件的话，则在信纸的左下角，标示上Encl: 或Enc:，

 例如︰

 注意︰如果附件多于一项，则就改写成Encls:或Encs:。

英文信件结构总图表09
老外
提示 图解范本详细标示英文书信写作格式，学习英文书信写作事半功倍。

Encl: Invoice 

内附发票

Enc: 3 photos 

内附三张照片

Room 102, No. 58, Xueyuan Road    
Beijing, 100083
P.R.C.
December 2, 2013

Mr. Jon Jovi
805 North Willington Avenue 
West Palm Beach, Los Angeles 90071
U.S.A.

Dear Mr. Jon Jovi,
                                                                                                                      

                                                         

Encl: Invoice
内附发票

Sincerely yours,
Chloe Chao

信头（写信人地址、日期）

称呼 正文

信尾客套语    
签名          

 信内地址
（收信人姓名、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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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信件格式

齐头式01
老外
提示

齐头式又被称为“垂直式”、“封闭式”、“并列式”、“平头式”等。一
般用在商贸、官方以及一些正式的信件中，用以彰显信件内容的严肃性、真
实性、可靠性。

● 齐头式格式要求信头、收信人地址、日期、称谓、内文各段的第一句、结束语、
签名等所有部分均需上下对齐。

● 齐头式信件，正文与称呼之间要空1—2行，且段落与段落之间也需要空出1—2
行。现在书信多用齐头式。

● 格式如下图

老
外
都
这
么
写

Linda Chang 
Box 115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P.R.C.
June 21, 2013

Prof. John Smith 
Dept.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e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NY, 10028
U. S. A.

Dear professor John, 

I'm writing to recommend Mr. Rorbert,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my 
department, as a visiting scholar to your university. His interest i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ino-U.S. relations in particular. Our school will 
cover his travel expenses.

Please check his enclosed application, which I hope you will find 
satisfactory. Thank you for your kind consideration. I'm looking forward to 
your early reply.

Sincerely yours,                                
Linda Chang 

超
实
用
英
文
范
例

上下
对齐

空1—2行

空1—2行

空1—2行

空1—2行

空1—2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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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进式02
老外
提示

缩进式又被称为“缩行式”、“斜列式”、“锯齿式”等。相较于齐头式，
缩进式则比较随意，多用于私人信件，比如家人、朋友之间往来的信件。若
两人彼此熟悉、关系很好，还可以省略信内的双方地址。

● 缩进式格式的书信要求信头和收信人地址均较上行缩进一些，一般缩进1—2个英
文字母，成倒阶梯形状。

● 正文每段首行的第一个单词要缩进5—6个英文字母。

● 日期写在信纸的右上端，位于信头下一行，信封内地址上一行。

● 结束语及签名都写在右下方。

● 称谓与正文之间通常不空行，各段之间也不空行。

● 具体格式如下︰

老
外
都
这
么
写

                                                                      Linda Chang
                                                                        Box 115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P.R.C.
                                                                                June 21, 2013

Prof. John Smith 
  Dept.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e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NY, 10028
        U. S. A.

Dear professor John, 
I'm writing to recommend Mr. Robert,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my department, as a visiting scholar to your university. His interest i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ino-U.S. relations in particular. Our school will cover 
his travel expenses.

Please check his Enclosed application, which I hope you will find 
satisfactory. Thank you for your kind consideration. I'm looking forward to your 
early reply.

                                                                                     Sincerely yours,  
                                                                                          Linda Chang

超
实
用
英
文
范
例

缩近二至三个字

缩进2—3个字

不空行

段落不空行

段落开头缩进
5—6 个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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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中式03
老外
提示 折中式书信格式多用于朋友之间的书信往来。

● 内文与信头之间空出1—2行，但称谓与正文间则不需空行。

● 每段第一句的第一个单词必须向右缩进5—6个英文字母。

● 信尾的结束语和签名都写在右下方。

● 具体格式如下︰

老
外
都
这
么
写

                                                                      Linda Chang
                                                                      Box 115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P. R. C.
                                                                      June 21, 2013

Prof. John Smith 
Dept.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e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NY, 10028
U. S. A.

Dear professor John, 

I'm writing to recommend Mr. Robert,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my department, as a visiting scholar to your university. His interest i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ino-U.S. relations in particular. Our school will cover 
his travel expenses.

Please check out his Enclosed application, which I hope you will find 
satisfactory. Thank you for your kind consideration. I'm looking forward to your 
early reply.

                                                                                     Sincerely yours,         
                                                                                          Linda Chang

超
实
用
英
文
范
例 空1—2行

上下
对齐

段落开头缩进
5—6 个字母

上下
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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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信件写作

英文信件写作的基本原则01
老外
提示 英文书信写作一定要全文流畅，重点清晰。

● 礼貌、体贴（Courtesy and Consideration）

 写信人要注重礼仪，写信过程中要尊重对方的风俗习惯，在语言措辞上要多用礼
貌、委婉的词语；此外，还要考虑对方的性别、文化程度、宗教信仰等因素。

● 简洁（Conciseness）

 一封优秀的书信应该做到行文流畅、言简意赅，尽量用简明易懂的文字表达思
想、传递信息。

● 清晰（Clearness）

 写信者在写信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清晰”原则，书信一定要做到条理清晰、全文
顺畅。要知道一封用词含糊、词不达意的书信往往会引起误会和意见分歧。若是
商业书信，则可能会造成贸易损失。因此，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在书信写作中
至关重要。

● 完整、具体（Completeness and Concreteness）

 书信中要注意资讯的完整性，一般书信中会涉及一些基本情况的描述，比如时
间、地点、价格、货品编号、注意事项等，写信者要在这些细节上做到具体描
述，这样会促进交流，有助于加快事务的流程。

● 正确（Correctness）

 在英语书信中一定要注意避免英语语法、拼写及标点错误现象，力图做到正确无
误，此外还要注意引用的史料、资料等也应该准确无误，以免产生歧义、造成损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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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信封格式02
老外
提示

中英文书信信封都是由三部分组成︰寄信人地址、收信人地址和邮票。两者除
了邮票所贴位置相同外，寄信人地址和收信人地址位置不同。

● 中文信封的左上角写收信人的地址，右下角写寄信人的地址。英文信封的左上角
写寄信人的名字及地址，右下角偏中处则写收信人的地址。

● 信封上寄信人的地址包括寄信人的姓名和地址，同样收信人地址也包括收信人的
姓名和地址。

● 姓名称呼在前（占一行），地址在后。地址写作顺序与信头中的地址写作顺序相
同。与信头不同的是，信封地址不必写日期。

● 寄信人不自称Mr.、Mrs.或Miss，而收信人的姓名前则必须加上尊称Mr.、Mrs.或
Miss以示礼貌。

● 信封上的邮递区号（zip code），在美国州名之后以五位数阿拉伯数字表示，前
三位数代表州或城市，后两位数表示邮区。至于邮政区号念法, 比如10025︰one 
double O two five。

● 信件应装入标准信封内，不用旧信封或废旧纸张也不用有字纸张制成的信封装寄
信件。

● 格式如下

老
外
都
这
么
写

Zhang Jianmin
Room 102, No. 58, Changshu Road                      
Shanghai, 200000
P.R.C.

 

                                                                                                          Stamp

 Mr. John Smith
 805 North Willington Avenue 
 West Palm Beach, Florida 33494
 U.S.A.

超
实
用
英
文
范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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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篇01｜纸质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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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信封写法03
老外
提示

注意中英文信封格式的差异，也要特别留意勿将收信人与寄信人的位置混淆。

● 在中文书信信封的左上角写收信人的地址，右下角写寄信人的地址（通常不写寄
信人的名字），中间写收信人的姓名。

● 英文书信的信封的左上角写寄信人的名字和地址，右下角偏中处写收信人的姓名
及地址。

● 英文信封格式︰

● 中文信封格式︰

老
外
都
这
么
写

Zhang Jianmin                    
Room 102, No. 58, Changshu Road          
Shanghai, 200000
P.R.C.

                               Stamp

                                   　   收信人姓名  Mr. John Smith
                                      805 North Willington Avenue 
                                      West Palm Beach, Florida 33494
                                      U.S.A.

超
实
用
英
文
范
例

 寄信人姓名
 寄信人地址

 邮递区号

收信人地址 

中
文
译
文

200000                                                                        

上海市常熟路58号102室    
                  

张建民 （收）

                               
                     33494 美国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北威灵顿大道805号

                                                                                        

 邮递区号

 收信人地址

 收信人姓名

 寄信人地址

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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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地址写法04
老外
提示

地址书写的顺序十分重要。

● 中文书信中地址的写法遵循由大到小的顺序，即先写国名、省市、街道名、门牌
号码等。

● 英文书信地址的写法则正好相反，它遵循由小到大的顺序，即先写门牌号码、街
道名、再写城市、市（州）、国名。

   美式地址写法    中式地址写法

Apt. 9, 1123 Cannon View Lane, 
Grandview Plaza, KS 66441, U.S.A.

66441美国堪萨斯州好景广场市坎农
巷1123号第9公寓

英文日期写法05
老外
提示

日期的书写顺序要十分精确，才不会造成不必要的混淆。

● 中文书信中日期的写法是先写年，再写月、最后写日，如2013年9月15日。

● 英文书信中日期的写法则要按照日、月、年，或月、日、年的顺序写。如：2nd 
December, 2010或December 2, 2010。

   美式日期写法         英式日期写法       中式日期写法

2nd December, 2013 December 2nd, 2013 2013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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