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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ÙÒ· ÌÈÓÊ‰ Ï˘ ÌÈÈÂ˘Ï‰ ˙ÂÓ˘‰

≤∂¥ ÌÈÏÈÓ ±∞∞∞ ÔÂÏÈ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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Ô˙ÈÈ‚‰Â È„¯ÙÒ‰ ·¢‡‰ ˙ÂÈ˙Â‡ ˙ÓÈ˘¯

˙ÈÈËÏ ˙Â‡˙Â‡‰ Ì˘‰ÈÈ‚‰˙Â¯Ú‰

A, aÀ‡‡

B, b‰Œaa Â‡ ÂÆÌÈÂ˘ ÌÈ‡Ë·Ó· ˙¯Á‡ ËÚÓ ˙ÚÓ˘

C, c‰ŒÒ˜ Â‡ ÒÆß˜ ˙È‚‰ ˙¯Á‡ ¨ßÒ ˙È‚‰ I≠Â E ÈÙÏ

CH, ch‰ßŒ̂ßˆÆÌÈÈ˙˘ ‡ÏÂ ˙Á‡ ˙Â‡ ‡Â‰ CH ÛÂ¯ˆ‰

D, d‰Œ„„

E, eŒ‡‡

F, f‰ŒÙŒ‡Ù

G, g‰ŒÁ ¨‰Œ‚Á Â‡ ‚Æ‚ ˙¯Á‡ ßÁß ˙È‚‰ I≠Â E ÈÙÏ

H, h‰ßŒ̂ À‡˙ÚÓ˘ ‰È‡ÆÏÏÎ ‰ÓÂ˘¯ ‰˙ÈÈ‰ ‡Ï ÂÏÈ‡Î ¨˙È‚‰ ‰È‡

I, IÈ œ‡È œ‡

J, j‰ÀË«ÁÁ

K, k‰À̃˜Æ˙È„¯ÙÒ· ‰¯È„ ¨˙ÈÊÚÂÏ ˙Â‡

L, l‰ŒÏŒ‡Ï

LL, ll‰Œ ÈœÏŒ‡Y ˙Â‡‰ ÂÓÎÆÌÈÈ˙˘ ‡ÏÂ ˙Á‡ ˙Â‡ ‡Â‰ LL ÛÂ¯ˆ‰
Æ˙ÂÂ˘ ˙ÂÈ„Ó· ß˘ Â‡ ßÊ ¨ßÈ ˙È‚‰

M, m‰ŒÓŒ‡Ó

N, n‰ŒŒ‡

Ñ, ñ‰Œ Èœ  Œ‡‰Œ Èœ Æ‰ÓˆÚ ÈÙ· ˙Â‡

O, o«‡«‡

P, p‰Œt®‰˘Â‚„© t

Q, q»˜˜

R, r‰Œ̄ Œ‡¯Æ˙Ï‚Ï‚˙Ó ß¯¯Î ˙È‚‰ ‰ÏÈÓ ˘‡¯·

RR, rr‰Œ̄ Ÿ̄ Œ‡¯¯Æ˙Ï‚Ï‚˙Ó ß¯¯Î „ÈÓ˙ ˙È‚‰

T, t‰ŒË˙

U, u»‡»‡

V, v‰Œa ¨‰Œ Âa Â‡ ÂÆÌÈÂ˘ ÌÈ‡Ë·Ó· ˙¯Á‡ ËÚÓ ˙ÚÓ˘

W, w‰Œ Â ‰ŒÏŸ·«„ÂÂ

X, xÒÈœ̃ Œ‡Á Â‡ ÒŸ̃

Y, y‰À‚Œ̄ Ÿ‚ È œ‡œ ÈÆ˙ÂÂ˘ ˙ÂÈ„Ó· ß˘ Â‡ ßÊ ¨ßÈ ˙È‚‰

Z, z‰ÀËŒÒÒÆ˙È„¯ÙÒ· Ê ÏÈÏˆ ÔÈ‡

ÆÌÚË ÔÓÈÒ Ô‰Ï ‰È‰ ‡Ï ÂÏÈ‡Î ‰‰Ê ˙Â‚‰ ®ßÂÎÂ á, í, é© ÌÚË ÔÓÈÒ ÌÚ ˙ÂÈ˙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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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Ù˘ ÌÈ„ÓÂÏ „ˆÈÎ :≥ ˜¯Ù
Æ¯·„‰ ‡Â‰ ÍÎ ‡Ï Í‡ ÆÂ‰ÊÂ Ô˙Â‡ ÌÈ¯ÎÂÊ ¨ÌÈÏÈÓ ˘È ø‰Ù˘ ÌÈ„ÓÂÏ „ˆÈÎ ˙¯ÓÂ‡ ˙‡Ê ‰Ó ÆÈ˘ÙÈË ÚÓ˘ ‰Ê ¨‰¯Â‡ÎÏ
ÔÈ·‰Ï Â˙Â‡ ‰ÁÈ¯ÎÓÂ ÌÈ¯˜‰ ÌÈÓÏ „ÓÂÏ‰ ˙‡ ˙˜¯ÂÊ ‰Â˘‡¯‰ ¨‰Ù˘ ˙„ÈÓÏÏ ˙ÂÈÊÎ¯Ó ˙Â˘È‚ È˙˘ Ô˘È
¨‰·Ó ˙È˘‡¯ „ÓÏÏ ˙¯ÓÂ‡ ‰ÈÈ˘‰ ‰ËÈ˘‰ Æ¢‰¯È¯· ÔÈ‡¢ ÈÎ ËÂ˘Ù ¨˙È„¯ÙÒ Ï˘ ‰‡È¯˜Â ‰ÚÈÓ˘ ˙ÂÚˆÓ‡·
Â¯Á· ‰Ê ¯ÙÒ· ÆÚˆÓ‡· Í¯Ú· ‡È‰ ¯˙ÂÈ· ‰·ÂË‰ Í¯„‰ Ô‡Î Ì‚ ¨ÌÈ¯˜Ó ‰·¯‰· ÂÓÎ Æ˜Â„˜„Â ¨ÌÈÏÏÎ
Ï˜˘ ÌÈÏÏÎ ÌÈ„ÓÏÓ Ì‚ Â‡ Í‡ ¨ÌÈ¯˜‰ ÌÈÓ‰ Ï˘ Ú‚Ó ‡¯Â˜‰ ÍÏ ˙˙ÏÂ ÌÈÚ‚ÈÈÓ ˜Â„˜„ È˜ÂÁ· ËÈÚÓ‰Ï

Æ‰„ÈÓÏ‰ ÍÈÏ‰˙ ÏÚ Ï˜‰Ï È„Î ¨¯ÂÎÊÏ ‰·ÂÁ Â‡

¢˙ÂÏ‚¢Ï È„Î ˙ÈÏ‚‡· ÍÏ˘ Ú„È· ˘Ó˙˘‰ÏÂ ¨˙Â˘„Á ÌÈÏÈÓ ¯ÂÎÊÏ ÍÏ Â¯ÊÚÈ˘ ÌÈÏÈÚÈ ÌÈÏÎ ‡ˆÓ˙ ‰Ê ˜¯Ù·
Æ¯ÈÎÓ ¯·Î ÌˆÚ· ‰˙‡˘ ˙È„¯ÙÒ· ÌÈÏÈÓ

©˘ÂÏ˘‰ ÏÏÎ g

˙ÂÁÙÏ ¯ÙÒ· ‰ÚÈÙÂÓ ‰ÏÈÓ ÏÎ˘ ÍÎ ¨©˘ÂÏ˘‰ ÏÏÎ ˙‡ Â¯ˆÈ ‰Ê ¯ÙÒ ÁÂ˙ÈÙ· ø‰˘„Á ‰ÏÈÓ ÌÈ¯ÎÂÊ ÍÈ‡
¯ÂÎÊÏ È„Î Í‡ Æ˙È˘ÈÏ˘· ÈÏÂ‡ Ê‡ ‰ÈÈ˘‰ ÌÚÙ· ‡Ï Ì‡ ‰˙Â‡ ¯ÂÎÊÏ ˙ÂÓ„Ê‰ ÍÏ Ô˙Â˘ ‰Ó ¨ÌÈÓÚÙ ˘ÂÏ˘
‰ÓÎ Ô˘È Æ‰Â˘‡¯‰ ÌÚÙ· ¯·Î ·Ï ˙ÓÂ˘˙ ‰Ï ˘È„˜‰Ï ÍÈ¯ˆ ‰˙‡ ¨‰ÚÈÙÂ˙˘ ˙È˘ÈÏ˘‰ ÌÚÙ· ‰ÏÈÓ‰ ˙‡

ÆÍÈ˙ÂÙ„Ú‰Â ÍÈÈÙÂ‡ ÈÙÏ ¯Á‡ ÔÂ¯ÎÈÊ ‚ÂÒÏ ‰ÓÈ‡˙Ó Í¯„ ÏÎ ¨ÂÊ‰ ·Ï‰ ˙ÓÂ˘˙ ˙‡ ˘È„˜‰Ï ÌÈÎ¯„

˙È¯·Ú· ÌÈÏÈÓÏ ¯˘˜ ˙‡ÈˆÓ g

¨È‡„ÂÂ· ø‰ÓÂ„ ˙ÈÊÚÂÏ ‰ÏÈÓ ¯ÈÎÓ ‰˙‡ Ì‡‰ Æ‰˙ÂÚÓ˘Ó È·‚Ï ÁÂË· ÍÈ‡Â discreto ‰ÏÈÓ· ˙Ï˜˙Â ¯Ó‡
Ædiscreto Ï˘ ˜ÈÂ„Ó ÌÂ‚¯˙ ‡È‰ ¢ÈË¯˜ÒÈ„¢ ‰ÏÈÓ‰ ÈÎ ÔÈÁ·‰Ï Ï˜

‰ÏÂÎÈ˘ ˙È¯·Ú ‰ÏÈÓ ˘È Ì‡‰ Æ˙ÂˆÂ ‰˘Â¯ÈÙ˘ ˙È„¯ÙÒ· pluma ‰ÏÈÓ· ËÈ· ÆÍÎ ÏÎ Ï˜ ‰Ê „ÈÓ˙ ‡Ï Í‡
˙¯ÎÂÓ Í‡ ¨‰ˆÂ· ˜ÏÁ ‡È‰ ‰ÓÂÏÙ ˙È¯·Ú· Æ‰· Ï˜˙È˙˘ ‰‡·‰ ÌÚÙ‰ „Ú ‰ÏÈÓ‰ ˙‡ ¯ÂÎÊÏ ÍÏ ¯ÂÊÚÏ

ø˙ÂˆÂ ÍÏ ¯ÈÎÊÓ ø˙Â˜„ ˙Â¯Ú˘ ˙ˆÂ·˜Î ¯˙ÂÈ

:ÌÈ‡·‰ ÌÈ„Úˆ‰ ÈÙÏ ÏÂÚÙÏ ˘È ‰˘„Á ‰ÏÈÓ ¯ÂÎÊÏ È„Î ÌÂÎÈÒÏ
ÆÌÂ‚¯˙‰ ˙·‰  Æ±

Æ˙È¯Â˜Ó‰ ‰ÏÈÓ‰ ˙‡ ÍÏ ¯ÈÎÊÈ˘ ˙È¯·Ú· ·Â¯˜ ÌÈÏÈÓ ÛÂ¯Èˆ Â‡ ‰ÏÈÓ ˘ÂÙÈÁ  Æ≤
ÆÌÂ‚¯˙‰ ˙‡ ÔÈ·‰ÏÂ ¨‰Ï˘ È¯·Ú‰ ¯˘˜· ¯ÎÊÈ‰Ï ‰Ò ¨‰ÏÈÓ· ‰‡·‰ ˙ÂÏ˜˙‰·  Æ≥

Æ‰Ê ¯˘˜ ÌÂ˘¯ Æ˙Â‡·‰ ÌÈÏÈÓÏ ÌÈ¯˘˜ ‡ÈˆÓ‰Ï ‰Ò ‰˙Ú

˙È„¯ÙÒ·ÌÂ‚¯˙¯˘˜‰

mascara‰ÎÈÒÓ

palabra‰ÏÈÓ

ensaladaËÏÒ

sano‡È¯·

cinta‰ÚÂˆ¯

bolígrafoË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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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o ÆÌÈ‡·‰ ÌÈ¯˘˜‰ ÏÚ Í˙Ú„ ‰Ó Æ¯˙ÂÈ ˙Â˘˜ ˙ÂÂ¯Á‡‰ ˙Â‡Ó‚Â„‰ ˘ÂÏ˘ ÆÌÈÂ˘ ÌÈ¯˘˜ ¯ˆÂÈ Ì„‡ ÏÎ
¨‰ËÈÒ ˜ÈÈËÒÎ ¯˙ÂÈ ˙¯ÎÂÓ cinta Æ®ÌÈ˘Â˙ÈÏ ÌÈ‡È¯· ‡Ï© ˙Â‡È¯· È¯ˆÂÓ ˙˜ÂÂ˘Ó‰ ¢ÂÒ¢ ˙¯·Á ˙‡ ¯ÈÎÊÓ

Æ˜ÈÈËÒ ˙ÚÂˆ¯ ¨˙È¯Â˜Ó‰ ˙ÂÚÓ˘Ó‰ ÔÎ‡ ÂÊÂ
‡È‰ ‰¯ËÓ‰ ÆÔÂ¯ÒÈÁ Á¯Î‰· ‡Ï ‰Ê Í‡ ¨˙È¯Â˜Ó‰ ‰ÏÈÓÏ ¯Â˘˜ ‡ÏÂ ¯˙ÂÈ ¯ÊÂÓ ÌÈ˙ÈÚÏ ‰È‰È ‡ÈˆÓ˙  ̆¯˘˜‰
‡Ó‚Â„· Ì‡‰ ÆÌ˙Â‚È¯Á ÏÏ‚· ¯ÂÎÊÏ ¯˙ÂÈ Ï˜ ¨ÌÈ¯ÊÂÓ ÌÈ¯˘˜ ‡˜ÂÂ„ ÈÎ ÌÈ‡¯Ó ÌÈ¯˜ÁÓÂ ¨‰ÏÈÓ‰ ˙‡ ¯ÂÎÊÏ
ÈÏÂ‡ ø‡Ï ø‰ÈÂ‚˘ ‰·Â˘˙ ÏÎ ÏÚ ÏÂ„‚ ËÚ· Í· ÌÈÎÓ ‰· Û¯‚ÈÏÂÙ ˙¯È˜Á ÏÚ ˙·˘Á ‰˙‡ Ì‚ ‰Â¯Á‡‰

Æ‰‡·‰ ÌÚÙ· ˙‡Ê ˙ÂÒÏ È‡„Î

È˙ÂÊÁ ÔÂ¯ÎÈÊ· ˘ÂÓÈ˘ g

ÔÁÈ˘ ÈÓÏ ˙ÈÈÂˆÓ ˙ÈÁÎÂ‰ ‰ËÈ˘‰ ÆÁ˙ÂÙÓ ÔÂÈÓ„ ˘ÂÁ ÈÏÚ·Ï „ÁÂÈÓ· ‰·ÂË ¨‰„ÓÏ˘ ÌÈ¯˘˜‰ ˙ËÈ˘
ÆÌÈÈÂÒÓ ÌÂÈ· Â˘·Ï ÌÈ˘‡ ‰Ó ‡Ó‚Â„Ï ¯ÎÂÊÂ ¨·ÂË È˙ÂÊÁ ÔÂ¯ÎÈÊ·

˘Ó˙˘‰Ï Í˙ÏÂÎÈ· Æ‰Ê ÔÂ¯ÎÈÊ ‚ÂÒÏ ˜ÂÈ„· ˙ÂÙÏ Â„ÚÂ˘ ˙ÂÂ˘ ˙Â¯ÂË˜È¯˜ ±∞∞ ≠Î ˙ÂÚÈÙÂÓ ¯ÙÒ‰ ÍÏ‰Ó·
Æ‰ÏÈÓ‰ È„È ÏÚ ¯‡Â˙Ó‰ ÌˆÚ‰ ˙‡ ÔÈÈÓ„Ï Û‡ ˜ÈÙÒÓ Â‡ ¨˙„ÓÏ  ̆ÌÈÏÈÓ Ï˘ ¯ÂÈˆ ˙ÂÚˆÓ‡· ÂÊ ‰ËÈ˘· ÍÓˆÚ·

ÆÍÎ¯„· ÌÈ¯˜˘ ÌÈËÏ˘Â ˙ÂˆÂÁ ÈÓÂÒ¯Ù ¯ÂÎÊÏÂ ˙ÂÒÏ ıÏÓÂÓ ¨˙È„¯ÙÒ ˙¯·Â„ ı¯‡· ÏÂÈË ÍÏ‰Ó·

ÆÌÈÏÈÓ‰ ˙‡ ¯ÂÎÊÏ ‰ÒÂ ˙Â‡·‰ ˙Â¯ÂË˜È¯˜· Ë·‰

silla ‡ÒÈÎmesa ÔÁÏÂ˘almohada ˙È¯Î

ÔÓ˘ ¯ˆÏÓ‰
El mozo es gordo

‰·ÂˆÚ ‰„ÏÈ‰
La niña es triste

ÌÈÚ˘¯ ÌÈÏÂ˙Á È˘
Dos gatos malvados

˙‡ ¯ÂÎÊÏ ÔÂÈÒÂ ¯ÙÒ· ÂÒÎÂ‰˘ ˙Â¯ÂË˜È¯˜· ‰ÈÈÙ  ̂¨ÔÎ Ì‡ ‡È‰ ¨È˙ÂÊÁ ÔÂ¯ÎÈÊ ÏÂˆÈ ˙ÂÚˆÓ‡· ‰„ÈÓÏÏ Í¯„‰
Ï˜È ÍÎ ¨‰¯ÊÂÓÂ ‰‚È¯Á ¯˙ÂÈ ‰Èˆ‡ÂËÈÒ‰˘ ÏÎÎ Ô‡Î Ì‚ ÆÍÓˆÚ· ˙Â¯ÂË˜È¯˜ Ï˘ ÔÂÈÓ„ Â‡ ¯ÂÈˆ ÔÎÂ ¨ÌÈÏÈÓ‰
ÏÏÂ˙˘Ó˘ Ú˘¯ ˜Ú ÏÂ˙Á Â‡ ÏÈ‚¯ ·ÂÁ¯ ÏÂ˙Á ø·Ï ˙ÓÂ˘˙ ¯˙ÂÈ Í˘ÂÓ ‰Ó È¯‰˘ Æ‰ÏÈÓ‰ ˙‡ ¯ÂÎÊÏ ÍÈÏÚ

ÆÂÈÏ‚¯ ˙ÂÙÎ ˙Á˙ ÌÈ˜Á˘ È„¯Â‚ ˙ÒÈÓ¯ ÍÂ˙ ˙Â·Â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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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Ó ÔÈ·‰Ï g

˜¯ÂËÈÏÈ· È˙‡ˆÓ ¨‰ÈÓ‡Ó ‡Ï ˙‡ ¨‰„¢ :‡·‰ ËÙ˘Ó‰ ˙‡ ‡Ó‚Â„Ï Á˜ Æ¯˘˜‰‰Ó ÌÈÈ·Ó Â‡ ˙Â·¯ ÌÈÏÈÓ
˘È  ̆‰ÁÓ˘ ‰„ ÈÎ ¯˘˜‰‰Ó ¯Â¯· Í‡ ÆÂ‡ˆÓ‰˘ ‰ÏÈÓ ø˜¯ÂËÈÏÈ· ‰Ê ‰Ó Æ¢‰ÙÈÁÏ ÚÂÒÏ ‰ÏÂÎÈ ˙ÚÎ È‡Â
ÂÓÓ ÏÙ ‡Â‰ Í‡ ¨˜¯ÂËÈÏÈ· ‰È‰ ÈÏÚ·Ï ¨˙¯ÓÂ‡ ˙‡ ‰Ó¢ :‚ÂÏ‡È„Ï ˙ÙÒÂ ˙ÂÓ„ ÛÈÒÂ ‰·‰ Æ‰ÊÎ „Á‡ ‰Ï

Æ·Î¯ ÈÏÎ Ï˘ ‚ÂÒ ‰Ê ˜¯ÂËÈÏÈ·˘ ˘ÁÏ ˘ÓÓ Ô˙È ¯·Î ÂÈ˘ÎÚ Æ¢Ï‚¯‰ ˙‡ ¯·˘Â
¯ÈÎ  ̇‡Ï ÌÈÏÈÓ‰Ó ˜ÏÁ ÆÌÈ¯ÂÙÈÒ ÈÚË˜Â ÌÈ‚ÂÏ‡È„ Â·ÏÂ˘È ÌÈ‡·‰ ÌÈ˜¯Ù· Æ˙Â˘„Á ÌÈÏÈÓ ˙Â˘Î¯ ¨‰ÓÂ„ ÔÙÂ‡·

Æ˜¯ÂËÈÏÈ·‰ ÌÚ ‡Ó‚Â„· ÂÓÎ ¨‰Â˘‡¯‰ ÌÚÙ· ‡Ï Ì‡ Ì‚ ¨¯˘˜‰‰ ÔÓ Ô˙Â‡ ÔÈ·˙Â ÔÎ˙ÈÈ Í‡ ¨ÔÎ ÈÙÏ
ÌÈÏÈÓ‰ ˙‡ ¯ÂÎÊÏ ˙ÂÒÏ ˘È ¨‰¯ˆ˜ ÌÈÏÈÓ ˙ÓÈ˘¯ ÌÈÚË˜‰ ÔÓ ˜ÏÁ ÈÙÏ ÚÈÙÂ˙ ¨„ÂÓÈÏ‰ ÏÚ Ï˜‰Ï È„Î

Æ¯˘˜‰· Ì‚ Ô‰· Ï˜˙È˙ Â· ¨ÚË˜‰ ˙‡ ‡Â¯˜ÏÂ

˙ÈÏ‚‡· ˘ÂÓÈ˘ g

Ô‡ˆÂÓ ˙ÈÏ‚‡‰Â ˙È„¯ÙÒ‰ ÆÍÏ˘ ˙È„¯ÙÒ‰Ó ‰·ÂË È‡„ÂÂ· ‡È‰ ¨‰ÓÂÈ‡ ÍÏ˘ ˙ÈÏ‚‡‰˘ ·˘ÂÁ ‰˙‡ Ì‡ Ì‚
ÌÈÏÈÓ‰ ¯ˆÂ‡ ˙‡ Â˜ÈÊÈ˘ ÌÈÏÏÎ ‰ÓÎ ‰‰Ê ‰·‰ Æ˙ÂÓÂ„ ÌÈÏÈÓ ¯˙ÂÈ „ÂÚÂ ¨˙Â‰Ê ˙Â·¯ ÌÈÏÈÓ Ô˘È ÔÎÏÂ ‰ÓÂ„

Æ‰Ê ˜¯Ù ˙‡È¯˜ ÛÂÒ „Ú ÍÏ˘

Æ˙ÈÏ‚‡· ÍÏ˘ Ú„È‰ ÈÙ ÏÚ ˙Â‡·‰ ÌÈÏÈÓ‰ ˙‡ Ì‚¯˙Ï ‰Ò ≠ ± ÏÈ‚¯˙

bananamapahotelnatural

restaurantechocolateradioregular

lídertaxipopularcolor

Æ¥π ßÓÚ· ‡ˆÓ˙ ÏÈ‚¯˙Ï ˙Â·Â˘˙

ÍÎ Æ˙È„¯ÙÒ· ˙¯Á‡ ˙È‚‰ ‡È‰˘ È¯‰ ¨˙ÈÏ‚‡· ‰˙·È˙Î· ‰‰Ê ‰ÏÈÓ‰ Ì‡ Ì‚ ¨ÌÈÓÚÙ‰ ·Â¯· ÈÎ ·Ï ÌÈ˘
Æ˙ÈÏ‚‡·˘ ÈÙÎ ‡ÏÂ ‰ŒËÀÏ«˜«ßˆ ˙È‚‰ „ÏÂ˜Â˘ ‰ÏÈÓ‰ Ï˘ÓÏ

Æ˙ÈÏ‚‡‰ ‰˙¯·ÁÓ ˙¯Á‡ ËÚÓ ˙Ó˘¯ ˙È„¯ÙÒ‰ ‰ÏÈÓ‰ ¨ÌÈ˙ÈÚÏ
Æ˙Â‡·‰ ÌÈÏÈÓ‰ ˘Â¯ÈÙ ˙‡ ˙Â‰ÊÏ ‰Ò ≠ ≤ ÏÈ‚¯˙

silenciopapelbancojapóndieta

norteamericano danzaclubmúsica centro

Æ¥π ßÓÚ· ‡ˆÓ˙ ÏÈ‚¯˙Ï ˙Â·Â˘˙

˙ÓÈÈ˜ ‡È‰˘ ˙Ú„Ï ÈÏ· ‰ÏÈÓ ¯ÓÂÏ ˙Ú„Ï ÍÈ‡ g

˙Ú„Ï ÈÏ· ˙È„¯ÙÒ ¯·„Ï ‡ÁÒÂ‰ ˙‡ ‡ˆÓ¢Â ‰˜È¯Ó‡ ÌÂ¯„Ï Â‡ „¯ÙÒÏ ÚÒÂ˘ ÈÏ‡¯˘È· Ï˜˙È‰Ï Ô˙È ÌÈ˙ÈÚÏ
ÆI wanto to walko to the banco :ÂÓÎ ËÙ˘Ó „È‚È ËÂ˘Ù ‡Â‰ ˜·Ï ˙ÎÏÏ ‰ˆÂ¯ ‡Â‰˘ ¯ÓÂÏ È„Î Æ¢‰˙Â‡

Æ˙Â·¯ ÌÈÏÈÓ ˘ÁÏ Ô˙È ËÏÁ‰· ˙‡Ê ÌÚ …ÁÏˆÂÓ È„Ó ‡Ï ÚÂˆÈ·‰ Í‡ ÔÂÎ ÔÂ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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ÆÌÈ·¯ ÌÈ¯˜Ó· ÌÈÁÏˆÂÓ Ì‰ Í‡ ¨˙ÈÏ‚‡· ÌÈÏÈÓ‰ ÏÎ ÏÚ ÌÈÏÚÂÙ ‡Ï ÌÈ‡·‰ ÌÈÏÏÎ‰

ble≠· ˙ÂÓÈÈ˙ÒÓ‰ ÌÈÏÈÓ Æ±

‰˙Â‡ ‰‚‰˙Â ¨˙ÈÏ‚‡· ble≠· ˙ÓÈÈ˙ÒÓ‰ ‰ÏÈÓ ¯ÈÎÓ ‰˙‡ Ì‡ ÈÎ ÌÈÏËÂ·Ó ‡Ï ‰ÁÏˆ‰ ÈÊÂÁ‡· ˘ÁÏ Ô˙È
ÆÍ˙Â‡ ÂÈ·È ¨˙È„¯ÙÒ· ÔÂÎ

horribleÌÂÈ‡‰ŒÏ ŸaÈœ̄ «‡

posibleÈ¯˘Ù‡‰ŒÏ ŸaÈ œÒ«t

aceptableÏ·Â˜Ó‰ŒÏ Ÿa ÀË ∆ŸÙ ŒÒÀ‡

nte≠· ˙È„¯ÙÒ· ˙ÂÓÈÈ˙ÒÓ ¨nt≠· ˙ÈÏ‚‡· ˙ÂÓÈÈ˙ÒÓ‰ ÌÈÏÈÓ Æ≤

restaurante‰„ÚÒÓ‰ŒËŸ À̄ »‡ ÀËŸÒŒ̄

diferente‰Â˘‰ŒËŸ Œ̄ ŒÙÈœ„

importante·Â˘Á‰ŒËŸ ÀËŸ̄ «Ù ŸÓÈ œ‡

es≠· ˙È„¯ÙÒ· ˙ÂÏÈÁ˙Ó ¨s≠· ˙ÈÏ‚‡· ˙ÂÏÈÁ˙Ó‰ ÌÈÏÈÓ Æ≥

estúpido˘ÙÈËestatua ÏÒÙ

espaguetiÈË‚ÙÒespíaÏ‚¯Ó

sión/ción≠· ˙È„¯ÙÒ· ˙ÂÓÈÈ˙ÒÓ tion≠· ˙ÈÏ‚‡· ˙ÂÓÈÈ˙ÒÓ‰ ÌÈÏÈÓ Æ¥

investigación‰¯È˜ÁtensiónÁ˙Ó

descripción¯Â‡È˙impresiónÌ˘Â¯

˙‡ ˙ÂÏÈÎÓ ‰ÏÈÁ˙ÎÏÓÂ ˙ÈÏ‚‡· ‰‰Ê Â‡ ‰ÓÂ„ ˙Â·˙Î Ï‡Ó˘Ó ÌÈÏÈÓ‰ ÆÏÏÎ‰ ÈÙÏ ˙ÂÏÚÂÙ ÔÈÓÈÓ ÌÈÏÈÓ‰
Æsión ˙ÓÂÈÒ‰

co≠· ˙È„¯ÙÒ· ˙ÂÓÈÈ˙ÒÓ c≠· ˙ÈÏ‚‡· ˙ÂÓÈÈ˙ÒÓ‰ ÌÈÏÈÓ Æµ

arco˙˘˜atómicoÈÓÂË‡

atléticoÈËÏ˙‡ban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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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practicar ÏÂ‚¯˙ g

Æ˙Â‡·‰ ÌÈÏÈÓ‰ ˙‡ ¯ÓÂÏ „ˆÈÎ ¨˙ÈÏ‚‡· Ú„È ÏÚ ÒÒ·˙‰· ˘Á ≠ ≥ ÏÈ‚¯˙

È¯˘Ù‡ È˙Ï·

ÈË‚Ï‡

‰ˆ¯Ú‰ÏØ‰Î¯Ú‰Ï ÈÂ‡¯

˙È„¯ÙÒ

‰Â‡˙

ÈÂÈÓ„

È‡ÂÎÓ

Æ¥π ßÓÚ· ‡ˆÓ˙ ÏÈ‚¯˙Ï ˙Â·Â˘˙

Â‡ ‰ÏÈÓ ÚÓ˘È˙ Â· Ú‚¯· Í‡ ¨Ï˜ ‰Ê ‰È‰È ‡Ï ¨ÌÈÏÏÎ‰ ÏÚ ˙ÂÂÚ˘ ˙ÂÙÒÂ ÌÈÏÈÓ ‡ÂˆÓÏ ˙ÚÎ ‰Ò˙ Ì‡
„ÈÓ˙ ‡Ï ˙È„¯ÙÒ· ÌÈÏÈÓ ÈÎ≠·Ï ÌÈ˘ ÆÔÂÎ ‰˙Â‡ ˘ÁÏ ÍÏ Â¯ÊÚÈ ÌÈÏÏÎ‰ ¨˙ÓÈÈÂÒÓ ‰ÏÈÓ ¯ÓÂÏ ‰ˆ¯˙˘

Æ˙ÈÏ‚‡· Ô‰È˙ÂÓÂ„ ÂÓÎ ˙ÂÓ˘¯

˙ÈÏ‚‡‰ ˙‡ Ì‚ ˙¯ÙÈ˘Â g

˙Â·¯ ÌÈÏÈÓ Æ¯˙ÂÈ ·ÂË ˙ÈÏ‚‡ ˙Ú„Ï ÍÏ ˙¯ÊÂÚ ˙È„¯ÙÒ‰ ÈÎ ˙ÂÏ‚Ï Ú˙ÙÂ˙ ˙È„¯ÙÒ ˙„ÈÓÏ· „ÈÓ˙˙ Ì‡
‡ÏÂ ˙Â˘˜ ÌÈÏÈÓÎ ‡˜ÂÂ„ ¨‰ÓÂ„ ÔÙÂ‡· ˙ÂÓÈÈ˜ Ô‰ ˙ÈÏ‚‡·Â ¨˙ÈÈËÏ‰ ‰Ù˘· Ô¯Â˜Ó ˙È„¯ÙÒ· ˙ÂˆÂÙ‰
˙ÈÏ‚‡ ‰ÏÈÓ Ì‚ ¨¢Í¯„‰ ÏÚ¢ ˙„ÓÏ ¨˙ÂÈÁÏ ˙È„¯ÙÒ· Â˘Â¯ÈÙ˘ vivir ÏÚÂÙ‰ ˙‡ ¯ÈÎ˙˘Î Ï˘ÓÏ ÍÎ Æ˙Â¯ÎÂÓ

ÆÌÈÈÁ ‡ÏÓ Â‡ ÈÁ ‰˙ÂÚÓ˘Ó˘ ¨vivid :‰ÓÂ„

Æ‰ÈÈ˘‰ ˙ÚÈ„È· ˙¯ÊÂÚ ˙Á‡ ‰Ù˘ ˙ÚÈ„ÈÂ ˙È„¯ÙÒÏ ˙ÂÙÙÂÁ ˙ÈÓÂ¯ Û‡Â ˙È˜ÏËÈ‡ ¨˙È˙Ù¯ˆÎ ˙ÂÙÒÂ ˙ÂÙ˘ Ì‚

El mozo es gordoDos gatos malvad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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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ˆÙ˜Ó‰ g

ÌÂ˙· Æ˙ÂÈÒÈÒ·Â ˙Â˘„Á ÌÈÏÈÓ ±∞∞≠Î ˙„ÓÏ ‰Ê ˜¯ÙÏ „Ú ÆÍÏ˘ ÌÈÏÈÓ‰ ¯ˆÂ‡ ˙‡ ıÈÙ˜‰Ï Â˙¯ËÓ ‰Ê ˜ÏÁ
Æ˙Â˘„Á ÌÈÏÈÓ ˙¯ÈÎÊ· ÔÂÈÒÂ ÔÂÁËÈ· ˘ÂÎ¯˙Â ÍÏ˘ ÌÈÏÈÓ‰ ¯ˆÂ‡ ˙‡ ÏÈÙÎ˙ ¯·Î ¨‰Ê ˜¯Ù

¯ÂˆÈÏ ‰Ò Æ¯‡˘È˙˘ ÈÏ· ÍÏÂÓ ÛÂÏÁ˙ ‡È‰ ¨‰ÏÈÓ ÏÎÏ ·Ï ˙ÓÂ˘˙ ‡ÏÏ ÆÌÈÏÈÓ‰ ˙¯ÈÎÊÏ ·Ï ˙ÓÂ˘˙ ˘„˜‰
‰ÁÏˆ‰· Æ˙ÂÈÏ‚‡ ÌÈÏÈÓ ÌÚ ¯˘˜ ˙ÂÏ‚Ï ‰ÒÂ ¨˙Â˘„Á ÌÈÏÈÓÏ ÌÈÎÁÂ‚ÓÂ ÌÈ¯ÊÂÓ ÌÈ¯˘˜‰

¨ÈÏ¯ËÈ neutral ≠ ®n© Æ¯ÎÊ – masculino ÂÚÓ˘Ó ®m© ÔÂÓÈÒ‰ Æ‰·˜ – femenino ÂÚÓ˘Ó ®f© ÔÂÓÈÒ‰
ÔÈÓ ¯Â¯· ‡Ï˘ ˙Â˘„Á ÌÈÏÈÓÏ ‰Ï‡ ÌÈÂÓÈÒ Û¯ˆ Æ‰·˜Â ¯ÎÊÏ ÈÂÈ˘ ‡ÏÏ ‰ÏÈÓ· ˘Ó˙˘‰Ï Ô˙È ¯ÓÂÏÎ

ÆÔÂ˘‡¯‰ ˜¯Ù·˘ ÌÈÏÏÎ‰ ÈÙÏ

‰Ù˘idioma (m)‡ÙÂ¯médico

¯˜˘mentiraÔÂÎØ˙Ó‡verdad

ÏÂ„‚grande (n)ÍÏÎÂÏÓsucio

Ú‚Â˘ÓlocoÔÈÈÚÓinteresante (n)

Ì„‡personaÏÈ„Ø‰Úˆ‰oferta

ÌÈÚËdeliciosoÈÒÈÒ·básico

˘„Ánuevo‰˙˜·cabaña

·˘ÁÓcomputadora‰È¯‚ÈÒcigarrillo

ËÏ‡ÂË ¯ÈÈpapel higiénico˙ÈÏ‚‡inglés

‰„Â˙graciasÈË‚ÈÏÈËÈ‡inteligente (n)

¯ÂÊÈ‡zonaÍ˘Ó‰continuación

ÚÂÏÂ˜cineÒ¯ËÈ‡interés (m)

‡Ó‡madre/mamá(f)‰ÙÂ‡moda

‡·‡padre/papá (m)ÔÂÙˆnorte (m)

È¯ÙfrutaÔÂÈ‚‰razón (f)

ÈÈˆ¯serio‰ÙÂÚ˙ ÏÓaeropuerto

˘Â˙Èmosquito¯ÈÂÂ‡aire (m)

‰ÈÈ·‚Útomate (m)‰ÙÂ¯È‡Europa

¯˙ÒÙpianoÔÂ˘Ïlengua

ÌÂÈ‡terrible (n)‰ÁÂÓ ≠ ‰ËÒ‡ÈÒsiesta

‡ÏÙØ¯„‰espléndidoÚ„ÈÓinformación

ÏÏÁespacio„¯ÙÒEspaña

„ÁÂÈÓespecial (n)ÔÂ¯ÈÂ‡avión

‰ÂÂÎintención˙È‡˘Ócamión

˜·‡polvoÊ¯Â‡arroz (m)

¯¯ÂÂ‡ÓventiladorÈ‡Is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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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ÓÎ Ï˘ ˜È˙Ú˙ Û¯ˆ ÆÌÈÂ˘‡¯‰ ÌÈ˜¯Ù· ˙„ÓÏ ¯·Î˘ ÈÙÎ ‰ËÂ˘Ù ‡È‰ ÌÈÏÈÓ‰ ÏÎ ˙ÈÈ‚‰ ÈÎ ·Ï ÌÈ˘
Æ‰ÂÎ ‰ÈÈ‚‰ ÁÈË·˙ ÌÈÏÏÎ‰ ÈÙÏ ‰‡È¯˜ Í‡ ¨˙ÂÎ·ÂÒÓ ‰ÏÈÁ˙· ˙Â‡¯‰ ÌÈÏÈÓ

idioma‰ÀÓ«‡Èœ„È œ‡serio«ÈŸ̄ ŒÒ

computadora‰À̄ «„ ÀË»tŸÓ«˜continuaciónÔ«È ŸÒ À‡»È œËŸ«˜

papel higiénico«˜Èœ Œ‡È œÁÈ œ‡ ÏŒtÀtaire‰Œ̄ œ È À‡

„Â„ David es una persona alta :ÌÈ¯ÎÊ ¯‡˙Ï È„Î Ì‚ ‰· ÌÈ˘Ó˙˘Ó Í‡ ¨‰·˜ ‰˙¯Âˆ persona ‰ÏÈÓ‰
‰Ê ‰¯˜Ó· ˙¯‡˙Ó‰ ‰·˜ ˙ÏÈÓ ‡È‰ ¨˙ÂÓ„ Æ˙¯ÎÂÓ ˙ÂÓ„ ‡Â‰ „Â„ :˙È¯·ÚÏ ‰ÓÂ„·© Æ‰Â·‚ Ì„‡ ‡Â‰

Æ®¯ÎÊ Ì„‡

È˙ÂÊÁ ÔÂ¯ÎÈÊ ÏÂ‚¯˙ g

ÆÌÈÏÈÓ‰ ˙‡ ¯ÂÎÊÏ ‰ÒÂ ÌÈ¯ÂÈˆ· Ë·‰

pájaro ¯ÂÙÈˆbebé ˜ÂÈ˙libro ¯ÙÒ

ducha ˙ÁÏ˜Ócoche ˙ÈÂÎÓvaso ÒÂÎ

reloj ÔÂÚ˘nube ÔÚsol ˘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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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Ó ‰·‰ ÏÂ‚¯˙ g

¨ÌÈ‡·‰ ÌÈÚË˜‰ ˙‡ ‡¯˜
Æ®ÌÈÏÈÓ‰ ÏÎ ˙‡ ¯ÈÎÓ ÍÈ‡© Í˙ÏÂÎÈ ·ËÈÓÎ ¯˘˜‰‰Ó Ì˙Â‡ ÔÈ·‰Ï ‰Ò

  ¡Hola!

Juan: ¡Hola! Mi nombre es Juan.
Lola: ¡Hola! Mucho gusto. Mi nombre es Lola.
Juan: Ah, ¿Tú eres Israelí verdad?
Lola: Sí, Yo soy de Israel. ¿Y tú de dónde eres?
Juan: Yo soy de aquí, de Colombia.
Lola: Bien, hasta luego.
Juan: Hasta luego.

Juan: Hola Dana. ¿Cómo estás?
Dana: Yo estoy bien gracias. ¿Y tú cómo estás?
Juan: Yo estoy excelente, gracias.
Dana ¿El restaurante es bueno?
Juan: Sí, el café es delicioso

Mozo Buenos días. 
Juan: Buenos días señor.
Dana Un café por favor.
Juan Y un café grande por favor.

Æ¥π ßÓÚ· ‡ˆÓ˙ ‰‡È¯˜‰ ÈÚË˜Ï ÌÂ‚¯˙

 ÍÈ‚˘È‰ ˙‡ ˜Â„· g

ÆÌÈ‡·‰ ÌÈËÙ˘Ó‰ ˙‡ Ì‚¯˙ ≠ ¥ ÏÈ‚¯˙

ÆÏ‡¯˘ÈÓ È‡Â È„ È‡

Æ˙ÈÏ‚‡ ‡È‰ ‰Ù˘‰

ÆÌÈÚ‚Â˘Ó ÌÈ¯ˆÏÓ‰

ÏÎ‡ÓÏ ˙ÓÂÒ¯Ù© ‰„ÙÓ‡ ¨‡·‡ ¨‡Ó‡ :˜ÂÈ˙‰
Æ®È‡˜È¯Ó‡ ÌÂ¯„

ÆÌÈÚË ÈË‚ÙÒ‰

ÆÌÈ˘ÙË ÂÁ‡

La siesta es importante.

El arroz es horrible.

La información es importante.

Los mosquitos son malvados.

misión imposible.

Æµ∞ ßÓÚ· ‡ˆÓ˙ ÏÈ‚¯˙Ï ˙Â·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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Ì‡˙‰· ÍÈ˙Â·Â˘˙ ˙‡ ‰ÂÂ˘‰ ÆÌ‰Ï ÌÈ‡˙Ó‰ È„¯ÙÒ‰ ÌÂ‚¯˙‰ ˙‡ ÌÂ˘¯Ï ‰ÒÂ ÌÈ‡·‰ ÌÈ¯ÂÈˆ· Ë·‰
ÆÌÈÓ„Â˜‰ ÌÈ„ÂÓÚ· ÌÈ¯ÂÈˆÏ

¯ÂÙÈˆ˜ÂÈ˙¯ÙÒ

˙ÁÏ˜Ó˙ÈÂÎÓÒÂÎ

øÂ„ÓÏ ‰Ó
Æ¢˙È· È¯ÂÚÈ˘ ÔÈÎ‰Ï¢ ˙Á¯ÎÂ‰ ‡Ï Û‡Â ¨·Â˘Â ·Â˘ ÌÈÏÈÓ ˙È˘ ‡Ï ¨˜Â„˜„ ˙„ÓÏ ‡Ï ‰Ê ˜¯Ù·

ø˙Â˘„Á ÌÈÏÈÓ ‰·¯‰ ÍÎ ÏÎ ¯ÈÎÓ ‰˙‡˘ ÔÎ Ì‡ ÔÎ˙ÈÈ „ˆÈÎ
Æ˙ÈÚ„Ó ˙ÂÁÎÂÓÂ ¯˙ÂÈ ˙ÂÁÏˆÂÓ „ÂÓÈÏ ˙ÂËÈ˘ ˙·ÂËÏ ÌÈ˘‰ ÌÚ Â˜Á„ ¯·Ú· Â˘Ó˙˘‰ Ô‰· „ÂÓÈÏ‰ ˙ÂËÈ˘
ÆÌÏÈÚÙ‰ÏÂ ˙„ÓÏ˘ ÌÈÏÎ‰ ˙‡ ÏˆÏ ˙ÚÎ ÍÈÏÚ Æ‰„ÈÓÏÏ ÌÈÓ„˜˙Ó ÌÈÏÎ· ˘ÂÓÈ˘ ÍÂ˙ ·˙Î ¯ÙÒ‰
Ì‡ ¨¯˙ÂÈ ·ÂË „ÂÓÏÏ ÍÏ ¯˘Ù‡È ˙˘Î¯˘ Ú„È‰ Í‡ ¨‰ÏÈÓ ÏÎ ¯ÂÎÊÏÂ ÌÈ¯˘˜‰ ˙Â·Ï Ï˜ ‰È‰È „ÈÓ˙ ‡Ï

ÆÂ· ˘Ó˙˘˙ ˜¯
˙Ï˜˙ ÌÈÏÈÓ‰ ÔÓ ˘ÈÏ˘· Æ®doscientos© ≤∞∞≠Î ÏÚ „ÓÂÚ ‡Â‰Â ¯ÈÎÓ ‰˙‡˘ ÌÈÏÈÓ‰ ¯ˆÂ‡ ÏÙÎÂ‰ ‰Ê ˜¯Ù·

Æ˙ÚÎ Ô˙Â‡ ¯ÈÎÓ È‡„ÂÂ· ‰˙‡Â ÌÈÓÚÙ ˘ÂÏ˘ ¯·Î

ÔÓÊ „ÂÚ· ÆÔ‰Ï ˙Â·Â˘˙‰ ˙‡ ÔÈ·‰ÏÂ ˙ÂÏ‡˘ ÏÂ‡˘Ï „ÓÏÂ ˙È„¯ÙÒ· ÌÈÏÚÙ‰ ˙‡ „ÓÏ ÌÈ·Â¯˜‰ ÌÈ˜¯Ù·
ÍÏ˘ ÌÈÏÈÓ‰ ¯ˆÂ‡Â ‰‡È¯˜ ÈÚË˜ ¯˙ÂÈ Â·ÏÂ˘È ÌÈ˜¯Ù· Æ˙ÈÒÈÒ· ‰Ù˘· ‰ÁÂ ‰¯Âˆ· ‡Ë·˙‰Ï ÏÎÂ˙ ¯ˆ˜

ÆÏ„‚ÈÂ ÍÏ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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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Ù ≠ ˙Â·Â˘˙ g

± ÏÈ‚¯˙

‰·‰ÙÓÔÂÏÓÈÚ·Ë

‰„ÚÒÓ„ÏÂ˜Â˘ÂÈ„¯ÏÈ‚¯

‚È‰Ó˙ÈÂÓÈ¯ÏÂÙÂÙÚ·ˆ

≤ ÏÈ‚¯˙

Ë˜˘¯ÈÈ˜·®¢ÔÂÙÁ¢ ‰‚‰© ÔÙÈ‰Ë‡È„

È‡˜È¯Ó‡ ÔÂÙˆ„Â˜È¯ÔÂ„ÚÂÓ‰˜ÈÒÂÓÊÎ¯Ó

≥ ÏÈ‚¯˙

È¯˘Ù‡ È˙Ï·imposible

ÈË‚Ï‡elegante

‰ˆ¯Ú‰ÏØ‰Î¯Ú‰Ï ÈÂ‡¯admirable

˙È„¯ÙÒespañol

‰Â‡˙accidente

ÈÂÈÓ„imaginable

È‡ÂÎÓmecánico

:¯ÙÒ· ÌÈÚË˜‰ ÌÂ‚¯˙ ÏÚ ÌÈÏÈÓ ‰ÓÎ

Û¯ˆ ÌÈ˙ÈÚÏ Æ˙È¯·Ú· ıÂÙÂ ¨Ô‡Î Ì‚¯Â˙Ó˘ ÈÙÎ ¢·¯ ‚ÂÚÏ¢ ‡ÏÂ ¢·¯ ‚ÂÚ¢ ÂÚÓ˘Ó mucho gusto ÛÂ¯Èˆ‰
‰Ù˘Ó ÌÂ‚¯˙‰ ÈÎ ¯ÂÎÊ ÆÈÂËÈ·‰ ˙ÂÚÓ˘Ó Ï˘ ÈÏÏÎ‰ ÌÂ‚¯˙‰ „ˆÏ ¨„ÂÁÏ ÌÈÏÈÓ‰ Ï  ̆ÈÏÂÏÈÓ ÌÂ‚¯˙ Ì‚ ¯ÙÒ·

Æ‰Ï ÌÈ„ÁÂÈÓ‰ ÌÈÈÂËÈ·‰ ‰Ù˘ ÏÎÏ ÔÎ˘ ÁÈÏˆÈ „ÈÓ˙ ‡Ï ‰Ù˘Ï

¡Hola!

:Ô‡ÂÁÆÔ‡ÂÁ ‡Â‰ ÈÏ˘ Ì˘‰ ÆÌÂÏ˘
:‰ÏÂÏ‰ÏÂÏ ‡Â‰ ÈÏ˘ Ì˘‰ Æ„Â‡Ó ÌÈÚ ¨ÌÂÏ˘
:Ô‡ÂÁøÔÂÎ ˙ÈÏ‡¯˘È ˙‡ ¨‰‡
:‰ÏÂÏø‰˙‡ ÔÎÈ‰Ó ‰˙‡Â ÆÏ‡¯˘ÈÓ È‡ ¨ÔÎ
:Ô‡ÂÁÆ‰È·ÓÂÏÂ˜Ó ¨Ô‡ÎÓ È‡

:¯ˆÏÓÆ®ÍÎ ¯Á‡ „Ú :˙ÈÏÂÏÈÓ© ˙Â‡¯˙‰Ï ¨·ÂË
:Ô‡ÂÁÆ˙Â‡¯˙‰Ï

:Ô‡ÂÁ®˙‡ˆÓ ˙‡ ÍÈ‡ :˙ÈÏÂÏÈÓ© øÍÓÂÏ˘ ‰Ó ¨‰„ ÌÂÏ˘
:‰ÏÂÏø‰˙‡ ÍÈ‡Â ¨‰„Â˙ ¯„Ò· È‡
:Ô‡ÂÁÆ‰„Â˙ ¨ÔÈÂˆÓ È‡
:‰ÏÂÏø‰·ÂË ‰„ÚÒÓ‰
:Ô‡ÂÁÆÌÈÚË ‰Ù˜‰ ¨ÔÎ

:¯ˆÏÓÆ®ÌÈ·ÂË ÌÈÓÈ :˙ÈÏÂÏÈÓ© ·ÂË ¯˜Â·
:Ô‡ÂÁÆÈÂ„‡ ·ÂË ¯˜Â·
:‰ÏÂÏÆ‰˘˜·· „Á‡ ‰Ù˜
:Ô‡ÂÁÆ‰˘˜·· ÏÂ„‚ „Á‡ ‰Ù˜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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ÆÏ‡¯˘ÈÓ È‡Â È„ È‡Yo soy Dani y (yo) soy de Israel.

Æ˙ÈÏ‚‡ ‡È‰ ‰Ù˘‰El idioma es Inglés.

ÆÌÈÚ‚Â˘Ó ÌÈ¯ˆÏÓ‰Los mozos son locos.

ÏÎ‡ÓÏ ˙ÓÂÒ¯Ù© ‰„ÙÓ‡ ¨‡·‡ ¨‡Ó‡ :˜ÂÈ˙‰
Æ®È‡˜È¯Ó‡ ÌÂ¯„

El bebé: madre/mamá, padre/papá, 
empanada.

ÆÌÈÚË ÈË‚ÙÒ‰El espagueti es delicioso.

ÆÌÈ˘ÙË ÂÁ‡Nosotros somos estúpidos.

Æ‰·Â˘Á ‰ÁÂÓ‰La siesta es importante.

Æ‡¯Â Ê¯Â‡‰El arroz es horrible.

Æ·Â˘Á Ú„ÈÓ‰La información es importante.

ÆÌÈÚ˘¯ ÌÈ˘Â˙È‰Los mosquitos son malvados.

Æ˙È¯˘Ù‡ È˙Ï· ‰ÓÈ˘Ómisión imposible.

pájaro duch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