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簡介

曼曦 Sara MSG

思想天馬行空的水瓶座女生
自幼酷愛繪畫和英語
整個童年都在塗塗畫畫，以及閱讀英語童話
大學時，留學澳洲4年
其間遊歷各國走走畫畫
特別喜歡去歐洲、東亞各國旅行

畫風療癒、溫馨，充滿童真，喜歡尋找世界
的美好。對於用可愛筆觸記錄旅行過程、畫
出童話一般的手帳，把英語用輕鬆好笑的圖
畫來說明白這些事擁有無比的熱愛，夢想成
為一名治癒心靈的插畫師和造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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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辦理報到手續和登機
Check-in Processes & Boarding

出發步驟
Departure processesSCENE 1

登機流程

1. 看大螢幕，找到你的班機訊

息。到航空公司櫃台辦理報

到手續。

2. 準備好護照和登機證，進

入出境安檢區。

EVA	AIR
長榮航空

報到櫃臺

護照

登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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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出示護照、登機證，接

受海關檢查。

4. 行李過 X 光機，把手機、筆記

型電腦、iPad 等電子產品放

在個別的籃子裡面，乘客脫下

大衣、夾克和帽子，過金屬探

測門。

5. 提前 30 分鐘到登機門。

若時間充足，可以享受一

杯咖啡。

6. 注意收聽廣播或看螢幕，有時登

機門會有變動。登機開始後，出

示登機證和護照即可登機。

辦理報到手續和登機

移民署和海關
護照檢查

安全檢查

登機門 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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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知
道

1. 圖解機場出發時間顯示螢幕

2. 圖解機場大廳設施

1. Departurea  出發航班
2. Time  起飛時間
3. Flight Number;FLT No.  班機號碼
4. Destination  目的地
5. Gate  登機門
6. Remarks  備註
7. DELAYED  班機延遲
8. NEW-TIME  班機改時
9. DEPARTED  已經起飛
10. GATE OPEN  已開登機門
11. FINAL CALL  最後登機廣播
12. RETIMED  班機改時 (TIME CHANGE)
13. BOARDING  登機中
14. CHECK-IN NOW  報到中
      DEPARTED  已起飛
      ON TIME  準時
      PLEASE WAIT  請等待
      CANCEL  取消

國際離境

國內出發

安全檢查
又稱

洗手間

報到櫃臺 Check-in
A-E（向左） F-H（向右）

餐飲 Food & Beverages

外幣兌換Money Exchanges

移民署 Immigration
移民署和護照管制
Immigration & Passport control
邊境管制 Border control

到達╱入境

電梯 手扶梯

航空公司 airline
站 gare
購票處 ticket office

國際機場 international airport
請勿進入 no entry

國內機場 domestic airport
由此下樓 down; downstairs

航廈 terminal
由此上樓 up; upstairs

書店 Book stall
郵局 Post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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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給我一個靠窗的座位嗎？
Could I have a window seat?SCENE 3

我
會
說

我想要…… ！                         I'd like ...,please! 
       靠窗座位                                a window seat 
          靠走道座位                            an aisle seat 
        中間座位                                a middle seat 
       靠近門的座位                         a seat near the door  
        靠近尾部的座位                         a seat at back   

有兩個坐在一起的座位嗎？             
Do you have two seats sit together? 

有其他能坐在一起的座位嗎？                             
Any other seats open where we can sit together?

我
能
聽
懂

這是您的登機證、轉機登機證、行李存根。                  
Okay, here is your boarding pass, connecting flight boarding pass 
and baggage claim tag. 

您的登機門是 G28，登機時間是 12 點 50 分。        
You'll be boarding at Gate 28. And the boarding time is 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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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隨身帶這個行李箱上飛機嗎？                   
Can I carry this suitcase on board?  

托運行李（隨身行李）的限重是多少？              
How much is the free allowance for checked baggage（cabin 
baggage）？ 
                   
我的行李有多重？                                  
How heavy is this luggage?

行李超重要收多少錢？              
How much do you charge for excess baggage?

我沒有行李需要托運。                             
Nothing to check in.

我想托運這 3	件行李。
I'd like to check in these three luggage.SCENE 4

我
會
說

報到櫃臺
China	Airlines

EVA	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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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use me, where is the shopping areas? 3在飛機上
On Board

請問，你能幫我放一下行李嗎？
Excuse me, could you help me with 
my luggage?SCENE １

　　如果行李太重，可以問空服員下面這句話，他們會很樂意幫助你的！

你知道嗎？

Excuse me, could you help me put my baggage up there?
不好意思，你能幫我把行李放到上面嗎？

空著 vacant 換 change 櫃子 cabinet 置物箱 com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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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需要多加一個毛毯或枕頭，請登機後放行李時向空服員索

取，以免一會兒就沒了哦。

你知道嗎？

請再給我一個……好嗎？ Could I get one more ..., please?
　　　　　　枕頭　　　　　　　　　　　　　    pillow  
　　　　　　毛毯　　　　　　　　　　　　　    blanket

我可以放倒座椅嗎？　　Excuse me, could I recline my seat ? 
          打開閱讀燈　　　　　　　                turn on the reading light 

請問，座椅傾斜鈕在哪裡？

          耳機插在哪裡？

Excuse me, where is the seat recliner button?
　　　　　 where do I plug the headphone in? 

請問你們有中文報紙嗎？ Do you have Chinese newspaper ？

我
能
聽
懂

起飛和降落時，所有的窗戶擋板都必須打開。    
All window shades must be up for take-off and landing.

在起飛和降落的時候所有的餐盤都必須收起來。      
All trays must be stowed for take-off and landing.

機長已經關掉了繫緊安全帶的指示燈，您可以去洗手間了。            
The captain has turned off the seatbelt sign, which means you can 
go to the  washroom if you w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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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為了您和周圍他人的安全，請您在座椅上的時候繫好安全帶。            
However, for your own safety and the safety of others around you, 
you must keep your seatbelt fastened while you are seated. 
                    
救生衣在您座椅下面的袋子裡。          　
A life vest is under your seat.

window seat  靠窗的座位        aisle seat　 走道的座位     
middle seat　 中間的座位　　 aisle　  走道       
cabinet / compartment　頭頂置物

TV-screen    電視螢幕                
coat hook     大衣掛鉤         
tray     折叠餐桌                                                                                     
cup holder   杯架            
seat pocket   座椅袋子          
barf bag/air sickness bags    
暈機袋        
magazine   雜誌  
safety cards  安全卡

靠窗的座位

走道的座位

窗戶

走道

中間的座位

頭頂置物櫃

電視螢幕

大衣掛勾

遙控器

折疊餐桌

杯架

座椅袋子

雜誌
安全卡

暈機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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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吸煙標誌 繫上安全帶標誌

閱讀燈

飛起起飛時，不可以使用洗手間，也不能離座，

待飛機平穩後，洗手間燈亮後才可以使用。

洗手間

空的

使用中

禁止吸煙

箭頭方向鎖門

洗手間門外 洗手間內

（箭頭方向鎖門）

呼叫空服員（緊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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