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信 500 萬名讀者的選擇！本書考量讀者們的需求，附上免費的例句 mp3 檔，配合

書內平易近人的解說，讓你在 100天內聰明練好英文會話！

完整
學習資源

1
書籍

使用簡單且可以輕鬆學

習的階段式教學，並且

加上平易近人的解說。

3
會話練習本

2
例句mp3

提供 mp3 檔案，試著

多聽並跟讀練習，不知

不覺英文會話就能琅琅

上口。

在上下班搭公車或捷運

上都可以輕鬆複習的練

習本。



	

收聽例句 mp3，隨時隨地練習會話與校正發音。

mp3
使用方法

打開書本卻不知道怎麼開始學習嗎？本書特別為各位讀者準備了母語人士錄製的

mp3檔案，即使是自學會話，一點也不困難。

例句 mp3 活用方法

所有課程都有母語人士的錄音例句 mp3 檔案，跟著唸出來，耳朵聆聽，再直接唸出來，如此反

覆練習可以達到學習的最佳效果。

英文 2次

英文 2次

英文 1次

例句
mp3
檔案

第一堂課

第二堂課

會話練習本



只要加強美國人最常用的 25 個核心動詞，就可以說出像母語人士的流

暢英文。

第一
堂課 ⋮

本書
結構

學習日期          月           日

1  Bring your bag. 

▶

2  Did you bring anybody?  

▶

3  Bring the book back to me 
tomorrow.  
▶

4  Bring your mother to school.  

▶

I 正解 I ❶ 拿 你 的 書 包

來。❷你有帶誰來嗎？ 

❸明天帶這本書來還我。
❹帶你的媽媽來學校。
❺我會帶一些食物來給
你。

核心動詞初認識

準備階段

看圖片發生的狀況與

例句，推測看看 bring

有什麼意思，將答案

填寫在空格中。

bring 的主要意思即為從某處帶到某處。雖然與 take 相同是在兩個地點之間移動，但是

意義卻是完全相反的。take 為將人或物「帶去」某處，但是 bring 則正好相反，將人或

物「帶來」某處的意思。「從某處將東西帶來給某人」與「將某人帶到某處」的表現方式

在一般會話表現裡同樣十分重要。所以在表示「將某樣東西帶往對方場所」時，請特別

注意不能使用 take 而要用 bring。

5  I’ll bring some food to you.

▶

表達越來越靠近某處用 bring
02 在兩個點移動使用的核心動詞

021

核心動詞解析

第 1階段 1  將東西帶來時用的 bring 02-1.mp3

bring (東西 ) 帶（東西）來

Bring your bag. 帶你的書包來。

如果 bring 後面有接物品，就表示將東西帶來的意思。此時如果在對話

雙方都知道地點的情況下，地點可以省略。

What should I bring? 我需要帶什麼呢？ 

Bring your own water. 帶自己的水來。

You can bring your laptop. 

你帶一些食物來。 

2  帶人來時用的 bring 02-2.mp3

bring (人 ) 帶（人）來    

Did you bring anybody? 你有帶誰來？

bring 後面接人時，即為帶某人來的意思。

I forgot to bring my father. 我忘了帶我爸爸過來。 

You told me you would bring her. 你告訴我你會帶她來。

Bring yourself. 你來就好。 

He brought his father. 

我會帶他來。 

3  將東西帶來某處或給某人時用的 bring 02-3.mp3

bring (東西 ) to (人 /地點 ) 帶東西到某處或給某人

Bring the book back to me tomorrow. 明天帶這本書來給我。

當 bring 後接東西及介系詞 to，其後接人或地點時，即為將東西帶給某

人或帶往某處的意思。

詳讀不同意義的 bring 

說明後，請試著把例

句的翻譯填寫在空格

中，接下來聽 mp3

跟著唸出來。

I 正解 I

❶你可以帶自己的筆電來。
/ Bring some food.

❷他帶了他爸爸來。 

/ I will bring him (with me). 

❶
laptop筆記型電腦

NOTE

022

核心動詞解析

第 1階段 1  將東西帶來時用的 bring 02-1.mp3

bring (東西 ) 帶（東西）來

Bring your bag. 帶你的書包來。

如果 bring 後面有接物品，就表示將東西帶來的意思。此時如果在對話

雙方都知道地點的情況下，地點可以省略。

What should I bring? 我需要帶什麼呢？ 

Bring your own water. 帶自己的水來。

You can bring your laptop. 

你帶一些食物來。 

2  帶人來時用的 bring 02-2.mp3

bring (人 ) 帶（人）來    

Did you bring anybody? 你有帶誰來？

bring 後面接人時，即為帶某人來的意思。

I forgot to bring my father. 我忘了帶我爸爸過來。 

You told me you would bring her. 你告訴我你會帶她來。

Bring yourself. 你來就好。 

He brought his father. 

我會帶他來。 

3  將東西帶來某處或給某人時用的 bring 02-3.mp3

bring (東西 ) to (人 /地點 ) 帶東西到某處或給某人

Bring the book back to me tomorrow. 明天帶這本書來給我。

當 bring 後接東西及介系詞 to，其後接人或地點時，即為將東西帶給某

人或帶往某處的意思。

詳讀不同意義的 bring 

說明後，請試著把例

句的翻譯填寫在空格

中，接下來聽 mp3

跟著唸出來。

I 正解 I

❶你可以帶自己的筆電來。
/ Bring some food.

❷他帶了他爸爸來。 

/ I will bring him (with me). 

❶
laptop筆記型電腦

NOTE

022

NOTE

如果剛好遇到不知道的單字可以參考該欄

位。

第 1階段   核心動詞解析

核心動詞的多種意思一個一個慢慢解析並且熟

悉，可以透過解題來檢視自己是否真的了解動

詞的意思。

實戰演練

第 2階段

A  What should I bring to your party? 我該帶什麼去你的派對？

B  Just bring yourself.  

1  將東西帶來時用的 bring  02-6.mp3

A  You told me you would bring her.  

B  Yes, I did, but she is busy 24/7. 是，但她總是很忙。

2  帶人來時用的 bring  02-7.mp3

A  Are you happy with him? 你跟他在一起開心嗎？

B  Absolutely. He brings joy to me. 當然。  

3  將東西帶來某處或給某人時用的 bring  02-8.mp3

A  What brings you here so late?  

B  I have some things to talk about  

with you.

我有話要跟你說。

4  帶人去見某人或到某處時用的 bring  02-9.mp3

A  I have something to tell him.  

This is an emergency.

我有事要跟他說，是很緊急的

事。

B  I’ll bring him to you tomorrow.  

5  將人或物帶給對方或到對方所在地點時用的 bring  02-10.mp3

I 正解 I

❶你來就可以了。

❷你說過你會帶她來。

❸他帶給我快樂。

❹你怎麼這麼晚到這呢？

❺我明天會帶他去找你。

試著分析對話中 bring

的意思，接下來聽

mp3跟著唸出來。

❷
24/7 (= 24 hours a 
day/7 days a week)  
一直；總是

❸
be happy with 對人 /事
感到滿意

❹
so late 很晚

❺
emergency 緊急事件

NOTE

024

準備階段   核心動詞初認識

看圖片猜看看核心動詞的意思，將圖片和動詞

聯想會更方便記憶。

第 2階段   核心動詞實戰演練

運用核心動詞試著挑戰實際對話，mp3 檔案可

以聆聽母語人士的標準發音。

先查看關於核心動詞的簡略說明。



運用核心動詞套用進 75 個重點句型，造出完整的句子，依照不同的情

況整理了各種表現方式，可挑選實際常使用的句型來使用。

第二
堂課 ⋮

重點句型初認識

準備階段

121

學習日期          月           日

先查看關於重點句型

的簡略說明，了解狀

況與例句的使用時

機，並且進一步的融

會貫通。

表達想法的重點句型

I think ~ 我覺得∼

對某個人事物表達自己的想法時，斷然的使用敘述句，可能會讓人覺

得太過強硬，因為別人也可能有其他不同的想法，所以可以使用「我

覺得 ...」、「好像是 ...」等句型，用較委婉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意見，此時

就可以使用此重點句型「I think ~」。

雖然沒有 100% 同意對方的看法…
I think it’s not a bad idea.   我覺得那是個不算太糟的點子。

I don’t think ~ 我不覺得∼

當別人的想法和事實與我的想法不同的時候，斷然的使用否定敘述

句，可能會讓別人感到不舒服，此時可以使用「我覺得 ... 好像不 ...」、

「我不覺得 ...」等較委婉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意見，常用的重點句型為「I 

don’t think ~」。

對方其實不怎麼愛你的朋友，小心翼翼地給朋友意見時…

I don’t think he loves you.   我覺得他好像不太愛你。

I thought ~ 我以為∼，不是∼嗎？ 

表達之前的想法，或是過去以為的事實改變時，我們就可以使用「我

以為∼」、「不是∼嗎？」句型。

朋友以前承諾過，現在卻改變了想法時…

I thought you said yes.   你不是說沒問題？

表達想法時用 I think ~ 我覺得∼

26

122

重點句型大聲唸

第 1階段

運用句型練習

第 2階段先不要看中文，聽例句 mp3

大聲跟著讀出來。

現在換成讀中文例句，試著運用

重點句型翻成英文唸出來，3秒

內講出來代表成功！

▼ 

請對折後開始練習！

I thought it was a lie. 

I thought it was a stupid idea. 

I thought it was acceptable. 

I thought you had already left. 

I thought you wouldn’t come. 

I thought they would accept our offer.  

我以為那是謊言。

我以為那是愚蠢的想法。

我以為這是可以被接受的。

我以為你早就離開了。（你不是早就離開了嗎？）

我以為你不會來。（你不是不會來嗎？）

我以為他們會接受我們的提議。

I thought ~ 我以為∼，不是∼嗎？

 26-1.mp3

I think it’s cool. 

I think it’s a good idea.

I think it makes sense.

I think he’s thoughtful.

I think you’re right.

I think they got us wrong.

我覺得那很棒。

那是個不錯的點子。

我覺得很合理。

我覺得他想法很周到。

我覺得你是對的。

（我覺得）他們好像誤會我們了。

I think ~ 我覺得∼，好像

I don’t think it’s a good idea. 

I don’t think it’s worth it. 

I don’t think it makes sense. 

I don’t think he’s honest. 

I don’t think she deserves it.

I don’t think you’ll like the food.

我覺得那不是個好點子。

我覺得那不值得。

我覺得那不合理。

我覺得他不老實。

我覺得她沒有資格。

我覺得你不會喜歡那個食物。

I don’t think ~ 我不覺得，我覺得⋯不

✽ make sense 合理 thoughtful 考慮周到的 

get someone wrong 誤會

✽ worth 值得∼ deserve 有資格（得到）∼

✽ stupid  愚蠢的 acceptable 可接受的  

準備階段   重點句型初認識

先查看關於重點句型的簡略說明，了解狀況與

例句的使用時機，並且進一步的融會貫通。

第 3階段   重點句型實戰演練

運用前面學習的句型，挑戰實際對話吧！別忘

記收聽 mp3，時時校正發音。

第 2階段   運用重點句型練習

現在換成讀中文例句，試著運用重點句型翻成

英文唸出來，3 秒內講出來代表成功！

會 話 
練習本 ⋮

收錄自由會話時最常出現的 10 個主題，製作而成的實用會話練習本，

方便讀者隨身攜帶，不管何時何地都可以自由練習，往後不管遇到什麼

對話主題，都可以輕鬆回答。

SG Wannabe is my favorite. They have good singing voices. SG stands 
for Simon & Garfunkel. They wanted to be a great singing group 
just like Simon & Garfunkel, so named themselves SG Wannabe. 
Interesting, isn’t it? You will like them once you listen to their songs. 
我最喜歡 SG Wannabe。他們有很棒的歌聲，團名 SG代表 Simon & Garfunkel，他們期許能成為像賽門

與葛芬柯的優秀歌唱團體，所以才將團名命名為 SG Wannabe。很有趣，不是嗎？如果你聽到他們的

歌，你一定會喜歡他們。

I like Westlife. They’re the quiet superstars of the mainstream UK music 
scene. A blend of big ballads, mid-tempo tunes, and the occasional 
up-tempo songs is the trait of Westlife. Their songs are about love. So 
romantic. I’m deeply into them. 
我喜歡西城男孩，他們是英國主流樂壇中安靜的超級明星。西城男孩的特點是融合民謠、中速曲調和

偶爾快節奏曲調，他們有很多關於愛情的作品，因為很浪漫，總是讓我深深地對他們著迷。

stand for代表 once一旦，如果 mainstream主流 scene情勢，場景 blend融合 occasional偶爾 
trait特點，特徵 be into 對∼著迷 

Yes. I go to every concert. You look surprised. Yes, I’m not joking. I’m 
serious. I love going to concerts. Seeing stars in the flesh is really 
exciting and makes me so happy. Do you want to come with me some 
day? 
嗯，每一場演唱會我都會去，你看起來很驚訝 ...沒錯 ...！我不是在開玩笑！我是認真的！我喜歡去演

唱會，因為可以見到明星本人讓我感到既興奮又快樂，你也想加入我嗎？

No. I’ve never been to concerts. Nobody has asked me to go and I 
haven’t got any urge to go. As a matter of fact, my life has been hectic. 
No, I’m not an alien. Please. 
不，我從來沒有去過演唱會 ......因為沒有人找我一起去，我也從來沒有想去的想法，而且我的生活一

直很忙，不要用那種眼神看我，我不是外星人。

YES

NO

Do you go to concerts? 你去演唱會嗎？Q3

自由會話主題 談論音樂02

Yes. I like music very much. All kinds of music, but especially classical 
music. I collect CDs. About 3,000 I have got. My MP3 player doesn’t 
leave my ears. 
嗯，我非常喜歡音樂。我喜歡所有種類的音樂，特別是古典音樂，我也收集 CD，我有大約 3,000張，

我的 MP3播放器從未離開我的耳朵。

Yes. I like pop music. Pop music is a genre of popular music. It involves 
soft rock and pop/rock. Pop music relaxes me. That’s why I like it. 
嗯，我喜歡流行音樂，流行音樂是人氣音樂的一種，它包含輕搖滾和流行／搖滾，它讓我感到放鬆，

所以我很喜歡。

Yes and no. I love ballads, but I hate rock. Rock is a headache to me. 
Actually whenever I listen to rock, I have a bad headache. 
答案既是肯定也是否定，我喜歡民謠，但我討厭搖滾樂，搖滾樂讓我感到頭痛，其實不管何時我聽到

搖滾樂，我總是覺得頭很痛。

YES

YES

SO
SO

Too many favorites. I like Michael Bolton, Mariah Carey, Celine Dion, 
Blue, Kelly Clarkson, wow, too many. I like singers who have a great 
singing voice. That’s natural, isn’t it? 
太多了，我喜歡邁克爾 ·波頓、瑪麗亞 ·凱莉、席琳 ·狄翁、Blue、凱莉 ·克萊森，哇⋯真的太多了，我

喜歡聲音好聽的歌手，那是最自然的，不是嗎？

Do you like music? 你喜歡音樂嗎？Q1

Who’s your favorite singer? 你最喜歡的歌手是誰？Q2

genre類型 relax使放鬆

03-2.mp3

10 11

同時記載肯定、否定表現，參考例句想想

自己的答案。

呼應主題的各式問句。

實戰演練

第 3階段

運用前面學習的句

型，挑戰實際對話

吧！完成後記得收聽

mp3，跟著唸出來。

123

I 正解 I

❶（如果是那個時間）那
我們應該不需要（搭計程

車）。

❷那不是個好點子。

❸我以為你不會來了。

A Do we need to take a taxi? 我們一定要搭計程車嗎？

B What time you got? 現在幾點？

A I got a quarter to six. 5點 45分。

B I think we’re fine.

1  I think ~   26-2.mp3

A This case is hard to handle. 這個案子很棘手。

B I know, but you’re doing a good job. 我知道，但你處理的很好。

A I’d like to give up. 我很想放棄算了。

B I don’t think it’s a good idea.

2  I don’t think ~  26-3.mp3

A I had a hard time finding your house. 為了找你家，我費了不少力氣。

B I thought you wouldn’t come.

A I changed my schedule. 我更改了行程。

B Good. I’m glad you made it. 太好了，我很高興你能來。

3  I thought ~  26-4.mp3

✽ a quarter 15分鐘 a quarter to six 5點 45分（再 15分鐘 6點 ) 

✽case 案子 handle 處理 give up 放棄

✽have a hard time 費力，辛苦 make it 到達，依照約定完成

第 1階段   重點句型大聲唸

學習運用重點句型，不要用中文去解讀句子，

聽例句 mp3大聲跟著讀出來。

匯集對話最常出現的 10 個主題。



⋮第一堂課⋮

只要知道 25個核心
動詞，就具備 
基本會話能力！



學習日期          月           日

在兩個點移動使用的核心動詞

1  I’ll take you to your office. 

▶

2  It takes an hour. 

▶

3  How about taking a walk? 

▶

4  I can’t take it any longer. 

▶

I 正解 I ❶我帶你去你的
辦公室。❷那件事花我一
小時。❸要不要散步呢？
❹我無法再忍受了！❺我
需要吃藥來治我的頭痛。

核心動詞初認識

準備階段

看圖片發生的狀況與

例句，推測看看 take

有什麼意思，將答案

填寫在空格中。

take 有很多的意思，其中一個代表意思就是從某處帶到其他地方，意指在兩個點移動

的動詞，同樣的「花時間」（從某處移動到某處所花費的時間）、「接受」（讓某件事移

動到我腦海中，並進一步理解它）、「吃藥」（將藥物移動到我的胃裡）、「帶（人 or 物

品）... 去 ...］」（從某處移動到其他地方）、「做某個動作」（在靜止的狀態中，移動身體做

某個動作）等意思，都可以用最原始的意思去解讀。 

5  I’ll take something for my 
headache. 
▶

帶走用，花時間也用 take
01

017



核心動詞解析

第 1階段 1  帶走時用的 take  01-1.mp3

take (人 ) to (地 ) 帶（人）去（地） 

I’ll take you to your office. 我會帶你去辦公室。

take 後面接人名時，就會是「帶某人到某個地方」或是「帶他去 ......」
場所前面就會加上 to 即為「到、為止」的意思，如果當場所是 home
時，因為 home 詞性為副詞就要省略介系詞 to。

I’ll take you home.  我會帶你回家。

I should take John to the doctor. 我應該要帶約翰去看醫生。 

Can you take me to the bank?  

Jane帶我回家了。 

2  花費時間的 take  01-2.mp3

take (時間 ) 花費 (時間 )

It takes an hour. 那件事花費我一小時。

take 接時間時，就有「花費時間」的意思，如果想要表達「會花費一點

時間」就可以使用 take time 的表現。

It takes time.  那會花費一點時間。

That didn’t take any time.  那一點也沒花時間。  

That wouldn’t take much time.  

那花了我一小時。 

3  做某些動作時用的 take  01-3.mp3

take (行動 ) 做 (某些動作 )

How about taking a walk? 要不要散步呢？

take 接動作名詞時，就有「做該動作」的意思。

詳讀不同意義的 take

說明後，請試著把例

句的翻譯填寫在空格

中，接下來聽 mp3

跟著唸出來。

I 正解 I

❶可以帶我去銀行嗎 ? / 

Jane took me home. 

❷那不會花費太多時間。 

 / It took an hour. 

❸
take a walk 散步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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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正解 I

❸我要小睡一下。/ Let’s 
take a coffee break. 

❹相信我的話。/ Don’t 
take it seriously. 

❺你需要吃阿斯匹靈。 

/ I took some Advil.  

Let’s take a break.  我們休息一下吧。 

Take a close look at this.  仔細看看這個。

I’d like to take a nap. 

讓我們來喝杯咖啡休息一下吧。 

4  接受某件事物時用的 take  01-4.mp3

take (話 /事 ) 接受 (話 or事情 )

I can’t take it any longer. 我無法再忍受下去了！

take 接續某個人的話或是某件事、狀況，就是「接受那段話 ( 那件事 )」
的意思。

Don’t take it for granted. 不要把它視為理所當然。 

Can I take that as a compliment?  我可以把他當作是稱讚嗎？

Take my word for it. 

不要想得太嚴重。 

5  吃藥時用的 take  01-5.mp3

take (藥 ) 吃（藥） 

I’ll take something for my headache. 我需要吃藥來治我的頭痛。

「吃藥」也可以使用 take 來表達，雖然是吃「藥」但在醫學用語上還是

習用 take medicine，來表達「服用藥物」的意思，但在一般況下不常

使用該表現，常用表現為 take something 表示吃某些藥物， 藥丸的表現

則常用 pill。

You should take some medicine for that. 你應該吃一些藥。 

I take sleeping pills these days. 我最近有在吃安眠藥。 

You need to take some aspirin. 

我吃了消炎藥 (Advil)。 

❸
break 休息

take a break 休息
close 仔細的

take a close look at  
~仔細地看

nap 小盹

take a nap  
小睡一下

❹
take something for 
granted  
視為理所當然

compliment 讚美
take one’s word for it  
~聽信（接受）某人的話

seriously 嚴重地

❺
Advil 布洛芬（品牌
名），消炎、解熱藥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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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戰演練

第 2階段

A  I’ll take you home after work.  

B  You don’t have to. I’ve made plans for 

tonight.

不用了，我今晚有計畫。

1  帶去時用的 take   01-6.mp3

A  How long did it take to get to  

his place? 

到他家花了多久時間？

B  It took about an hour.  

2  花費時間的 take   01-7.mp3

A  What are you doing now?  現在在做什麼？

B  I’m getting ready to take a shower.  

3  做某些動作時用的 take   01-8.mp3

A  Do you want me to take your  

word for it?

 

B  You should, or you’re going to be in 

trouble.

你應該接受，不然可能會惹上

麻煩。

4  接受某件事物時用的 take   01-9.mp3

A  How many pills do I have to take?  

B  No more than six pills a day. 不要超過 6個。

5  吃藥時用的 take   01-10.mp3

❶
after work 下班後

make plans for ~ 有計
畫

❷
get to ~ 抵達

place 家

❸
take a shower 淋浴

❹
in trouble 陷入麻煩

❺
more than 比 ~更多    

I 正解 I

❶下班後我載你回家。

❷花了差不多一個小時。

❸我正準備要洗澡。

❹你要我相信你的話？

❺我該吃幾顆藥？

試著分析對話中 take

的意思，接下來聽

mp3跟著唸出來。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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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日期          月           日

1  Bring your bag. 

▶

2  Did you bring anybody?  

▶

3  Bring the book back to me 
tomorrow.  
▶

4  Bring your mother to school.  

▶

I 正解 I ❶ 拿 你 的 書 包

來。❷你有帶誰來嗎？ 

❸明天帶這本書來還我。
❹帶你的媽媽來學校。
❺我會帶一些食物來給
你。

核心動詞初認識

準備階段

看圖片發生的狀況與

例句，推測看看 bring

有什麼意思，將答案

填寫在空格中。

bring 的主要意思即為從某處帶到某處。雖然與 take 相同是在兩個地點之間移動，但是

意義卻是完全相反的。take 為將人或物「帶去」某處，但是 bring 則正好相反，將人或

物「帶來」某處的意思。「從某處將東西帶來給某人」與「將某人帶到某處」的表現方式

在一般會話表現裡同樣十分重要。所以在表示「將某樣東西帶往對方場所」時，請特別

注意不能使用 take 而要用 bring。

5  I’ll bring some food to you.

▶

表達越來越靠近某處用 bring
02 在兩個點移動使用的核心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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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動詞解析

第 1階段 1  將東西帶來時用的 bring 02-1.mp3

bring (東西 ) 帶（東西）來

Bring your bag. 帶你的書包來。

如果 bring 後面有接物品，就表示將東西帶來的意思。此時如果在對話

雙方都知道地點的情況下，地點可以省略。

What should I bring? 我需要帶什麼呢？ 

Bring your own water. 帶自己的水來。

You can bring your laptop. 

你帶一些食物來。 

2  帶人來時用的 bring 02-2.mp3

bring (人 ) 帶（人）來    

Did you bring anybody? 你有帶誰來？

bring 後面接人時，即為帶某人來的意思。

I forgot to bring my father. 我忘了帶我爸爸過來。 

You told me you would bring her. 你告訴我你會帶她來。

Bring yourself. 你來就好。 

He brought his father. 

我會帶他來。 

3  將東西帶來某處或給某人時用的 bring 02-3.mp3

bring (東西 ) to (人 /地點 ) 帶東西到某處或給某人

Bring the book back to me tomorrow. 明天帶這本書來給我。

當 bring 後接東西及介系詞 to，其後接人或地點時，即為將東西帶給某

人或帶往某處的意思。

詳讀不同意義的 bring 

說明後，請試著把例

句的翻譯填寫在空格

中，接下來聽 mp3

跟著唸出來。

I 正解 I

❶你可以帶自己的筆電來。
/ Bring some food.

❷他帶了他爸爸來。 

/ I will bring him (with me). 

❶
laptop筆記型電腦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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❸
bring joy to  
給某人帶來快樂

介系詞 to 在講述「最終目的地」時使用。

Bring it to my office.  把它拿到我的辦公室。

He brings joy to us. 他帶給了我們快樂。

Bring some coffee to my room. 

你可以把它拿來給我嗎？ 

4  帶人去見某人或到某處時用的 bring 02-4.mp3

bring (人 ) to (人 /地點 ) 帶人去見某人或到某處。

Bring your mother to school. 帶你母親到學校。

當 bring 後接上介系詞 to，並在其後接人或地點時，即為帶人去見某人

或到某處之意。「to + 地點」 也可用副詞 here 取代。

Dad brings me here a lot. 爸爸常帶我來這裡。

What brings you here? 什麼風把你吹來了？ 

You should bring her to the party. 

帶他到咖啡廳。 

5  將人或物帶給對方或到對方所在地點時用的 bring 02-5.mp3

bring (人 /物 ) to (對方 /對方所在地點 ) 

將人或物帶給對方或到對方所在的地點。 

I’ll bring some food to you. 我會帶一些食物去給你。

將人或者東西帶去給「對方」或者「對方所在地」時，用 bring 而不是

用 take。因為以「對方」的角度來看，是將人或物「帶來」給他而不是

「帶去」。

What should I bring to your party? 我應該帶什麼去你的派對？

I’ll bring him to you. 我會帶他去找你。

Can I bring Jane to your party? 

我會帶它去給你。 

I 正解 I

❸拿一些咖啡到我房間。/ 

Can you bring it to me? 

❹你應該帶她去派對。/ 
Bring him to the cafe.

❺我可以帶珍去你的派對
嗎？ / I’ll bring it to you.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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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戰演練

第 2階段

A  What should I bring to your party? 我該帶什麼去你的派對？

B  Just bring yourself.  

1  將東西帶來時用的 bring  02-6.mp3

A  You told me you would bring her.  

B  Yes, I did, but she is busy 24/7. 是，但她總是很忙。

2  帶人來時用的 bring  02-7.mp3

A  Are you happy with him? 你跟他在一起開心嗎？

B  Absolutely. He brings joy to me. 當然。  

3  將東西帶來某處或給某人時用的 bring  02-8.mp3

A  What brings you here so late?  

B  I have some things to talk about  

with you.

我有話要跟你說。

4  帶人去見某人或到某處時用的 bring  02-9.mp3

A  I have something to tell him.  

This is an emergency.

我有事要跟他說，是很緊急的

事。

B  I’ll bring him to you tomorrow.  

5  將人或物帶給對方或到對方所在地點時用的 bring  02-10.mp3

I 正解 I

❶你來就可以了。

❷你說過你會帶她來。

❸他帶給我快樂。

❹你怎麼這麼晚到這呢？

❺我明天會帶他去找你。

試著分析對話中 bring

的意思，接下來聽

mp3跟著唸出來。

❷
24/7 (= 24 hours a 
day/7 days a week)  
一直；總是

❸
be happy with 對人 /事
感到滿意

❹
so late 很晚

❺
emergency 緊急事件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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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堂課⋮

只要知道 75個重點
句型，就可以

用英文暢所欲言！



重點句型初認識

準備階段

121

學習日期          月           日

先查看關於重點句型

的簡略說明，了解狀

況與例句的使用時

機，並且進一步的融

會貫通。

表達想法的重點句型

I think ~ 我覺得∼

對某個人事物表達自己的想法時，斷然的使用敘述句，可能會讓人覺

得太過強硬，因為別人也可能有其他不同的想法，所以可以使用「我

覺得 ...」、「好像是 ...」等句型，用較委婉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意見，此時

就可以使用此重點句型「I think ~」。

雖然沒有 100% 同意對方的看法…
I think it’s not a bad idea.   我覺得那是個不算太糟的點子。

I don’t think ~ 我不覺得∼

當別人的想法和事實與我的想法不同的時候，斷然的使用否定敘述

句，可能會讓別人感到不舒服，此時可以使用「我覺得 ... 好像不 ...」、

「我不覺得 ...」等較委婉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意見，常用的重點句型為「I 

don’t think ~」。

對方其實不怎麼愛你的朋友，小心翼翼地給朋友意見時…

I don’t think he loves you.   我覺得他好像不太愛你。

I thought ~ 我以為∼，不是∼嗎？ 

表達之前的想法，或是過去以為的事實改變時，我們就可以使用「我

以為∼」、「不是∼嗎？」句型。

朋友以前承諾過，現在卻改變了想法時…

I thought you said yes.   你不是說沒問題？

表達想法時用 I think ~ 我覺得∼

26



122

重點句型大聲唸

第 1階段

運用句型練習

第 2階段先不要看中文，聽例句 mp3

大聲跟著讀出來。

現在換成讀中文例句，試著運用

重點句型翻成英文唸出來，3秒

內講出來代表成功！

▼ 

請對折後開始練習！

I thought it was a lie. 

I thought it was a stupid idea. 

I thought it was acceptable. 

I thought you had already left. 

I thought you wouldn’t come. 

I thought they would accept our offer.  

我以為那是謊言。

我以為那是愚蠢的想法。

我以為這是可以被接受的。

我以為你早就離開了。（你不是早就離開了嗎？）

我以為你不會來。（你不是不會來嗎？）

我以為他們會接受我們的提議。

I thought ~ 我以為∼，不是∼嗎？

 26-1.mp3

I think it’s cool. 

I think it’s a good idea.

I think it makes sense.

I think he’s thoughtful.

I think you’re right.

I think they got us wrong.

我覺得那很棒。

那是個不錯的點子。

我覺得很合理。

我覺得他想法很周到。

我覺得你是對的。

（我覺得）他們好像誤會我們了。

I think ~ 我覺得∼，好像

I don’t think it’s a good idea. 

I don’t think it’s worth it. 

I don’t think it makes sense. 

I don’t think he’s honest. 

I don’t think she deserves it.

I don’t think you’ll like the food.

我覺得那不是個好點子。

我覺得那不值得。

我覺得那不合理。

我覺得他不老實。

我覺得她沒有資格。

我覺得你不會喜歡那個食物。

I don’t think ~ 我不覺得，我覺得⋯不

✽ make sense 合理 thoughtful 考慮周到的 

get someone wrong 誤會

✽ worth 值得∼ deserve 有資格（得到）∼

✽ stupid  愚蠢的 acceptable 可接受的  



實戰演練

第 3階段

運用前面學習的句

型，挑戰實際對話

吧！完成後記得收聽

mp3，跟著唸出來。

123

I 正解 I

❶（如果是那個時間）那
我們應該不需要（搭計程

車）。

❷那不是個好點子。

❸我以為你不會來了。

A Do we need to take a taxi? 我們一定要搭計程車嗎？

B What time you got? 現在幾點？

A I got a quarter to six. 5點 45分。

B I think we’re fine.

1  I think ~  26-2.mp3

A This case is hard to handle. 這個案子很棘手。

B I know, but you’re doing a good job. 我知道，但你處理的很好。

A I’d like to give up. 我很想放棄算了。

B I don’t think it’s a good idea.

2  I don’t think ~  26-3.mp3

A I had a hard time finding your house. 為了找你家，我費了不少力氣。

B I thought you wouldn’t come.

A I changed my schedule. 我更改了行程。

B Good. I’m glad you made it. 太好了，我很高興你能來。

3  I thought ~  26-4.mp3

✽ a quarter 15分鐘 a quarter to six 5點 45分（再 15分鐘 6點 ) 

✽case 案子 handle 處理 give up 放棄

✽have a hard time 費力，辛苦 make it 到達，依照約定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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