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書的特色與優點

本書是將過去多種類的英文會話學習法，集結並轉化成新型態的一本學習書。

其實用英文對話並沒有那麼困難，即便如此，我們在面對外國人時依舊還是會感到恐

懼，甚至到國外旅遊時，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針對此窘境，相信只要你能確實掌握

本書的特點並能循序漸進的學習，英文會話將不再是艱難的事。

初次見面打招呼時
Unit

1
一般來說在人際關係中，初次見面的問候（greeting）或是第一印象

（first impression）是非常重要的，讓我們從現在開始養成比對方快說出

Hi! / Hello! / How are you? / Good morning. / Good afternoon. / Good 

evening. 等問候語。

另外，要留意因為是初次但對方詢問個人資訊（關係、住處、年齡、電話）

的場合，所以更要用尊重的方式詢問。

A：Nice to meet you.

B：Nice to meet you, too.
A：認識你很高興。

B：我也是，認識你很高興。

A：Why don’t you exchange e-mail addresses?

B：Why not?
A：我們何不交換電子信箱呢？

B：好啊！

Usage
和對方徵求「同意」或是「勸誘」對方做某件事時，使用這種較隨性

的口語表現，徵詢對方同意對方 Why don’t you~?（和不～？），回答

時常使用 Why not?（當然／好）。Why not try it again?（為什麼不再

嘗試一次呢？）則是勸誘常使用的句型。

對 話 演 練CONVERSATION

 初次見面。

How do you do?�

 很高興見到你。

Nice to meet you.�

 你的手機號碼幾號？

What’s your cell phone number?

 我可以問你的電話號碼嗎？

Can I ask your phone number?

 我可以打給你嗎？

Can I give you a call?

 我們何不交換電子信箱呢？

�Why don’t we exchange e-mail addresses?

* 初次見面時常用的問候語，和 How are you?（你好嗎？）是類似的表現。

= Glad to meet you.

常 用 表 現BASIC EXPRE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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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常生活為主的口語會話

比起那些教導艱澀的文法，本書介紹的多為日常生活中常使用的口語表現，相對而言簡單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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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話者立場，讓你可以實際運用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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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每個重點句型附上詳細解說

雖然大多日常使用的表現都較為簡單，但偶爾還是會有一兩個較困難的用法，為了讓讀者可以輕鬆

運用，本書也會附上詳細說明。 

4.	列舉日常生活實際使用句型

為了讓讀者因應日常不同狀況可以輕鬆應

對，本書列舉出日常生活實際常用的表現。

1. I gotta go.�

「have got to」句型表示必須要做某件事，而此例句就是「I’ve got to go.」
的簡略口語型態。

2. I have to go now.�

now 直接翻譯的意思是現在，但在此句子中表示「是時候該、慢慢地」的 

意思。

3. on the way home  �

直接翻譯：「回家的路」，但實際上意指為在回家的路上。

重 點 句 型CHECK-POINT

一般在道別時常用「So long. / Good-bye. / Take care. / Be careful. /
Enjoy yourself./Good luck./See you later. / Let’s keep in touch./Take 
it easy. / I’ll miss you.」等表現；「Bye-bye.」則主要是年輕人、或

是對較親近的朋友間使用，這類較輕鬆隨性的道別語還有：「Later, 
alligator.（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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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ee you soon.�

雖然沒有制式規定，但一般來說，預計和對方幾天內會再見的情況下，道

別時會說：「See you later.」；沒有確定下次見到的時間時說：「See you 

soon.」表達自己希望和對方能夠快點見面。

2. See you there. �

確定與對方見面場所時常用的表現。

3. See you tomorrow.�

確 定 與 對 方 明 日 會 相 見 時 常 用 的 表 現， 也 可 以 說：「Catch you 

tomorrow.」。

重 點 句 型CHECK-POINT

口語的「See you.」常用「See ya.」來表現，在文字簡訊上常簡寫為

「CU」。「See you ~.」句型省略了 I’ll（I wiill），如果當場所或時間不

確定時我們常後接 again, later,then, there, around；有確切時間時，

就可以使用「See you at ~.」句型。

•（I’ll） See you next week.
•（I’ll） See you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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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嚴選常用表現

本書列舉許多日常生活一定會用到的表現，

並適時補充類似的慣用語或簡單說明。

 你今天下午有空嗎？

Are you free this afternoon? 

 你明天有空嗎？

Are you free tomorrow? 

 你明天早上有空嗎？

Are you free tomorrow morning?

 你明晚有空嗎？

Are you free tomorrow night? 

 你後天有空嗎？

Are you free the day after tomorrow?

 你這週三有空嗎？

Are you free this Wednesday? 

常 用 表 現BASIC EXPRE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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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體驗24小時英文會話自學教材

透過學習日常生活中常用表現，無論日後是

去國外旅行或者留學生活都很有幫助。

6.	英文會話學習相關實用的資訊和小技巧

根據不同情境的對話，提供相關的資訊（usage 欄）；並且在重點句型後補充運用技巧（Tip 欄）。

7.	應用在口語中的英文文法

跳脫過去教科書艱澀文法的框架，本書將重點

放在日常生活中常用到的英文文法。

1. Nice to meet you.�

和初次見面的人常使用的問候語，在此省略了 It’s，初次見面動詞用 meet，
見過面動詞使用 see，類似的表現有 Glad to meet you. / Pleased to meet 
you. 口語習慣性都會省略 I’m。

2. cell phone�

是手機的簡稱，原本單字正式表現為 mobile phone、cellular phone；詢問

電話號碼時只需要講 phone number 就可以。

3. Can we meet again?�

在和對方道別時，表示想要再次相見的心意，類似的表現另有 See you 

later. / See you again. / See you then. / See you tomorrow. 輕鬆理解即

可。

重 點 句 型CHECK-POINT

最普遍的問候語是 How are you? / Nice to meet you. 隨著不同時

間 情 境， 也 可 以 使 用 Good morning! / Good afternoon! / Good 

evening! / Good night! 等表現。

如果是向不認識的人問話時 Excuse me. May I talk to you?（不好意

思，我可以和你談談嗎？），先徵求對方的同意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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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ina Kim�

first name 是名字；last name 是姓氏；full name 則是全名，如範例的名字

Mina Kim，英文的名字會放在前面，因此稱為 first name，姓氏則放在後面

所以稱為 last name，歐美人也會有另外的中間名稱為 middle name。

2. I’m from ~�

「I’m from ~」用來表示自己來自哪個地方，問句常用表現為「Where are 
you from? / Where do you come from?」。

3. I’m married.�

<be ＋ married（p.p.）> 意指「已經結婚」，get married 則是要結婚的意

思，表達自己未婚可以說「I’m single.」。

重 點 句 型CHECK-POINT

年齡較小或是地位較低、男性先向對方自我介紹或是和對方握手時，比

較合乎禮儀。

• 名字：What’s your name? / May I have your name?
• 職業：What do you do? / What’s your job? / What’s your occupation?
• 家鄉：Where are you from? / Where do you come from?
• 年齡：How old are you? / What’s your age?
• 興趣： Do you have any hobbies? / What kind of hobbies do you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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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別人時
Unit

5
不管是商務上（business）或是日常生活（daily life），都常會有需要做為中

間人介紹親友給他人認識的機會，常用表現為「This is ~.（這是～）」。只需

要僅記介紹的順序即可，通常會先向介紹地位高的人介紹地位較低的人、先

向女性介紹男性，簡單地說，就是主動先向地位較高、上司、長輩、女性問

候並且介紹友人。

A：This is my father.

B：Nice to meet you.
A：這位是我的父親。

B：很高興見到您。

A：This is our baby.

B：How old is she?
A：這是我們的孩子。

B：她幾歲？

Usage
this 意指「這邊、這位、今天、我（自己）…等」，在介紹第三者時也

可以使用「This is ~.」句型，「This is my manager.（這是我的經理）

/ This is a colleague of mine.（這是我的同事），也可以在後面加上名

字，會讓語氣更加親切。

對 話 演 練CONVER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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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ee you soon.�

雖然沒有制式規定，但一般來說，預計和對方幾天內會再見的情況下，道

別時會說：「See you later.」；沒有確定下次見到的時間時說：「See you 

soon.」表達自己希望和對方能夠快點見面。

2. See you there. �

確定與對方見面場所時常用的表現。

3. See you tomorrow.�

確 定 與 對 方 明 日 會 相 見 時 常 用 的 表 現， 也 可 以 說：「Catch you 

tomorrow.」。

重 點 句 型CHECK-POINT

口語的「See you.」常用「See ya.」來表現，在文字簡訊上常簡寫為

「CU」。「See you ~.」句型省略了 I’ll（I wiill），如果當場所或時間不

確定時我們常後接 again, later,then, there, around；有確切時間時，

就可以使用「See you at ~.」句型。

•（I’ll） See you next week.
•（I’ll） See you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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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使用「See you at ~.」句型。

•（I’ll） See you next week.
•（I’ll） See you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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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日常英語會話變強第一步



約會及邀請

在人際關係中，見面約會是拉近彼此關係的第一步， 

因為相處陪伴是培養信賴和情誼的基礎。

2
Cha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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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hat time would be best for you?

B：Nine is fine.
A：幾點見最好呢？

B：9 點。

A：Any time in the morning.

B：Well, let’s make it eleven.
A：早上都可以。

B：嗯，那麼就決定 11 點好了。

Usage
歐美人士如果說：「我不在乎／都可以」，其實就表示他們對當下的選

擇沒有那麼滿意。

• I don’t care ~
• It doesn’t matter ~
• I don’t mind -ing ~

決定見面時間時
Unit

4
在決定見面時間時，常使用「How about ~?」句型，時間的表現非常多樣，

從整點（o’clock）、幾點（times）、幾分（minutes）、幾秒（seconds）等，

想要和對方確定見面時間，就要熟悉以上的常用字彙。

對 話 演 練CONVER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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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決定什麼時候呢？

What time shall we make it?

 什麼時候最好呢？

What time would be best for you? 

 大概什麼時候呢？

About what time? 

 10 點如何？

How about ten （o’clock）?

 10 點 30 分左右如何？

How about ten thirty?

 10 點過後好嗎？

How about past ten?

常 用 表 現BASIC EXPRE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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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早了嗎？

Is it too early?

 太晚了嗎？

Is it too late?

 我們就決定 5 點吧。

Let’s make it five.

 任何時間都可以。

Any time after five.

 任何時間都可以。

Any time is OK.

• best 最佳的

• about 大約 ~
• o’clock ~ 點

• past 過了 ~
• too 太 ~

• early 早的

• late 晚的

• any time 任何時間，不管何時

• after ~ 之後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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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hat time shall we make it? �

「make it」原本意思為配合，在此為決定時間的意思，表示「我們該約幾

點呢？」。

2. How about ~? �

「如何～？」句型為口語上詢問對方的意見的常用表現。

3. Let’s make ~�

和某人協調某事或決定時間時常用此句型，此句型的活用表現為「Let’s 
make a deal.（我們就那樣決定吧！）」。

重 點 句 型CHECK-POINT

「~ shall we make it?」句型是用來詢問對方見面時間或場所的常用

表現。

• 時間：What time shall we make it? 
• 場所：Where shall we mak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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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婉拒約會時
接到邀約時，雖然情況允許之下都會樂意答應，但有時也可能因為某些不得已的

因素需要答應，不管如何，在回答時就爽快的說：「OK」吧！

然而，在拒絕時，要如何在不讓對方感到不愉快而能委婉地拒絕，請參考下列常

用的表現。

I’ve got a previous engagement.    
我已經有約了。

Sorry, but I have another appointment.    
很抱歉，但我已經有約了。

2	 變更約會時間或地點時
突然有急事、身體不舒服、家鄉朋友突然來拜訪，或甚至是因為暴雨影響交通等

不得已的原因，需要更動原本約定的時間或場所，此時要怎麼讓對方不誤會並取

得他的諒解，請參考下列常用的表現。

I’d like to change our date to next weekend. 
我想改到週末見面。

Can we reschedule our appointment? 

我們可以重新約其他時間嗎？

Something’s come up, so I won’t be able to make it 
to our appointment.
我突然有急事，所以沒辦法赴約了。

I hope you’ll understand me. I’ll come to that.
希望你可以諒解，原因之後再解釋給你聽。

給初學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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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別人時
Unit

7
在鼓勵別人加油時，可以使用「Come on!」，但要注意「Come on!」還有

許多意思，像是：「快點。」、「不可能吧？」、「過來！」、「冷靜點！」。

A：This is hopeless… 

B：Don’t give up.
A：這真令人絕望。

B：不要放棄。

A：I shouldn’t have said that.

B：Don’t be depressed.
A：我不該那樣說的。

B：別沮喪。

Usage
後悔或對某事慚愧時，常用「I shouldn’t have ~（我不該 ...）」句型，

表示自己懊悔的心情，為現在完成式句型（shouldn’t have said）。

「I shouldn’t have said that.」意指「我不該那樣說的。」，此句類似的

表現還有「I really shouldn’t have  said that, and I’m sorry I did.」，

表示自己後悔說那句話，並且表達自己的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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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太失望。

Don’t be too discouraged.  �

 不要放棄。

Don’t give up.

 別灰心喪氣。

Don’t be depressed. 

 事情會好轉的。

Things are going to be alright.�
�

 那只是運氣不好。

That’s unfortunate.

 不是你的錯。

It’s not your fault. 

* 類似的表現還有：Don’t get disappointed! / Don’t be disappointed!

*   類似的表現還有：Everything will be okay. / It’ll work out in the end. / 
You’ll find a way. 

常 用 表 現BASIC EXPRE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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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無可奈何的。

It can’t be helped. 

 不要太傷心。

Don’t feel so sad. 

 那是天經地義。

It happens. 

 放輕鬆。

Take it easy. 

 我會支持你。

I’m supporting you.
* 類似的表現還有：I’ll be rooting for you. / I’m all in. 

• unfortunate 不幸的，運氣不好

• fault 錯誤，責任

• help 幫助

• sad 傷心的

• cheer up 打起精神

• give up 放棄

• depressed 灰心沮喪的

• work out 解決

WORDS



Chapter 5　稱讚及鼓勵   189

1. It’s not your fault. �

直接翻譯的意思為「這不是你的錯」是用來安慰對方的常用句型。如果要自

己承認某個錯誤是自己的責任，可以表示「It’s my fault.（是我的錯）」。

2. It can’t be helped. �

直接翻譯的意思為「那件事無法得到任何幫助」，可以進一步解讀為「無可

奈何」。

3. It happens. �

此為口語的表現，常在遭遇不好的事情時，用來安慰對方「這也是生活中可

能發生的事、天經地義」。

重 點 句 型CHECK-POINT

「Take it easy.」有「放輕鬆 / 別擔心 / 別著急 / 慢慢來」等多種意

思，在某些特別情形，也可以做為「請休息」的意思。

• Take it easy! Don’t panic. 放輕鬆！不要慌張。 * 別緊張

• Take it easy! The handle is too fragile. 小心！這個把手很脆弱。

• Take it easy. We don’t have to rush. 請慢慢來，不需要趕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