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9  房間
room 
房間號碼 room number 

w還有空房嗎？
Do you have any rooms?

w您的房間號碼是 703。
Your room number is 703.

51  一晚
per night 

w一晚多少錢？
How much is it per night?

53  登記入住
check in 
退房 check out 

w我想要登記入住。
I’d like to check in.

w退房時間是幾點？
What time is check out?

50  預約
reservation 
預約 reserve  

w我有預約。
I made a reservation.

w那個位置已經被預約了。
That’s a reserved table.

52  包含早餐
breakfast included 

w有包含早餐嗎？
Is breakfast included?

54  保管
keep  

w可以幫忙保管我的行李嗎？
Could you keep my luggage?

w不用找零了。
Keep th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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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Wi-Fi密碼
Wi-Fi password 

 w Wi-Fi密碼是什麼？
What is the Wi-Fi password? 

57  還需要~
need more 
再一個 one more  

 w我還需要浴巾。
I need more bath towels. 

 w請再多一瓶。
One more bottle, please.

59  問題
trouble 

 w房間有問題。
I’m having some trouble with the 
room.  

56  免費
complimentary 

 w設備（或備品）是免費的嗎？
Are amenities complimentary?

58  替換
replace 

 w可以換一個新的嗎？
Can you replace it with a new one? 

60  訂位
book a table 
預約行程 book a tour 
預約已滿all booked  

 w我要訂位。
I’d like to book a table. 

 w訂位已經額滿了。
The tables are all book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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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距離飛行時，通常會提供兩種菜單選擇，空服員推餐車詢問要魚還是牛

肉時，只要在選擇的菜單後簡單加一個“please”即可。

核心旅遊單字

要求
飛機餐

請 ~ ~ please  飲料 drink 用餐時間 meal time

牛肉 beef 果汁 juice 餐桌 tray table 

雞肉 chicken 茶 tea 特別餐 special meal

魚 fish 咖啡 coffee 再一個 one more 

水 water 辣椒醬 pepper p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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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飛
機
上

先生，請放下您的餐桌。

Please put your tray table down, sir.
要牛肉還是魚？

Beef or fish? 

請給我魚。

Fish, please.

要喝點什麼嗎？

Anything to drink?

請給我咖啡。

Coffee, please.

核心單字說說看

❶❶ 請給我牛肉。

Beef, please.

❶❷ 有其他的選擇嗎？

Do you have any other option?

❶❸ 可以再給我一個嗎？

Can I have one more?

❶❹ 可以在用餐時間叫醒我嗎？

Would you wake me up for meal time?

❶❺ 可以給我辣椒醬嗎？

Can I have hot pepper paste?

使用核心單字對話



Occupied
使用中

飛機上洗手間使用中時，洗手間的門會標示

這個單字，若無人使用則標示 vacant。

Lavatory
洗手間

飛機上洗手間的單字常用 lavatory，而不是
toilet。

Attendant call 
服務鈴

不用大聲呼叫，按服務鈴即可。

First aid kit 
急救箱

飛機上放置醫藥品的箱子。

Overhead bin 
頭頂上方置物櫃

飛機座椅上方、可放置行李之處。

Emergency exit 
逃生出口

緊急狀況時是 emergency，有緊急患者是
emergency case。

在飛機上有用的單字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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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好預計搭乘的巴士或火車後，在購票處購買一日券、來回票等票種，

特別是在物價昂貴的國家可以節省一點交通費，可以活用優惠券或折扣。

購買
交通票券

核心旅遊單字

票 ticket 末班車 last bus(train)

公車票 bus ticket 站票 standing

火車票 train ticket 臥鋪 sleeping car

單程 one way  路線圖 route map 

來回 round trip 時刻表 timetable 

購票處 ticket office 加值 recharge  

一日券 a (one) day pass 成人 adult 

首班車 first bus(train) 兒童 k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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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在海外開車旅行需要很大的勇氣，但機動性是任何交通方式都比不上

的，想要盡情遊玩，就從租車開始吧！

租車

核心旅遊單字

我要 ~ I’ll take 租車費用 rental fare

一日租賃費 daily rate 保證金 deposit

出租車 rental car 里程數 mileage

小型車 compact car 駕駛紀錄 driving record

中型車 mid-size car
國際駕照

international driver's
license自排車 automatic car

手排車 manual car 四人座 four-seater

租車起始日 pick up date 敞篷車 convertible

還車日 return date 兒童汽車座椅 car s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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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約
餐廳

核心旅遊單字

預約座位 book a table  晚餐 dinner

預約 reservation  靠窗的位置 table by the window

預約 reserve   吸菸區 smoking table

兩人座 a table for two 非吸菸區 non-smoking table 

早餐 breakfast 同行 party

午餐 lunch 停車場 parking lot

有名的餐廳大都需要預約。必須使用看不到對方肢體語言的電話來進行預

約，多少會讓英語初學者感到困難，但其實只要知道幾個單字就不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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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拍只依靠自拍器或三角架多少感覺有所不足，若是絕對不可錯過的風景，

請別人幫忙照相也是不錯的，只是需注意在一些有名的景點會有主動要求

一起照相後要錢的吉卜賽人。

請別人幫忙
照相

核心旅遊單字

照相 take a picture 再一張 one more  

按 press 全身 a full length

按鈕 button 半身 a half length 

靠近我一點 closer to me 相機 camer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