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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行萬用句型 05

Let me ~.
讓我 ~

go last
最後一個做 ( 去 )

Let me go after you. 
我排在你後面 / 你先。

  Outdoor Activities ( 戶外活動 )

go after
下一個做 ( 去 )

help you 
幫忙你

try first 
先試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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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Point Lesson!

｀Let me~´的意思是“讓我來 ~＂，用於請求對方許可。
但根據情況不同有兩種意思，可以解釋為 
“我要 ~( 根據自己意志 )＂或是“請讓我 ~＂。
別忘了，在句子後面加上 please 會顯得你更有禮貌喔！

Let me try first.

讓我先來。

Let me go after you.

讓我排在你後面 / 你先。

Let me go last.

讓我最後一個做 ( 去 )。

Let me help you.

讓我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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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想要最後一個時

2  提供協助時

In Real-Life Situation!

Are you ready to go?
你準備好了嗎 ?

I don’t know how to 
wear this. 

我不知道這個要怎麼穿。

Let me help you.
讓我幫你。

No, I’m too scared! 
Let me go last. 
不，我太害怕了！
讓我最後一個去。

和鋼鐵人一起練習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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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s practice!

排隊時偶爾會遇到孩子突然想上廁所、或是排到的時候孩子卻還沒做
好心理準備的不得已情況，這時可以向後面的人說“你先請”，來看
看該怎麼用英文說吧 ^^

We’ll go after you. 
意思是“我們排在你後面”或是“你先請”。

另外，如果想詢問“你要先嗎 ?”，該怎麼說呢 ?
只要說 “Would you like to go first?” 就可以了 ~
不要緊張，有禮貌地說出口吧！

給媽媽的 Tip

Let me ~
讓我 ~

go
去

try
嘗試

                                                            .

after my mom  在我媽媽後面  
after my dad  在我爸爸後面  
after my sister  在我姐姐（妹妹）後面
after my brother  在我兄弟後面

                                                            .

first 第一個 / next 下一個 / last 最後一個

請先寫好想說的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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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ful Words & Signs!

Useful Words!

wear
穿

life jacket 
救生衣

harness
安全繫帶

helmet 
安全帽

Fasten Your Seat 
Belts! 
繫上安全帶！

Prohibited

禁止

Must Wear Helmet

必須戴上安全帽

Useful Signs!

背下來很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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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swer  p.84

按照正確的句子順序重新排列。Unscramble the Sentence 

try me Let first .

last go Let me .

help Let me you .

go you after me .Let

→

→

→

→

有趣的Qui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