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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Unit

結帳時

BASIC EXPRESSIONS

常

用

表

現

1 結帳時
多少錢？
詢問價格時，除了最基本的「How much?」，也可以使用「How
much is it?
Unit

BASIC EXPRESSIONS

詢問價格時，除了最基本的「How much?」，也可以使用「How much is it?

常

用

表

現

多少錢？

How much?
How much?

/ How much does it cost? / What does it cost?」等多樣的句型。如果要進
/ How much does it cost? / What does it cost?」等多樣的句型。如果要進

一步詢問支付方式為現金或卡片時，可以說：「Cash or charge?」。

顧客主動表示要結帳時，可以簡單地說：「Bill, please! / Check, please.（請

一步詢問支付方式為現金或卡片時，可以說：「Cash
oris it?
charge?」。
How much
幫我結帳）」。

多少錢？

顧客主動表示要結帳時，可以簡單地說：
「Bill, please! / Check, please.（請
A：Will you pay in cash?
CONVERSATION

對

話

演

練

B：I’ll pay with my plastic (card).

一個多少錢？

How much for one?

A：您要付現嗎？

幫我結帳）」。
B：我要刷卡。

多少錢？

A：How much?
B：3,000 won all together.

1

Unit

A：多少錢 ?

B：總共 3,000 韓元。

對

CONVERSATION
Usage

How much is it?
這是含稅的價格嗎？

Does the price include tax?

話

演

結帳時

練

店員在詢問客人付款方式時，可以用「How do you want to pay? /
How will you pay for it?」，或是直接問：「Will you pay in cash or by
credit card?（您要付現還是刷卡？）」。另外，也有些店家會主動要求
客人付現：「Please pay in cash.（請付現）」。

運費多少呢？

What do you charge for delivery?

A：Will you pay in cash?
How much will the postage come to?
一個多少錢？
B：I’ll pay with my plastic (card).
運費多少呢？

♣ 用現金付款時

I’ll pay in cash.

♣ 用信用卡付款時

How much for one?

I’ll pay with my credit card.

詢問價格時，除了最基本的「How much?」，也可以使用「How much is it?
A：您要付現嗎？

/ How much does it cost? / What does it cost?」等多樣的句型。如果要進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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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我要刷卡。
一步詢問支付方式為現金或卡片時，可以說：「Cash or charge?」。
1. 日常生活為主的口語會話
顧客主動表示要結帳時，可以簡單地說：
「Bill, please! / Check, please.（請
1 結帳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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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含稅的價格嗎？
A：How
much?
幫我結帳）」。
Unit

詢問價格時，除了最基本的「How much?」，也可以使用「How much is it?

B：3,000 won all together.
/ How much does it cost? / What does it cost?」等多樣的句型。如果要進

一步詢問支付方式為現金或卡片時，可以說：「Cash or charge?」。

顧客主動表示要結帳時，可以簡單地說：「Bill, please! / Check, please.（請
幫我結帳）」。

A：多少錢 ?

CONVERSATION

對

話

演

練

A：Will you pay in cash?
B：I’ll pay with my plastic (card).

B：總共 3,000 韓元。
CONVERSATION

A：您要付現嗎？
B：我要刷卡。

對

話

演

Does the price include tax?
練

2. 站在說話者立場的對話內容
運費多少呢？
目前市面上的教材多以聽者立場編輯

A：Will you pay in cash?
而成，本書不僅考量聽者，同時考慮
B：I’ll pay with my plastic (card).
說話者立場，讓你可以實際運用於生
do you charge for delivery?
店員在詢問客人付款方式時，可以用「HowWhat
A：How much?
B：3,000 won all together.
A：多少錢 ?

B：總共 3,000 韓元。

Usage

Usage

do you want to pay? /
A：您要付現嗎？
How will
you pay for it?」，或是直接問：「Will活中。
you pay in cash or by
creditB：我要刷卡。
card?（您要付現還是刷卡？）」。另外，也有些店家會主動要求
客人付現：「Please pay in cash.（請付現）」。
店員在詢問客人付款方式時，可以用「How do you want to pay? /
How will you pay for it?」，或是直接問：「Will you pay in cash or by
credit card?（您要付現還是刷卡？）」。另外，也有些店家會主動要求
客人付現：「Please pay in cash.（請付現）」。
♣ 用現金付款時

I’ll pay in cash.

♣ 用信用卡付款時

I’ll pay with my credit card.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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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ow much?
B：3,000
I’ll pay
in cash. won all together.

日常英語會話超強再進化
♣ 用現金付款時

A：多少錢 ?
♣ 用信用卡付款時

I’ll pay
with my
credit
card.
韓元。
B：總共
3,000

運費多少呢？

How much will the postage come to

3. 嚴選常用表現

4. 列舉日常生活實際使用句型

本書列舉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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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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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

CHECK-POINT

CHECK-POINT

BASIC EXPRESSIONS
BASIC EXPRESSIONS

常

用

常
表

用

表

重

點

句

點

句

型

型

1. clean up. 
1. clean up. 

現

clean up 可以用於多種情形，除了打掃房間或房子，在清理餐桌時也可以使

現

clean up 可以用於多種情形，除了打掃房間或房子，在清理餐桌
用。

2. There’s ~ 

你有感冒藥嗎？

你有感冒藥嗎？
I’d
like some cold medicine.

用。
「有～」，副詞 there 在此做為形式上的主詞，隨著真正主詞的單複數的變

I’d like some cold medicine.

化，後接的 be 動詞也要隨之改變（There（is/are）～）。

你有止痛藥嗎？

Do you have a pain killer?

3. wring out 

2. There’s ~ 

動詞 wring 意指「擰、扭」搭配 out，意指「將水擰出、擰乾」的意思。

你有可以治肚子痛的藥嗎？

你有止痛藥嗎？

Do you have anything for a stomachache?

「有～」，副詞 there 在此做為形式上的主詞，隨著真正主詞的

Do you have a pain killer?

「There’s ~」和「There’re ~」句型，可以表示某人事物的存在，也
化，後接的
。
be 動詞也要隨之改變（There（is/are）～）
常用於指引路線，類似的表現還有「Here
is ~」和「Here are ~」句

你有可以治頭痛的藥嗎？

Do you have anything for a headache?

型。

•

「There’s ~ / There’re ~」的例句

There is some good news for you. 有你的好消息。
There are four in my family. 我們家有 4 個人。

3. wring out 
5. 每個重點句型附上詳細解說
Do you have anything for a stomachache?
你有可以治肚子痛的藥嗎？

你有可以治牙痛的藥嗎？

•

Do you have anything for a toothache?

•

「Here is ~ / Here are ~」的例句

Here is your change. 這是找你的零錢。
Here are your books. 這是你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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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詞 wring 意指「擰、扭」搭配 out，意指「將水擰出、擰乾」的
Do you have any constipation medicine?
運用，本書也會附上詳細說明。
115
•

你有便秘藥嗎？

Chapter 4

家事

你有可以治頭痛的藥嗎？

Do you have anything for a headache?
CHECK-POINT

Chapter 2

醫院及藥局

重

點

句

型

57

1. What would you like?

你有可以治牙痛的藥嗎？
重
點
句
型
「There’s ~」和「There’re ~」句型，可以表示某人事物的存
直譯為「你喜歡什麼？」，是用以詢問對方的取向。
CHECK-POINT

常用於指引路線，類似的表現還有「Here
Do you have anything
foryoualike?
toothache?
1. What would
直譯為「你喜歡什麼？」，是用以詢問對方的取向。

你有便秘藥嗎？

型。

is ~」和「Here a

2. How
would you like your hair?
2. How would you like your hair?

「There’s ~ / There’re ~」的例句
此句型類似於「What would you like?」，但是更進一步具體地詢問對方想要
的髮型。
此句型類似於「What
would you like?」，但是更進一步具體地詢問對方想要

There is some good news for you. 有你的好消息。
There are four in my family. 我們家有 4 個人。

Do you have any
constipation medicine?
的髮型。
•

3. work with 

•

「work with」原本意指「和～一起工作」，但在此為「和～合適」的意思。

3. work with 

•

「Here is ~ / Here are ~」的例句

Here is your change. 這是找你的零錢。

• Here，但在此為「和～合適」的意思。
are your books. 這是你的書。
「work with」原本意指「和～一起工作」
Chapter 2 醫院及藥局
57
「What would you like ~?」句型不僅適用於美容院，也可以用來詢
問對方的傾向或選擇：
•
•
•

日常英語會話超強再進化

What would you like to drink? 你想要喝什麼？
What would you like for dessert? 你想要什麼甜點？
What would you like to buy? 你想要買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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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stic bag」。

重

CHECK-POINT

點

句

型

1. I have a headache. 
對

CONVERSATION

話

演

練

「I have ~」意指「我有～」，本句直譯是「我有頭痛症狀」，其實就是表
自己頭痛。

CHECK-POINT

A：Get some eggs.

重

點

句

型

2. I feel sick. 
B：How many tray of eggs do you need?
意指「身體狀況不佳／快吐了」的意思，類似的表現還有「I’m sick.」。
2. I feel sick. 
5 造訪特定商店時
A：買些蛋回來吧。
6. 英文會話學習相關實用的資訊和小技巧
B：你需要多少盤雞蛋？
3. I feel sluggish. 
1. I have a headache. 

「I have ~」意指「我有～」，本句直譯是「我有頭痛症狀」，其實就是表達
自己頭痛。

Unit

意指「身體狀況不佳／快吐了」的意思，類似的表現還有「I’m sick.」。

3. I feel sluggish. 

逛街會讓人感到愉快，但如果是強調沒有實際消費，只用眼睛瀏覽櫥窗

時，不用「eye shopping」，而是用「window shopping」。在購物時挑選完

物品後，當收銀員（cashier）結帳時，常詢問客人需不需要的塑膠袋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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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身體狀況困倦無力，類似的表現還有「I feel listless.」。
「plastic bag」。
表示身體狀況困倦無力，類似的表現還有「I feel listless.」。

A：I’ll go to the beauty shop.
B：Will it take long?
CONVERSATION

對

話

演

練

A：我去一下美容院。

A：Get some eggs.
B：How many tray of eggs do you need?

在身體狀況不佳時，常用「I feel sick. / I feel awful. / I feel terrible.
（我感覺不舒服）」或「I’d like to see a doctor.（我想去看醫生）」。
「I feel like ~」句型可用以表達目前的狀態或感受。

A：買些蛋回來吧。

B：要花很久時間嗎？
B：你需要多少盤雞蛋？

A：I’ll go to the beauty shop.
B：Will it take long?

I feel like + -ing ~：想要～

I feel like vomiting. 我想吐。
I feel like going shopping. 我想去購物。
I feel like going home. 我想回家。

A：我去一下美容院。

B：要花很久時間嗎？
Usage

購買衣服時基本會詢問尺寸（size）或規格（inch）
，然後去更衣室
I feel like I’m getting ripped off.
在身體狀況不佳時，常用「I
feel sick. / I feel awful. / I feel terrible.
I feel like a cup of coffee.
（fitting room） 試 穿， 確 定 要 購 買「I’ll get this（我感覺不舒服）
one. / I’ll take」或「I’d
this
like to see a doctor.（我想去看醫生）」。
「I feel like ~」句型可用以表達目前的狀態或感受。
one.（請給我這個）」，如果衣服的尺寸不合時，可以用以下的活用表
47
現：
I feel like + 名詞 ( 子句 )：像是～；想要～

Usage

購買衣服時基本會詢問尺寸（size）或規格（inch），然後去更衣室
（fitting room） 試 穿， 確 定 要 購 買「I’ll get this one. / I’ll take this
one.（請給我這個）」，如果衣服的尺寸不合時，可以用以下的活用表
現：
•
•
•

我覺得我像是要被撕裂一樣。

我想要來杯咖啡。

It’s too small. 太小了。 * big（尺寸）大的
It’s too tight. 太緊了。 * loose（衣服）寬鬆的
It’s too short. 太短了。 * long（長度）長的

Chapter 2

I feel like + -ing ~：想要～

It’s too small. 太小了。 * big（尺寸）大的
• It’s too tight. 太緊了。 * loose（衣服）寬鬆的
• It’s too short. 太短了。 * long（長度）長的
•

30

I feel like vomiting. 我想吐。
I feel like going shopping. 我想去購物。
I feel like going home. 我想回家。

日常英語會話超強再進化

7. 應用在口語中的英文文法

I feel like + 名詞 ( 子句 )：像是～；想要～

8. 體驗24小時英文會話自學教材

重
點
放在日常生活中常用到的英文文法。

句

CHECK-POINT

日常英語會話超強再進化
30跳脫過去教科書艱澀文法的框架，本書將重點

I feel like I’m getting ripped off. 我覺得我像是要被撕裂一樣。
型 透過學習日常生活中常用表現，無論往後是
I feel like a cup of coffee. 我想要來杯咖啡。
去國外旅行或是留學生活都很有幫助。

1. Would you like something to drink? 
CHECK-POINT

重

點

句

醫院及藥局

型

CHECK-POINT

1. Would you like something to drink? 
表達「你想喝些什麼嗎？」的尊重提議句。
表達「你想喝些什麼嗎？」的尊重提議句。

重

點

句

型

Chapter 2

1. What do you charge for delivery?
在此「what」意指多少，直譯為「你運費收多少呢？」。

2. How much will the postage come to?
come to 在此意指「金額是～」。

2. I’d like ~ 

2. I’d like ~ 

雖然和「I want ~」句型有類似的意思，但「I’d like ~」句型更加有禮貌，
是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表現。

3. Do you accept this card? 

直譯為「您接受這張卡片嗎？」，在此的卡片大多指信用卡（credit card），
是在消費時詢問店家是否可以接受某類型的信用卡。

3. Do you take milk? 

雖然和「I want ~」句型有類似的意思，但「I’d like ~」句型更加有禮貌，
在此 take 和 use 相同，意指使用。

一般常用來詢問收費或價錢常用 How much is it? / How much does
it cost? 等表現。

是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表現。

詢問收費

How much is the fare?（= What’s the bus fare?）
How much will it be?
How much do l owe you?

3. Do you take milk? 

詢問價錢

在吃主餐前常先吃的開胃菜稱為 appetizer，用餐後吃的飯後甜點稱
為 dessert。正式的西式套餐通常會依照順序提供 appetizer[ 開胃菜 ]
- entree [ 前菜 ] - main food[ 主菜 ] 和 - dessert[ 甜點 ] 等。

在此 take 和 use 相同，意指使用。
甜點是什麼呢？

•
•
•

8

What’s for dessert?
What’s for pudding?
What kind of dessert do you have?

日常英語會話超強再進化
Chapter 3

料理及用餐

105

What’s the regular price?
What’s the price of that?

Chapt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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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及藥局

2

Unit

搭電梯時

雖然東方人在電梯裡通常不會和陌生人對話，但西方人卻常會以簡單：
「Hi!」來表示禮貌性的問候。美國表示電梯時使用「elevator」；英國則使
用「lift」。此外，「the first floor」在美國表示 1 樓；在英國則是 2 樓。

CONVERSATION

對

話

演

練

A：What floor?
B：Five, please.
A：到幾樓？

B：5 樓，謝謝。

A：Is this our station?
B：No, next station.
A：我們在這裡下嗎？

B：不是，是下一個。
Usage

1樓

ground floor
(first floor)

2樓

3樓

4층

second floor

third floor

fourth floor …

1層樓房(平房)

2層樓房

3層樓房

4層樓房

one-story
building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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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story
building

three-story
building

four-story
building …

BASIC EXPRESSIONS

常

用

表

現

上樓嗎？

Going up?
下樓嗎？

Going down?
幾樓？

What floor?
我們要去幾樓呢？

Which floor will we get off?
5樓

The 5th floor.
我們在這裡下嗎？

Is this our station?

Chapt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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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上樓吧。

Let’s go upstairs.
請按上樓鈕。

Push the up button.
請按下樓鈕。

Push the down button.
不好意思，我要出去（電梯）。

Excuse me, I’m getting off here.

WORDS
• floor 樓

• elevator 電梯（= lift）

• get off 離開，下（車，電梯）

• push 按壓

• roof 屋頂

• button 按鈕

• upstairs 樓上

• up 上

• take 搭

• down 下

• escalator 手扶梯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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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CK-POINT

重

點

句

型

1. Is this our station? 
直譯為「這是我們的站嗎？」，在此意指：「我們要在這裡下嗎？」。

2. Let’s go upstairs.

upstairs 意指樓上，是容易導致混淆的單字。另外還有類似的常用表現「Let’s

go up the stairs.（我們上樓吧）」。

3. I’m getting off here.

get off 的 相 反 詞 是 get on（ 搭 ）， 在 搭 車、 飛 機 時 用 來 表 達「 下（ 車、
機）」。

「floor」主要用於表示建物的樓層，在表達房屋或建築是以幾層構
成時，可以用數字加上「storey（英式）/ story（美式）」表示。在
英國 1 樓用「ground floor」；2 樓則是「first floor」，地下樓層則用
「basement」或「lower ground floor」；另一方面，在美國 1 樓用
「first floor」
；2 樓則是「second floor」，地下樓層則用「basement」，
如果是公共空間的 1 樓也可以稱為「groundfloor」。

Chapt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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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Unit

拍照時

歐美人士在拍照時，常會用「Say cheese!」要對方擺出笑容。一般來說，

拍照稱為「take a picture[photograph]」，如果是讓別人拍證件照這類的則

為「have my portrait shot taken」，動詞使用過去分詞（p.p.）。口語稱照片

為 photo；最近的照相機（camera）大多指稱數位相機（digital camera），
照相已經是智慧型手機中不可或缺的功能之一。
CONVERSATION

對

話

演

練

A：Let’s take some pictures here.
B：Good idea!
A：我們在這裡拍照吧。
B：好主意！

A：Can you take a picture of us?
B：Sure!
A：你可以幫我們拍張照嗎？
B：當然！
Usage

在向對方提出協助拍照的需求時，可以使用「Could you take a picture
for me, please? / Can you take a picture of me?」等表現，如果是要
邀請對方，例如：同事一起合影時，則可以表示「Let’s get a picture
together.（我們一起拍張照吧。）」。
♣ 請對方協助拍照時
•
•

Can you take a snap for us? 你可以幫我們拍張照嗎？
Would you mind taking a picture of us? 你可以幫我們拍張照嗎？

♣ 幫別人拍照時

I’ll take a picture for you. 我幫你拍張照。
• Do you want me to take a picture of you? 需要我幫你拍張照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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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C EXPRESSIONS

常

用

表

現

我們在這裡拍照吧。

Let’s take some pictures here.
我們要不要在這裡拍一些照呢？

Why don’t we take some pictures here?
你可以幫我們拍張照嗎？

Can you take a picture of us?
請幫我拍張照。

Take my picture, please.
請按這個。

Press this, please.
來這裡。

Come over here.

Chapte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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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那裡。

Stand there.
別動。 / 稍等一下。

Hold on.
笑一個吧！

Say cheese!

* 在拍照時和對方說：「笑一個吧！」時的常用表現，類似的表現還有：Say ‘Kimchi’!

這沒有對焦。

It’s out of focus.

WORDS
• picture 照片

• stand 站

• here 這裡

• there 那裡

• press 按壓

• say 說

• come 來

• cheese 起司

• over here 往這裡

• out of focus 失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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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CK-POINT

重

點

句

型

1. take some pictures 

表示拍照常說：「take a picture（拍張照吧）」。

2. I hope it comes out.

come out 意指「（如同相機上看到的畫素）顯現出來」。

3. out of focus 

意指「沒對焦」，相反詞為 in of focus（有對焦）。

手機稱為 cell phone、mobile phone，相片則稱為 photo（graph）或
picture，近來常使用的相機多為 Digital Camera。
表示拍照「take a picture」、「take a photo」，如果將照片沖洗出來
稱為「make a print」；如果要表示用信箱傳送照片，可以說：「send
a photo by e‒mail」。
自拍棒（selfie stick）：自拍時使用的輔助工具 * 新造語
畫素（pixel）：構成電視或電腦畫面影像的最小單位
• 沖洗（print）：用相機照出的照片以相紙沖洗出來
•
•

Chapte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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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Unit

外出時

如果撥電話來找特定的對象不在時，可以表示「He’s not in. Please call
again later.」，然後簡單地告知對方基本的資訊即可。

無 法 接 聽 電 話 時， 也 可 以 使 用 自 動 答 錄 機（Automatic answering

machines）請對方留言，例如「I am sorry. I can’t answer this phone right

now. I’ll call you back later. Thank you.」，請求來電者錄下他們的訊息，並
且在自己有空時再回電給他們。
CONVERSATION

對

話

演

練

A：When is he coming back?
B：I’m sorry I’m not sure.
A：他什麼時候會回來？
B：很抱歉我不能確定。

A：He will be back soon.
B：Thanks, I’ll call again.
A：他很快就回來。

B：謝謝，我會再打來。
Usage

在情況不允許的狀況下，無法接聽電話時，先請求對方諒解表示「I’m
sorry.」或「Excuse me. I am busy now.」，再進一步請對方稍後再打
來「Please call again. 」、「 Please call me back.」。以下列舉出相關
例句：
♣ 請稍後再打來

Gimme a call later.		
• Call me later on.		
• Call me when you are fre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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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ve me a ring.
• Call me anytime.
•

BASIC EXPRESSIONS

常

用

表

現

她現在不在。

She’s not in.
她現在在外面。

She’s out now.
恐怕他正在外面。

I’m afraid he’s out now.
他還在睡。

He is still sleeping.
*He is taking a bath. 他正在洗澡。

他臥病在床。

He is sick in bed.
他什麼時候會回來？

When is he coming back?

Chapte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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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點左右。

Around eight o’clock.
*In one hour or so. 大約 1 個小時後。

我不太確定。

I’m not sure.
你想要留個訊息嗎？

Do you want to leave a message?
* 類似的表現還有：You can leave a message with me.

她正在出差中。

She’s out of town.

* 類似的表現還有：She is on a business trip.

WORDS
• come back 回來

• leave a message 留下訊息

• eight o’clock 8 點

• out of town 在城鎮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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