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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time to wake up!
起床時間到了！

Wake up, honey!

起床了，寶貝！

I want to sleep more.

我想再睡一點。

You’re going to be late.

你要遲到了。

What time is it?

現在幾點了？

It’s 8 o’clock.

8 點了。

Oh, I am really late.

噢！我真的遲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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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m

Did you sleep well?

你睡得好嗎？

baby

I had a dream.

我做夢了。

mom

What kind of dream?

是什麼樣的夢？

baby

A very scary one.

一個很可怕的夢。

mom

Are you okay now?

你現在好了嗎？

baby

Yes, I am fine.

是的，我沒事了。

讓我們伸伸懶腰吧！

Let’s stretch our bodies.

今天是假日！

It’s a holiday today!

起來了，貪睡鬼！

Wake up, sleepy head!

我在打哈欠。

I am yawning.

相反詞

wake up

起床

sleep

睡覺

Hillary 老師的小叮嚀！
“ You are going to be late.＂ 這 句 話 省 略 了 地 點，在 英 文 中 並 非 一 定 要 把
幼兒園、學校或公司等地點說出來，只要是說話者及聽者都知道的地點或事
物，省略這些反而更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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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Wash your face, honey.
洗一下你的臉，寶貝

Wash your face, honey.

洗一下你的臉，寶貝

I can do it myself.

我可以自己來（洗）。

Good girl!

好女孩！

Give me soap, please.

請給我肥皂。

You have to rinse thoroughly.

你要徹底洗乾淨。

Give me a towel, mom.

給我毛巾，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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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m

Wash your face, honey!

洗一下你的臉，
寶貝！

baby

Would you help me wash
my face?

你可以幫我洗臉
嗎？

mom

Close your eyes.

閉上你的眼睛。

baby

My eyes are burning!

我的眼睛很痛！

mom

We’re almost done.

快好了。

baby

Yay! All done!

耶！（洗）好了。

你的眼睛裡有眼屎。

You have sleep in your eye.

把你的袖子捲起來，寶貝。

Roll up your sleeves, honey.

用毛巾。

Use the towel.

擤鼻涕！

Blow your nose!

相反詞

close your eyes 閉上眼睛

open your eyes 張開眼睛

Hillary 老師的小叮嚀！
稱呼孩子的暱稱很多，在英語系國家有哪些孩子的暱稱呢？
有 Baby, Babe, Darling, Honey, Sweetheart, Sweetie, Sweet pea, Sugar, Cupcake,
Cutie pie, My dear 等，若使用暱稱，口氣會聽起來很溫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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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s go to school.
去學校吧！

Do you have your bag?

你的書包帶了嗎？

Yes, I do.

是的，我帶了。

You should listen to your
teacher.

你要聽老師的話。

Don’t worry, mom.

不用擔心，媽媽。

Have fun, honey!

玩得開心，寶貝。

I’ll see you later, mom.

媽媽再見。

u 要帶學齡前兒童（preschooler）去幼兒園時，一般不會說去
“幼兒園＂，而是說去“學校＂，改成“Let's go to school.＂較
為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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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m

We’re running late. Hurry up!

我們遲到了，快點！

baby

Hold on.

等一下。

mom

What are you doing?

你在做什麼？

baby

I’ll bring my bunny (doll)
with me.

我要帶兔子玩偶去。

mom

You can’t bring your bunny.

你不能帶兔子去。

baby

Okay, mom.

好的，媽媽。

小心車子，寶貝！

Watch out for cars, honey!

我會去學校接妳。

I’ll pick you up at school.

快點，我們會錯過公
車的。

Hurry up or we’ll miss the bus.

再見！

See you later!

相反詞
相反詞

pick up 去接 ( 某人 )

drop off 送去
Hillary 老師的小叮嚀！

建議熟記“等一下＂的句型
我們常常說的“等一下＂有下列幾種說法，建議每種都和孩子說說看。
Wait a minute!, Wait a second!, Just a moment!, Just a second!, Hang on!, Hold on!,
W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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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llary 老師告訴你的美國育兒 & 文化 Tip ①

美國媽媽們是怎麼教導孩子的？

我曾看過有些父母不分場所，只要生氣就會對孩子提高音量或破口大

罵，這對孩子的情緒發展一點幫助也沒有，因此我想向大家介紹我的美

國好友迪雅娜的家庭。迪雅娜足足有 7 個兒子，丈夫安迪非常愛她，迪

雅娜也非常深愛丈夫，兩個人可說是肉麻夫妻，他們的 7 個兒子也是受

人疼愛的可愛孩子們。一般人就算只養 1 個兒子也會感到疲累，他們到

底是怎麼養育 7 個兒子呢？如何教導出如此乖巧的孩子們？為何迪雅娜
被稱為整個鎮上的“育兒女王”
、
“完美媽媽”呢？透過下面的小故事讓
大家了解迪雅娜的育兒方式：

有一天，我和迪雅娜在談論我的父母如何養育孩子，以及與美國文化

的差異，這時老六特倫頓突然過來說“Mommy, mommy, I need to talk

to you.”（媽媽，媽媽，我有話要跟妳說），不斷地打斷我們談話。

若是一般的媽媽可能會說“等一下”
，然後繼續大人間的談話，但迪雅

娜卻說：
“Honey, mommy's talking to Hyun. Please wait until we're done?

Okay? Thank you.（孩子啊！現在媽媽正在和 Hyun 講話，可以等到我們
講完嗎？ OK ？謝謝你。）
”

迪雅娜向孩子仔細說明現在的狀況，尊重孩子的人格，但只有 5 歲的

特倫頓仍繼續妨礙我們的對話，這時一般的媽媽可能會生氣地說“我說
等一下！媽媽正在講話！”但是迪雅娜卻向我請求諒解，把孩子帶到安
靜的地方後，握住孩子的手並與孩子對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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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ok at mommy's eyes, it is not okay to interrupt when people are

having a conversation, It is very rude, honey. Do you understand? Please go

apologize to Hyun.”（看著媽媽的眼睛。妨害別人的對話是不好的，是
很沒有禮貌的行為，趕快向 Hyun 道歉。）

孩子聽了便很自然地向我走過來說 ：“I'm sorry.”
。儘管孩子還年幼，

但迪雅娜不向孩子發脾氣或威嚇，而是仔細說明狀況，讓孩子明白自己
做錯了什麼。

在養育孩子的過程中，經常會發生需要教導孩子的狀況，每當這種時

候迪雅娜總是和孩子眼睛對視，用沉穩的口氣與孩子對話，如果孩子明

白自己過錯，想迴避媽媽的視線，迪雅娜也會讓孩子不能逃避， 如此
一來孩子便不會再犯同樣的錯了。

從這個小故事就不得不承認迪雅娜是“育兒女王”！

I love you Deanna! Thank you for letting me share about your story!
我愛妳，迪雅娜！謝謝妳願意與我分享妳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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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How was school today?
今天在學校好嗎？

Mom, I’m home.

媽媽，我回來了。

Welcome home, honey!

歡迎回來，寶貝！

How was school today?

今天在學校好嗎？

It was a lot of fun!

很好玩！

What did you do?

妳做了什麼？

We made dolls.

我們做了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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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m

Did you get along with
your friends?

有和朋友好好玩嗎？

baby

I had a fight.

我們吵（打）架了。

mom

Why did you have a
fight?

為什麼吵（打）架了？

baby

Minsu was teasing me.

Minsu 笑我。

mom

Still you can’t fight with
your friends.

那你也不能和朋友吵架。

baby

I’ll say sorry to him
tomorrow.

我明天將向他道歉。

你今天學了什麼？

What did you learn today?

你和誰玩了？

Who did you play with?

你得和朋友一起玩。

You need to play with your friends.

你中午吃什麼？

What did you have for lunch?

相反詞

get along with 和～一起

fight 吵 ( 打 ) 架
Hillary 老師的小叮嚀！

朋友是｀Friend´，好朋友是｀Close friend´，男生之間也常說｀Buddy´，在
網路或 SNS 上也會用｀Bestie´來表示｀超級好朋友´。例如：“These are my
besties!＂（這是我最好的朋友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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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Let’s have snacks.
讓我們來吃點心

I want some snacks.

我想要一些點心。

Go wash your hands first.

你先去洗手。

Wow! Grapes!

哇！是葡萄！

These grapes are so good!

葡萄好好吃！

I want some cookies, too.

我也想吃一些餅乾。

After finishing these.

先吃完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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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by

I want some snacks.

我想吃一些點心。

mom

You already had some.

你剛剛吃過了。

baby

I want some more.

我還想再吃。

mom

Not anymore today.

今天不行再吃了。

baby

Just a little more, please.

一點點就好，拜託。

mom

You can have some apples
though.

那你可以吃一點蘋果。

自己用。

Help yourself.

和弟弟(妹妹)分享。

Share with your brother(sister).

一個一個吃。

One at a time!

來喝牛奶吧！

Let’s drink some milk.

相反詞

already 已經

yet 還沒
Hillary 老師的小叮嚀！

美國家庭大部分都給孩子什麼點心？
蝴蝶圈餅 Pretzel, 甜甜圈 Donut, 起司棒 Cheese stick, 冰淇淋 Ice cream, 餅乾
Cookie, 薯條 Potato chips, 爆米花 Pop corns, 馬芬蛋糕 Muﬃn, 堅果 Nuts, 果乾
Dried fru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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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Let’s go for a ride.
搭車去吧！

Can I sit in the front seat?

我可以坐在前座嗎？

Little children can’t.

小孩子不行。

I’m big enough now.

我現在夠大了。

Not yet, honey.

還不行，寶貝。

Okay, mom. I’ll sit in the
back(seat).

OK，媽媽，我會坐在
後座。

I’ll play your favorite songs.

我會放你喜歡的音樂。

u 你還小＂這句的英文是“You're still a little
girl(boy).＂，但因為這句話可能會傷害孩子
的自尊心，所以不常使用，多用“Not yet
,honey.＂（還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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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by

Are we there yet?

快到了嗎？

mom

Not quite but almost.

還要再一下。

baby

I’m getting sick.

我暈車了。

mom

Drink some water, honey.

喝點水，寶貝。

baby

Would you roll the
windows down?

你可以搖下窗戶嗎？

mom

Sure, get some fresh air.

當然，呼吸點新鮮空氣。

坐好。

Sit still.

前座很危險。

It’s dangerous to sit in the front.

小心開車。

Drive safely.

不要把手伸出窗外。

Don’t put your hand out of
the window.

相反詞
相反詞

dangerous 危險

safe 安全
Hillary 老師的小叮嚀！

很多人搭車會暈車吧？｀暈車´的英文是｀motion sickness´，但“我暈車了＂
要說“I'm getting sick.＂會比較自然。順便一提，有時差是｀jet l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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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What do you want?
你想要什麼？

What do you want?

你想要什麼？

Corn chips and cookies.

玉米片和餅乾。

You can only choose one.

你只能選一個。

I want these two.

我兩個都想要。

You already promised to buy
only one.

你已經答應我只買一個。

Oh, then I’ll have corn chips.

噢，那我要玉米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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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m

Let’s go get a cart.

我們去拿推車吧！

baby

I’ll go get it.

讓我來。

mom

No! You can’t, honey!

不行，你不可以，寶貝！

baby

I’m all grown up.

我已經長大了。

mom

Maybe later, when you
grow bigger.

也許以後吧，等你再大一
點！

baby

I can do it!

我可以（做到）的！

我們家裡已經有了。

We already have it at home.

這個太貴了。

It’s too expensive.

這個在特價。

It’s on sale.

我要坐在推車上。

I’ll sit on the cart.

相反詞

grown-up 大人

little child 小孩
Hillary 老師的小叮嚀！

我們常說“不能太貪心＂，這句話的英文是“Don't be greedy.＂，但在美國不常
這麼說，而是會說“Be thankful for what you have.（要感謝你擁有的）＂，這種正
面思考對人格教育也會有助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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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常用的短句卡

看著我（媽媽）。

你來選一個。

坐好。

和朋友好好相處。

小心陌生人。

該去睡覺了。

現在我很忙。

讓我抱一個。

等一下。

親我一下。

不要欺負她。

晚安。

牽我的手。

要有禮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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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常用的短句卡

Good morning!

I'm sleepy.

I'm hungry.

I'm full.

Give me some water.

I have a stomachache.

I need to go pee.

I don't want to eat.

I'll do it myself.

Anything else.

I'm bored.

It's too much.

Play with me!

I don't like veget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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