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序   004

推薦序   006

1
2

3

1.1 十大台式英文金榜   012

1.2 趣味標示學英文      015

2.1 百大句型常錯金榜   024

2.2 句型對話來找碴      043

3.1 百大單字常錯金榜   062

3.2 生活酷字大集合      083

目錄 



棒球用語   158

籃球用語   163

足球用語   167

C TNETNO S

4
4.1 十大發音常錯金榜   108

4.2 矯正你的台客腔      111

5.1 英語腦筋急轉彎   132

5.2 笑話猜謎英語通   145

全  民  瘋  運  動 必備單字

5



拒當英語台客12

1.1 十大台式英文金榜

                        Wrong ( X )                   Right ( O )

  1.  Merry X'mas Merry Xmas（聖誕快樂）

　　常看見耶誕卡上印著 Merry X'mas，其實這是不正確的。因為 X 其實是來自希臘

文 Christ 的縮寫，語言發展成英語系後，就有人索性將 Christmas 寫成 Xmas。因為 

Xmas 是希臘文和英文的混合體，而非一個正式用法的英文字，當然就不可以加上撇

號成為 X'mas 囉！

  2.  AM 10:00 10:00 a.m.（早上十點）

　　很多人都不知道時間的正確寫法喔。實際上，a.m. 是 ante meridiem (=before 

noon) 的縮寫，而 p.m. 是 post meridiem (=after noon) 的縮寫，而且英文 a.m. 和 

p.m. 的位置，應該要在數字的後面而不是前面，下次要記住喔！

  3.  bitch（母狗） beach（海灘）

　　這兩個字的發音要特別當心，不然可會惹上麻煩。beach [bit]] 的母音是長母音 

[i]，而 bitch [b6t]] 的母音是短母音 [6]，由於 bitch 這個字是比較不雅的粗口，萬一

你不小心把長音發成短音，可能會被誤解成在辱罵對方，一定要小心才是。

  4.   find（找到） look for（尋找）

　　很多人會錯用 find 來代表「找東西」，如：I am finding my key.，但其實 find 

的意思是「找到、發現」，在沒有找到以前，並不適合用這個動詞。當只是要表達

「尋找」這個動作時，應該用的是 look for 這個片語。 

  5.  cancer（腫瘤） cancel（取消）

　　當我們想取消約會時，經常會說成 I want to "cancer" it.，這樣的誤唸常鬧出笑

話，因為這兩個單字雖然前面的發音都一樣，但後面的尾音，一個是 cancer [0] ，

導讀篇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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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個卻是 cancel [y]，兩個字的意思也是天差地遠，千萬別唸錯囉！

  6.  person（人） percent（百分率）

　　我常聽到有人把 30%，用台式英文唸成 30「爬仙」，好一點的會唸 30 person 

[`p-sx]，但就是唸不出正確的 percent [p0`s5nt]，怎麼會這樣呢？其實問題就出在 

percent 這個字的重音是在第二個音節，記得這一點就不會出錯。

  7.  pizza [`pis4] pizza [`pits4]（比薩）

　　pizza 的發音，常常會有人唸成 [s]，也就是類似注音符號「ㄙ」的發音，這是

因為多少受到中文唸法「比薩」的影響。實際上正確的唸法應該是 [`pits4]，其中 [t] 

和 [s] 連在一起時的發音，有點像注音符號的「ㄘ」，需要多練習才能發得正確。

  8.  one by one（一個一個） one-on-one（一對一）

　　我們常聽到所謂「一對一」的家教，你知道英文該怎麼說嗎？其實正確的說法

是 one-on-one，而不是許多人以為的 one by one，因為 one by one 是指一個一個來

，也就是 take turns（輪流）的意思，雖然只是介系詞的不同，但意思差很多喔！

  9.  Don't you like chocolate?（你不喜歡巧克力嗎？）

  Yes, I don't.（是，我不喜歡。） No, I don't.（是，我不喜歡。）

　　這句英文該怎麼回答呢？很多人都會把它翻成中文再回答，所以往往很容易答

錯，答成 "Yes, I don't."（是的，我不喜歡）。但其實沒那麼複雜，英文的 Yes / No 

問句可是單純的很，若你的答案是否定的，就回答 "No, I don't."，是肯定的就回答 

"Yes, I do."。不會有先否定再肯定、或是先肯定再否定，這類矛盾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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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conform（遵照） confirm（確認）

　　I'd like to confirm my reservation.（我想確認預訂狀況），這句話在預訂房間或

餐廳時非常有用，但發音的問題卻常造成誤解。因為 confirm 是 [-] 的捲舌音，比較

不容易發得正確，很多人會自動發成 conform [7r]，這可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個單字。

想發得正確，可以先念 bird [b-d]，用那個 [-] 音發 confirm 就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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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	 (	X	)	CAREFULLY	SLIP.

	 (	O	)	CAUTION!	WET	FLOOR!

　　經常在百貨公司或捷運站，當清潔人員拖完地板時，會放上「小心滑倒」的標

牌，但是這裡的英文標示，意思是叫人「請小心地滑倒」，豈不是詛咒人嗎？如果

要提醒路過的人地板濕滑，可以用	Caution!	Wet	floor!。而要用英文表達「注意您的

腳步」，應該要寫成	Watch	/	Mind	your	step.	才對喔！

		2.	 (	X	)	BUMP	THE	HEAD	CAREFULLY.

	 (	O	)	WATCH	OUT!	DO	NOT	BUMP	YOUR	HEAD.	/	WATCH	YOUR	HEAD.

　　很多地方都有貼心的標語，但是這一句	Bump	 the	head	carefully.，意思是要我

們小心地去撞頭，這⋯⋯這⋯⋯一定很痛吧！正確的提醒應該是	Watch	out!	Do	not	

bump	your	head.，也就是「小心點！不要撞到頭」。

		3.	 (	X	)	HAVE	A	DOG	INSIDE.

	 (	O	)	BEWARE	OF	DOGS.

　　哇！這個標示難道是要請我吃	(have)	狗肉？因為我們常講	have	lunch、have	some	

hamburgers，have	又有著「請你吃」的意思，難怪這個標示會引起誤會啦！如果要說

「有狗，請勿靠近」，英文用	Beware	of	dogs	就	OK	啦！

趣味標示學英文
導讀篇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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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X	)	TOILETS	OF	MAN

	 (	O	)	MEN'S	(ROOM)	

　　toilets	of	man	是指「給人類用的馬桶」，難不成還有	toilet	of	animals，「給動物

用的馬桶」嗎？美國人常暱稱廁所為	 john，而英國人常暱稱廁所為	 loo，以往用	WC	

(Water	Closet)	來表示廁所，但現在已不多見。若是公共廁所，較直接的說法是	 toilet	

/	restroom	/	washroom，正式的說法則是	lavatory。男廁的英文用	men's	(room)	或	(the)	

gents	/	gentlemen	來表達就可以囉！

		5.	 (	X	)	MALE	MAN

	 (	O	)	MEN'S	(ROOM)	

　　咦！？有間廁所的門上寫著	male	man，好奇怪喔！通常在說明性別時，較正式

的說法會是	male	/	female（男／女），但是寫成	male	man，意思是「男的」男人，豈

不是畫蛇添足嗎？一般說來，男廁用	men's	/	(the)	gents	/	gentlemen	來表達，女廁則通

常用	women's	(room)	或	(the)	ladies	來表達就可以了。

		6.	 (	X	)	PLEASE	KEEP	CLEANING.

	 (	O	)	PLEASE	KEEP	CLEAN.

　　通常我們在	keep	後面加上動名詞	(V-ing)	或形容詞，是表示狀態的持續。Please	

keep	cleaning，是要我們繼續打掃嗎？也太累了吧！如果想要說「請保持清潔」，英

文其實應該用	Please	keep	/	stay	clean.，這裡的	clean（乾淨的）	是形容詞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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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X	)	Be	careful	when	going up or taking off the bus.

	 (	O	)	Be	careful	when	getting on or off the bus.

　　在搭公車時看到這個標語，總覺得哪裡怪怪的耶！原來是上下公車的說法出了

問題。明明搭的是公車，卻用了	 taking	off（飛機起飛）！一般而言，搭乘像公車、

火車等大眾交通工具，我們會用	get	on（上車）/	get	off（下車），可別用錯出糗了！

		8.	 (	X	)	NO	PORK

	 (	O	)	NO	PARKING

　　饒了我吧！怎麼會在路旁看到	NO	PORK（沒有豬肉）的標示呢？其實大家都猜

想得到這應該是想說禁止停車	 (NO	PARKING)	才對。英文拼字雖然只差一點點，但

是這意思可就相差十萬八千里了呢！

		9.	 (	X	)	AM	8:00-PM	20:30

	 (	O	)	8:00	a.m-8:30	p.m.

　　早上八點到晚上八點半，這個標示有什麼問題嗎？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時間的

正確寫法。實際上，這兩個字都是從拉

丁文演變而來的。a.m.	是	 ante	 meridiem	

(=before 	 noon) 	的縮寫，p.m. 	是 	 pos t	

meridiem	(=after	noon)	的縮寫，而且英文	

a.m.	和	p.m.	的位置，應該要在數字的後面

而不是前面。所以早上八點應該寫成	8:00	

a.m.，而晚上八點半則是	8:3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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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X	)	OPEN	TIME

	 (	O	)	OPENING	HOURS

　　許多店家會在門口寫上營業時間，但是英文標示卻不一定正確，像是完全依照

台式說法寫成	open	time，這實在是鬧了大笑話！正確的英文說法是	opening	hours	或

是	business	hours，也就是店面營業的時段。這樣看來，有許多店面的標示是不及格

囉！

11.	 (	X	)	Please	don't	touch	yourself,	let	us	help	you	to	try	out.	Thanks!

	 (	O	)	Please	ask	for	assistance	when	trying	on	items.

　　我沒看錯吧！這個專櫃上的標示寫著	Please	don't	 touch	yourself，是說「不要摸

自己」嗎？實在太好笑了！這裡要表達的是「請勿動手，試戴請由店員協助」，英

文只要用	Please	ask	for	assistance	when	trying	on	items.	就可以了，何必畫蛇添足又詞

不達意！

12.	 (	X	)	More	fresher,	healthier	and	tastier.

	 (	O	)	Fresher,	healthier	and	tastier.

　　這間餐廳打出了新標語，fresher（更新鮮的）、healthier（更健康的）、tastier（

更美味的）英文拼法也都沒問題。咦？最前面的	more	是不是怪怪的啊？more	是用在

音節較長的形容詞，如	more	beautiful（更漂亮的），既然後面的形容詞都自己加上

了	er，再加這個	more	可就真的是多此一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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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X	)	To	abuse	plastic	bag,	please	pay	money	each	2	dollar.	

	 (	O	)	To	avoid	overusing	plastic	bags,	please	pay	2	dollars	each.			

　　「為了濫用塑膠袋，請付錢每個	2	元」，這句標語太奇怪了吧！我想店老闆原

先應該是想寫「為避免濫用塑膠袋，每個酌收	2	元」，但是卻寫成了這句英文用法

有問題、中文意思也不對的句子。overuse	是過度使用的意思，而要避免某件事的發

生，則可以用	avoid	+	V-ing。另外，pay	two	dollars	each	就是	pay	two	dollars	for	each	

plastic	bag	的意思。

14.	 (	X	)	A	VEGETABLE

	 (	O	)	VEGETABLES	

　　Oh!	My	God!	我沒看錯吧！某家餐廳的	buffet	居然提供	A	VEGETABLE，這可會

讓人退避三舍耶！因為	vegetable	有兩種意思，如果當可數名詞使用時，有植物人的

意思，因此	a	vegetable	指的是一名植物人。如果要表達蔬菜的話，通常會用複數的	

vegetables	喔！					

15.	 (	X	)	DISABLED	ELEVATOR

	 (	O	)	ELEVATOR	FOR	THE	DISABLED

　　在捷運站或火車站裡面，都有專為身障人士設置的電梯，是一項相當貼心的設

施。不過看看這英文，可真是會讓人笑翻了，elevator	是電梯，而	disabled	的意思是

「殘障的」，直接加在	 elevator	的前面，難道是在說電梯本身功能不健全，是「殘

障的電梯」嗎？哈哈！正確的說法應該要用	elevator	for	the	disabled	或	elevator	for	the	

handicapped	比較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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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X	)	If	you	are	stolen,	call	the	police	at	once.

	 (	O	)	If	you	have	had	something	stolen,	call	the	police	at	once.

　　又是一句中式英文，這句話意思是「如果你被偷走了，請立刻報警」。哇勒！

有一整個人會被偷走的嗎？要表達「一旦失竊，請立即報警」，英文建議可以用	 If	

you	have	had	something	stolen,	call	the	police	at	once.

17.	 (	X	)	Mind	your	steps.

	 (	O	)	Mind	your	step.

　　這也是在公共場所常見的貼心標示，提醒大家上下樓梯要注意自己的腳步，安

全第一。只不過在台灣經常看到	mind	your	steps、watch	your	steps，都不是正確的

英文，雖然字面上的意思沒有錯，但是問題就出在	 steps。因為正確的說法是	watch	

your	step，這裡的	step	一定要用單數才對喔！

18.	 (	X	)	BE	DANGEROUS.

	 (	O	)	CAUTION!	

　　英文當中經常用	be	加上形容詞，來表達期許的意思，像是	Be	happy.，也就是

「要快樂喔」的意思，但是這個路邊的標語	Be	dangerous.（要危險喔），難道是要

我們不斷處在危險的狀態下嗎？正確的標語，應該要寫	Caution!	（注意），或者	

Danger	/	Dangerous!	也可以喔！

19.	 (	X	)	BEWARE	OF	SAFETY.

	 (	O	)	SAFETY	FIRST.

　　「小心安全」這句話有點奇怪喔？英文當中的	 beware	of（注意）之後，只能

加上會引起危險的人事物，例如：Beware	of	pickpockets!（提防扒手）、Bewar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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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gs!（小心惡犬）。因為	safety（安全）本身並不是會引起危險的人事物，所以不能

接在	beware	of	之後。如果要提醒別人注意安全時，要用	Safety	First（安全第一），

或是用	Watch	out!	/	Look	out!	/	Be	careful!。		

20.	 (	X	)	NEW	OPEN

	 (	O	)	GRAND	OPENING

　　新店開張當然要大大宣傳一下，無論是傳單上或是店門口，都寫上大大的	NEW	

OPEN，這樣才夠熱鬧。等一下！這句英文好像不太對耶！台灣人最常寫的	 New	

Open	或	New	Opening，其實都不是正確的說法，應該要用	Grand	Opening	來表示「開

幕」才對，這裡的	grand	有盛大、隆重的意思喔！

21.	 (	X	)	DRINKING	AND	SHOPPING

	 (	O	)	RESTAURANTS	AND	STORES	/	SHOPS

　　大型商場的標示相當重要，但有些實在是讓人啼笑皆非，就像這句	 Drinking	

and	Shopping，原先是要表達此處有餐廳與商店，結果意思卻是	Shopping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lcohol（請酒醉購物），所以若要標示「餐飲購物」，英文建議可以寫

成	Restaurants	and	Stores	/	Shops。

22.	 (	X	)	ENTERNESS

	 (	O	)	ENTRANCE

　　長這麼大第一次見到這個單字耶！我們都知道	enter	這個動詞表示「進入」，但

是有些商場也太偷懶了，都沒經過查證，就直接在動詞	enter	後面加上	ness，以為這

就是名詞「入口」，真是錯得離譜。購物入口正確的寫法，應該是	entrance	才對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