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烏日區喀哩國小英語日教室英語暨生活英語句型及延伸單字內容(I) 

H: 高年級  M：中年級 
H1 教室英語句型 

How do you say ___ in English? 
鉛筆 的英文怎麼說? 

A : How do you say 鉛筆 in English ?  

鉛筆的英語怎麼說？ 

B : It's pencil. 是 pencil。 

延伸單字 

pencil  鉛筆 eraser    橡皮擦    

ruler   尺 pencil box 鉛筆盒    

H2 教室英語句型 

Can I drink some water, please? 

我可以喝些水嗎? 

1. Excuse me, teacher. Can I drink some 

water? 老師，請問我可以喝水嗎? 

2. Time for lunch. Go wash your hands, please.   

午餐時間到了，請去洗手。 

延伸單字 

drink some water 喝水 

wash your hands 洗手 

take out the trash 丟垃圾 

H3 教室英語句型 

May I go to the bathroom?  我可以上廁所嗎? 

A : Excuse me, teacher. May I go to the 

bathroom?   老師，請問我可以去上廁所嗎？ 

B: Yes, you may. 可以。 

延伸單字 

bathroom 洗手間 come in 進來 

open/close the window 打開/關 窗戶 

turn on/turn off the fan 打開/關掉 電風扇 

H4 教室英語句型 

Listen to the teacher. 仔細聽老師說。 

Any questions? 有其他問題嗎? 

Be quiet! Listen to the teacher. 安靜！仔細聽老師說。 

Now, finish workbook U4. Any questions? 

現在，完成習作 U4。有任何問題嗎？ 

延伸單字 

listen 聽 finish 完成 

any 任一個 question 問題 

H5 教室英語句型 

Speak in English. 說英文 

Answer the questions. 回答問題 

A: Class, please answer the questions. 

B: 老師，我想要上廁所. 

A: Speak in English, please. 請用英文說。 

B: May I go to the bathroom?  
延伸單字 

Speak 說 Answer 答案/回答 

Chinese 中文 Korean 韓文 Japanese 日文 

M1 教室英語句型 

Hello. 哈囉。  Good morning. 早安。 

1. Good afternoon.午安 2. Good evening. 晚安 

3. A: Time for bed. 睡覺時間到了。   

B: Good night.晚安。 

延伸單字 

Hi. 嗨 afternoon 下午 

evening 傍晚 night 夜晚 

a.m. 上午(中午之前) p.m. 下午(中午之後) 

M2 教室英語句型 

Stand up. 站起來。Sit down.  坐下。 

How are you? 你好嗎？ 

1. Stand up, please. 起立。 

2. Sit down, please. 坐下。 

3. A: How are you?  你好嗎？ 

B: I’m ___great___. 我很好。 

延伸單字 

please 請 great 很棒的 

angry 生氣的 not so good 不太好 

sad 難過的 hungry 飢餓的 

M3 教室英語句型 

Listen. 聽   Look. 看  Pay attention. 注意 

1. Attention! Listen, look and be quiet.  
注意。聽、看，並且安靜。 

2. You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your spelling. 
你應該留心你的拼字。 

延伸單字 

Listen to me. 聽我這邊 Look at me. 看著我 

spelling 拼字  

M4 教室英語句型 

No talking.不說話  Be quiet. 安靜 

1. No talking, please. 請不要說話。 

2. Be quiet, please! Teacher is speaking. 
請安靜。老師正在說話。 

延伸單字 

I’m sorry. 我很抱歉。  

No smoking 不抽煙 

No drinking 不飲(食) 

M5 教室英語句型 

Take out your book.  
把書拿出來。 

Take out your English book, and put away 

other books.  
把書拿出來，並且收拾其它的書。 

延伸單字 

put away 收起來 workbook 習作 

notebook 筆記本 Folder資料夾/檔案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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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烏日區喀哩國小英語日教室英語暨生活英語句型及延伸單字內容(II) 

H: 高年級  M：中年級 
H1 教室英語句型 

May I sharpen my pencil? 
我可以削鉛筆嗎？ 

A: Excuse me. May I sharpen my pencil?  
請問，我可以削鉛筆嗎？ 

B: Yes, you may. 可以。 

延伸單字 

sharpen a pencil 削鉛筆 

borrow an eraser 借橡皮擦 

pencil sharpener 削鉛筆機 

H2 教室英語句型 

Don't be late.  不要遲到。 

Sorry, I'm late.  很抱歉，我遲到了。 

English class is at 10:30. Don’t be late. 

英語課在 10:30。不要遲到了。 

延伸單字 

music class 音樂課 math class 數學課 

PE class 體育課 Chinese class 中文課 

computer class 電腦課 science class 自然課 

H3 教室英語句型 

Excuse me. What page are we on? 
請問。我們在哪一頁？ 

A: Excuse me. What page are we on? 
請問，我們在哪一頁？ 

B: We’re on page 25.   我們在第 25頁。 

延伸單字 

Excuse me. 請問。 page 頁數 

what 什麼  

H4 教室英語句型 

Double check your answers. 
再檢查一次答案。 

A: After finishing your quiz sheet, remember 

double check your answers. 完成你的小考卷後，

記得再檢查一次答案。 

B: OK. 好的。 

延伸單字 

double 兩倍的；加倍的 check 檢查 

answer 答案  

H5 教室英語句型 

Please work in groups. 
請以組別為單位做討論。 

Four people in a group. Please work in groups. 

四個人為一個單位，請以組別為單位做討論。 

延伸單字 

work 工作 in pairs 兩人一組 

group 團體；組別 cooperation 合作 

 

M1 教室英語句型 

Are you ready? 
你準備好了嗎？ 

1. Are you ready? Yes. We are ready. Go! 
你準備好了嗎？ 是的。我們準備好了。開始！ 

2. Time’s up. Stop. Go back to your seat. 
時間到。停止。請回到你的座位。 

延伸單字 

Go. 開始。 Stop. 停止。 

Yes. / No. 是/不是。 Time’s up.時間到。 

M2 教室英語句型 

Read aloud.  
朗讀大聲一點。 

Everyone, let’s read. Read aloud, please.  
一起讀一讀。請讀大聲一點。 

Keep it down, please.  請小聲一點。 

延伸單字 

write 寫 spell 拼字 

sing 唱歌 Keep it down. 小聲一點 

M3 教室英語句型 

Let’s count. 
一起來數數。 

Let’s count. One, two, three… ten. 

大家一起來數數吧。一、二、三…十。 

Let’s take a quiz. 讓我們來考試吧。 

延伸單字 

match 連連看 color 上顏色 

draw 畫一畫 play 玩 

Take a quiz/test/exam. 來考試。 

M4 教室英語句型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 

A: How do you say “cat” in Chinese? 

   cat的中文怎麼說？ 

B: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 

延伸單字 

Don’t= do not. (不) know 知道 . 

I know. 我知道。 I see. 我了解。 

M5 教室英語句型 

Circle the word “cat.”  

把「cat」這個字圈起來。 

Circle the word “dog.”把「dog」這個字圈起來。 

Cross out the word “dog.”把「dog」這個字打叉。 

延伸單字 

write down寫下來。 cross out 打叉 

spell 拼字 point to 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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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烏日區喀哩國小英語日教室英語暨生活英語句型及延伸單字內容(III) 

H: 高年級  M：中年級 
H1 教室英語句型 

Do your homework. 寫作業 

Finish your work. 完成作品 

1. Remember to do your homework at home. 
記得回家寫作業。 

2. Please finish your work in art class.  
請在美勞課上完成你的作品。 

延伸單字 

do  寫 finish 完成 

homework 回家作業 work 作品 

H2 教室英語句型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 

I don’t understand. 我不了解。 

A: Who is he? 他是誰？ 

B: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 

A: Do you understand? 你了解了嗎？ 

B: Yes, I do. 是的，我了解了。 

延伸單字 

do not = don’t 不…… who 誰 

know 知道 understand 了解 

H3 教室英語句型 

Bring your supplies.  攜帶你的用具。 

A: Remember to bring your supplies for art class 

tomorrow. 記得明天美勞課攜帶你的用具。 

B: Do we need crayons or watercolor? 
  我們需要帶蠟筆或是水彩嗎？ 

A: Yes. 是的。 

延伸單字 

bring 攜帶 supplies 用品 

crayon 蠟筆 watercolor 水彩 

H4 教室英語句型 

Don’t cheat. 不要作弊。 

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 誠實為上策。 

A: It’s time for test. Don’t cheat. 
  考試時間到了。不要作弊。 

B: Sure. 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 
  當然。誠實為上策。 

延伸單字 

cheat 欺騙 ; 作弊 best 最棒的 

honesty 誠實 policy 政策 

H5 教室英語句型 

Help each other.  互相幫忙。 

Please discuss together and help each other to 

finish the work. 請一起討論並互相幫忙完成作品。 

延伸單字 

help    幫忙 each other 互相 

discuss  討論 together 一起 

M1 教室英語句型 

Good bye. 再見。 

See you. 再見。 

A: Good bye. 再見。 

B: See you. 再見。 

延伸單字 

See you later.  待會見。 

See you next time. 下次見。 

See you next Friday. 下星期五見。 

M2 教室英語句型 

This is for you.  
這個給你。 

A: This is for you. 這個給你。 

B: Thank you. 謝謝。 

A: You’re welcome. 不客氣。 

延伸單字 

for you 給你 Thanks. 謝謝 

welcome 歡迎 Thanks a lot. 多謝。 

Thank you very much. 非常感謝。 

M3 教室英語句型 

Come to the board. 
來到黑板前。 

A: Any volunteers? 有自願者嗎？ 

B: Me. 我。 

A: Come to the board, please. 請來到黑板前。 

延伸單字 

clean 清理 board 黑板 

write on寫在… stage 講台 

volunteer 自願者  

M4 教室英語句型 

May I speak Chinese? 
我可以說中文嗎？ 

May I speak Chinese? 我可以說中文嗎？ 

May I speak Japanese? 我可以說日文嗎？ 

延伸單字 

English 英語 Japanese 日文  

German 德語 Spanish 西班牙文 

Korean 韓文 Vietnamese 越南語 

M5 教室英語句型 

David, wake up! 大衛，該醒來了！ 

A: David, wake up! 大衛，該醒來了！ 

B: Ok. 好的。 

延伸單字 

wake 醒來 Get up. 起床。 

Go to sleep. 去睡覺。 Go to bed. 去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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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烏日區喀哩國小英語日教室英語暨生活英語句型及延伸單字內容(IV) 

H: 高年級  M：中年級 
H1 教室英語句型 

May I borrow your pencil? 我可以跟你借筆嗎? 

A: May I borrow your pencil?  
我可以跟你借筆嗎？ 

B: Of course. Here you are. 
當然可以。你要的東西在這裡。 

延伸單字 

borrow 借入 Of course. 當然可以。 

lend 借出 scissors 剪刀 glue 膠水 

H2 教室英語句型 

What does ruler mean? Ruler的意思是什麼? 

A: What does ruler mean? Ruler的意思是什麼? 

B: It means 尺。 它的意思是「尺」。 

延伸單字 

mean 意思 ruler 尺 

stapler 訂書機 stamp 印章/郵票 

H3 教室英語句型 

I can’t remember.    我不記得了。 

Please take a note for this lesson.  
請為這課做筆記。 

Mind map is a kind of note-taking skills. 
心智圖筆記技術的一種。 

延伸單字 

remember 記得 forget 忘記 

note-taking 筆記 mind map 心智圖 

skill 技術  

H4 教室英語句型 

Open your book. Turn to page 10.  

打開課本。 翻開課本到第 10頁。 

A: Now, take out your English book.  
現在，拿出你的課本。 

A: Open your book. Turn to page 10.  

打開課本。 翻開課本到第 10頁。 

延伸單字 

open 翻開 turn to 翻到 

page 頁 workbook 習作 

H5 教室英語句型 

May I turn in my homework tomorrow? 
請問我可以明天再交作業嗎？ 

A: Excuse me, teacher. May I turn in my 

homework tomorrow?  

老師，請問我可以明天再交作業嗎？ 

B: Sure. But don’t be late again.  
當然。但不要再遲交囉。 

延伸單字 

turn in 繳交 homework 作業  

tomorrow 明天 yesterday 昨天 

today 今天 late 遲到 

M1 教室英語句型 

Come here. 
到這邊來。 

Come here, David. 大衛，來這邊。 

Go over there David. 大衛，去那邊。 

延伸單字 

come 來 here 這邊 

there 那邊  

M2 教室英語句型 

Open/close the door.  

開/關門。 

David, could you open the door? 

David，可以請你開門嗎？ 

David, could you turn on the fan? 

David，可以請你開電扇嗎？ 

延伸單字 

door 門 window 窗戶 

book 書 pencil box/case 鉛筆盒 

turn on 開(開關) turn off 關(開關) 

M3 教室英語句型 

Think about it.  
想一想。 

Class, think about it and ask a question. 
同學們，想一下並且問一個問題。 

延伸單字 

think 想 ask 問 

about 關於 question 問題 

M4 教室英語句型 

Do we have homework today? 
我們今天有作業嗎？ 

A: Excuse me, teacher. Do we have homework 

today? 老師，請問我們今天有作業嗎？ 

B: Of course. Please finish the workbook P10. 

當然。請完成習作第 10頁。 

延伸單字 

have 有 homework 作業 

today 今天 tomorrow 明天 

yesterday 昨天 Of course. 當然。 

M5 教室英語句型 

Can you help me? 

你可以幫我嗎? 

A: I can’t find my pencil. Can you help me? 
我找不到我的筆。你能幫我嗎？ 

B: Sure. 當然。 

延伸單字 

help 幫忙/救命 do a favor 幫忙 

find 找 sure 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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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烏日區喀哩國小英語日教室英語暨生活英語句型及延伸單字內容(V) 

H: 高年級  M：中年級 
H1 教室英語句型 

Can you spell Sunday, please? 

可以請你拼 Sunday這個單字嗎? 

A: Can you spell Sunday, please? 

  你會拼 Sunday這個單字嗎？ 

B: It’s S-U-N-D-A-Y. 它是 S-U-N-D-A-Y。 

延伸單字 

spell 拼字 Sunday 星期日 

word 單字 Saturday 星期六 

H2 教室英語句型 

It’s time to finish the exercise. 
該是完成這題練習的時候了。 

It’s time to finish the exercise. 
該是完成這題練習的時候了。 

延伸單字 

time 時間 exercise 練習題 

finish 完成 sleep 睡覺 

H3 教室英語句型 

See you tomorrow. 
明天見 

A: That’s all for today. See you tomorrow. 
   今天到此為止。明天見。 

B: Good bye, teacher. See you next time. 
  老師再見。下次再見。 

延伸單字 

tomorrow 明天 Monday 星期一 

next time 下一次 See you. 再見 

next week 下週 next Tuesday 下週二 

H4 教室英語句型 

Have a nice day. 
祝你有美好的一天 

A: Tomorrow is Sunday. We are going to go 

camping. 明天是星期日。我們將要去露營。 

B: Sounds great. Have a nice day.  
聽起來不錯。祝你有美好的一天。 

延伸單字 

nice 很棒的 weekend 周末 

family 家人 go camping 露營  

H5 教室英語句型 

When is the quiz/midterm/final? 

小考/期中考/期末考是何時呢？ 

A: Excuse me, teacher. When is the midterm? 
  老師請問一下。期中考是何時呢？ 

B: It’s on April 18th and 19th. 是 4/18及 4/19。 

延伸單字 

when 何時 quiz 小考  

midterm 期中考 final 期末考 

April 四月 18th (eighteenth)第18日 

M1 教室英語句型 

Time’s up.    時間到。 

A: Time’s up. Are you done? 
  時間到。你完成了嗎？ 

B: Yes. I am done. 是的。我完成了。 

延伸單字 

done 完成 finish 完成 

time 時間  

M2 教室英語句型 

Excuse me. 請問；不好意思。 

Here you are. 你要的東西在這。 

A: Excuse me, would you pass the paper? 
  不好意思，可以將紙張傳下來嗎？ 

B: Here you are. 你要的東西在這。 

延伸單字 

excuse 藉口 pass 傳遞 

here 這邊 there 那邊 

M3 教室英語句型 

Can you repeat please? 
你可以再重複一次嗎? 

A: What’s your phone number? 
   你的電話號碼是幾號？ 

B: It’s 2335-995. 

A: You’re too fast. Can you repeat please? 
   你說得太快了。你可以再重複一次嗎？ 

B: It’s 2-3-3-5-9-9-5. 
延伸單字 

repeat 重複 hone number 電話號碼 

again 再一次 smart phone 智慧手機 

M4 教室英語句型 

Please line up. 請排隊。 

It’s your turn. 輪到你了 

Please line up. 請排隊。 

Come here. It’s your turn. 到這邊來。輪到你了。 

延伸單字 

line 線 turn 轉動 

take turn 輪流 turn on/off 開/關(開關) 

M5 教室英語句型 

Come and join us.  
一起來加入我們吧！ 

A: David, come and join us.  

David, 一起來加入我們吧！ 

B: OK! I’m coming. 好的！我來了。 

延伸單字 

come 來 join 參加 

us 我們(受格) me 我(受格) 

him 他(受格) her 她(受格) 

them 他們(受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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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烏日區喀哩國小英語日教室英語暨生活英語句型及延伸單字內容(VI) 

H: 高年級  M：中年級 
H1 教室英語句型 

Is this correct? 這樣正確嗎? 

A: Write down the word “shoes.” 寫下 shoes這

個單字。 

B: Is this correct? 這樣對嗎？ 

延伸單字 

correct 正確的 incorrect 不正確的 

write down 寫下 correction tape 修正帶 

H2 教室英語句型 

I forgot to bring my workbook. 
我忘記帶習作簿。 

A: I’m sorry. I forgot to bring my workbook. 
  我很抱歉。我忘記帶習作簿。 

B: It’s OK. Remember to bring it next time. 
  沒關係。記得下次要帶來。 

延伸單字 

sorry 抱歉 forget 忘記 

bring 帶(來) remember 記得 

folder 檔案夾 Don’t forget.不要忘記。 

H3 教室英語句型 

I spilled my drink. I need to mop the floor. 
我弄灑了飲料。我需要去拖地。 

A: I spilled my drink. I need to mop the floor. 
  我弄灑了飲料。我需要去拖地。 

B: The mop is right there.  拖把就在那邊。 
延伸單字 

spill 溢出；濺出 drink 飲料 

mop 拖把；拖(地) floor 地板 

sweep 掃(地) need to 需要 

H4 教室英語句型 

Speak louder, please.  請說大聲一點。 

A: Teacher, may I go to the bathroom? 
  老師，我能去上廁所嗎？ 

B: I can’t hear you. Can you speak louder, 

please?  我聽不太到，能請你說大聲一點嗎？ 

延伸單字 

louder 大聲一點 hear 聽到 

Keep your voice down. 小聲一點。 

keep it down. 小聲一點。 

H5 教室英語句型 

Which book do we need?  
我們需要哪一本書？ 

A: Which book do we need? 我們需要哪本書？ 

B: We need Dialect books. 我們需要本土課本。 

延伸單字 

which 哪一個 need 需要  

workbook 習作 folder 資料夾 

 

M1 教室英語句型 

You are right. 你是對的。 

A: Is this right? 這是對的嗎？ 

B: You are right. 你是對的。 

C: I'm not so sure. 我不太確定。 

延伸單字 

right 對的 sure 確定 

You are right. 你是對的。 

I'm not so sure. 我不確定。 

M2 教室英語句型 

Can I go out and wash my hands?  

我能出去外面洗手一下嗎? 

A: Can I go out and wash my hands? 

我能出去外面洗手一下嗎? 

B: Yes, you can. 好的，你可以。 

延伸單字 

go out 去外面 wash 清洗 

hand(s) 手 face 臉 

M3 教室英語句型 

Try again.   再試一次。 

A: Teacher, is my answer right? 
   老師，我的答案對嗎? 

B: Good try. But, try again.  
很棒的嘗試哦。但再試一次看看。 

延伸單字 

Never mind. 沒關係，算了。 

I think so. 我是這麼認為的。 

M4 教室英語句型 

Speak slowly, please. 

請說慢一點。 

A: I don’t understand. Can you speak slowly, 

please? 
我不太了解。可以請你說慢一點嗎？ 

B: Sure. 當然。 

延伸單字 

speak 說 fast 快速的 

slowly 慢慢地 quickly 快速的 

M5 教室英語句型 

See you tomorrow. 
明天見 

A: That’s all for today. See you tomorrow. 
   今天到此為止。明天見。 

B: Good bye, teacher. See you next time. 
  老師再見。下次再見。 

延伸單字 

tomorrow 明天 Wednesday 星期三 

next time 下一次 See you.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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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烏日區喀哩國小英語日教室英語暨生活英語句型及延伸單字內容(VII) 

H: 高年級  M：中年級 
H1 教室英語句型 

When is the homework for?  
這項作業什麼時候交? 

A: When is the homework for? 這項作業何時交? 

B: We have to hand in the homework next 

Monday.  我們需要在下星期一時交作業。  

延伸單字 

when 什麼時候 exam 考試 

hand in 繳交 handout 講義 

H2 教室英語句型 

Can you play the CD again, please? 

可以請你再播CD一次嗎? 

A: Let’s sing this song together.  
   讓我們一起來唱這首歌吧。 

B: Excuse me, I can’t hear the CD. Can you 

play the CD again, please? 

  我聽不到 CD的聲音。可以請你再播一次嗎? 

延伸單字 

hear 聽見 sing 唱歌 

CD player CD播放器 together 一起 

H3 教室英語句型 

Can you explain that again? 
可以請你在解釋一次嗎? 

A: This question is too difficult. Can you explain 

that again? 這問題太難了。可以再解釋一次嗎? 

B: All right, no problem.  好的，沒問題。 

延伸單字 

explain 解釋 difficult 困難的 

all right 好的 no problem沒問題 

H4 教室英語句型 

How do you pronounce this word? 

這個單字怎麼發音? 

A: How do you pronounce this word? 

這個單字怎麼發音? 

B: “Po-pu-lar” 
延伸單字 

pronounce 發音 popular 受歡迎的 

spell 拼字 

H5 教室英語句型 

Pass your test sheets to the front.  
將試卷往前傳。 

Pass your test sheets to the front.  
將試卷往前傳。 

Pass your homework to the front.  
將作業往前傳。 

延伸單字 

pass 傳遞 test sheet 試卷 

front 前面 homework 作業 

M1 教室英語句型 

Can you speak louder, please? 

請你說大聲一點？ 

Can you keep your voice down?  
可以請小聲一點嗎？ 

延伸單字 

speak 說 louder 大聲一點 

Keep your voice down. 請小聲一點。 

Lower your voice. 請小聲一點。 

M2 教室英語句型 

Hurry up! 快一點！ 

A: Hurry up! 快一點！ 

B: Wait a minute. 等一下。 

  (Wait a second. = Wait a moment.) 
延伸單字 

hurry趕緊；匆忙 wait 等待 

minute 分鐘 second 秒 

hour 小時 moment 時刻 

M3 教室英語句型 

I guess… 我猜…   

I think…  我想… 

A: I guess… It’s an eraser. 我猜…它是橡皮擦。 

B: I think… It’s a marker.  我想…它是麥克筆。 

延伸單字 

guess 猜 think 想  

put 放 marker麥克筆 

M4 教室英語句型 

Well done! 非常棒! 

A: You did a good job. Well done!  
你做得很好。非常棒！ 

B: Thank you.謝謝。 

延伸單字 

Fantastic! 

非常棒! 

Good job! 

非常棒! 
Outstanding!  Wonderful! 

Very Good! Excellent! 

Great!  

M5 教室英語句型 

Jerry is not here today.   

Jerry 今天沒有來上學。 

A: Let’s take the roll call. Jerry? 點名了。Jerry呢? 

B: Jerry is not here today.  

Jerry 今天沒有來上學。 

A: How come? 為什麼呢？ 

B: He’s sick. 他生病了。 

延伸單字 

here 這裡 absent 缺席 

present 出席/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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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烏日區喀哩國小英語日教室英語暨生活英語句型及延伸單字內容(VIII) 

H: 高年級  M：中年級 
H1 教室英語句型 

Can you step aside, please? 
可以請妳站旁邊一點嗎? 

A: I can’t see the words on the board. Can 

you step aside, please? 我看不到黑板的字。可以

請你站旁邊一點嗎？ 

B: sure. 好的。 

延伸單字 

step 腳步 aside 在~旁邊 

board 黑板 sure 當然 

H2 教室英語句型 

I forgot my notebook at home. 
我把筆記本放在家裡，忘了帶來。 

A: Could I borrow your notebook?  
可以借我你的筆記本嗎？ 

B: Oops! I forgot my notebook at home. 
  糟糕！我的筆記本在家裡，忘了帶。 

A: Never mind. 沒關係，不要在意。 

延伸單字 

forget 忘記 notebook 筆記本 

never mind 不要在意 at school 在學校 

H3 教室英語句型 

What is the homework? 
回家作業是什麼? 

A: What is the homework? 回家作業是什麼? 

B: It’s an essay. Topic is “My favorite lesson”.  
是寫一篇文章。主題為「我最喜歡的課。」 

延伸單字 

essay 文章 topic 主題 

favorite 最喜歡的 lesson 課 

H4 教室英語句型 

I was absent on the English class. 
我英語課缺席。 

A: Do you remember the time of English exam 
   你記得英語考試時間嗎？ 

B: No. I was absent on English class. 
  不。我那天英語課不在。 

延伸單字 

absent 缺席 present 出席 

class 課；班級 remember 記得 

H5 教室英語句型 

I’m not so sure.    我不太確定。 

A: When is PE class? 體育課是幾點？ 

B: I’m not so sure. Let me check the schedule. 
我不太確定。讓我確認一下課程表。 

延伸單字 

PE 體育課 sure 確定 

check 確認 schedule 課程表 

M1 教室英語句型 

Thank you teacher, see you next time. 
謝謝老師，下次再見。 

A: Thank you teacher, see you next time. 
   謝謝老師，下次再見。 

B: Have a nice day.  祝福有美好的一天。 

延伸單字 

Thank you.謝謝 next time 下次 

nice day 美好的一天 weekend 週末 

next Thursday 下個星期四 Friday 星期五 

M2 教室英語句型 

Let’s practice one more time. 
讓我們再練習一次。 

A: Let’s practice one more time. 
讓我們再練習一次。 

B: OK. 好的。 

延伸單字 

Let’s= Let us 讓我們 practice 練習 

one more 再一次 time 次/ 時間 

M3 教室英語句型 

Give her/him a big hand. 

請給她/他掌聲鼓勵。 

Wow! David did a good job. David做得很好。 

Class, give him a big hand. 請給他掌聲鼓勵。 

延伸單字 

give 給 her 她(受格)  

him 他(受格) big hand掌聲鼓勵 

M4 教室英語句型 

Teacher, I am not feeling well. 
老師，我覺得身體不舒服。 

A: Teacher, I am not feeling well. 
老師，我覺得身體不舒服。 

B: Would you like to go to the Health Center? 
  那你要去健康中心嗎？ 

延伸單字 

feel 感覺 well 很好 

sick 生病的 not so good 不太好 

sore throat 喉嚨痛 Health Center 健康中心 

M5 教室英語句型 

Raise your hands. 
舉手。 

Any questions? Raise your hands, please. 

有任何問題嗎？請舉手。 

延伸單字 

raise  舉起 put down 放下 

any 任何的 question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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