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

期末演講
學⽣生
劉民晶，古天伯，⽶米安諾

⽼老師
林碧華，洪慎杏，陳亭均，王怡權

民晶: 你好 天伯！我不知道你也來台北了！你是幾點到的？
天伯: 你好！我是今天早上九點到的。︒｡你呢？
民晶: 我也是今天早上九點到的！
天伯: 啊！現在是早上⼗十點半。︒｡所以我們都來了⼀一個半⼩小時了！你坐的那
班⾶飛機舒服嗎？
民晶: 我覺得很舒服！⾶飛機上的早飯很好吃！你呢？
天伯: 我也覺得⾶飛機上的早飯很好吃。︒｡
民晶: 買⾶飛機票，難不難？
天伯: 我買⾶飛機票，不太難。︒｡因為我很早就買⾶飛機票了。︒｡你呢？
民晶: 我不知道。︒｡ 我的機票是我們公司買的。︒｡
天伯: 你是從哪裡來台北的？
民晶: 我是從美國來的。︒｡你呢？
天伯: 我是從印度來的。︒｡現在在你們國家是放假的時候嗎？
民晶: 對啊， 現在是我們的聖誕假期1。︒｡所以很多⼈人去外國。︒｡你呢？
天伯: 現在在我們國家也是放假2的時候。︒｡有的⼈人回家，有的⼈人去外國旅
⾏行。︒｡
1

聖誕假期 : Shèngdàn jiàqī (Christmas holidays)

2

放假 : Fàngjià (holidays)

民晶: 你是⼀一個⼈人來的嗎？你什麼時候回家？
天伯: 對啊！我是⼀一個⼈人來的。︒｡我想明年⼀一⽉月⼆二⼗十五號回家。︒｡你呢？
民晶: 我也是⼀一個⼈人來的。︒｡我要 ⼗十⼆二⽉月⼆二⼗十號回家。︒｡因為聖誕節3我要看
家⼈人。︒｡
天伯: 所以你只在台北⼀一個半星期嗎？
民晶: 對啊！你為什麼來台北？
天伯: 因為我要玩兒，旅⾏行，休息，還要吃很多東西！你呢？
民晶: 我來台北因為我有四個會要開。︒｡可是我有三天可以旅⾏行，休息，還
要買東西。︒｡
天伯: 你明天開會嗎？
民晶: 不是。︒｡我後天開會 。︒｡在臺北，你知道你要去什麼地⽅方嗎？
天伯: 我不知道。︒｡可是，我聽我的朋友說我應該去台北⼀一零⼀一 還有夜市。︒｡
民晶: 你想什麼時候去那些地⽅方？
天伯: 我覺得我可以今天晚上去。︒｡ 我想請你跟我⼀一起去那些地⽅方，怎麼
樣？
民晶: 好啊！我很⾼高興我不是⼀一個⼈人去的。︒｡
天伯: 那麼，現在是⼗十點⼀一刻。︒｡我們還有時間去兩個地⽅方!
民晶: 太好了,你知道不知道我們可以怎麼去？
天伯: 我覺得我們可以坐公⾞車去
民晶: 可是聽說在台北坐公⾞車太難了，怎麼辦？
天伯: 我們可以問那位先⽣生。︒｡你好！
安諾: 你們好，你們想去哪裡？我叫安諾，我是台灣計程⾞車司機4。︒｡
天伯：我們想先去台北101。︒｡
安諾：很好，⾛走吧！
…
安諾 : 我後⾯面的⼤大樓就是台北101。︒｡101是台灣最⾼高的⼤大樓，也是世界5第三
⾼高的！
民晶：噢！很有意思！
天伯：對啊！那這棟⼤大樓為什麼叫101？
安諾：因為有101層樓，⼀一共500多公尺6⾼高
3

聖誕節 : Shèngdàn jié (Christmas)

4

計程⾞車司機 : jìchéngshì sījī (taxi driver)

5

世界 : shì jiè (world)

6

公尺 : gōng chǐ (meters)

民晶：101裡有什麼？
安諾：101裡有很多有名的公司的辦公室。︒｡有⼀一些台灣公司：「HTC,
ASUS」也有外國公司：「GOOGLE, FACEBOOK」。︒｡101裡也有餐廳7，咖啡
館還有百貨公司8。︒｡
天伯：很好！我以前不知道台灣有那麼多公司。︒｡我們可不可以去裡⾯面看看？
可不可以去頂樓9？⾵風景⼀一定很好看！
安諾：可以！可以去頂樓，可是⼀一個⼈人要500塊，有⼀一點貴。︒｡你們也可以
去三⼗十五樓的星巴克10，可是⼀一天以前11要跟他們打電話12。︒｡你們也可以去
裡⾯面的百貨公司買東西。︒｡
民晶：那我們今天⼀一定沒有時間... 你（安諾）已經去過頂樓了嗎？去過星
巴克了嗎？
安諾：我沒去過頂樓，可是去過星巴克！從那裡我可以看到我家！來臺北
101最好的時間是⼗十⼆二⽉月三⼗十⼀一號因為有⾮非常好看的煙⽕火13。︒｡
天伯：噢，真漂亮14！我想住在這裡附近，那麼房租15貴不貴？
安諾：平常16⼀一個⽉月要從六千到⼀一萬五千塊
天伯：還好，不太貴
民晶：聽說這裡附近有⼀一座17⼭山，我看到了很漂亮的像⽚片！
安諾：對啊，那是象⼭山，很多⼈人去那座⼭山上照相。︒｡
天伯：我有⼀一個朋友住在台⼤大附近。︒｡從這裡到台⼤大怎麼⾛走？要多久？
安諾：很快！只要坐紅線捷運1815分鐘，然後坐绿線捷運10分鐘！
天伯：很⽅方便，謝謝！
7

餐廳 : cān tīng (restaurant)

8

百貨公司 : bǎihuò gōngsī (department store)

9

頂樓 : dǐng lóu (rooftop)

10

星巴克 : xīngbākè (Starbucks)

11

以前 : yǐqián (before)

12

打電話 : dǎ diànhuà (give a call)

13

煙⽕火 : yānhuǒ (fireworks)

14

漂亮 : piàoliang (beautiful)

15

房租: fángzū (rent)

16

平常 : píngcháng (usually)

17

座 : zuò (measure word for mountain)

18

紅線捷運 : hóngxiàn jié yùn (MRT red line) / 绿線 : lǜxian (MRT green line)

安諾：不客氣！那你們現在想去哪裡？
天伯：聽說所夜市19很有意思，你知道怎麼去？
安諾：我是台灣⼈人！我⼀一定知道，⾛走吧！
...
民晶: 夜市在 101附近嗎?
安諾: 台北有很多夜市. 我們去逛逛20.
天伯: 哪個夜市是最好的?
安諾: ⼠士林21是⼀一個⼤大夜市. 我們⾺馬上就去看那個。︒｡你在那兒可以買很多東
西.
民晶: 在夜市賣的東西好不好？便宜不便宜?
安諾: 買東西的時候你應該很⼩小⼼心. 有的東西很好也很便宜，可是也有的不
好.
天伯: 現在我沒有冬天的⾐衣服. 那兒有沒有⾐衣服店？
安諾: 那裡有很多很好的⾐衣服店.
天伯: 我還有⼀一個問題，在⼠士林⼥女⼈人⽤用的東西多不多?
安諾: 在⼠士林⼥女⼈人⽤用的東西很多也很好. 我太太只⽤用在⼠士林買的東西.
民晶: 好啊, 我很餓22，我們先⼀一塊兒去吃晚飯嗎？
安諾: 你們可以在⼠士林吃晚飯，⼠士林夜市有很多吃飯的地⽅方！可是我現在
得⼯工作，不可以跟你們去吃飯。︒｡請給我你們的電話號碼23，我們約24明
天，好不好？
民晶: 好主意！可是不好意思，我還沒有台灣的電話號碼。︒｡
天伯: 我有！我的電話號碼是：0988-032-349
安諾: 很好，謝謝！我明天給你打電話。︒｡明天⾒見！
民晶 & 天伯 ： 謝謝！明天⾒見！

19

夜市 : yè shì (night market)

20

逛 : guàng (to visit)

21

⼠士林 : shì lín (Shilin)

22

餓 : è (hungry)

23

電話號碼 : diàn huà hào mǎ (phone number)

24

約 : yūe (to me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