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方的每一句話裡都有一個bug，試著把它們抓出來。最後進行一次徹底Debug，

讓你的英文說得更漂亮。有說不出來的句子，或者講了不知對不對的說法，歡

迎寫e-mail到ask@eisland.com.tw

一次錯誤，就是一次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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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對率 : 43%
請用英文描述你先前的工作經驗。

Please use English to describe your work experience.

答對率 : 29%
詩人能用孩子的眼睛去看世界。

Poets are people who can still use the eyes of children to see the world.

答對率 :  29%
我一向習慣喝咖啡不加糖。

I don't used to put sugar in my coffee.

答對率 :  0%
終於可以休息了！我想好好大吃一頓。

I can finally get some rest! I could have a good meal.

答對率 :   43%
我可以跟你借洗手間嗎？

May I borrow your restroom? 5

Use這個字很奇特，有時一不留意就用錯，台灣學生常說"use English to…"，  「用」對我們來說都很自然，  「用英
文、用腳走、用看的」，所以講英文時容易受中式直覺干擾，另一方面，use在英文裡也有特定的用法，來看看以
下幾個例子：

怎麼「用」才對？搞懂use中英文邏輯
Headlines

1. conundrum (n.) 難題、謎語

2. benefactor (n.) 恩人

3. rid (v.) 擺脫

4. sprout up (ph.) 湧現

5. surveillance (n.) 監視

6. withdrawal (v.) 提款

7. outcry (n.) 強烈抗議

8. rehabilitation program (n.) 更生輔導

9. resort (v.) 救助、訴諸

10. consumerism (n.) 消費者主義、用戶至上主義

英語島教學實驗室
11. inquisitive (adj.) 好奇的、愛打聽的

12. colleague (n.) 同事

13. critique (n.) 批評

14. praise (n.) 讚美

封面故事
15. ethnocentrism (n.) 民族優越感

16. scrimp (v.) 精打細算

17. influencer (n.) 影響力人士

18. relatable (adj.) 有共鳴的

19. exclusive (adj.) 獨有的

20. niche (n.) 利基，有利可圖的市場

Visual Vocabulary
21. brisk (adj.) 敏銳的、活潑的

22. stroke (v.) 輕撫、敲擊

金融英文
23. doldrums (n.) 經濟停滯

24. daresay (v.) 料想

25. flourish (v.) 繁榮、旺盛

科技英文
26. dismay (v.) 使人沮喪

教授不點名
27. Anglo-American (adj.) 英裔美國人

28. anatomy (n.) 解剖學

29. amoral (adj.) 非關道德的

30. cardiology (n.) 心臟病學

31. electrocardiogram (n.) 心電圖

經典演講
32. oratory (n.) 詞藻華麗的言詞

33. domination (n.) 控制、支配

34. humility (n.) 謙卑

35. discernible (adj.) 可識別的

36. alchemy (n.) 煉金術

37. palliate (v.) 減輕、掩飾

38. deteriorate (v.) 惡化

觀點
39. technocrat (n.) 專家治國論者

40. nasty (adj.) 骯髒的

41. xenophobic (adj.) 仇外國人的

42. crooked (adj.) 彎曲的、不正當的

43. tally (n.) 計分

44. ballot (n.) 投票

45. populism (n.) 民粹主義

46. revolt (v.) 反抗

47. chameleon (n.) 反覆無常的人

48. hurdle (v.) 克服

線上圖書館
49. churn out (v.) 大量炮製

50. tizzy (n.) 激動狂亂的心情

GLOSSARY
單字是用想的 不是背的

有效增加自己的英文字彙量，就從我們已知的單字開始。以前背過的很多單字，久了不用，你就覺得自己不會，

其實它們都還存在你的腦袋資料庫裡，來一次brainstorm，重新給英文單字生命。

請你把以下字彙的反義詞說出來，不要看答案： 有些字是不是很快就想出來了，有些要多花一些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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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e describe your work experience in English.
英文總是先講重點，「用英文描述」，重點在「描述」，所以describe放在主要動詞的位子。

Poets are people who can still see the world through the eyes of 
children.
用眼睛去看世界，簡單說see就可以，這句話甚至不必用through the eyes，因為see本身就是

「用眼睛去看」，除非你想特別強調「用誰的眼睛」。

I don't use sugar in my coffee.
Used to表過去習慣，你可以用use, put 或take sugar，尤其use還有多一層「習慣使然」的含意。

I can finally get some rest! I could use a good meal.
如果常看美劇，這句話就不會陌生。Could use是美國地道口語，意思是「很想得到、需要」，

比如I could use a friend.意指我需要一位朋友，而could have是假設語態，說明本來可能發生的

事，但其實沒有發生，I could have a good meal意思是我本來可以好好吃一頓，但我沒吃。

May I use your restroom?
很多人看到「借」，就會聯想到Borrow，但borrow在英文裡有借就有還，我們中文借洗手間只

是客氣用法，並不真的需要把洗手間還給對方，所以英文直接用use即可。■

#21
Debug

讀完搭配
這張方法卡

Debug succ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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