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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the Grocery Store（
（在食品雜貨店）
在食品雜貨店）

A. 在上次的節目中，我們一起學習了與食品雜貨有關的英語知識。
V. 希望一起學習的英語單詞和知識對觀衆朋友們平時生活有所幫助。
A. 今天我們繼續這一話題，設計了一段發生在食品雜貨店或超市里的一段對話。
V. 我們還是先把今天的對話給大家念一遍。
Dialogue

Language Points

A: Hi. Do you have your card today?

A. 第一句話是 Do you have your card
today? 今天帶卡了嗎？英語中的 card 有
許多意思，這裏指的是 membership card
（會員卡）。
V. 一般商店或超市的會員卡都可免費辦
理，持卡客戶在購買某些商品時可能會
有些優惠和折扣。
A. 通常收銀員一開始就會問你，你也可
以在付款時將會員卡遞給她。
V. 對話中的顧客將會員卡遞給收銀員，
並且說了句 I also have a coupon for the
paper towels.

B: Yes, here it is.
Oh – I also have a coupon for the paper
towels.

A. 意思就是“我還有一張購買紙巾的優
惠券。這裏的 paper towel 是一種産品
“紙巾”。
V. 這是一個組合詞，也就是兩個英語單
詞組成一個意思，英語中這樣的詞有許
多，我們現在就以 paper 爲例再看幾個
組合詞吧。
A. 我知道一個，平時辦公時常用的
paper clip（回形針）就是一個。
V. 對，此外，經常買書、看書的人一定
知道下面兩個組合詞，一個是 paper
back（平裝書）、另一個是 paper weight
（鎮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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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還有一個與 paper 有關的組合詞很有
趣：paper tiger，指外強中乾的人，也就
是漢語中所說的“紙老虎”。
V. 這句話中還有一個購物時常用的單
詞：coupon（購物優惠券），拼法是 co-u-p-o-n。
A. 其實，在有些商店或超市，收銀員可
能還會問你“Do you need any bags?”意
思是你要不要袋子裝物品？要記住，並
不是所有袋子都是免費提供的，如果你
說要，可能需要付錢，一般是一個袋子
4 分。
V. 很多人會將以前購物用過的袋子帶
上，這也是可以的，這時候就可以說一
句“No, thank you.”
A. 下一句話是 I’ll put it through later. 我
待會再處理。這裏的 put through 是一個
片語動詞，意思是“處理、做”。

A: Okay. I’ll put it through later.

V. 一般，收銀員會看一看 coupon 的有
效期，並且掃描進收銀系統，掃描這一
單詞的英語是 scan。
A. 要提醒朋友們的是，商店貨品琳琅滿
目，一定要注意看看 coupon 所針對物品
的牌子、大小等，否則 coupon 是沒有用
的。
V. That’ll be $75.25. 金額是 75.25 元，這
句話還可以說 The total comes to 75.25。
A. 顧客現金不夠，只有 60 元：I don’t
have enough cash. Here’s $60.，其餘的怎
麽辦呢？

A: That’ll be $75.25 please.
B: Oh, I don’t have enough cash. Here’s
$60, and would you put the rest on my
credit card please?

V. 他接著說：would you put the rest on
my credit card please? 把欠的部分打在信
用卡上。這裏可以學習使用 put money
on credit card，用信用卡付帳
A. 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商店都接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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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信用卡，有些只接受 Master card，
有些只接受 Visa，還有些只接受
American Express。
V. 下面一句話是 Swipe the card with the
stripe going that way…，請刷卡，條紋朝
那邊。這裏出現的兩個單詞有點類似，
一個是動詞 swipe（刷卡），另一個是
名詞 stripe（條紋）。

A: Please swipe the card with the stripe
going that way… Oh, let me help you.

A. 有時候收銀員會進行刷卡工作，你只
需將卡遞上，並在刷卡結束後在列印單
上簽字。
B: Thanks.
V. 對，收銀員通常也會告訴你：Please
sign your name here.

A: Please sign your name here.
B: Here you go. 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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