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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  健身房】 

I ask the receptionist. What are your hours?  

我詢問櫃檯接待人員。請問你們的營業時間？  

I’ll join this gym. 

我想要參加這個健身俱樂部。 

I fill out a form. 

填寫申請表單。 

Month-to-month base rate is 100 dollars. 

月付制基本會費為 100 美元。 

Quite a few people are working out. 

有很多人正在運動呢。 

I check out the gym equipment. 

我檢視健身房裡面的健身器材。 

I walk on a treadmill. 

我在跑步機上走路。 

I should burn some calories. 

我應該要燃燒一些熱量。 

 

【補充字彙】 

monthly, per month 每月一次、以月份為單位的  

fill in, complete 填寫文件（申請表單等） 

equipment 健身器材、設備是不可數名詞，即使是複數也不需要加 s。  

calorie 指的是提高物質的溫度時所需消耗的熱之份量，一般中文將其標示為「熱

量」。相似詞是 burn fat。  

跑步機請注意：running machine 是錯誤的用法。  

 

【情境  健身房】 

I will develop some muscles in my chest. 

我要鍛鍊一些胸肌。 

I grasp a bar with my hands shoulder  

我雙手與肩同寬地握住把手。 

Exhale while raising the bar. 

我一邊吐氣一邊將把手往上推。 

I slowly raise the bar up above my head.  

我緩緩地將把手推往頭部上方。 

Stand with my feet shoulder width apart. 

我兩腳與肩同寬地站著。 



I rest the bar across my shoulders.  

我將把手橫越放在我雙肩上。 

Steadily inhale while lowering the weight. 

我一邊穩穩地吸氣一邊緩緩地將重量放下。 

I lower my body until my thighs are parallel to the floor.  

我蹲低身體直到大腿與地面平行。 

 

【補充字彙】 

with 有表示「一邊‧‧‧一邊‧‧‧.」、「與.同時進行」說明附加動作時的用法。  

with my eyes open  張開著眼睛（一邊進行某件事情）  

 

shoulder width 與肩同寬 

apart 分開地，有距離地 

exhale 的相似用法是 breathe out 相反詞則是 inhale, breathe in。  

across 指的是「將重訓器材的把手橫越雙肩放著」的意思。  

knee 膝蓋   

knee cap 膝蓋骨  

lap 坐著的時候，從大腿到膝蓋之間的這段部位  

enrollment fee 會員費，註冊費用（= joining fee）  

 

【情境  健身房】 

Our enrollment fee is just $49.99. 

我們這裡的會員費只要 49.99 美元。  

I’ll buy a three-month membership. 

我要購買三個月的會員資格。 

The use of cellphones in the locker rooms is prohibited.  

在更衣間裡面使用行動電話是禁止的。  

Locks are available for purchase at the front desk.  

在服務櫃檯可以購買到鎖。 

Relieve muscle aches by using the steam room. 

到蒸氣室可以消除肌肉的疲勞。 

Clean, fresh towels are available for showering. 

這裡有提供乾淨的毛巾以供淋浴使用。  

 

【補充字彙】 

membership 具有會員權利、會員資格的  

locker room （有置物鎖櫃的）更衣間  

lock 鎖 



steam room 蒸氣室  

relieve 消除、解除（疲勞、疼痛等）  

ache 疼痛  

towel 浴巾、毛巾  

 

【情境  健身房】 

My arms are flabby. 

我的雙臂非常的不結實。 

I want to eliminate this belly fat. 

我想要消除肚子周圍的這堆肥油。 

 

【補充字彙】 

belly fat 腹部周邊的肥肉  

flabby 鬆弛的、不結實的（肌肉等）  

belly 肚子、腹部  

fat 油質、肥肉  

eliminate 消除、去除  

butt 屁股、臀部（= bun, bottom, rear end）  

cigarette butt 菸蒂  

 

【情境  健身房】 

These tips will guide you in developing a firm sexy butt. 

這些小撇步可以教你如何鍛鍊性感又結實的臀部。  

He has a big build. 

他有很健壯的體格。  

This will make your abs flat. 

這樣做的話可以讓你的腹部平坦。 

Oh, look at his six pack! He looks so sexy.  

哇！看看他那六塊肌，簡直就太性感了。 

Some weight loss pills are harmful to your health.  

有些減重藥品有害您的身體健康。 

Always warm up at least 10 minutes at a low intensity.  

請至少進行十分鐘以上輕緩的熱身操。  

Cycling on a stationary bike is boring.  

騎著健身腳踏車是一件相當無趣的事情。   

Jumping rope is one of the simplest, yet most effective exercises. 

跳繩是一種最簡單、但最有運動效果的運動。 

 



You should regularly work out to stay fit. 

您應該要規律運動以保持健康。  

I’ll do sit-ups every day.  

我每天都做仰臥起坐。  

Pilates is similar to Yoga.  

皮拉提斯與瑜珈是相當類似的運動。. 

 

【補充字彙】 

abs 腹部肌肉  

six pack 六塊肌  

weight loss 減重  

warm up 熱身操  

build 體格、體態（一般指男性）  

low 低  

intensity 強度 

stationary bike 健身腳踏車  

stationary 固定不動的 

jumping rope 跳繩  

stay fit 保持健康  

stay 保持某種狀態  

fit 健康的  

sit-up 仰臥起坐  

Pilates 皮拉提斯  

皮拉提斯是 1900 年代發源於德國的一種運動。這種運動最初是為了強化身體衰

弱的小孩而設計，之後在第一次大戰時被用來作為負傷士兵們強化肌肉的復健運

動，在美國與歐洲漸漸普及。 

皮拉提斯被視為是一種融合了東方的瑜珈與西方的拉筋體操的一種運動。瑜珈主

要著重於腹式呼吸，然而皮拉提斯的特徵在於強調胸腔呼吸。 

 

文章來源：《用美國人的一天學英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