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輕鬆上口 Air Travel 暢行無阻【對話】   文章來源：EZ 叢書館  

【Buying a ticket at the airport 在機場買機票】 

Attendant：Would you like to select a seat at this time? 

服務員：您要順便劃位嗎？ 

Customer：Yes. Could I have an aisle seat near the front? Is there an extra charge for 

that? 

顧 客：好啊，我可以選前段靠走道的位子嗎？需要額外付費嗎？ 

Attendant：No, the ticket price is still $235. You can also upgrade to business class for 

an additional $100. 

服務員：不用，票價還是兩百三十五元。您還可以加價一百元升級商務艙。 

Customer：No thank you. Economy class is fine. 

顧客：不用了，謝謝。經濟艙就好。 

 

【Checking in with an e-ticket 用電子機票報到】 

Customer：Excuse me. Is this the counter for American Airlines? 

顧客：不好意思，這是美國航空的櫃檯嗎？ 

Attendant：Yes, it is. Can I help you check in? 

服務員：是的，需要我幫你登記報到嗎？ 

Customer：Yeah. I bought my e-ticket online. I have the code right here. 

顧客：好啊，我在網路上買了電子機票，我有電腦代號。 

Attendant：OK. Just enter the code here, and the kiosk will print out your boarding 

pass. 

服務員：好的，只要在這裡輸入代號，報到亭就會列印出你的登機證。 

 

【Vocabulary Bank】 

attendant   n.服務員 

Andrea asked a flight attendant for a cup of water. 

 

aisle   n.通道，走道 

Which aisle is the shampoo on? 

 

upgrade   v.升級，改善 

Shelly is thinking of upgrading to a new computer. 

 

economy   n.經濟（艙），為 economy class 的簡稱 

We always fly in economy to save money. 

 

 



counter   n.櫃檯 

Please come to the counter when your name is called. 

 

code   n.代號，代碼，密碼 

Don’t forget to dial the area code when you call. 

 

round-trip   a.來回的，雙程的 

How much is round-trip airfare to Japan? 

 

destination   n.去處，目的地 

Hawaii is a popular tourist destination. 

 

kiosk   n.小亭，小攤 

You can buy tickets at the kiosk near the entrance. 

 

【進階字彙】 

Common Phrases 購票、劃位好用句 

Is it possible to cancel the ticket? 

可以取消機票嗎？ 

Can I change my return date? 

我可以更改回程日期嗎？ 

Is there a fee for changing the return date? 

更改回程日期需要額外收費嗎？ 

I’d like to order a vegetarian meal. 

我要預定素食餐。 

Do you have a direct flight? 

你們有直航班機？ 

Can I change my one-way ticket to a round-trip ticket? 

我可以把單程票改成來回票嗎？ 

Could I change the destination? 

我可以更改目的地嗎？ 

Can my family and I sit together on the plane? 

我和我的家人在飛機上可以坐在一起嗎？ 

Can I have a window seat/an aisle seat? 

我可以選靠窗/靠走到的位置嗎？ 

I don’t want to sit in an exit row. 

我不想坐在逃生口那排。 

 



【A user's Guide】 

選機位，這樣說就對了 

I＇d like ＿＿＿＿＿＿＿＿＿. 

a window seat 靠窗座位 

an aisle seat 靠走道座位 

a seat near the back of the plane 飛機後段座位 

a seat near the front of the plane 飛機前段座位 

a seat with no one next to me 旁邊沒人的座位 

a seat with more leg room 可伸腿的座位 

a bulkhead seat 各機艙隔間的第一排座位 

 

買機票大學問 

飛機艙等依價格高低可分為頭等艙（First class，一般代號為 F）、商務艙（Business 

class，一般代號為 C）和經濟艙（Economy class，一般代號為 Y）三種，劃位

櫃檯也因艙等不同而有所區隔。 

相較於至機場直接購票，現在多數旅客會選擇方便又環保的電子機票(e-ticket)。

只要提供身分證、護照和信用卡資料，即能透過網路或電話直接向航空公司或旅

行社訂票，甚至還能預先挑選機位，省去排隊久候之苦，也不必擔心機票遺失須

額外支付手續費。 

訂票完成後，旅客會拿到一組電腦代號 (code)，搭機當天須持此代號及相關身分

證件和當時購票信用卡到機場櫃檯交由地勤人員查驗，核對無誤後，即會發給旅

客登機證及購票收據。此外，多數航空公司在機場皆設有自助報到櫃檯，趕時間

的旅客也可自行操作機器列印登機證。 

 

機場 A 好康 

航空公司多半會超賣一成左右的機位，以防止訂位乘客臨時取消搭乘，若遇到機

位不夠的情況，航空公司會對那些願意放棄機位的旅客提出一些彌補方案，像是

座艙升等 (upgrade)、免費食宿或交通接駁，甚至還有可能拿到免費機票。常搭

乘飛機出國的旅客，也可利用累積里程數 (mileage) 來換取免費機票。 

 

【Luggage check-in 託運行李】 

Attendant：Are you checking any bags today? 

服務員：您今天有行李要託運嗎？ 

Customer：Yeah. I have one bag to check. I＇m taking the other one as a carry-on. 

顧客：有的，我有一件行李要託運，另一件是隨身行李。 

Attendant：There＇s a $20 charge for your bag. Would you like to pay by credit card 

or cash? 

服務員：這件行李託運要收二十元。您要刷卡還是付現？ 



Customer：I see you accept Visa. I＇ll pay with my Visa card. 

顧客：我看到你們有收 VISA 卡，那我就刷 VISA 卡。 

 

【Common Phrases 託運行李好用句】 

I have a fragile item. 

我有易碎物品。 

How much does the bag weigh? 

這個行李有多重？ 

Can I take this as a carry-on? 

這個可以當隨身行李嗎？ 

I don’t have any luggage to check in. 

我沒有行李要托運。 

How many pieces of carry-on luggage are allowed? 

可以帶幾件隨身行李？ 

What’s the charge for two checked bags? 

托運兩件行李要多少錢？ 

What’s the weight limit for checked bags? 

托運行李限重多少？ 

Can I check this stroller? 

嬰兒推車可以託運嗎？ 

How much is the extra baggage fee? 

托運行李件數超過要怎麼計價？ 

Does my backpack count as a carry-on? 

背包算隨身行李嗎？ 

Carry-ons need to be 45 inches or less. 

隨身行李要小於四十五英吋。 

You need to put a name tag on each checked bag. 

每件托運行李都要別上名牌。 

 

【Vocabulary Bank】 

luggage   n.行李，和 baggage 同義 

Could you tell me where the lost luggage counter is? 

 

carry-on   n./a.手提行李；可攜帶上飛機的 

You’re only allowed to bring two pieces of carry-on. 

 

fragile   a.易碎的，脆弱的 

Be careful with that glass bowl—it’s very fragile. 



【A User's Guide】 

託運、登機行李限制 

受到九一一事件影響，航空公司對於行李內禁帶物品的規定越來越嚴格，易燃物

品諸如石油、殺蟲劑 (pesticide) 甚至有酒精成分的香水都不能上飛機。而隨身

行李(carry-on) 的規定又更加嚴格，跟「刀」有關的物品例如剪刀、水果刀、指

甲剪 (nail clipper) 不能攜帶，液狀 (liquids)、膏狀 (lotion) 的個人衛生物品，以

及瓶裝水 (bottled water)、髮膠 (hair gel)、刮鬍泡沫 (shaving foam)等，也都有

容量限制，因此若非飛行必要，請盡量放在託運行李內，假如非得帶上飛機，也

必須聽從地勤人員的指示，裝入透明夾鏈袋 (ziplock bag) 中。 

此外，隨身行李也有件數和大小的規定，當你預備帶上機的手提行李過大，明顯

塞不進飛機內的頂上置物櫃 (overhead compartment) 時，地勤人員可能會要求你

將它託運。而一般託運行李都有所謂的重量限制 (weight limit)，若是超重一兩公

斤，地勤人員通常都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讓你通過，但若太離譜，就得另外付超

重費 (overweight fee)，所以打包行李前務必格外小心。 

行李通過安檢之後，地勤人員會還給你機票存根、登機證(boarding pass)、和行

李存根(baggage claim tag)， 並且告訴你登機門 (boarding gate) 和最後登機時間 

(final boarding time)，登機手續就完成啦。 

 

輕鬆看懂 機場告示 

航空公司櫃位一覽表 

Airline Directory 航空公司一覽表 

常見於機場 check-in 櫃檯附近，旅客可透過此告示牌得知各家航空公司的櫃檯

位置和編號，尤其是在航班密集的大機場，先看清楚再走能省去不少找路的時間。 

 

Code 代號 

為了有效管理每天數以萬計的航班資料，國際航空運輸 

協會（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ation Association， 簡稱 IATA）特別針對航空公

司予以統一編碼，航空公司的代號是由兩個字的英文縮寫組合而成。 

 

Aisle 通道 

此號碼表示航空的櫃檯位在哪一個通道，若寫 5， 表示櫃檯在 5 號通道，若寫 

2-3，則表示在 2 號及 3 號通道。 

 

Counter 櫃檯 

航空公司櫃檯 通常會在搭機前兩小時開放， 若標示 closed，表示櫃檯目前關閉

暫不開放，若寫 71-79，表示 71 到 79 號櫃檯目前開放，旅客可到這幾個櫃檯

辦理登機。 

 



有的航空公司甚至還有「手提行李專用櫃檯」 carry-on onlycounter 及「團體報

到專用櫃檯」group-check counter，趕時間的旅客務必要認清楚，可別跑錯了！ 

 

各大主要航空公司代號 

AA  American Airlines 美國航空 

AC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 

AF  Air France 法國航空 

AK  Air Asia 亞洲航空 

BA  British Airways 英國航空 

BR  Eva Airways 長榮航空 

CI  China Airlines 中華航空 

CX  Cathay Pacific Airways 國泰航空 

DL  Delta Airlines 達美航空 

EG  Japan Asia Airways 日亞航空 

EL  Air Nippon 日空航空 

JL  Japan Airlines 日本航空 

KE  Korean Air 大韓航空 

KL  KLM Royal Dutch Airlines 荷蘭航空 

LH  Lufthansa Airlines 德國漢莎航空 

MH  Malaysia Airlines 馬來西亞航空 

NH  All Nippon Airways 全日空航空 

NW  Northwest Airlines 西北航空 

PR  Philippine Airlines 菲律賓航空 

QF  Quantas Airways 澳洲航空 

SQ  Singapore Airlines 新加坡航空 

TG  Thai Airways 泰國航空 

UA  United Airlines 美國聯合航空 

 

機場常見標示 

Departure 出境 

旅客正準備離開該國前往搭機，須依循 Departure 指標前往「出境大廳」報到。 

Arrival 入境 

旅客剛下飛機抵達目的地，須依循 Arrival 指標前往「入境大廳」報到。 

Check-in 報到 

抵達機場第一件事就是到「報到櫃檯」check-in counter 辦理登機手續，領取登

機證以及託運行李。 

Gate 登機門 

出境手續辦妥後，旅客就可以拿著登機證前往登機門候機。 



Baggage claim 

領取行李處 claim 為「領取， 索取」，baggage claim 就是領取行李的地方，下

機旅客可到「行李大廳」baggage hall 找正確的行李轉盤 (carousel) 提領行李。 

Connecting Flights 轉機 

飛機航班可分成「直航」direct flight、轉機」connecting flight、「不停站班機」non-stop 

flight，「 中途過境」則稱為 transit。 

Customs 海關檢查處 

出入境的旅客都要過海關接受檢查，確保飛航安全以及避免將違法物品運送出∕

入國。 

Immigration 護照檢查處 

稽查人員會檢查旅客護照並核對身分，有時也會詢問旅程目的，此時只要簡單說

明去意，如 I＇m here for travel/on business.（我是來旅遊∕洽公的），不要表現

驚慌，就能順利過關。 

Terminal 航廈 

航廈為一座介於飛機場和國土間的大型建築物，專門辦理出入境、搭機相關事

宜，大型國際機場甚至有數個航廈。國內航廈稱為 domestic terminal，國際航廈

稱為 international terminal。 

文章出處：《海外生活會話通 A User＇s Guide：EZ TALK 總編嚴選會話特刊》 

 

  

 

  

 

【想學更多…】 

 

 

你疑惑的問題，別人可能也問了 

 

 

一次學好，英文寫作不再是惡夢一場！  

 

 

多樣化背景知識補充，英文真正 Know It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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