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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TEA English Test for Careers- Tourism, Hotel, and Catering 

ILTEA 觀光餐旅英語檢定 A2 初級 

 

常用單字總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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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專職人員

ˋ ˌ ʒə 旅行業務專員

ˈ ʊ ˌ ɪ 導遊

ˈ ʊ

ˈɑpəˌreɪtər/

旅行社

/ˈpaɪlət/ 機師 飛行員

/'flaɪt 

əˈtendənt/

空服員

cabin crew /ˈkæbɪn ˌkru/ 客機航班空服員

steward /ˈstuərd/ 火車 船等的 男服務員

/ˈstuərdəs/ 火車 船等的 女服務員

airline 
check-in clerk

/ˈerˌlaɪn tʃek ɪn 

klɜrk/

櫃臺票務人員

 
 
交通:

/ˈerˌpleɪn/ 飛機

/ˈhelɪˌkɑptər/ 直升機

/ˈferi/ 渡輪

/kruz ʃɪp/ 遊輪 遊艇 附餐廰、酒吧

/treɪn/ 火車

/koʊtʃ/ 美巴士、公車 英 長途公車

/bʌs/ 公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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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ɑr/ 汽車

大眾快速交通或地鐵

/ˈsʌbˌweɪ/ 地下鐵

/ˈtæksi/ 計程車

/ˈmoʊtərˌbaɪk/ 摩托車

/ˈbaɪsɪkl/ 腳踏車

/ˈerˌpɔrt/ 機場

/ˈtɜrmɪnl/ 火車，巴士 總站，終點站

航空站

/geɪt/ 出入口 登機門

/ˈhɑrbər/ 海港、港灣

/pɔrt/ 港

/ˈsteɪʃn/ 停靠站

/ˈplætˌfɔrm/ 月台

新幹線

台灣高鐵

一般高速鐵路的通稱

 
 
旅遊景點 

/hɪˈstɔrɪk 

ˈmɑnjəmət/

歷史遺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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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ˈherɪtɪdʒ/ 民族、文化遺產

/ˈθɪm ˌpɑrk/ 主題樂園

/ˈkæsl/ 堡，城堡

/ˈpæləs/ 皇宮，宮殿

/bitʃ/ 海灘

/kəˈθidrəl/ 大教堂

/ˈtempl/ 神殿、寺院廟

/ˈmaʊntn/ 山

/ˈwɔtərˌfɔl/ 瀑布

/ɑrt 'gæ l(ə)ri/ 畫廊、藝術中心

/ˈkʌntriˌsaɪd/ 鄉間

/'kæmpˌsaɪt/ 露營地

/ˌmə'trɑpəlɪs/ 大都市

/'koʊstˌlaɪn/ 海岸線

旅遊活動

/'kɑrnɪvl/ 嘉年華會

/'foʊk ˌdæ ns/ 民族舞

/'mjuzɪk ˌfestɪvl/ 音樂祭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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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ˈsaɪtˌsiɪŋ/ 遊覽，觀光

/'hɔrs ˌraɪdɪŋ/ 騎馬活動 運動

/'daɪvɪŋ/ 潛水

/ˈmaʊntnˌklaɪmɪŋ/ 登山，爬山

/'saɪklɪŋ/ 單車運動

/ˈbʌndʒi 

ˌdʒʌmpɪŋ/

高空跳彈

/ˈwɪndˌsɜrfɪŋ/ 帆板運動

/weɪl ˈwaɪtʃɪŋ/ 賞鯨

/'skiɪŋ/ 滑雪

/'seɪlɪŋ/ 航行

/'swɪmɪŋ/ 游泳

/'vɑliˌbɔl/ 排球

機場

/'bɔrdɪŋ ˌkɑrd/ 登機證

/'pɑspɔrt/ 護照

/'vizə/ 簽證

/'tɪkɪt/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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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æ v(ə)lərˌtʃek/ 旅遊支票

/'kʌrənsi/ 貨幣，通貨

/'tʃek ˌɪn/ 報到

/'læ ndɪŋ/ 降落，登陸

/dɪˈpɑrtʃər/ 離開，出發

/ə'raɪvl/ 抵達，到達

/ˌwɪndoʊ ˌsit/ 靠窗的座位

 座位號碼

/dɪ'leɪ/ 延遲，耽擱

/'kæ nsl/ 取消

/'flaɪt/ 飛機班次，航班

/'træ sɪt/ 運送，運輸

/'skeˌdʒul; 

'skeˌdʒəl/ 

時刻表，時間表

/ɪˌlekˈtrɑnɪk ˌtɪkɪt/ 電子機票

/'lʌgɪdʒ/ 行李

/'erˌlaɪn/ 航空公司

/'ʃʌtl ˌbʌs/ 接駁巴士

 到府接送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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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ʌdʒət 'erˌlaɪn/ 廉價航空

/sɪˈkjʊrəti 

kənˈtroʊl/ 

安檢

/ˈkeriər ˌkoʊd/ 航空公司代碼

/ˌwʌn weɪ ˈtrɪp/ 單程旅遊

/ˈraʊnd ˌtrɪp/ 往返的旅遊

/laʊndʒ/ 候機室機場，休息室、接待室飯店、

旅館

/kɑr ˈrentl/ 汽車租賃，出租

/ˌbægɪdʒ ˈrikleɪm/ 行李提取處

/ˈkʌstəmz/ 海關

安排行程/住宿安排 

/əˌkɑməˈdeɪʃnz/ 住宿 膳宿

/hoʊˈtel/ 飯店，旅館

/moʊˈtel/ 汽車旅館

/ˈhɑstl/ 青年旅舍

/ˌbi ən ˈbi/ 提供住宿及早餐的旅館民宿

/ˌlɔg ˈkæ bɪn/ 木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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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ˈvɪlə/ 別墅

/ˌpækɪdʒ ˈtʊr/ 

/ˌpækɪdʒ 

ˈhɑlɪˌdeɪ/

旅行團

/ˈwɪntər 

veɪˌkeɪʃn/ 

/ˌwɪntər ˈhɑlɪˌdeɪ 

/

寒假

/ˌwɔkɪŋ ˈtʊr/ 

/ˌwɔkɪŋ ˈhɑlɪˌdeɪ 

/

健行 徒步旅行

/ˌkoʊtʃ ˈtʊr/ 遊覽車長途旅行

天氣

/ˈtemp(ə)rəˌtʃʊr/ 溫度
℃.

/ˈtʃɪli/ 冷颼颼使人不舒服的

/ˈhjumɪd/ 潮濕的

/ˈraɪni/ 多雨的，下雨的

/ˈsʌni/ 陽光充足的，暖和的

/ˈklaʊdi/ 多雲的

/ˈwɪndi/ 風大的，刮風的

/ˈfɔgi/ 多霧的

/ˈsnoʊi/ 下雪的，多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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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去的國家及城市 

 



10 
 

 

旅館的專職人員 

/ hoʊˌtel 

ˈmæ nɪdʒər/

飯店經理

/rɪˈsepʃənɪst/ 接待員

/ʃef/ 主廚

/ˈweɪtər/ 服務生

é

/rɪˈzɔrt rep/ 渡假區代表

/ˈpɔrtər/ 門房，守門人

 

 

旅館設施 Hotel Facilities 

/ˈer kənˌdɪʃnɪŋ/ 冷氣，空調

/ˈbjuti ˌpɑrlər/ 

/ˌher səˈlɑn/

美容院

/ˌkɑr ˈpɑrk/ 

/ˌpɑrkɪŋ ˈlɑt/

停車場

/ˈɪntərˌnet 

kəˈnekʃən/ 

/ˈɪntərˌnet 

ˈækˌses/

連線上網

/ˌsætlaɪt ˈtiˌvi/ 衛星電視

/ˈsɔnə/ 三溫暖

海景

/ˈrest(ə)rənt/ 餐廳

/ˈswɪmɪŋ ˌpul/ 游泳池

/dʒɪm/ 

/ˈfɪtnəs ˌsentər/

健身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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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ˈherˌdraɪr/ 吹風機

/ˈkɑnf(ə)rəns 

ˌrum/

會議室

/buˈtɪk/ 精品店

/ˈbæθˌtʌb/ 浴缸

/dʒəˈkuzi/ 按摩浴缸

/ˈmɪniˌbɑr/ 冰箱酒櫃飯店內的

/ˌbɪznəs ˈsentər/ 商務中心

/ˌbed ən 

ˈbrekfəst/

民宿提供早餐及住宿

/ˈkæˌfeɪ/ 小餐館

/rɪˈsepʃən ˌdesk/ 接待處

/laʊndʒ/ 酒吧 飯店裡

/ɪksˈtʃeɪndʒ 

ˌbjʊroʊ/

匯兌所

/ˈeləˌveɪtər/ 電梯

/ˈlɑbi/ 大廳

/ˈketl/ 電熱水壺

 

 

旅館的服務項目 

room service /ˌrum ˈsɜrvɪs/ 客房服務

wake-up 
call/morning 
call

/ˌweɪkʌp ˈkɔl/ 

/ˌmɔrnɪŋ ˈkɔl/

電話叫醒服務

laundry service /ˌlɔndri ˈsɜrvɪs/ 洗衣服務

babysitting /ˈbeɪbiˌsɪtɪŋ/ 孩童看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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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ss to the 
airport

機場接送

access to the 
city center

市中心接送

 

訂房 

room 
reservation/ 
booking

/ˈrum 

ˌrezərˈveɪʃn/ 

/ˌrum ˈbʊkɪŋ/

訂房

single room /ˌsɪŋgl ˈrum/ 單人房

double room /ˌdʌbl ˈrum/ 雙人房

suite /swit/ 套房

twin room /ˌtwɪn ˈrum/ 雙床房

key card /ˌki ˈkɑrd/ 電子門卡

 

入住接待 

check in /ˌtʃek ˈɪn/ 報到

check out /ˌtʃek ˈaʊt/ 退房

credit card /ˌkredɪt ˈkɑrd/ 信用卡

bill /bɪl/ 帳單

fill in the form 填寫表格

 

餐廳的專職人員 

receptionist /rɪˈsepʃənɪst/ 接待員

chef /ʃef/ 廚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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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tender /ˈbɑrˌtendər/ 調酒師

waiter/waitress /ˈweɪtər/ 

/ˈweɪtrəs/

服務生

manager /ˈmænɪdʒər/ 經理

cashier /kæˈʃɪr/ 出納員櫃檯

restroom /ˈrestˌrum/ 洗手間

head waiter /ˌhedˈweɪtər/ 領班

host /hoʊst/ 帶位者領台

 

餐廳種類 

café /ˈkæˌfeɪ/ 小餐館

restaurant /ˈrest(ə)rənt/ 餐廳

bar/pub /bɑr/ 

/pʌb/ 

酒吧

sandwich bar /ˌsændwɪtʃ ˈbɑr/ 三明治小吧

fast food 
restaurant

/ˌfæst fud 

ˈrest(ə)rənt/ 

速食餐廳

self-service 
restaurant

/ˌselfˈsɜrvɪs  

ˈrest(ə)rənt/

自助餐廳

pizzeria /ˌpitsəˈriə/ 比薩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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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式餐點 

1.  appetier/starter /ˈæpəˌtaɪzər/  

/ˈstɑrtər/ 

前菜 

2.  salad /ˈsæləd/ 沙拉 

3.  soup /sup/ 湯 

4.  entrée/ main course /ˈɑnˌtreɪ/  /ˌmeɪn ˈkɔrs/ 主菜 

5.  chef's recommendation /ˈʃefs ˌrekəmenˈdeɪʃn/ 主厨推薦 

6.  side dish /ˌsaɪd ˈdɪʃ/ 小菜/附餐 

7.  dessert /dɪˈzɜrt/ 甜點 

8.  drink /drɪŋk/ 飲料 

9.  sandwich /ˈsændwɪtʃ/ 三明治 

10.  waffle /ˈwɑfl/ 鬆餅 

11.  pizza /ˈpitsə/ 比薩 

12.  pasta /ˈpɑstə/ 義大利麵 

13.  spaghetti /spəˈgeti/ 義大利麵(細長麵) 

14.  lasagna /ləˈzæ njə/ 千層麵 

15.  steak /steɪk/ 牛排 

 

中餐: 

1.  fried rice /ˌfraɪd ˈraɪs/ 炒飯 

2.  beef noodles /ˌbif ˈnudl/ 牛肉麵 

3.  vegetarian dish /ˌvedʒˈteriən dɪʃ/ 素食 

4.  cafeteria /ˌkæfəˈtɪriə/ 自助餐 

 

飲料 

1.  orange juice /ˌɔrəndʒ ˈdʒus/ 柳橙汁 

2.  tonic /ˈtɑnɪk/ 汽泡水 

3.  soda water /ˌsoʊdə ˈwɔtər/ 蘇打水 

4.  coke /koʊk/ 可口可樂 

5.  mineral water /ˌmɪn(ə)rəl ˈwɔtər/ 礦泉水 

6.  lemonade /ˈleməˌneɪd/ 檸檬水 

7.  tea /ti/ 茶 

8.  coffee /ˈkɑfi/ 咖啡 

9.  cappuccino /ˌkæpəˈtʃinoʊ/ 卡布奇諾 

10.  latté /ˈlɑteɪ/ 拿鐵 

11.  Americano /əˌmerɪˈkɑnoʊ/ 美式咖啡 

12.  espresso /eˈspresoʊ/ 義式濃縮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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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sert 甜點 

1.  lemon tart /ˌlemən ˈtɑrt/ 檸檬塔 

2.  egg tart /ˌeg ˈtɑrt/ 蛋塔 

3.  chocolate mousse /ˌtʃɑklət ˈmus/ 巧克力慕絲 

4.  ice cream 

(vanilla, blueberry, chocolate) 

/ˈaɪs ˌkrim/ 

/vəˈnɪlə/ /ˈbluˌberi/ /ˈtʃɑklət/ 

冰淇淋 

(香草/藍莓/巧克力口味) 

5.  sorbet /ˈsɔrbətˌ sɔrˈbeɪ/ 冰砂冰淇淋(法式冰淇淋) 

6.  tiramisu /tirɑmiˈsu/ 堤拉米蘇 

7.  pudding /ˈpʊdɪŋ/ 布丁 

8.  cheese /tʃiz/ 起士 

 

主菜 main course:  

 

 

在餐桌上的調味料及物品  

 

 

 

 

 

 

 

烹飪方式 Cooking Methods 

 

 

 

 

 

 

1.  pork /pɔrk/ 豬肉 

2.  steak /steɪk/ 牛排(肉排) 

3.  lamb /læ m/ 小羊 

4.  salmon /ˈsæmən/ 鮭魚 

5.  seafood /ˈsiˌfud/ 海鮮 

6.  penne arrabbiata  辣肉醬筆管義大利麵 

7.  aubergine /ˈoʊbərʒin/ 茄子 

8.  fillet /fɪˈleɪ/ 去骨魚片 

9.  fillet steak /fɪˈleɪ steɪk / 魚排 

1.  salt /sɔlt/ 鹽 

2.  pepper /ˈpepər/ 胡椒粉 

3.  oil /ɔɪl/ 油 

4.  napkins /ˈnæpkɪn/ 餐巾 

5.  toothpicks /ˈtuθˌpɪk/ 牙籤 

6.  vinegar /ˈvɪnɪgər/ 醋 

1.  boil /bɔɪl/ 水煮 

2.  fry /fraɪ/ 炒 

3.  grill /grɪl/ 炙烤 

4.  roast /roʊst/ 燒烤 

5.  bake /beɪk/ 烘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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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類:  

 

 

1.  beer /bɪr/ 啤酒 

2.  whisky /ˈwɪski/ 威士忌 

3.  gin /dʒɪn/ 琴酒 

4.  vodka /ˈvɑdkə/ 伏特加 

5.  rum /rʌm/ 蘭姆酒 

6.  tequila /təˈkilə/ 龍舌蘭 

7.  Bacardi /bəˈkɑrdi/ 百加得(蘭姆酒) 

8.  Cognac /ˈkɑnˌjæk/ 干邑(白蘭地) 

9.  red wine /ˌred ˈwaɪn/ 紅酒 

10.  white wine 

(sweet, medium dry, dry) 

/ˌwaɪt ˈwaɪn/ 白酒 

11.  house wine /ˌhaʊs ˈwaɪn/ 餐廳特色酒 

12.  brandy /ˈbrændi/ 白蘭地 

13.  cocktail /ˈkɑkˌteɪl/ 雞尾酒 

14.  Margarita /ˌmɑrgəˈritə/ 瑪格麗特(龍舌蘭調酒) 

15.  San Miguel /ˌsɑn miˈgɛl/ 生力啤酒 

16.  Guinness /ˈgɪnɪs/ 健力士啤酒 

17.  gin and tonic /ˌdʒɪn ən ˈtɑnɪk/ 琴通寧 

18.  kaoliang  高梁酒 

19.  shaohsing  紹興酒 

20.  sake /sɑˈkeɪ/ 日本清酒 

21.  draught beer /ˌdræft ˈbɪr/ 生啤酒 

22.  manhattan /mænˈhætən/ 曼哈頓雞尾酒 

23.  daiquiri /ˈdækəri/ 黛克瑞/台克利調酒-據說是海

明威的最愛 

24.  champagne /ʃæmˈpeɪn/ 香檳 

25.  Bordeaux /bɔrˈdoʊ/ 波爾多葡萄酒 

26.  Sauvignon Blanc /ˈsoʊvɪnˌyõʊ̃ ˈblɑŋk/ 長相思白葡萄酒 

27.  Merlot /mərˈloʊ/ 梅洛葡萄酒 

28.  Chardonnay /ˈʃɑrdəˌneɪ/ 夏多娜白葡萄酒 

29.  Riesling /ˈrɪzlɪŋ/ 雷司令白葡萄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