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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select the PERFECT pair of jeans  
如何挑選最適合自己的牛仔褲


CPK (California Pizza Kitchen) 
加州創意廚房


Paige Denim 
牛仔褲


Hello Siri! 
與 Siri聊天學英文


2012 Spring,Summer Denim Trend 2012 春夏丹寧風潮







Jasmine Chang


Alicia Tsai


J&A 的時尚簡歷J'&A Style Bio


Sheila， 30， Marketing Specialist， 協助此次拍攝，取材


畢業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和南加大 Annenber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從 2007年畢業至今一直從事市場營銷和媒體工作，在市場營銷、品牌塑造、
業務發展、平面設計和活動策劃上頗富經驗。目前任職於 Beverly Hills的一家美國公司。
Sheila: 我和 Jasmine結識於南加大 Annenberg學院，兩人同樣喜愛探索新鮮事物，熱愛 LA的生活方式和時尚品味，因而成為朋友和工作夥伴。我非常欣
賞 Jasmine的工作熱情和 J323 LifeStyle的品味和設計，因此於 2011年 freelance加盟 J323 LifeStyle，並和 Jasmine一同探索 LA的時尚、藝術、文
化和飲食，一同採訪時尚界人物，為網站提供文章、照片和影片等。


從小喜歡時裝和表演，愛將自己打扮成不同角色，也喜歡替妹妹和身邊的朋友做造型。在台時就讀台北醫學院醫務管理


學系，隨後轉至波士頓大學 (Boston University)心理系。之後因興趣隻身前往紐約追求表演事業，就讀紐約知名戲劇學
院 William Esper Studio Conservatory，專修戲劇。畢業後參與了各種舞台與電影演出，近期作品包括 The Winning 
Season，The Day She Walk Down The Aisle (更多資料可上 IMDB查看 )。
演戲之餘，也很幸運地接觸了許多模特兒的工作，對時尚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為了拓寬事業領域，並讓自己更上一


層樓，在從事模特兒與表演的同時，前後修得美國政府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Drugless practitioners) 認證的
整體營養諮詢顧問 (Holistic Health Nutritional Consultant)和紐約時裝學院 Fashio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chool of Continuing and Professional Studies認證的時裝造型顧問。
目前擔任 LifeStyle A-Z之駐紐約代表及主編，在紐約義工組織 (New York Cares)幫忙作義工的服務，教小朋友
做課後健康點心或到家護中心做娛樂表演。


平日興趣包括游泳、瑜珈、慢跑、烹飪、調酒、品酒，最近著迷於 sailing!


Education 學歷 :
• 國立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畢業， 輔修文學及資訊科學
• 美國南加州大學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英語教學 (TESL)及傳播管理 (Communication Management)
雙碩士 
•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教學科技 (Instructional  Technology)博士班肄業  


Experience 經歷 : 
• 1997年全國大專聯考英語科榜首
• 實習於東森美洲台和 LA時尚公關公司 PURE Consulting
• 曾任職全北美最大華人黃頁廣告公司—「華人工商」， 網路行銷主管， 專責網站策劃及協助品牌年輕化
• 曾任職鼎碩創投， 網路行銷經理， 專責被投資公司之網站規劃及品牌重建 
• 擁有個人部落格及 facebook粉絲頁， 介紹好萊塢時尚、LA購物及吃喝玩樂， 對美國頂級設計師牛仔褲有深
入研究， 更有「牛仔褲達人」之稱號


Style Profile 個人風格 :
• 我的 party穿著是⋯ 貼身迷你洋裝
• 我的休閒穿著是⋯ 白 tee， 牛仔褲， 高跟鞋
• 當我想要看起來性感時， 我 ... 穿上寬大的白色襯衫， 配上貼身牛仔褲及高跟鞋
• 我把錢省在 ...吃⋯吃到肚子裡， 什麼都沒了， 還不如拿去買東西， ha
• 我把錢花在 ... premium denim， of course! (and some designer bags :P)  當然是
精品牛仔褲 (跟一些名牌包 :P)
• 我最愛的鞋是 ... 高跟鞋 (Christian Louboutin的紅底鞋最美， 但是不好穿。)
• 我最愛的牛仔褲是 ... Paige! 
• 我最愛的顏色是 ... 白色 ? 紫色我也很愛⋯.
• 沒有 化妝，   我決不出門。


興趣 : 逛街購物、看書、汲取科技新知、看電影和電視、聽音樂、旅遊、品酒、玩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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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 許多一開始會接觸到 J323 這個 fan page的人都是由於在我個人 blog上看到
我寫的一系列介紹 premium denim (精品丹寧 )的文章而加入的。 因此， 大家應該都
知道我對精品牛仔褲有多麼著迷和熱愛！而這一切都由當年在南加大 (USC) 教授 Dan 
Durbin的一堂 Image Management (形象管理 )課開始。 他從時尚切入， 以眾多好
萊塢女星穿著精品牛仔褲品牌而掀起 premium denim風潮的例子， 引導我們瞭解時尚
與形象管理的關聯性。 而好萊塢女星最愛牛仔褲品牌 Paige Denim創辦人在這堂課的
一場演講更徹底改變了我的生活， 讓我從此踏上精品牛仔褲狂熱的不歸路。


這次， 我很有幸透過教授 Durbin的牽線， 與 Paige本人聯絡上， 並遠赴全球精品牛
仔褲大本營的 LA採訪她。 She is the nicest， most humble person in the world! 
她親切， 大方， bubbly的性格讓我難忘 ! 另外， 在訪談中， 她不但跟我們分享了
Paige的緣起， 2012年春夏的denim trend， 更進一步告訴大家一些搭配上的小祕訣， 
還有好萊塢女星在 Paige採購的內幕喔 ! 這次的採訪， 我不但見到了心目中的偶像， 
訪問得開心， 試穿得更開心 ! 整個採訪內容及這趟 LA之旅， 我將陸續於雜誌及官
方網站中與大家分享。 想要先一睹採訪幕後花絮及 LA吃喝玩樂購物行程的人， 
歡迎上我們的官方 FACBOOK 中的 LA Trip 2011相簿先睹為快 !


XOXO,


12/06/11 


● It's all abou
t 


終於到了寫我
期待已久的牛


仔專刊的時候
了 !!! 


www.facebook.com/j323fash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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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ige Exclusive 
Entering the Market 
So, uh, what actually brought me into the denim market was first my passion for 
denim. But, um, prior to my being a denim designer, I had worked as a fit model for a 
lot of denim companies, like, 7 For All Mankind, Citizens Of Humanity, True Religion, 
Joe's Jeans, Habitual, you name it. I really became known as the “top fit model" 
in the denim market here in Los Angeles.  What I realized is that there were really 
no female designers in the denim market and I thought that there was a great niche 
for somebody like me to start a denim company and really deliver and design jeans 
from a female perspective.


Design Inspiration 
Well, the way I take my personal experiences is especially when I think about, being a woman and thinking about 
what I wanna wear. Like, for example, I'll go shopping and I'll buy a new pair of shoes, and then I'll think about the 
new pair of shoes that I just bought and then I'll think about what kind of jeans that I might wanna design back to the 
shoes I bought, or the coat I bought, or the new blouse I bought, So I really think about what's going on OVERALL 
in the clothing market and then try to figure out what works best back to denim. 


Paige's Image 
Overall, I think that the essence of the brand Paige, for men and women⋯ (you'll have to check out men too, I 
design jeans for men also.)When they think about the essence of Paige, it's all about being strong and passionate 
and sexy. So, umm, the Paige brand has a little bit more of sex appeal, it's a lil more feminine when it comes to the 
women's clothes, and for the men's, I think it's a little bit more fashion-forward, and yet, yet, very strong and still 
very sexy, from a man's perspective. So, but I really think of the brand overall, as a FASHION DENIM brand, it's not 
just being, umm, it's not just designing jeans, it's about designing fashionable clothes to wear on a daily basis.


Branching Out 
Paige, the brand, is going through an exciting time right now, we have the best year we've ever had. 
And, umm, I think along with that, because of my passion for fashion in general, umm, I REALLY⋯um, I REALLY 
love denim, so I really wanted to bring⋯ I mean, really love leather, so I wanted to bring leather even deeper into 
the mix.  And then we went through a lot of different (fabrics), like ponte blends, ponte is like a “double net (knit)" 
that we bring into pants, and also, are combining with leather. And so, we have a combination of leather jackets, 
ponte leather pants, ummm, we are gonna do more tops, and expand to the non-denim bottom market too as well, 
for more fashionable fun pieces, and like wove-blends and leather, and yeah, really exciting! So trying to take what 
I think I do best is to make things fit really amazing on the body and bring the fashionable side to this more casual 
contemporary market. I think we have a long way that we can expand the brand, so it's exciting. 


Founder of Paige Den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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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丹寧市場


讓我踏入丹寧市場的首先就是我對丹寧的熱情。


在我成為牛仔褲設計師之前，我替眾多 (頂級 )牛仔褲公司，例如 7 For All Mankind、
Citizens Of Humanity、True Religion、Joe's Jeans、Habitual等擔任板型模特兒。 
我因此成為洛杉磯牛仔褲業界中數一數二的板型模特兒。 
那時，我發現，牛仔褲市場中竟然沒有女設計師。因此，我覺得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好的利基


來成立一家牛仔褲公司並且真正以女性的角度來設計生產牛仔褲。  


註 : fit model指板型模特兒，意指衣服、褲子等皆按照這些模特兒的身材而設計剪裁。


設計靈感


我將個人經驗運用至 Paige品牌的設計上，尤其是當我想到身為一個女人，我會想穿什麼來打扮自己。
例如︰我會去購物，買了雙新鞋，然後想想該設計怎樣的牛仔褲來搭配剛剛新買的那雙鞋、那件外套，或那件襯衫。


所以我會以整個服裝界的狀況來衡量，然後試著研究出能最好運用在牛仔褲設計上的潮流或元素。


品牌形象


整體來說，Paige的品牌形象，不論是男性或女性系列⋯(你一定也要看看男生的，我也為男生設計牛仔褲喔！ ) 
當大家想到 Paige的核心本質，都會想到堅強、熱情，和性感。所以，Paige這個品牌的形象是帶有些性吸引力的，而女性系列
就女性柔美些；男性系列則比較時尚，但同時也散發出 strong，且以男性角度來說非常性感的一面。因此，我認為 Paige這個
品牌應該是一個時尚牛仔褲品牌，並非只有設計牛仔褲，而是設計平日穿的時尚衣著。


延伸品牌觸角


Paige品牌現在正經歷一段非常讓人興奮的時期，今年是目前為止成績最亮眼的一年。  
此外，由於我對時尚的熱情，嗯，我真的⋯我真的很愛丹寧，所以我真的很想把⋯我的意思是，我真的很愛皮革，所以我想加入


更多皮革元素到品牌系列中。我們試過許多不同的材質，例如ponte 混紡，ponte是雙羅紋針織布，我們將它運用在褲子上；同時，
與皮革混搭。所以，我們有皮夾克、雙羅紋針織混紡皮褲，之後也將有更多上衣，並擴展到非丹寧的下半身系列，有更多的時尚、


有趣的單品，例如混織和皮革。是的，真的很讓人興奮！所以，我希望能利用我的專長 –設計能完美展現女人曲線且舒適的單品，
並替這個休閒現代服裝產業導入時尚元素。 我想我們有一段很長的路可以來擴展 Paige這個品牌，這是一件讓人興奮的事！


Paige 專訪


Paige Denim 創辦人







牛仔褲幾乎是我們每個人衣櫃裡必備的單品， 但是
你對 Denim 真正知道多少呢 ? 在我們深入給你介紹
更多有關 Denim 之前，先給你一些你可能不知到的
cool facts 吧⋯。


Fact 1- 1873年 5月 20 日可以算是 Denim 牛仔褲
的誕生紀念日


Fact 2- 在 1885 年，一條牛仔褲的價位平均為 1.5
塊美金 (約等同於 2010年的美金 36元 )。  現在， 
在美國， 一條普通牛仔褲約售美金 $ 40元。
Fact 3- 1955年，好來塢名星 James Dean 在電影
"Rebel Without A Cause"裡穿牛仔褲，讓牛仔褲的
形象成為年輕人叛逆的代表。 很多學校和公共場合是
不準人穿牛仔褲進出的。 
Fact 4- 根據 2005年的統計， 美國一年內牛仔褲銷
售量高達 150億美元⋯且是不停往上爬。 
Fact 5- 在時尚優先的 21世紀， 平均一個美國人都
擁有至少 7 條以上的牛仔褲。 


牛仔褲是我們這麼常穿的單品，這些相關的 cool 
facts， 你之前知不知道呢 ? 


Fun Polls
說到 denim 牛仔褲， 大家最先想到的通常都是最
基本的藍色牛仔褲。 但隨著每一季的時尚變化， 
牛仔褲在剪裁和顏色上也有相當多不同。 最近幾年
來流行的各種不同 denim 潮流，哪一個是你覺得
最實際， 最喜歡，或最應該保持在流行前線的呢 ?


Fun facts about Denim!


Do you know... 


1). Color denim彩色色系丹寧牛仔褲


2). Skinny jeans 細管合身丹寧牛仔褲


3). Bell-bottom jeans / Flare jeans喇叭褲


4). High-waist wide leg jeans 高腰寬管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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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mium Denim （精品牛仔褲）到底為什麼貴到一件要一、兩百美金？


它跟普通牛仔褲到底有什麼不同？現在，讓我們來仔細探討一下！ 


緣起 :
Premium Denim（精品牛仔褲）的興起是件很有趣的事，但在談到它之前，我們先來談


談丹寧布和牛仔褲的故事…


The Origin of Denim (丹寧 )的由來
五百多年前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而他當時所用的帆布為法國 Nimes小鎮所生產的堅韌粗糙布料，這種布料法文名
為“Serge De Nimes"(a kind of material from the Nimes)，因此之後被簡稱為 denim。
它是一種粗厚斜紋棉布，由緯紗（weft）穿過兩條以上的經紗（warp），因此非常堅韌。經紗通常染較深的顏色，
如靛藍色；緯紗則顏色較淺，為淺灰或白色。 


19世紀 : The California Gold Rush加州淘金潮
加州淘金潮吸引了許多人成為礦工，想趁著這股淘金熱大發一筆，圓了他們的美國夢。當時位於 San Francisco以
販賣帆布維生的 Leob Strauss 發覺了礦工需要穿著材質堅固硬挺布料來進行粗重挖礦工作的這個需求，因此靈機
一動把原本用來製做帳幕的帆布拿來制作了第一條牛仔褲、overall工作服，並在 1853年成立了衣著批發事業，供
應這些礦工牛仔布料衣著，並自我改名為 Levi，而後所生產的 jeans即為日後大家耳熟能詳的 Levi's Jeans。  


1930年代 : The Wild- Wild West- Cowboy & The Western西部牛仔片
在當時最流行的西部拓荒片中，片中人物都穿著牛仔褲，也因此讓牛仔褲流行起來。


1940年代 : World-War II 世界二次大戰
牛仔褲在這個年代沒有太大進展，但由於戰爭的關係，美軍私底下舒適的休閒牛仔穿著也因而跟隨著傳播到世界其它地


方。戰後，Levi's原本在 apparel市場的敵手Wrangler和 Lee也開始與 Levi's爭奪全球牛仔褲市場。


1950年代 : Rebels 叛逆
叛逆小子 James Dean 於 1955年電影 Rebel Without A Cause中穿著牛仔褲，讓牛仔褲一躍身為電視電影中叛逆青
年的象徵，牛仔褲因此在青年中大為流行。


1960-70年代 : Summer of Love  & Counter-Culture– Hippie & Cold War嬉皮及冷戰
在探索心靈和追求創意，自我表達及自由的 60年代，人們以 counter-culture（反文化）來塑造自己很酷、很 hip、很
潮的形象，因而藉著穿著牛仔褲來表達自己認同 working class而並非那群權力集中的制式階層。此外，為了迎合當時
的 hippie（嬉皮）風及過度自由氛圍，市面上開始出現各種不同款式的牛仔褲，包含有裝飾的、有染漆的、多彩的，牛
仔褲也成為美國民眾的日常休閒穿著必備。而當時毒品的普遍使用也促使廠商於牛仔褲右前方口袋內新增了一個小口袋


以便民眾收藏和取用藥丸，這個口袋因此被稱為 “pill pocket"；而牛仔褲也成為 “Western decadence"（西方墮落）
的象徵，引進至歐洲及日本，在非西方國家中更是炙手可熱，被視為摩登美國生活方式的表徵。


Stone Wash 石洗的技巧也在此時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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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 : Designer Jeans 設計師牛仔褲
80年代， 牛仔褲成為 high fashion 的穿著， 許多名設計師 (如Gucci， Calvin Klein)開始設計獨具自我
品牌特色的牛仔褲， 牛仔褲再也不是 working class的穿著， 而是時尚的表徵， 因此價位也大為提昇， 許多
款式也相繼出現。 Skinny jeans， acid wash， 短小的牛仔夾克都是這時的產物。  


(Calvin Klien於 1977年開始生產販售牛仔褲， 而於 1981年， 總共銷售了一千五百萬條。 他們倍受爭議的 15
歲 Brooke Shields所拍攝的廣告為之後數個 decades的設計師牛仔褲及廣告行銷定了調。)


廣告 :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K2VZgJ4AoM 
(You wanna know what comes between me and my Calvins? Nothin.)


1990年代 : Depression， Recession & Hip-Hop經濟蕭條， 丹寧消退期和嘻哈音樂
90年代前期伴隨著經濟蕭條， 雖然牛仔褲從未真正退燒過， 但在這個年代， 青少年並不想穿著他們父母那個年
代古板的衣服， 認為那是藍領階級的穿著， 因而開始尋求其他材質的褲子， 例如卡其褲， 軍裝褲， 甚至是有品
牌的運動褲， 牛仔褲也因此進入蕭條期。 
但， 所有的流行即使退燒了一陣， 仍會再流行回來。 90年代後期 Hip-Hop的興起掀起了另一股丹寧風潮。 為
了配合嘻哈樂的動感， 開始流行起寬鬆的牛仔褲， 方便演唱者可跟著音樂一同律動。 這股風潮持續 dominate
了 90後期至 2000年。


2000年 : Reinventing the Jeans， 牛仔褲再造， 精品丹寧 /牛仔褲竄出
2000年開始， 牛仔褲再度回到伸展台上， Chanel， Chloe， Dior， Versace都將牛仔褲納入它們 99年夏天
的秀展。 
7 for All Mankind 於 2000年在 Los Angeles成立， 首度強調牛仔褲的設計， 材質， 剪裁， 服貼度及
finish， 因此掀起了一陣 premium denim的風潮， 徹底改變了牛仔褲市場， 許多精品牛仔褲品牌也因而在 LA
相繼成立， 讓 LA成為 premium denim的大本營。 


著名品牌 :


7 for All Mankind, AG Jeans, Citizens of Humanity, Current/Elliott, Genetic Denim, J Brand, Joe's 
Jeans, Paige Premium Denim, Rag & Bone, Siwy, True Religion, William Rast等等。


● 7 for all mankind ●  Rag & Bone ●  Paige Den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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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mium Denim
精品牛仔褲







Premium Denim 為什麼這麼貴 ?
普通一條牛仔褲約在 USD $ 49.50 ~ $89.50 之間， 而 premium denim則約為 USD $148 ~ $ 250 ， 有時
甚至高達 300美元以上。 這些精品牛仔褲到底為什麼賣這麼貴 ? 又為什麼能讓我們這些牛仔褲迷甘願砸大錢一件
又一件的買呢 ? 有下列幾項因素 : 


Fit (服貼度 ) ＆ Fabric (材質 )
精品牛仔褲通常採用的是日本或義大利的丹寧布， 因此較為柔軟， 刷色也是手工製作， 通常包含至少2%的彈性， 
而這些彈性特別分布在女性最需要的大腿和臀部， 撐起這兩個部位， 凸顯女性的窈窕曲線。 精品牛仔褲的剪裁
及彈性材質使得它能 hug your body in all the right places， 適合各種不同的體型， 在完美襯托出曲線的同時
還能兼顧舒適感。


Made in U.S.A (美國製 )
另外， 不同於普通牛仔褲多為made in China， 精品牛仔褲大多產於美國本地， 尤其是洛杉磯， 因此
人工貴， 生產成本高， 售價也相對變得高。


Celebrities (明星名媛 )
不可否認的， premium denim的竄起及引領潮流， celebrities 功不可沒。 大多數的精品牛仔褲品牌皆
成立於 LA並在當地生產製造販賣。 因地利之便， 這些品牌能輕易接觸到好萊塢女星， 而當這些女星們
口口聲聲不斷強調她們對這些精品牛仔褲的喜愛， 且身材曼妙地穿著這些精品牛仔褲出席活動或平日被
狗仔拍到時， 直接或間接地促成了 premium denim的流行。  此外， 穿著精品牛仔褲一方面使得這些
celebrities顯得又酷又時尚， 另一方面卻也表示她們沒有把自己太當一回事， 顯得更加親民， 也讓精品
牛仔褲本身顯得更 accessible。 


●  Paige Den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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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mium Denim
精品牛仔褲







Versatility & Practicality (多功及實用性 )
這個年代，牛仔褲不再只被視為休閒穿著。 隨著時代的變遷，流行的改變及 Steve Jobs穿著 signature 
牛仔褲搭配黑色上衣造成的風潮， 牛仔褲成為時尚中重要的一環， 現在大家更可穿著精品牛仔褲出席幾乎
所有場合， 它不但不會不正式， 反而顯得時尚。 
出去和三五好友吃個東西或小酌幾杯時， 搭配一件黑色的 skinny， 踏上雙高跟鞋， 上身穿件絲質感的 dressy top， 


你就可以出門了。


去 grocery shopping時， 穿上寬鬆輕便的 boyfriend jeans or slouchy jeans， 或你最舒服的一件破牛仔褲， 立即


顯得輕鬆卻又不會邋遢。 


午間的商業聚餐， 穿著件 premium denim， 配上線條乾淨利落的 blazer (西裝外套 ) 讓你看起來既有自信又時尚。


由於牛仔褲的多功性， 人們開始視它為一項很好的投資。 此外， 當你把一條 premium jeans的價錢除以
一年中它能被穿到的天數， 這樣算下來， 它變得一點也不貴了 !


Image (形象 )
雖然市面上有眾多的精品牛仔褲品牌， 但每個品牌都代表了不同的形象， 而這形象也投射在穿著者身上。 
例如， 穿著 Paige的人表達出她對自己身材的自信， 流露出簡單的性感 ; 穿著 AG的人則顯得輕鬆中帶
有個性 ; 穿著Current/Elliott的人則傳達出對輕鬆舒適感的要求 ; 穿著 True Religion的人則比較 funky， 
大膽想要吸引注意。  因此， 你穿著的品牌也代表了你所要傳達的形象喔 ! 你是哪個牌呢 ?  


大家現在是不是對 premium denim稍微有概念了些呢 ? 接下來， 讓我們帶著大家看看今年最新的丹寧趨
勢， 隨後跟著我們一起去挑選條適合自己的精品牛仔褲吧 !


●  Paige Den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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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mium Denim
精品牛仔褲







誰說牛仔褲一定就只有藍， 黑， 灰， 白這幾種顏色， 
材質只有丹寧布一種， 
花色只有素色 ?!  
現在， 不僅衣服可以亮麗繽紛， 牛仔褲也是多"彩"多姿! 
這季， 各精品牛仔褲品牌大玩色彩， 材質及花色。 不但
顏色萬千， 材質更增添了適合秋冬的絨布， 加上狂野的
動物紋 ! 好萊塢時尚女星代表 如Katie Holmes， Nicky 
Hilton， Rachel Bilson， Sarah Jessica Parker 等皆紛
紛穿著當下最 in的彩色或豹紋牛仔褲， 掀起一陣潮流 !


以色彩 (color)來說， 延續 2011年春夏開始盛行的彩色風潮， premium denim品牌這季仍爭相推出彩色牛
仔褲， 顏色由春夏清爽的亮色系轉為更適合秋冬的深色系， 如可口的小紅莓色 (cranberry)， 誘人的酒紅色 
(merlot)， 復古的鐵鏽色 (rust)，  飽和的茄子色 (eggplant) 或亮眼的藍綠色 (teal)。  


推薦褲款


• AG: The Legging Super Skinny Fit


Current/Elliott 綠色系         The Ankle Skinny in Apple; 暗紫色系 The Slit Stiletto in Blue Ribbon 


Genetic Denim: 深橘色系         Shane Cigarette in Lava (Lindsay Lohan有穿 )


• J Brand: 酒紅 /紫色系         901 Low-Rise Velvet Legging in Wine; 深橘色系 901 Low-Rise Velvet 


Legging in Terra Cotta


• Joe's: 各種彩色            Fifty-five Colors (the Skinny) 


• Paige: 酒紅 /紫色系         Verdugo 


Ultra Skinny in Magenta， Bon Bon 


Corduroy; 大地色系        Verdugo Ultra 


Skinny in Fiord  


• Rag & Bone : 深橘色系        Legging 


in Burnt Orange; 酒紅 /紫色系    


Skinny in Plum or Wine 


丹寧潮流Premium Denim Trend


Color


● Paige Denim


● Paige  Den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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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mium 
Denim







就花紋 (print)來說， 秋冬再也不是一陳不變的素色牛仔褲， 而是大膽的各式動物紋路 


(animal print)， 尤以豹紋 (leopard print)最為搶眼。


1.


3.


2.


1. AG: 豹紋款— The Legging Ankle in Leopard Black


1.


推薦褲款


2. Current/Elliott: 豹紋款—The Stiletto Skinny in Grey Leopard
 (這件穿過的名人可多了， 包含 Katie Holmes， Sarah Jessica 
Parker， Mandy Moore， Nicky Hilton， Anna Paquin 等等， 
除了原本的灰色及金色外， 現在還出了紫色， 暗紅色 Fig)


3. J Brand: 動物紋款—901 Low-Rise 
Legging in Matte Boa or Shiny Boa


Denim Trend丹寧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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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







4.


5.


6.


7.


4. Paige:  豹紋款—Verdugo Ultra Skinny in leopard


    5. Rag & Bone: 動物紋綜和款— 
    Legging in Feather


平價褲款


6. Divine Rights of Denim X Forever 21: 豹紋款—
Leopard Skinny


7. Gap 1969 (Exclusive):  豹紋及蛇紋款—mid-weight 
leopard or snakeskin print legging jean


4.


Denim Trend丹寧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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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質 (fabric)上， 除了基本的丹寧布 (denim)外， 這季更流行適合秋冬穿著， 布料
舒適，暖活的絨布 (velvet)和燈芯絨 (corduroy)。 此外，皮革 (leather)， 仿皮革 
(leatherette)， 或其他材質與皮革兩樣異材質混搭 (leather-mixed)的褲款也是現下的
大熱門， 它讓女性顯得 tough卻也 chic!


推薦褲款


1. AG: 
絨布款—The Legging in Deep Purple or Sapphire;
皮革款— The Legging in Leatherette Black


2. J Brand: 
絨布款—901 Low-Rise Velvet Legging in Raspberry; 
燈芯絨款—914 Corduroy in Henna (Naomi Watts有穿 )


3. Paige: 
燈芯絨款—Verdugo Ultra Skinny in Toast Corduroy; 
皮革款—Paloma Legging in Black


3. Paige: 燈芯絨款—Verdugo Ultra Skinny in Toast 


3. 皮革款—Paloma Legging in Black


1.


Denim Trend丹寧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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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bric







Zippers & Coated Shimmer
值得一提的是， 秋冬的牛仔褲在細節上也多了幾個重點 – zippers 和 coated shimmer! 不論是在前方口袋處或褲尾兩旁的
zippers， 皆大大提升了牛仔褲的 edgy感， 讓人穿上不自覺地想要 rock'n'roll一下 ! 這種中性化金屬與貼身展露女性曲線窄管
褲的衝突感， 更增添女人的性感風情 ! 而上季即開始流行的 coated jeans， 這季增添了 subtle shimmer，  讓原來即酷炫性格
的牛仔褲外格外多了分 glamor， 微微閃爍的光芒讓穿著的人馬上變成眾人焦點卻不又至於 too flashy!  Perfect!!! 


推薦褲款


1. AG: 
拉鍊款—Camilla Zip 


2. J Brand: 
拉鍊 & Coated款—Agnes (in Stealth); 
Coated款—620 Mid-Rise Super Skinny in 
Coated Rain; 
Coated Shimmer/Sparkle款—901 Low Rise Legging in Rose Gold 


3. Paige: 
拉鍊款—Edgemont Skinny in Cabernet; 
Coated Shimmer 款—Verdugo Ultra Skinny in Arabian Pink or Russet


4. Rag & Bone: 
拉鍊款—RBW 9 in Cobalt or Jewel


2.


3. Arabian Pink      • Russet


3. Arabian Pink


Denim Trend丹寧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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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aige 私人搭配小技巧 ***


這季的牛仔褲由於本身在顏色及圖案上已相當豐富， 因此建議大家搭
配時以簡約為原則， 以黑， 白， 米， 棕， 灰等基本素色上衣搭配
彩色或動物紋路褲款。  另外幾個較為特別的褲款顏色， 這裡也提供
適合搭配的上衣色系供大家參考。


• 芥末色 (mustard):  搭配米色 (cream) 上衣。


• 橄欖色 (olive): 搭配靛藍色 (indigo) 上衣。


• 可可色 (cocoa): 搭配洋紅色 (magenta)， 紅色 (red) 上衣。 


Denim Trend丹寧潮流


16







• 獨家搶先曝光的 Paige最新款牛仔褲也是以花朵花紋為主。


除上述幾點外， 我們也可從最新的 Current/Elliott及 J Brand款式中推測
2012春夏可能流行格紋 (plaid)或條紋 (stripe)圖案的牛仔褲， 雖然目前
在視覺上仍不是很能讓人接受， but who knows? Fashion is created by 
people， right?!   


Rag & Bone


● Paige  Denim


● Paige  Den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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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 2012年的春夏， 色彩仍是主流，但顏色轉變為柔和的淡色系
及霓彩色 (neon)， 如 Current/Elliot的Mercury Glass淺粉紫色
及 Closed Denim的最新 collection。 此外， 帶有金屬光澤的淺
色系也會是主流之一， 如下圖 Rag & Bone的最新系列。
  
Print則仍以動物紋為主。 除了原有的豹紋之外， 還多了蟒蛇紋 
(python)， 鱷魚紋 (alligator)等。 此外， 值得一提的是， 為了配
合春夏百花齊放的氛圍， floral print (花朵圖形 ) 也將掀起另一股
潮流， 這個趨勢已可在時尚先驅服飾店 Intermix中窺見端倪。 其
內所賣 Rag & Bone也已推出花紋款 (Legging in Galaxy)， 相
信各大品牌必會相繼推出。


What's Next


● Paige  Den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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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選牛仔褲Perfect Jeans


想必大家都知道要挑選一條適合自己的牛仔


褲是門很高深的學問。 牛仔褲選得好， 可以


讓自己的身材比例顯得完美， 又瘦又高挑。 


選得不好， 反而凸顯自己的缺點。 因此， 


如何選購一條適合自己並能凸顯身材優點， 


隱藏缺點的牛仔褲就顯得格外重要。 選購牛


仔褲時， 務必將下列幾點牢記在心 !


How to select the PERFECT pair of jeans
如何挑選最適合自己的牛仔褲


Perfect 
Jeans


第一部分 : Occasion 確定穿著場合


先確定你所要購買的牛仔褲將會在怎樣的場合或


情境穿。 不同的場合情境， 所需搭配的牛仔褲
也不同。  


• everyday: 
日常生活穿的牛仔褲以基本款為主， 因此
Skinny (窄管褲 ) 和 flare (喇叭褲 ) 都是很好的
選擇。  而比較 dressy的 trouser jeans 或基本
色但帶有奢華感的絨布 /燈芯絨褲牛仔褲也可取
代 pants， 讓人也能穿著牛仔褲去上班 ! 刷色則
以基本的藍色， 灰色， 黑色為主。 


• weekend: 
週末的穿著會比平日的穿著更為輕鬆些， 在這
清閒的假日穿著寬鬆的 boyfriend， slouchy 
jeans (男朋友褲， 慵懶褲 ) 或色彩活潑大方的
colored jeans是再適合也不過了。


Every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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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選牛仔褲Perfect Jeans


• date: 
約會時的穿著當然就得正式些， 但也不能太過隨便。 畢竟， 我
們希望表現出尊重這個約會 /男伴， 但卻又沒有把這個約會太
當一回事， 好像非要這個男生不可的樣子。 It's all part of the 
dating game， isn't it?!   因此， 建議大家可選擇穿著展露身


材的 skinny(窄管褲 )， 表現出自信。 而藍色顯得隨性自在， 黑色顯得正式有型。 配上一雙 killer heels(高
跟鞋 )或 boots(靴子 )， dressy top， voila， 美麗大方又時尚 ! Rock that date!


• party: 
party時的穿著當然就更 flirty & fun了 ! 表現完美臀部及腿部曲線的 skinny jeans是必備的， 而色彩或質感
上以黑色， 彩色， 或現下最流行的 coated shimmer jeans 和皮革感為主， 搭配上一雙美麗紅底鞋， 加上
各式各樣的 accessories， 讓你馬上成為 party上的個性性感美女 ! 


How to select the PERFECT pair of jeans 如何挑選最適合自己的牛仔褲


Weekend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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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選牛仔褲Perfect Jeans


• The Wash ( 刷色 ): 深色看起來較正式， 也較適合大部分場合。 
• The Fit ( 合身 ): 合身卻不會太過貼身的褲子能顯瘦且更有整體感。
• The Style ( 款式 ): 辦公室並不是讓你大秀最新時尚的地方， 所以
盡量選擇沒有過度裝飾的基本款。


• 絕對不會錯的牛仔褲 :  簡潔幹練的 trouser pants。


第二部分 : Your Dressing Room Checklist 你的試衣間檢查清單 ( 牛仔褲試穿秘訣 )
當你決定了穿著場合後，  記得攜帶所想搭配的衣服和鞋子一起進入試衣間， 方便你 visualize整體搭配完
後的效果。 例如， weekend的穿著須搭配平底鞋， 約會或 party時需搭配高跟鞋， 這些都影響到選購牛
仔褲的褲長及是否需要修改。 進入試衣間後， 你最重要的任務即是進行 Sit-Down Test。 善用試衣間內椅
子， 穿著所選牛仔褲坐下， 蹲下， 伸展， 確認是不是有露到股溝 (butt cleavage)， 褲子是不是太緊而


顯出內褲痕跡 (diaper booty)， 或褲子失去彈性而變得有點鬆。  當你進行 Sit-
Down Test時， 切記下列幾項檢查關鍵 : 
waist ( 腰 )， rise ( 褲襠 )， hips & thighs ( 髖部跟大腿 )， butt ( 臀部 )， 
inseam ( 褲子內長 - 褲襠底部到褲底部 )


• waist: 坐著時， 確定 waistband部份讓你覺得舒服合身且不會讓肚間贅肉溢出
來。 接著， 彎下腰去摸你的腳趾。 若做這個動作時， 身後露出太多肌膚即表示
你需要挑件高腰一些的。


• rise: 中襠適用於每個人， 低襠適合短身， 高襠適合長身。


• hips & thighs: 記得選擇 jeans時要找布料跟剪裁柔軟平滑的以避免胯下處皺褶
所造成的不舒服感及醜態。 


• butt: 試穿一件你覺得合身的， 然後站起來走一走， 坐下， 再站起來， 然後再
看一次。 重覆完這幾個動作後， 你的褲子不應該會有隆起， 皺摺或下垂的現象。


• inseam: 搭配平底鞋的牛仔褲褲長應該要在大約腳踝下至地面之間。 而搭配高
跟鞋的褲子則褲長應該要長到能蓋到你鞋後跟的 2/3。


***Jas 小叮嚀 : Work-Appropriate Checklist 適合上班的穿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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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選牛仔褲Perfect Jeans


***Jas 小叮嚀 ***
Get a TIGHTER pair! – 所有牛仔褲穿久了都會變鬆 (尤其是普通平價牛仔褲 )， 
因此， 選購時， 雖然不要選擇緊到像包粽子， 露出底褲及贅肉痕跡的褲子， 但也
需記得選購穿上去可能會稍覺得緊的褲子， 確保經過一段時間後， 你的褲子不會
鬆到無法穿， 或變成 granny's jeans。 
Make sure the waist doesn't stretch out! – 除了臀部及腿部的彈性外， 大家
往往忽略了褲腰部分的彈性。 Paige的牛仔褲在腰間做了特殊設計， 內襯棉墊， 
外部加上萊卡 (lycra)/彈性人造纖維 (spandex)來強化褲腰的彈性， 確保牛仔褲
不會因為穿久而腰間愈來愈鬆， 往下掉。 這是任何其他牛仔褲品牌都沒有的貼心
設計 !


***Jas 小叮嚀 ***
• 若你屬於大腿較有肉而希望讓它看起來比較瘦的， 請選擇牛仔褲正面大腿處的刷色是由淺慢慢往兩側
變深的， 且刷紋是直線條的。 這樣的刷色法會拉長大腿線條， 製造纖細感的錯覺。


第三部分 : Fabric Tips 質料小秘訣


• check the stretch- 找有彈性的 : 一件牛仔褲應該至少要有 2%的彈性。 完全沒有彈性的褲子穿起來
容易不舒服。 但， 若你下半身較肥胖或臀部， 大腿， 小腿曲線不是很好看， 建議選擇彈性較少， 比較
不緊身的褲款， 以免自曝缺點， 造成 "綁肉粽 "的糗態。
• check the wash- 注意刷色 : 深色適合較多場
合也較顯瘦， 淺色通常比較有膨脹的效果， 而有
裝飾的 (例如刷破洞或加點綴飾品的 )牛仔褲則
比較會吸引人注意。 因此， 若你屬於比較豐腴的
體型而希望讓自己看起來稍微瘦一些， 請選購深
色系的牛仔褲 ; 若認為自己太瘦， 想要看起來稍
微有肉一些，  則選擇淺色牛仔褲。 另外，  選購
embellished or distressed jeans時， 請確定這
些破的或有點綴的地方是在你希望人家注意到的部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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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 Pockets 101 口袋入門 
(選擇正確的口袋讓你有個蜜桃般的翹臀 )


• flap pockets ( 翻蓋口袋 ): 
多餘的布料能夠增加厚度， 讓你的臀部看起來比較渾圓， 適合臀
部比較扁平的人。


• high pockets ( 位置高的口袋 ):
口袋的位置靠近 yoke (牛仔褲後面 "V"型的部分， 也稱為
"riser") 會吸引人的目光往上， 也會造成提臀的效果。


• far pockets( 分很開的口袋 ): 
兩邊分開很開的口袋會製造曲線， 給人有飽滿臀部的錯覺。 


• low pockets( 位置低的口袋 ):
口袋的位置低會吸引人的目光往下，  讓你的臀部看起來比較大。


***Jas 小叮嚀 ***
•  避免沒有口袋的褲子 : 完全沒有口袋的褲子只會凸顯你的不完美， 而且會造成大屁股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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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 3 Denim Staples! 三種丹寧主要基本款 
1. Skinny ( 窄管褲 ):
• 穿著它們去 : 約會。 這型的褲子很容易搭配成為性感的裝扮。
• 找一條 : 合身但並非貼到黏在身上的牛仔褲， 褲襠必須適合自己的身材 
(請參考前面 )。 褲長剛好超過腳踝的剪裁會讓人看起來最瘦。
• 搭配 : 平底鞋或高跟鞋， 甚至塞到靴子裡。
• 這類褲子做得最好的品牌 : J Brand， James Jeans， Paige 
Premium Denim


3. Boyfriend /Slouchy( 慵懶褲 ): 
• 穿著它們去 : 跟朋友吃 brunch! 這些適合周末穿的牛仔褲又舒
服， 又酷， 又輕鬆。
• 找一條 : 寬鬆剪裁但後褲襠卻能適當舒服掛在你臀上的牛仔
褲。 它的長度應要夠讓你能反摺起來。
• 搭配 : 平底鞋 -很適合這種輕鬆休閒的 style。
• 這類褲子做得最好的品牌 : Current/Elliot， AG Adriano 
Goldschmied， American Eagle Outfitters。


2. Bootcut or Flare ( 靴型褲或喇叭褲 ):
• 穿著它們去 : 任何地方 ! 只要是深色或中等
深的刷色， 都能修飾身材， 讓每個人看起來
都好看。 且， 這種褲型與刷色適穿於大部分
場合。


• 找一條 : 中褲襠且膝上為貼腿剪裁的牛仔褲。 試穿時記得搭配鞋子， 褲
長應至少能蓋到鞋跟的一半以上。


• 搭配 : 高跟鞋 -能夠幫助拉長你的身形。
• 這類褲子做得最好的品牌 : Citizens of Humanity， Paige Premium 
Denim， Levi's


● boyfriend ● slouchy


●  Paige Braided Lou Lou Flare in Moj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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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 各式身材所適合的牛仔褲


• hippy or pear（" 臀部較平寬 , 大腿較粗 , 西洋梨型 "）︰


東方人較多屬於這類身材，而穿著靴型褲（bootcut）能讓較寬
的臀部顯得比例較合適。寬臀部的人若穿著比較緊身的 fit反會
使得下盤看起來變重。


明星代表︰ Jennifer Love Hewitt, Mischa Barton（The 
O.C. 後時期）), Michelle Trachtenberg
推薦褲款︰ AG " The Angel"（料子挺，可修飾臀部，加
上中低腰，稍稍拉瘦長了下半身的比例。）


• busty（胸部較豐滿）︰


寬管喇叭褲（wide, flare）能夠平衡過重的
上半身。窄管褲配和寬鬆上衣反而會造成


unflattering的收縮效果，變得頭重腳輕。
明星代表︰ Kim Kardashian, Christina 
Aguilera
推薦褲款︰ Paige Denim "Lou Lou 
Flare"（上半貼著大腿，過膝後慢慢散
開的倒鬱金香型，不但把人拉長，更把


人拉瘦，平衡掉上半身過重的不均衡感。）


• curvy（整體較有曲線，前凸後翹）︰


簡單的直筒褲（straight）能夠平衡你的曲線，
但千萬不要穿著褲管反摺的款式，這樣反而會


讓人顯得矮胖。


明星代表︰ Beyonce, Scarlett Johansson
推薦褲款︰ J Brand“Bombshell Bootleg" in Pure （這款褲子讓人下盤看起來超
讚，而腰間的 fit也是恰到好處，再簡單不過的臀部口袋將大臀部修飾得小些，深色
的刷色及靴型褲型也將寬臀及較粗的大腿修飾得比例更協調。）







25


挑選牛仔褲Perfect Jeans


• boyish（較男性化的身材）︰


選擇彈性較少，布料較硬挺的窄管褲 （skinny），可掩蓋掉天生缺少臀部曲線的缺
點，讓她們看起來帥氣有型。 另外，選擇有翻蓋口袋的褲款，利用翻蓋的厚度幫助
修飾臀部，讓它看起來更圓潤。 
明星代表︰ Keira Knightly, AnnaLynn McCord, Kristen Stewart, Alexa Chung
推薦褲款︰ AG "The Stilt" or "The Premiere"（因彈性較少，不會貼在腿上，且布
料硬挺，撐起扁平的臀部，將臀部修飾得圓潤些。）


• tall （高挑身材）︰


高挑的人基本上穿什麼都適合、好看。但，如何平衡比例，不至讓人覺得有壓迫感，


也是一門大學問。另外，高的人，腿也長，需要較長的 inseam。 
明星代表︰ Nicole Kidman, Heidi Klum, Elle MacPherson
推薦褲款︰ MiH "Marrakesh"（36"的 inseam，喇叭褲，非常 flattering，可搭配
高跟鞋、平底鞋皆可。中低腰的設計平衡掉了過長的軀幹。） 


• petite （嬌小身材）︰


身材嬌小的人（像我），最在乎的就是如何在視覺上顯得瘦高。頂級牛仔褲品牌


如Citizens of Humanity, J Brand, Paige等都有推出為嬌小身材女性特別設計的
petite系列，尤其是Paige。不僅款式多，整件褲子的比例也是以 petite身材重新
設計，不只褲長縮短，inseam改為 29"， 整件的比例也如量身訂做。
明星代表︰ Eva Longoria, Rachel Bilson
推薦褲款︰


o Paige Denim "Skyline Ankle Peg" in Super Rebellious（29"的 inseam對於嬌小身材的人剛


好，而簡單基本的深藍色加上大腿中的刷白及兩旁的特別刷深藍色，塑造出高瘦感。）


o AG "The Legging, Super Skinny Fit"（這款不管什麼顏色，都非常有修飾感，比前一代的


legging 不緊繃，但質料更舒適，整體更修飾身型，讓人看起來瘦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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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 Celeb-Fave 女星名媛最愛


• Style: Paige Denim  "Verdugo Ultra Skinny "— 數不清的女星名媛包括Gwen Stefani， Kate 
Moss， Rachel Bilson， Heidi Klum等都是這款牛仔褲的愛好者 ! 這條褲子不但柔軟， 超級有彈性， 有
眾多刷色， 它簡單俐落的剪裁更是適合各種不同的體型。 


• Brand: J Brand—同樣也有數不清的女星名媛穿著它家的褲子， 例如 Jessica alba， Kim 
Kardashian， Angelina Jolie， 英國王妃 Kate Middleton等。 J Brand的每條牛仔褲， 不論是深色或是
彩色， 窄管或是喇叭， 都是以極簡為設計原則， 看起來好看， 穿起來也合身。 


第八部分 : 該留著和該淘汰的褲款


• Looks to keep 該保留的 : jeggings (丹寧貼腿褲 )， colored 
washes (彩色刷色 )， flare jeans (喇叭褲 )
• Looks to lose 該淘汰的 : over-embellished styles (過度裝飾
的 )， ultralow rises (超低腰 )， distressed jeans (破洞牛仔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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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In-One Select Shop 精品牛仔褲品牌一網打盡 - American Rag Cie: 想
要一次逛到最多的精品牛仔褲品牌， 就一定得來 American Rag Cie。 裡面不
但各品牌清楚分門別類地排放好， 讓你一眼就能搜尋到自己所需， 另外更有專
業的修改師駐店立即為您進行修改服務 (alteration)。 品牌包含 Acne， AG， 
Cheap Monday， Current/Elliott， Earnest Sewn， Genetic Denim， 
Goldsign， H by Hudson， Habitual， J Brand， James Jeans， Joe's， 
Ksubi， Levi's， Mother Denim， Nudie Jeans， Paige， Prps， Rag & 
Bone， Raven Denim， Siwy等等。


: 150 S. La Brea Ave， Los Angeles， CA 90036
: 323-935-3154
: amrag.com 


• Designer Chic 設計師時尚品牌 - Barneys CO-OP: 只要來這一家店就可以找
到最新最熱門的設計師品牌單品， 例如Vince， Genetic Denim， 和APC等。 


: 請到 Barneys.com看所有店面詳細資料


• Personal Attention 個人專屬服務 - The Blues Jean Bar : 店內銷售人員會親
自陪你從超過二十個品牌中挑選出適合你的牛仔褲， 包括 Blelab， DL1961， 
Genetic， James Jeans， Kasil， MiH， Paige， Raven， Siwy， Rich & 
Skinny等。


: 請到 thebluejeansbar.com看所有店面詳細資料 或打 415-346-
4280 查詢


• Something for Everyone 人人都買得到東西的 - GAP : 有各式各樣的 fits， 
尺寸， 和款式 - 從經典基本款到最新流行款都平價銷售。 


: 請到 gap.com看所有店面詳細資料 或打 800-427-7895 查詢


• 好萊塢明星最愛的商店 - 
o Fred Segal: 想找到別地方找不到而好萊塢明星最愛的品牌， 就一定要來這 ! 
這裡有包含 Fidelity， Recession， 4 Stroke等等牌子。 請到 Fredsegal.
com搜尋商店資料。
o Kitson: 以好萊塢明星常出沒而成名的 Kitson， 同樣也販賣許多當下最 in
的牛仔褲品牌及褲款。 目前販賣品牌包含 7 for all mankind， Bleu Lab， 
Denimocracy， DL 1961， Genetic Denim， J Brand， Joe's， MiH， 
Mother， SOLD design lab， Wildfox等等。 請到 www.shopkitson.com搜
尋商店資料或線上購買。


第九部分 : Our Go-To Shops! 必去的商店 ! (美國牛仔褲專賣店指南 )


• American Rag Cie


• Barneys CO-OP


• GAP 1969


• Fred Segal







28


第十部分 : 十個該加到我的最愛的丹寧網站


1. 搜尋超過 77個不同的零售商 - Denimology.com: 
超多的選擇， 包含 Saks fifth avenue， Net-a-porter， Bloomingdale's等通通都放在一起。
2. 超容易的比較 shopping- Denimrack.com:  
不同品牌的商品放在一起讓你輕易比較查看你的 top picks。
3. 丹寧 TLC (tender， love， care)- Denimtherapy.com: 
不管是修補你褲子上的破洞， 縫線， 拉鍊或是其他部分， 這個網站都可以幫上忙。 只要把你的牛仔褲
寄去， 兩個星期後他們會將你的牛仔褲如新買般歸還， 一條修補費大約 $35。
4. 超低價的牛仔褲 - Forever21.com: 
網站本身很容易讓人瀏覽， 所有當下最紅的 styles， washes， cuts這裡都有， 最便宜一件只要 $9.5.
5. 低價找到特殊款 - Karmaloop.com: 
比較酷炫的牛仔褲像是 Blank， Cheap Monday， Kill City這裡都有賣， 且價錢都還算平易近人。 記
得要去看他們的特價區喔 !
6. 超讚的 fit guide- Nationaljeancompany.com: 
包含詳盡的說明， 尺寸對照表， 和不同品牌不同款牛仔褲的尺寸比較這裡通通都有 ! (這個我個人掛保證， 
算是我看過最有用最實際的 fit guide!!! 你如果知道自己穿 A牌哪款的幾號， 但是不知道 A牌別款或是其
他B， C， D牌你該穿幾號， 這裡是個很好的參考 !) 這裡有超過137種styles， 30種品牌的牛仔褲介紹， 
讓你知道他們如何 fit， 看起來如何。
7. 互動式 shopping- Nordstrom.com: 
可以觀賞網站上的 fit影片， 教你如何測量自己的
size， 並挑選適合自己身材的 styles。 
8. 個人化的搜尋 - Revolveclothing.com: 
可以用 inseam， rise， wash， 甚至是口袋形
狀或裝飾等細節來搜尋你所需要的款式。 
9. 女星名媛穿搭參考 - Singer22.com: 
瀏覽女星名媛們喜愛的 trend， 並且購買她們穿
的單品。


10. 找到你最好的打扮 - Zafu.com: 
填寫一份簡單調查問卷之後 網站即會推薦你來自
不同廠家且符合你的預算， 適合你身材的牛仔
褲， 順便提供你 fit tips及建議打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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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仔褲Paige Denim


好萊塢女星最愛的Paige Denim 


Paige Denim


類別︰精品牛仔褲專賣店 


地址︰ 116 N. Robertson Blvd, Los Angeles, CA 90048


電話︰ (310) 360-9888


網址︰ http://www.paigeusa.com


營業時間︰Mon – Fri︰ 11am – 7pm；Sat︰ 10am – 7pm；Sun︰ 12pm – 6pm 


價位︰ $$$ 


交通︰ street (路邊停車 ),parking structure nearby (附近的付費停車建築 )   


穿著︰輕鬆休閒，時尚  


氣氛︰輕鬆休閒，時尚


LA


簡介


Paige Denim是由加州小姐出身，擁有全世界最完美臀部而成為眾多精品牛仔褲品牌 (如 7 For All 
Mankind、Citizens of Humanity、Joe's Jeans、Habitual、True Religion 等 ) 御 用 fit model 的
Paige Adams-Geller所成立。她的臀型成為 premium denim界的標準，所有牛仔褲都以她的身材為基
礎而設計生產。Paige憑藉在美國精品丹寧界多年打拼的豐富經驗，傲人的臀部曲線，及身為女人對女人
身材及女性牛仔褲 fit與 cut的深入瞭解，以女性消費者的角度為出發點，設計出適合各式女性身材的牛仔
褲，讓Paige jeans擁有 "the BEST BUTT jeans"之稱，充分表現出女性自信、熱情和性感的一面。因此，
它家的褲子特別講究臀圍、臀部弧度的 rise、臀部口袋的位置、褲子側邊的車線、刷色跟大腿腿圍的修飾，
讓每種身材的人穿上都能合身並凸顯曲線，隱藏缺點。最值得提的一點是 Paige在細節上也非常用心，它
的牛仔褲在腰間做了特殊設計，多加了一層有萊卡 (lycra)/彈性人造纖維 (spandex)的印花棉墊，因此它
不但美麗，更強化褲腰的彈性，確保牛仔褲不會因為穿久而腰間愈來愈鬆往下掉。這是任何其他牛仔褲品


牌都沒有的貼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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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ige DenimLA


板型 
Paige注重各種不同身材的人，所以除了有專門設計給像我們東方人這種嬌小身材的 petite collection，
還有給小孩、maternity-懷孕婦女的系列。身材嬌小的我即是它 petite系列的忠實愛好者！不同於其它品
牌只是將褲長改短，Paige的 petite是真的以我們這樣身材的人來測量 fit並設計。因此，除了褲長縮短
之外，Paige petite也確保褲子膝蓋的位置、襠的位置都是在正確的地方，而口袋的大小也是適中的。較
大尺寸或孕婦款的褲子，比例上口袋也大一些；較小件的褲子，尺寸也小一些。


款式
在 Paige眾多款式中，最受歡迎的為 Verdugo Ultra Skinny。它是所有 Paige牛仔褲款式中最顯瘦最合
身的一款，且超柔軟的彈性材質讓它成為眾多好萊塢女星的最愛，也是我的 personal fave！第二名的熱
賣款為 Skyline Ankle Peg，這款很多元，穿在嬌小身材的人身上，長度剛好為全長，成為類直筒褲；而
穿在較高挑的人身上，即剛好到腳踝上，露出性感腳踝，Ankle Peg的名稱也由此而來。此外，它更適合
搭配各種鞋子，如高跟鞋、踝靴、平底鞋等。或者，女性朋友們也可將褲管塞進長統靴裡作搭配。以上兩


款都非常適合東方人較嬌小的身材，建議大家可以去試試。


• Verdugo Ultra Skinny


• Skyline Ankle P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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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仔褲Paige Denim


名人顧客
由於絕佳的 fit，Paige擁有眾多好萊塢女星死忠粉絲。如以 The O.C. 走紅的年輕時尚 icon- Rachel 
Bilson (身材嬌小如我的她最愛 Skyline Ankle Peg)、永遠的時尚 icon- Kate Moss (Verdugo為她的
最愛 )、永遠的超級名模 Cindy Crawford (Lou Lou flare是她的最愛 )、Project Runway主持人 Heidi 
Klum、Transformers 3出頭的超級名模 Rosie Huntington-Whiteley、英國王妃 Kate Middleton 
(穿著 Skyline Ankle Peg)、擁有完美臀部的 Jessica Biel，及時尚歌手兼 L.A.M.B.創辦人 Gwen 
Stefani、Gossip Girl走紅的最新時尚教主 Blake Lively，當然還有現下紅到不行的 Twilight演員，
如飾演狼人 Jacob 的 Taylor Lautner (Paige也有為男性設計的牛仔褲 )及美艷可愛吸血鬼的 Ashley 
Greene等等。 
現在，品牌的成功讓 Paige更進一步開始涉足牛仔褲以外的市場，開始設計符合品牌形象 –簡單、隨性
卻又性感，且能與牛仔褲相搭的衣服。她更積極計劃進入亞洲，讓更多人能認識這個品牌並穿到它家的精


品牛仔褲！


如同 Paige品牌的 tag line–“ be comfortable in your genes"(genes與 jeans是雙關語 )，不論
你是什麼身材或體型，穿上 Paige牛仔褲，你就對自己與生俱來的 genes 充滿了自信。Embrace your 
body， embrace your curves!


Vocabulary 字彙


• fit model︰板型模特兒
• rise︰褲襠
• embrace︰擁抱
• curve︰曲線（尤其是拿來形容女人的身材）
• fave︰ favorite的縮寫，指「最愛」
• gene(s) ︰基因


Paige Denim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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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牛仔褲 101
買牛仔褲是一門大學問。 光是褲型， 款式， 刷色就有幾十種。 這
裡我們將跟大家介紹最常用的一些詞彙以及選購技巧， 讓你進到牛
仔褲專賣店時不至被眼前的千百種牛仔褲給嚇到， 不知從何開始 !


Shopping English
     Let's Go Jeans-Shopping!!! 


步步闖關選購適合的牛仔褲


闖關句型 1 : 問好 
Sales Lady: Hi , welcome to Paige! How are you?  
                    嗨， 歡迎光臨 Paige! 你好嗎 ?
Jas: Hi , good! 嗨， 很好 !
闖關句型 2 : 協助選購款式
Sales Lady: Can I help you find anything? 我能幫你找些什麼嗎 ?
Jas: Actually , I'm looking for a (pair of) skinny.  事實上， 我正想找一條窄管褲。
Sales Lady: Ok!  好的 !
Jas: Which one would you recommend? 你會建議哪一款呢 ?
Sales Lady: Our colored denim is our most popular (item) right now , so we have all of our bright colors up 
                    front⋯hmmm⋯and we also have tons of skinnies in blue , we got all of our normal blue 
                    washes over here.    
                    我們的彩色牛仔褲是現在最受歡迎的款式， 所以我們把所有的彩色褲都放在店內的最前面。 恩⋯我們也
                    有很多藍色的窄管褲， 所有正統的藍色刷色款都在這邊。
Jas: What about that one? 那款如何呢 ?
Sales Lady: Yay! That one is great! Let me see if we have your size.  
                    好啊 ! 那款很好看 ! 我看看有沒有適合你的 size。
Sales Lady: You should be wearing⋯23?  你應該是穿⋯23號的吧 ?
Jas: Yep , 23 or 24! 是啊， 23或 24。這件是 24的⋯這是 23的。 拿這件吧 !
Jas: Thank you! 謝謝 !


小註解 : 牛仔褲款式篇


skinny—窄管褲
legging—貼腿褲
jegging—jeans+legging，像 legging
般貼腿的 jeans
straight—直筒褲 
flare—喇叭褲
bootcut—靴型褲
boyfriend—男朋友褲
slouchy—慵懶褲
cropped—七分 /八分 /九分褲
cuffed—褲尾反摺褲


Shopping 
For 
Jeans


註解 :
***藍色為購買牛仔褲常用之句型 ***
***紅色為常用牛仔褲相關詞彙 ***


●下面，讓我們搭配影片來呈現完整對話
時尚小註解 : 


• 色彩


o 紅色類 /紫色類 : burgundy 酒紅色， 


rust 鐵鏽色， magenta 桃紅色， fuchsia 


桃紅色， cranberry 小紅莓色， plum 梅


子色， eggplant 茄子色， 


o 綠色類 : olive 橄欖綠


o 藍色類 : indigo 靛藍色， teal 藍綠色


o 其他 : mustard 芥末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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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步闖關選購適合的牛仔褲


闖關句型 3 : 問質料
Jas: What about the burgundy one? 那酒紅色的那件呢 ?
Sales Lady: Sure! The corduroy? 當然沒問題 ! 燈芯絨那件嗎 ? 
Sales Lady: Hmmm⋯so , we have this wash in corduroy and we also 


have it in a tencel fabric , which is also extremely popular.  
But I'll give you this (corduroy) one. 
恩⋯我們這個顏色有燈芯絨材質的， 也有非常受歡迎的天絲綿
材質， 但是我會給你這件燈芯絨的試穿。


Jas: That one is lighter , right? More for the summer? 
        那件是不是比較輕 ? 比較適合夏天 ?
Sales Lady: They are both really comfortable and soft. The corduroy 


is greater for winter and fall , it's nice , warm and cozy. 
And this (tencel) one is just ⋯(feel the fabric)⋯amazing! It's so soft! 
它們兩種材質都很舒服又很柔軟。 燈芯絨比較適合秋冬， 它很棒， 暖活又舒服。 而這件 (天絲綿的 )就⋯(摸摸這
料子 )⋯超讚的 ! 它超柔軟 !


Sales Lady: Let me get these for you. 讓我幫你拿這些褲子。


闖關句型 4 : 繼續問款式
Jas: And , do you have flares? 那你們有喇叭褲嗎 ?
Sales Lady: Perfect! Our flares are amazing and we have a fit called Lou Lou , and it's a skinny flare , so it's gonna 
be really fit in through the calf and then flower out. 


太好了 ! 我們的喇叭褲超讚的 ! 有個款式叫做 Lou Lou， 它是瘦長貼腿的喇叭褲， 所以膝蓋以上將會緊貼大腿， 
然後到下面再散開。


Sales Lady: And , we have a petite , so it should be perfect for you! 
                    然後， 我們這款有特別做給身材嬌小女性的， 所以這件應該非常適合你 !
Jas: Oh , it's petite?  中文翻譯缺
Sales Lady: Yeah , so this is the petite. So , with your highest heels , it will be pefect! 
                   正是嬌小款， 配上你的高跟鞋， 一定很完美
Sales Lady: Let me know if you need another size or anything.
                   如果你需要其他尺寸或協助， 請跟我說。
Jas: Alright , thank you! 好的， 謝謝 !


時尚小註解 : 
•  質料


o velvet 絨布


o corduroy 燈芯絨


o tencel 天絲棉


o leather 皮革 (leatherette—仿皮革的 )
• 紋路


o animal print 動物紋路 
• leopard print 豹紋


• snake print 蛇紋


• python print 蟒蛇紋


• alligator print 鱷魚紋


o floral print 花紋


小註解 : 現在比較講究的品牌， 會很貼心地為不


同身材的人特別設計不同的系列。


petite—源自法文，  指 "身材嬌小 "。
plus size—大尺碼
maternity—孕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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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步闖關選購適合的牛仔褲


時尚小註解 :
如同前一期中我們與大家分享的， 在美國購物
結帳時， 只要你是刷卡， 店員一定會需要看你
的 ID。 如果你有美國證件， 這時就是拿出身分
證或駕照。 如果你是外國旅客， 就麻煩拿出護
照， 讓店員能比對你信用卡上跟護照上的姓名。


常用牛仔褲相關詞彙


• denim 牛仔布料
• wash 刷色
• burgundy 酒紅色
• fabric 布料
• cozy 舒適的 
• calf 小腿
• zippers 拉鍊
• funky 與眾不同的
• give out 喪失彈性， 變鬆了
• seam 褲子的接縫
• bust 爆裂
• tucked away 收藏、使隱藏


闖關句型 5 : 結帳囉 !
Sales Lady: How did we do? 穿得怎樣 ?
Jas: Great!!! 太棒了 !!!
Sales Lady: Oh great , two of our most popular (styles) right now! 喔， 太好了， 這是我們最受歡迎的兩個款式 !
Sales Lady: So yeah , the leather is amazing! This one , you are lucky we have your size , this , we only 
have like two left! 這件皮褲超讚的 ! 你很幸運我們還有你的尺寸， 這個款式我們只剩大概兩條了 !
Jas: Oh really?! They fit me so well , I HAVE to get them! 喔， 真的嗎 ?! 她們真是太適合我了， 我一定得買 !
Sales Lady: The pink sparkle one is fun! 這件粉紅帶亮粉很有趣 !
Jas: Do I get any discount? 可以幫我打折嗎 ?
Sales Lady: Of course! 當然 ! 
Sales Lady: Only for our special people! 只有給我們的貴賓喔 !
Sales Lady: 30% off. Your total is $394.33.  給你打七折， 總 $394.33。
Jas: Thank you! 喔， 謝謝你 ! (Jas拿出信用卡給店員⋯)
Sales Lady: May I see your ID， please? 可以讓我看一下你的證件嗎 ? (Jas拿出證件給店員⋯)
Sales Lady: Awesome! 太好了 !
Sales Lady: Here you go. 你的卡片在這。
                    (店員比對姓名之後交還證件⋯)
Sales Lady: I'll put it in for you. 我替你把收據放在袋裡。
Sales Lady: Enjoy the rest of your day and your new jeans. 
                    好好享受今天還有你的新牛仔褲 !
Jas: Thank you! 謝謝 !
Sales Lady: Hope we will see you again soon. 
                    希望我們很快會再見到你。
Jas: Definitely. 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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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Los Angeles


Denim
Style


natural make-u
p & sexy bed 


hair ( 自然裸妝和性感亂髮 ): 


LA 女孩的打扮以隨性、自然、簡約為


重。因此，簡單乾淨的裸妝，配上如剛


起床般微亂的秀髮，再穿上白色 t-shirt


和襯托身材的貼身牛仔褲，馬上充滿了


純潔的性感，多麼撩人啊！


sunglasses ( 太陽眼鏡 ): 
加州以溫暖的陽光及絕佳的天氣著稱， 因此在這，太陽眼鏡為必備物品！它不但可保護眼睛，更是時尚寵兒。一付 oversized 或是 aviator 款的太陽眼鏡讓人頓時時尚滿分，super model、大明星上身！


blue jeans ( 藍色牛仔褲 ): 
LA 走休閒風，更是精品牛仔褲 (premium denim)的大本營。在這兒，不論是一般市井小民或是好萊塢女星名媛，每個人都有好幾條牛仔褲。它不但方便，更是時尚的象徵！白、藍、灰是加州穿著的主要色調，因此一件 white tee 配上藍色牛仔褲更是經典的美國加州女孩打扮！


tank or tee ( 無袖上衣或 T 恤 ): 


如同之前說過的，在 LA，t-shirt 與 tank top 是


必備的穿著。夏天可單穿；冬天可 layer up。


平時穿舒適輕鬆，如須正式一些，可外搭


blazer，配上窄管貼腿牛仔褲再搭上一雙高跟


鞋，即變性格又時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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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配件及隨身攜帶用品 :


wallet: Bot
tega Venet


a 


sunglasses: Forever 21


phone: iPho
ne 4S


stila eyeliner


Chanel lipstick


Sephora 


passport cover: 
Victoria's Secret


traveler's che
ck


bag: Proenza Schouler "PS1"


iPhon
e ca


se: 


Juic
y Co


utur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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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引頸期待的 iPhone4S終於在台灣上市了，最令人矚目的新款功能
之ㄧ，就是會開口聊天的 Siri。雖然 Siri還不會說中文，很多 functions
在台灣也不能用， 但是它還是很厲害 ! 到底有多「犀利」，就讓我們先來
一窺究竟！


基礎篇 :認識 Siri新朋友
到底我們可以如何跟Siri互動呢?可以試試從下面的短片裡，
找出 Siri對使用者的請求所做的回應。
Apple iPhone 4S Siri demo - Official Video 官方影片
http://www.youtube.com/watch?v=5pg6fho-xb4 


Hello Siri! — 與 Siri 聊天學英文
打電話， 收發簡訊， 問天氣篇


by Linda & Jas


(A) Let me think. Ok, here you go. 讓我想想，這是你要的資訊。
(B) Not too cold. Maybe down to 61 degree in San Francisco. 
      不會太冷，舊金山低溫約華氏 61度。
(C) Here's the traffic. 路況是這樣的。
(D) Ok, 30 minutes and counting. 好的，30分鐘倒數計時。
(E) New message from Sebastian. Great news! We got the go
ahead. Can we meet at 10? 
Sebastian寄來新簡訊，好消息！我們可以進行計劃了，十點見好嗎？


請依影片內容將下列選項填入 :


Hello 
Si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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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Read me the message. 讀新簡訊。
Siri: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User: Reply:  "Definitely. I'll see you there.  "回覆 :沒問題！到時見。
User: Play my running mix. 播放我的跑步音樂 (組合 )。


User: What's the traffic like around here? 這附近的路況如何 ?
Siri: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User: Text my wife that I might be 30 minutes late.  
          傳簡訊通知我太太我會晚到 30分鐘。


User: Is it going to be chilly in San Francisco this weekend? 
         這週末舊金山會很冷嗎 ?
Siri: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User: How about Napa Valley? 納帕谷的天氣呢 ?
Siri: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User: How many cups in 12 ounces? 12盎司是幾杯 ?
Siri: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User: Set my timer for 30 minutes. 設定倒數計時 30分鐘。
Siri: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iri: Your notification for messages:  "Sandy Cheng: Are we still on for dinner tonight? " 
        簡訊通知。Sandy Cheng說 : 今晚一起吃晚餐嗎 ? 
        (在美語中，  "on "用在談論約會， 會議等相關議題時， 指這個 date或meeting仍會如期進行，
        不會被取消。 是很口語的說法。)
User: Reply:  "Sure， I'll be there. " 回覆 : 當然好，到時見 !
Siri: Here's your reply to Sandy Cheng:  "Sure I'll be there. " 
       這是你對 Sandy Cheng的回覆 :  "當然好，到時見 ! "
User: Send. 寄出。


• definitely: 當然、肯定地


(Answers: E， C， B， F， A， D)


• mix: 混合， 組合 • chilly: 寒冷的


• notification: 原意為 "通知 "。 在 iPhone特別指 push notification， 指會發送事件通知給使
用者


Vocabul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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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1 : Make a phone call (Siri幫你打電話 )


互動篇 :好用 Siri小秘書
我們一起來跟著主編 Jasmine探索 Siri在日常生活中的好用功能，包括打電話、收發簡訊、
報氣象。


Jas: Call Alicia Tsai. 撥電話給 Alicia Tsai。
Siri: Calling Alicia Tsai mobile. 正撥打給 Alicia Tsai手機。
(這時， 如果這個聯絡人有超過一隻電話號碼， Siri即會列出所有號碼， 並詢問你想要打哪一個。)


句型 - 
• 打電話


o Call + 人 (名 )   Call Sofie. 打電話給 Sofie。
o Call + 人 (名 ) + 電話號碼種類  
• 手機 : Call Mom on her mobile. 播老媽手機。
• 家裡 /公司 :  Call Rose on her home/work phone. 
                      打電話到 Rose的家裡 /公司電話。


o Call + 電話號碼   Call 213-600-0007  
                             撥電話號碼 213-600-0007。 
o Call home 撥電話回家。
• FaceTime: 


o FaceTime Sheila. 用 FaceTime打給 Shei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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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2 : Texting (Siri幫你收發簡訊 )


句型 - 


• 發送簡訊 : 


o Text + 人名 (that ) + 簡訊內容 >>> Text Alicia "I'll call you back in an hour.


                                                        " 傳簡訊給 Alicia 說 "我 一個小時內回你電話。 "


o Send a message to + 人名 ( saying + 簡訊內容 )>>>   


   Send a message to Sheila saying "can we meet at 7pm" 


   傳簡訊給 Sheila說 "我們可以晚上七點見嗎 "


o Send a message to + 電話號碼 + saying+ 簡訊內容 >>> 


   Send a message to 323-600-5000 saying  "you got the wrong number.


   "傳簡訊到 323-600-5000 說 "你傳錯人， 搞錯電話了。 


o Tell +人名 + 簡訊內容  >>>


   Tell Wendy  "tonight's party was awesome , too bad you didn't come. "


   告訴Wendy說  "今天晚上的 party很讚， 好可惜你沒來。 "


• 讀取簡訊 : 


o (Can you) read me the text (messages). (可以 )讀簡訊給我聽 (嗎 )。


o Read my new messages. 讀新收到的簡訊給我聽。


o Read it again. 再讀一次。  


• 回覆簡訊 : 


o Reply  + 回覆內容  Reply "Ok , I'll see you then." 回答說  "好的， 等會見。 "


o Tell + 人 + 回覆內容  Tell her "I'm on my way."告訴她 "我在路上了。"


• 寄發或取消寄送簡訊 :  Send 或 Cancel 


Jas: Can you read me the text messages? 可以讀簡訊嗎 ?


Siri: New message from Allen. Let me know the details tomorrow. You can 'reply' or ‘read it' again. 


       來自 Allen的新簡訊。請告知我明天的細節。你可以「回覆」或「重讀簡訊」。


Jas: Reply。 回覆。


Siri: What do you want to say to Allen? 你想跟 Allen說什麼 ?


Jas: The meeting is at 2 p.m. on Monday， so when do you want to meet? 


        會議是在星期一下午兩點，你想何時碰面？


Siri: I updated your message. Ready to send it? 我已更新你的簡訊，寄出嗎？


Jas: Send. 寄出。


Siri: OK， I'll send your message. 好的，我將寄出你的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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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3 : Ask about the weather (Siri報氣象 )


句型 - 
• 問天氣狀況 : 


o 天氣怎樣 : 
• What is the weather gonna (=going to) be like + 時間 >>> What's the 
weather gonna be like in LA this Friday? 洛杉磯下週五的天氣如何 ?
• How is the weather (in + 地名 ) right now? >>> How's weather in New 
York City right now? 紐約市現在的天氣怎樣 ?


o 會不會下雨 : Is it gonna (=going to) rain ( in + 地名 ) + 時間 >>> 
Is it gonna rain in San Francisco tomorrow? 明天舊金山會不會下雨


o 查看氣象預報 : 
• Check 時間 's forecast for + 地名 >>> Check next week's forecast for   
   Vegas. 查查看下週賭城維加斯的天氣預報。
• What is the forecast for + 時間 >>> What's the forecast for tonight? 
   今晚的天氣如何 ?


• 問溫度 : 
o 問溫度 : What is the temperature (outside) (right now)? 現在 (外面 )幾度?
o 問最低或最高溫 :  What is the (lowest 最低 or highest 最高 ) temperature 
+ for 時間 >>> 
• What's the lowest temperature for tomorrow? 明天最低溫度是多少 ?
• What's the low (或 high) for Boston on Wednesday? 波士頓這週三的低 
   溫 (或高溫 )是多少 ?


o 問有多熱或多冷 : How hot (或 cold) will it be in + 地名 + 時間 >>>  How hot will it be in Phoenix this 
weekend? 這週末鳳凰城會有多熱 ?


• 問風速 : How windy is it out there? 現在外面風有多大 ?
(Siri會回你 : The wind's blowing at 16(或其他數字 ) mph (E或其他方向 ) right now.)


Jas: So what's the weather gonna be like next Monday? 下週一的天氣如何 ?
Siri: Don't forget your raincoat. 別忘了你的雨衣。
Jas: So do I need an umbrella (for tomorrow)? 所以我需要帶傘嗎 ?
Siri: Yes, it's likely to rain tomorrow. 是的，明天很可能會下雨。
Jas: When is it gonna be sunny again? 什麼時候會放晴 ?
Siri: No, it's not going to be sunny today through this Friday. 不太可能，從今天到週五都不會放晴。
Jas: How about Taiwan? 那台灣的天氣呢 ?
Siri: Not much sun in the forecast today 4:15 p.m. in Taipei City, Taiwan.  
       今天台灣台北市下午 4:15 的天氣預告是陰天。
 
   想知道 Siri到底有多能聊嗎 ? 下一期將有更多的分享，大家不要錯過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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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創意廚房CPK (California Pizza Kitchen)


CPK (California Pizza Kitchen)
類別 : 美式及義式複合式料理
地址 : 各分店地點請參考官方網站 
電話 : 各分店電話請參考官方網站
網址 : http://www.cpk.com/ 
營業時間 : 依各分店而不同
價位 : $$   外帶 : 有  接受訂位 : 無     WiFi: 無
交通 : 依各分店而不同
穿著 : 輕鬆  
氣氛 : 輕鬆 


CPK 緣起及特色


California Pizza Kitchen (CPK) 於 1985 年在美國加州比佛利山莊 
(Beverly Hills)開設第一家店。前聯邦檢察官 Rick Rosenfield和 Larry 
Flax將他們對食物的熱情結合高品質新鮮食材製造出創新的 pizza，例如 The Original BBQ Chicken (經典 BBQ碳烤
雞肉比薩 )、Thai Chicken 和 Jamaican Jerk Chicken。Rick和 Larry靠著 CPK讓加州能與芝加哥及紐約等地在 pizza
這個領域中一較高下，讓加州 pizza也佔有一席之地。如同加州本身為民族大熔爐的特色，CPK的餐點也以特有的加州風
味融合了世界各地異國料理，充滿創意，並融合健康元素，使用開放式廚房，烤出外脆內軟，口感介於傳統義大利薄皮比


薩及芝加哥厚皮比薩之間的獨特加州式比薩，大大受到民眾喜愛。很快地，CPK成為商業及家族聚餐的熱門場所，而這種
fusion cuisine也風靡了全美。影星 Tom Hanks、Jodie Foster、John Travolta等都是 CPK的忠實粉絲。


此外，在美國，CPK除了連鎖餐廳外，更推出冷凍食品與各大超市販賣。當民眾忙到無暇或懶得外出用餐時，他們也可打
開冰箱，拿出事先購買的 CPK冷凍 pizza加熱食用。雖然較少口味可供選擇，但吃起來也不比店裡現烤的 pizza遜色。  


如今，CPK憑藉其在地化融合式異國料理的特點，不論到任何一個州、任何一個國家，總是可以融合當地飲食，打造出另
一個全新的美食驚喜。並因此擴展至全美，甚至全世界 16個國家，超過 260家店面，也在各大機場、體育場甚至校園中
設置攤位。近日，CPK也進駐台灣，打著正統加州 fusion cuisine及designer pizza的名號，擁有全台最大的「比薩窯爐」，
外加以台灣三大小吃—“珍珠奶茶、滷肉飯、蚵仔煎 "而推出台灣特有的台式口味 pizza，打算一舉擄獲台灣民眾的心與胃。


LA 
Lifestyle by Wendy & J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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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K-Taiwan 加州創意廚房
地址 : 台北市信義區松壽路 20號 1＆ 2樓
預約專線 : 2722-8383 
營業時間 : 11am~ 1am


CPK 台灣也吃得到 !
身為加州女孩的我，CPK與 In-N-Out是我每次回 LA必吃的，足見 CPK在我心中好吃的程度，它也是
美國民眾心中「離鄉後最想再吃」的餐廳。如今，它在台灣開幕，對我及許多曾待過加州的人來說，真是


個天大的好消息！位於台北信義區的 CPK佔地兩樓︰一樓為室外座位區，讓大家可以一邊吃 pizza，一
邊想像自己在加州享受戶外陽光；二樓的入口位於華納威秀的美食街，空間來講相對較小，建議大家還是


選擇一樓的座位比較舒適。


以食物來說，台灣 CPK的 pizza口味比美國清淡了些，但多了些極具台灣在地飲食文化的創意口味，例
如「滷肉飯比薩」與「蚵仔煎比薩」，甚至還有甜點的「珍珠奶茶比薩」。三者之中，珍珠奶茶為我的最愛！


California Pizza Kitchen (CPK) 加州創意廚房 之 台灣篇


smoke salmon pizza
煙燻鮭魚比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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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奶茶比薩


當服務生端過來時，我們先是聞到濃濃奶茶香，接著看到漂亮可愛的擺盤，


真的很吸引人！一口咬下後，果然就是珍珠奶茶的味道，餅皮有點像比較厚


且硬的法式 crepe，香味十足！做法是先將 pizza皮刷上一層薄薄的焦糖醬
送進烤箱中烤個十分鐘，再拿出來「加工」。先是抹上特製的低糖低脂卡士


達醬，再擺上在地的芋圓、地瓜圓和主角珍珠及小塊草莓來配色並中和一些


甜味，讓整個口感更有層次！當然也少不了奶茶的味道，所以最後擠上獨家


的奶茶慕斯，香味撲鼻，幸福感滿溢的珍珠奶茶口味 pizza就大功告成了！
是不是看起來很誘人呢？！ 另外，配上一小塊草莓及薄荷葉真是畫龍點睛，既可增加色彩又可讓味道不會過於甜
膩。只是之後若不是草莓產季時，是不是要改換其他當季水果代替？這可能就要讓 CPK主廚花點腦筋和巧思了！


蚵仔煎比薩


而我第二喜歡的蚵仔煎比薩也是一絕。這款蚵仔煎口味 pizza，說實在一開始還沒試吃前並沒有抱太大的期望⋯因
為心想，台灣蚵仔煎那麼好吃，要怎麼如實的用 pizza方式呈現。所以當服務
生端上的時候，就抱著嘗鮮的態度姑且一試。結果⋯出乎意料的好吃！ CPK
稍微改變了一下傳統蚵仔煎的做法，蚵仔是用粉裹下去炸的，所以餅皮不會被


沾濕，也把蚵仔的鮮味完整的鎖在麵粉皮裡面。因此，口感大大加分！此外，


說到蚵仔煎，決定好不好吃的另一重點就是那個甜甜辣辣的「醬」！ CPK聰
明的把它當作基底，讓整個味道巧妙的融合 ~再加上馬芝瑞拉起司，這中西合
璧的組合意外地match！真心推薦大家試試 :)


滷肉飯比薩


排名最後的滷肉飯比薩其實也不難吃，設計上也是別出心裁，在餅皮上鋪上滷


肉和香菇細末製成的肉燥醬，撒上馬芝瑞拉起司，搭配切片滷蛋，再獨具創


意的撒上一顆顆米香，最後以香菜及三星蔥點綴，整個很熱鬧 & colorful！
不過，個人覺得吃到最後味道較鹹，沒有像我們一般在吃滷肉飯有回甘的感


覺。但每個人口感味覺不同，所以還是要自己吃了才知道喔！還有一點小趣


事⋯他們端給我們試吃的那盤，上面的滷蛋切片可能被美白了⋯是個水煮蛋


切片來著 ~呵！


其他台灣特有口味


此外， 北京烤鴨比薩也是美國 CPK菜單中沒有的。 


California Pizza Kitchen (CPK) 加州創意廚房 之 台灣篇


chicken tequila fettuccini
龍舌蘭雞肉菠菜寬麵


Thai chicken pizza
泰式雞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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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ifornia Pizza Kitchen (CPK) CPK加州創意廚房 之 美國、台灣大對決


空間


美國勝 –美國地大，因此空間自然也大了許多，
較沒有壓迫感。


Pasta 義大利麵


美國勝 –CPK的另一項熱門食物即為 pasta，台灣 CPK的 pasta價
錢與美國相當，但份量偏小，為美國的一半，搭配的佐料配料也比美


國少了許多，而我最愛的 chicken piccata在我跟他們的總裁反應後，
台灣竟然也引進了！


價位︰美國約 USD$10~13，台灣約 NTD$300~460。


Pizza 比薩


難分高下 –各有優缺點：美國口味較重，相較之下台灣的
口味淡了些；所以依個人喜好而不同，兩地的menu也不
盡相同。


價位︰美國約 USD$11~14，台灣約 NTD$320~480；
餅皮皆分為薄底跟厚底，美國跟台灣尺寸分別為 12吋跟
10吋。


台 灣 Wild Mushroom Pesto 
Pizza (料非常的實在 !)


美國 Chicken Pesto Pizza


美國勝


合


CPK加州創意廚房  美國


台灣 chicken piccata (以一大塊雞腿
配上粗麵。 檸檬味較淡， 奶油比較
多， 濃稠， 我個人比較不愛吃。)


CPK加州創意廚房 、台灣


美國 chicken piccata (以三大
塊雞胸肉配上細麵。 檸檬味較
重， 較入味， 奶油較少， 我
個人覺得比較清爽可口。)


美國勝


美國  vs.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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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ifornia Pizza Kitchen (CPK) CPK加州創意廚房 之 美國、台灣大對決


Desserts 甜點


台灣勝 –在甜點上，台灣與美國提供選擇的品項也差很多，內容大不相同。美國的為基本的
chocolate souffle、red velvet cake、key lime pie、hot fudge brownie sunday、 tiramisu等；
而台灣的則饒富創意，包含 Red Wine Apple Cinnamon Pizza (微醺的白雪公主 )、Banana 
Cholocate and Marshmellow Pizza (孫悟空 & 筋斗雲 )、Chocolate Lava Cake (熔岩巧克力
蛋糕 )等。


Red Wine Apple Cinnamon Pizza 
(微醺的白雪公主 )


tiramisu 提拉米蘇


Insider Tips
建議曾品嚐過美國 CPK的人，來台灣的 CPK可以嘗試在美國吃不到的
台灣特有口味。但，如果您還未吃過美國加州正宗的 CPK，不妨也試試
其他口味，例如 The Original BBQ Chicken Pizza、Thai Chicken 
Pizza、Tricolore Salad Pizza、Chicken Tequila Fettuccine、
Kung Pao Spaghetti等。雖然口味上稍嫌不足，但相信仍會讓您驚喜
萬分！


再偷偷告訴大家一個小秘密…


其實我覺得 CPK最好吃的 pizza 口味是Mango Tandoori Chicken 
Pizza，就是它讓我愛上CPK的！但是不幸的，因為芒果的季節性因素，
現在 CPK菜單上已不見這款美味 pizza的蹤影，真的好可惜啊！


Drinks 飲品


難分高下 –台灣的加州風味水果茶多了marshmellow（棉花糖）及果肉，看起
來更有趣、誘人；但我最愛的芒果茶台灣並未引進。


台灣勝


合


（照片注釋︰左 -CPK台灣代理寬達食品公司董事長孫大
強先生；右 -CPK國際部副總裁 Mr.Tim Gleeson）


mango tandoori chicken piz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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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hind the Scenes  幕後花絮


What's 
Next


每次飛機降落在 LAX的那刻， 我總有種莫名地感動， 很想大喊  "finally "， 終於回到了熟悉的地方， 
心情頓時開心了起來 !  LA這個城市有股魔力， 它讓我無法自拔的愛上它， 更如著魔似的對它魂牽夢縈。 
溫暖， 令人振奮的陽光， 湛藍的海， 美麗的沙灘及藍天白雲， 四處可見的帥哥美女， 寬廣的道路， 看
不完的各式名貴跑車，  各式各樣的異國美食， 好吃不過的複合式創意料理， 再加上購物天堂，  怎能讓
人不愛呢 ?!


這趟回 LA主要是採訪 Paige， 也順道為大家多帶些吃喝玩樂的資訊回來。 Paige本人不但超級美麗， 
更是親切， 謙虛。 她的 personality， 待人處世讓我折服。 我一定要多向她學習， 希望將來有一天也
能同她一般成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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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這趟旅程其實也去了很多以往我在 LA時沒去過的地方。 人是慣性的動物， 之前在 LA住久了， 
adventurous的心也慢慢得減少， 遺忘。 現在離開了， 那種冒險犯難想要 explore的心情反而又回來了 ! 
因此， 這次， 除了購物之外， 我都專挑些以前沒去吃過， 晃過的地方， 重新感受一下當初剛搬到 LA
的好奇感。 我的好友 Sheila， 陪著我， 兩人一同到處尋找新的場所， 品嘗新的 brunch places， 找到
了 LA最好喝的咖啡， 探尋到很多好萊塢明星最愛的餐廳和咖啡店， 還採訪了好萊塢年度的聖誕遊行， 
更經歷了採購年度盛事的 Black Friday， 這些都將在日後的幾期中與大家詳細介紹喔 !  


真的有太多， 太多的東西想與大家分享， 讓大家多瞭解這個除我出生地之外， 我最深愛的城市。 或許有
一天， 我會組個團， 帶大家來個 insider LA深度之旅吧 ?! 


最後， 如果大家想要觀賞這次我與 Paige訪談的完整內容：


facebook頁面：https://www.facebook.com/J323fashion


youtube頁面 ：http://www.youtube.com/j323life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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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ys to save BIG money
省錢大作戰


美國購物，


食尚文化及聖誕節


東西岸大不同 : 洛杉磯 vs. 紐約


時尚影片學英文


Once Upon A Time, 2 Broke Girls, New Year's Eve 101


幸福終點站 , 追夢女孩 , 101次新年快樂 23


Holiday Season 
聖誕節


LifeStyle A-Z
Dec / Issue3


Dining in the States
吃在美國 服務及點水篇 


Trend Alert
時尚潮流


時尚網站與 Apps分享


Fashion English
時尚購物美語







INTRO


J323 LifeStyle Inc.是一家利用行動媒體及網路科技提供趣味


化、生活化及情境式學習經驗給想接觸道地美語者的新創公司。


隨著 iPad用戶人口逐漸增加，且市面上缺乏真正適合一般大眾


學習生活化美語的有趣教材，我們因而試圖結合各式題材，包含


時尚、娛樂、旅遊、美國生活等，學的元素，推出在 iPad上發


行的時尚生活美語學習雜誌月刊 app，「LifeStyle A-Z」。


近年來，鑑於中國經濟大幅成長，「LifeStyle A-Z」特將目標鎖


定在 18 - 40歲的華人女性族群，期盼拉近東西文化的距離，且


為雙方帶來商機。刊物內容除了流行時尚相關文章外，也增加確


實體現美國生活文化精髓和實用美語的影片為輔助。 這些影像涵


蓋了洛杉磯和紐約日常生活基本用語、熱門景點、購物中心、娛


樂消息、和受歡迎的餐廳等等。我們期望藉由此雜誌的生動內容


來激發讀者學習美語和文化的興趣，同時一窺好萊塢名人和美國


平常人的生活方式。透過這個平台，我們歡迎來自世界各地，對


美國文化或時尚有獨特見解者來此共同分享自身的寶貴經驗，讓


這本雜誌更加生動、多元。


身為一個文化教育者，本刊物致力於以嶄新的角度去呈現美國文


化，並讓這種輕鬆學習生活化美語的方式成為一種時尚主流。


J323 LifeStyle Confidential 
J323 LifeStyle秘密檔案







INTRO


前言


INTRO


前言


Jasmine Chang


Alicia Tsai


J&A 的時尚簡歷


承襲母親的美感，從小對美的事物極感興趣，


以打扮自己為樂。成長過程中，時常隨著父母


至世界各處旅遊，接觸到美國流行音樂及電影


並受其影響，進而愛上美國流行文化，學了一


口流利美語。大學聯考時更成為當屆全國英語


科榜首，進入國立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就


讀 ; 之後因為對電腦科技有著極大興趣，
開始接觸多媒體設計。畢業後前往美國就讀


碩士及博士，於南加州大學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取得英語教學及傳播
管理的雙碩士學位，並於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就讀教學科技
博士班。


藉由本身對時尚及網路科技的興趣及專長，曾


先後至東森美洲台、LA時尚公關公司 PURE 
Consulting、北美華人黃頁廣告公司華人工商、
台灣創投公司鼎碩管理顧問等實習或任職，以汲


取更多媒體、時尚及網路科技業的相關經驗。


目前掌管 J323 LifeStyle Inc.並擔任LifeStyle 
A-Z之主編，分享好萊塢最新時尚和美國生
活文化，在網路上更有「牛仔褲達人」之


稱號，同時教導實用生活美語。


平日興趣包括逛街購物、看書、汲取科技新知、看電影和


電視、聽音樂、旅遊、品酒、玩車等。


從小喜歡時裝和表演，愛將自己打扮成不同角


色，也喜歡替妹妹和身邊的朋友做造型。在台時


就讀台北醫學院醫務管理學系，隨後轉至波士頓


大學 (Boston University)心理系。之後因興趣隻
身前往紐約追求表演事業，就讀紐約知名戲劇學


院 William Esper Studio Conservatory，
專修戲劇。畢業後參與了各種舞台與電影


演出，近期作品包括 The Winning 
Season，The Day She Walk 
Down The Aisle (更多資料可上 


IMDB查看 )。
演戲之餘，也很幸運地接觸了許多模


特兒的工作，對時尚有了更進一步的認


識。為了拓寬事業領域，並讓自己更上一


層樓，在從事模特兒與表演的同時，前後


修得美國政府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Drugless practitioners) 認證的整體營
養諮詢顧問 (Holistic Health Nutritional 
Consultant) 和紐約時裝學院 Fashio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School of 
Continuing and Professional Studies
認證的時裝造型顧問。


目前擔任 LifeStyle A-Z之駐紐約代
表及主編，在紐約義工組織 (New York 


Cares)幫忙作義工的服務，教小朋友做課後健康點心或
到家護中心做娛樂表演。


平日興趣包括游泳、瑜珈、慢跑、烹飪、調酒、品酒，最


近著迷於 sailing!


J'&A Style Bio


Sofie, 永遠的 25 歲 , Cell Biologist


認為科學也是一種藝術，藝術也是一門科學的永遠 25歲留學生，目前過著暫時放下文字每天與顯微鏡戰鬥的日子。從 (偽 )少女時代陸
續出版過數本小說， 短篇故事散布於網站與專刊，不說故事的時候就是忙碌的在腦中想著故事。生活中最大的樂趣就是看戲與自助旅行，
笨拙好笑難忘的經歷永遠都說不完！來美國的第二週就與 Jas相識，相似的興趣與對時尚的喜好讓兩個年輕女生迅速的成為多年的好友 
。基於堅貞的友情和兩肋插刀的朋友道義，將會陸續與大家分享在美國數年生活的經驗與熱情，讓即使不能一起去旅行的大家，也可以在


App上收到累積的知識菁華與樂活生活的小秘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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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


前言


聖誕節在歐美是個極重要的節日，它不只是基督教徒慶祝耶穌誕生的日子，


近來部分猶太教徒也把聖誕節融入光明節 (Hanukkah)的禮俗中，而有了結


合 Christmas和 Hanukkah而成的 Christmukkah。


在這個節日，gift shopping是其中最重要的活動。也因為這種為親朋好友備


禮的習俗，每年一到這時候，各大百貨商店都大打折，是全年折扣最多，


買東西最划算的時候。在這年度購物盛事，大家都殺紅了眼，購買各式各


樣的商品。在寫這篇的同時，我正準備回 LA採訪好萊塢頂級牛仔褲品牌


Paige創辦人，也順便大大血拼一番。所有採訪、血拼過程也都將在我們


的 facebook粉絲頁 (http://www.facebook.com/j323fashion) 和下期內


容中與大家分享，敬請期待囉 !!!☺


另外，各位女性讀者最喜愛的 fashion單元，我們也增闢


了 trend alert的區塊，讓大家隨時都能掌握最新時尚


流行趨勢。同時，為了讓大家能夠更加深入瞭解美國生活


及學習實用美語，我們也從這期開始調整了美語學習的比重，多


了更多生活相關小註解；更請國內交通大學外語中心的教師幫忙編排，


希望能帶給大家更多更精彩有用的內容，讓各位在汲取 fashion相關新


知時也能順便多學些美語囉！


Merry Xmas!!!


From J J 的心裡話


聖誕節快樂 !!! 







INTRO


前言


Do you know... 
Merry Christmas
在美國的聖誕節，爺爺、奶奶、或是遠房的親戚常會送膨鬆


且帶有聖誕節圖樣的毛衣作為聖誕禮物。他們的一片好意我


們是心領了，但是這些寬厚的毛衣，常常不只是尺寸不合身，


毛衣上的圖案常常也都顯得很過時。再怎麼保暖的質料，聖


誕節過後，平常也不太會拿出來穿，除了塞在衣櫃裡，也不


知道還能拿來做什麼用。這就是 ugly sweater party 的由


來。別小看了這些聖誕節毛衣，我們並不是故意要嫌他們醜，


但是這些毛衣不只是圖案古怪老氣，有的還有聖誕掛飾做裝


飾，甚至還有聖誕燈和開關，可以把自己像棵聖誕樹一樣點


亮，難怪沒有人願意穿出門。一年辦個一次的 ugly sweater 


party，要丟臉大家一起來丟臉，把家裡最勁爆的聖誕節毛衣


拿出來比醜，好好的把聖誕節的精神慶祝到極致！


年末的假期，不論是聖誕節還是其他的宗教節日，當然都還是


環繞著家庭齊聚的平安與歡樂，伴隨而來的還有各種佳節禮


物。交換禮物總是令人興奮，但是不論是替家人還是朋友買禮


物，總是很難猜透別人的心思，買到最貼切的禮物。有時候自


己接受禮物時也不能保證收到的禮物一定都是實用或喜歡的。


有時候最不實用的禮物，甚至會收到兩次呢！ 


當你收到不實用或是你不需要的禮物時，你會怎麼做呢？


1). 收到櫃子裡，忘記它的存在 


2). 確定我有禮品的收據，拿去換成我喜歡的東西


3). 重新包裝轉送給別人 


4). 捐給慈善機構，讓有需要的人用


Fun Polls 讀者投稿


有趣 fun facts







Fashion & 
Shopping Trend Alert 時尚潮流


十二月的天氣，已經可以說是很典型的冬季氣候了！不論是忙著採購各種聖誕禮品，還是到處趕場參加派對，要穿的性感有型，又


同時兼顧活動的方便性和保暖性，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Fall/Winter 2011 這一季的時裝秀裡，我們看到了很多設計師都有同
樣的共識—大領子外套、高領毛衣、及膝的長靴，和各種不同款式的帽子和手套，都是伸展台上的常客。只要多花一點點的心思，


全部都可以穿搭在一起，結合到我們的日常生活。 


高領的毛衣 (turtleneck sweater)一般都偏保守，不是我們會想到的性感單品。但是在這一季，從Alexander McQueen 到
Chanel，很多名牌設計師的服裝秀裡都有高領毛衣的蹤影。避開寬鬆的樣式，找個比較 form fitting 的剪裁，配上線條大一點
的首飾或是配上一個寬版皮帶，修飾出窈窕的線條和腰身，不用露胸露背也很性感。


及膝的長筒靴 (knee high boots)也是每個設計師的秀都展現的新潮流。去年流行的款式比較偏向 over-the-knee boots 或 
過膝長靴 (thigh high boots)，很多人躍躍欲試，卻又不確定怎麼穿才是最好的？別擔心！今年的流行又回到膝蓋附近的高度，
穿脫上來得容易得許多，同時也包裹住足夠範圍，在寒冬裡還是能夠實際達到保暖的效果。不論是配上褲襪和迷你裙，或是穿


搭在 skinny jeans 之外，及膝長靴都很容易搭配，輕鬆營造出現代感十足的復古 retro風味。Prada 和 Yves Saint Laurent
都有出相當出色又實際的造型。  


一件有型的冬季外套是在寒冷的冬天裡不可或缺的。趁機選個大領子的造型 (high collar)來配合今年最 in的流行，大領子的
外套不僅替整個穿著造型加了一股摩登又時尚的韻味，功能上也是非常實際的。冷一點的天氣把領子豎起來，帥氣又擋風，確保


胸口和脖子都不著涼。 


帽子和手套是寒冷的冬天裡必備的配件，也是讓冬季的時裝顯得更完整的必要單品。Missoni 的針織毛線帽 (beanies)，輕鬆
的在造型上添加了一份色彩，好看又實際。Burberry Prorsum 和很多設計師也都出了藝術家風的貝雷帽 (berets )，帶回 60 
年代的復古風情。手套和帽子一樣在冬天都是很受歡迎的，不論是長的、短的、露手指頭的，還是龐克式的皮手套，都是具有多


樣性的冬裝配件。當然羊毛質料會比蕾絲的保暖實際一些，但是不論何種質料都有他們的用處和造型的變化喔！ 


如果你今年只打算買一兩樣單品來增加你的造型的話，選一雙及膝的長筒靴和一件好的冬衣外套，和其他原本衣櫃裡就有的衣


服做不同的層次搭配，也可以輕易穿搭出很有質感又保暖的時尚造型喔！ 


turtleneck sweater
高領的毛衣


form-fitting
合身的、適合身體線條的


Vocabulary 字彙


thigh high boots
高過膝蓋，長及大腿的高筒靴


beanies
無邊緣的帽子。通常是針織的，造型較輕便


berets
法式貝雷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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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ys to save BIG money


美國這個購物天堂除了大家所熟悉的退（return）換（exchange）以及價格調整（price adjustment）


之外，最讓人興奮的大概就是找不完的魔法卷：折價卷（coupon code）是也！比起台灣連小學生都熟悉


的「提高價格再度打折」數學習題外，通常美國的打折可是非常的誠懇實惠。除了會在周末或是特別假日


都會有各種不同的折扣特惠來吸引顧客之外，像我們這種又愛買又窮困的留學生，就會很認真的先在網站


上尋找額外的折扣卷或是折扣碼，然後多家比較以後才能快狠準的下手！


Coupon通常分成兩種︰可印出列印版（printable）以及折扣碼（code）。前者是大家比較熟悉的方法，


可在實體店使用︰舉凡百貨公司、名品家具，小至餐廳以及公主Ｊ和我最愛的 Jamba Juice都有不同程


度的優惠；有時可能是 additional 30% off、buy one get one 50% off、滿一百折五十，或是中杯價換


兩大杯！小小的差額積少成多的話，累積起來就是多一件戰利品或是免費一餐的價錢了！花跟大家一樣的


錢但是有更多的享受，何樂而不為呢？通常每週四是找可印折價卷的最好時機，只要 google「printable 


coupon」，你就可以在接下來的幾天認真的血拼一番。而後者折扣碼則是為了像我們這種沒時間出去衝


鋒陷陣的最佳救贖！美國因為地廣人稀，所以幾乎所有的實體店面都擁有網路商店，經由不同的運送通路


讓偏遠地方的人也可以享受不出門的購物快樂，無論你是直接網路下單，或是電話購物，甚至有的還有線


上即時聊天 (live chat），都可以馬上幫助你買到想買的東西。網路店面所販賣的商品幾乎跟實體店一樣，


有時候還會有線上獨特商品（online exclusive）或是跨越地區限定，而有更廣泛選擇。


省錢大作戰 by  Sofie & Jasmine







Fashion & Shopping


流行聚焦


 至於到底是店面還是網路購物比較便宜就要看機運了：通常店面會想出清最後一兩件商品而打超低


折扣（比方網路已經斷貨的＄150 Banana Republic的白色maxi dress，我就曾經在店家看到最後一


件剛好和的 size含稅只賣 $32，當下就有一種「This is fate!」的爽度），但是這種機會可遇不可求。網


路購物有時會要求買方付運費，但是通常滿某個額度之後就可以 free shipping；不過即使有運費，若是


能找到更多程度的折扣（比方免運費，或是初次購物贈送一組保養品），那就真的是不用花油錢跟曬太陽


的時間，又可以賺好康了！所以如果打算網路購物的話也千萬不要忘記在下單前先 google一下有沒有可


以有效的 code喔；另外要注意的就是有些佛心來的網站可以接受數個折扣碼，比方像是維多利亞的秘密


（Victoria's Secret），但是某些就只能用一個，所以可以多找幾個來比較哪個對你最實用喔！


 最後想提醒大家的是，通常不管是哪種折扣，都只能當次消費使用；若是之後有退換問題，商家不


一定會讓你沿用當時的優惠，畢竟機會總是稍縱即逝！尤其若是使用「滿五十折二十」這種優惠的話，如


果退掉其中某件商品而無法達到五十的額度，商家也會把折扣取消，你所留下的商品可能就會變回原價了


喔！不過其實美國有趣的地方就在於他是個很有彈性的國家，若是網路購買然後到實體店家退換的話，有


時比較好心的店員會告知若是退換當日當場購買的話，還是有機會用到你的魔法卷的喔，不過這就看每家


店面的規定，還有幫你結帳的先生小姐有無佛心來著了！不過最重要的是不管對方的答案如何，請各位帥


哥美女一定要保持甜美的笑容跟有禮貌的態度，因為尊重對方總是可以為你帶來更多的敬意還有好運。記


得去年生日那月在ＤＳＷ買了一雙短靴，但是因為不合腳而拿去退換的時候，可愛的店員小姐不但讓我保


有當次的優惠，還主動送了我兩雙造型絲襪當作額外的生日 bonus呢！所以說英文不好沒關係，真誠的


感謝和笑容是世界共通的語言，希望大家購物愉快呢！ XOX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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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abulary 字彙


return  退回、退貨


exchange  原意為 「交換」，即 「換貨」 的意思


coupon  折價卷
美國很流行折價卷這種東西，除了實體的折價卷，也有 coupon code來供喜歡線上購物的民眾使用。當
你找得到 coupon code時，往往都有 20%以上的折扣或是 free shipping，可幫大家大大的省錢。我個
人最常用的 http://www.retailmenot.com/ ，這裡你可以查到大部份的 coupon code，且依品牌、有效
性分類，非常好用 ! 另外，大家最喜歡購買的 revolve clothing也有一個萬年 code–「tulip」，打了可以
有 15%的折扣喔 ! 


additional 30% off  特價品再打七折
美國非常流行的折扣方式之一，即已特價的商品還可額外再打 xx % off。


buy one get one 50% off  買一送一半價
另一個美國流行的折扣方式。 為了鼓勵大家多消費，常常有買一件，第二件半價；或是買兩件，第三件免
費 (buy 2,get 1 free)的促銷折扣法。


exclusive  獨家的，別地方買不到的


maxi dress  maxi是maximum的縮寫，指「最大的、最高的、最長的」。後來拿來指長及足踝的長裙
或長洋裝。







下面，讓我們搭配影片來呈現完整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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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物結帳不求人 !


前面跟大家介紹過招呼，逛街聊尺寸，問 fitting room的說法，
現在要教大家怎麼在心滿意足地大採購後順利的結帳囉！


下面列出的幾個句型是在美國結帳時的標準流程及說法。


Sales Lady: I'll ring you right over here. 我在這幫你結帳。


「讓我幫你結帳」也可以這麼說 :
I can help you over here.
Let me ring that up for you.


Sales Lady: Alright. 好的。


Sales Lady: I love this one. I have it in black and I love 
it! 我愛這件，我自己有件黑色的，超愛它的 !
Jas: It's so comfy!  它穿起來超舒服的！


小註解 : 美國店員為了表示親切，通常會跟客人閒話家常，這也是美國 
人的天性。不論你去逛街、吃飯、搭電梯、買咖啡都會有人跟你聊天，


我自己還蠻喜歡這種友善的對話，讓人倍感溫馨呢！


也可用下面的說法 :
Anyone helping you today?
Did anyone help you today?


小註解 : 因為美國的 sales都有在算業績，有評量
計分，因此他們會向客人調查是否有人主動協助購


物，服務好不好。因此通常店員上前來服務妳時都


會主動告知姓名，以便你在櫃台結帳，櫃台詢問你


時，你能回答他 /她的名字，讓他 /她增添業績。


Sales Lady: Anyone helping you out? (今天 )有人幫你嗎？


1.  步步闖關結帳去


闖關句型 1 : 結帳


闖關句型 2 : 幫忙


閒聊


＊


＊


Fashion English 
AT THE REGISTER  


時尚購物美語







Sales Lady: Please sign over there.        
                    麻煩在那裡簽名。


闖關句型 7 : 謝謝光臨


闖關句型 6 : 收據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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闖關句型 4 : 告知消費金額


Sales Lady: Finding everything ok?  一切都還好嗎？


小註解 : 結帳時，他們會禮貌性問你是不是都有找到你需要 /想要
的東西。如果你有什麼東西找不到，或是需要請他們查詢、調貨等


等，都可以在這時候提出。如果沒有的話，通常你就只要回答「是


的」就好了。


Jas: Yeah. 是的。
闖關句型 5 : 看證件


Sales Lady: Can I see your ID? 可以看你的證
件嗎 ?
也可用下面的說法 :
May I see your ID?


小註解 : 在美國，ID證件通常是指駕照或是州政府發的
ID。對於外來觀光客來說，即為護照。他們要證件的目
的只是要比對姓名和長相，證明你不是拿別人的信用卡來


刷，所以不用擔心，並不是做了什麼壞事，這是標準程序。


所以，大家請大大方方地拿出你的證件 (護照 )來囉！ 


Jas: Sure! 當然好的 !
Sales Lady: Thank you. 謝謝。
Sales Lady: Here you go. 在這裡，請拿回去。


Sales Lady: So how long are you guys in town for? 
                    所以你們打算在這邊待多久？
Jas: Two weeks. 兩個星期。
Sales Lady: Oh, that's nice! 喔，那蠻好的！
Jas: I used to live here. 我之前住在這裡。
Sales Lady: Oh you did? 喔，是嗎？
Jas: I went to USC. 嗯，我以前念 USC。
Sales Lady: Oh nice! Ok!  喔喔，好耶 !  


Sales Lady: $215. 27. 總共是 215元 2毛 7。


小註解 : 美國人在講數字時並不會把完整的把「百」、「點」、
「分」、「毛」等說出來。通常他們會以兩個數字為單位，所以


美金 215.27會發音為「two-fifteen (pause暫停一下 ) twenty 
seven」門牌號碼的法也類似，例如  1245 N. Cherokee Ave. 的 
1245就會成 twelve-forty-five。


ring 狀聲詞。因為以前在收銀台結帳時都會聽到 ring 
(鈴 )的一聲，因此就用這個聲音 (詞 )來代表結帳
comfy comfortable的縮寫，意即 「舒服、舒適」
go to (name of the school) 唸 (學校 )
sign 簽名
ID identification的縮寫，即為「證件」，也常用 "photo 
ID"來稱呼，意指 「有照片的證件」


Vocabulary 字彙


闖關句型 3 : 問購物經驗


＊


＊


＊


Sales Lady: Thank you so much, have a good 
day! 很謝謝你在這裡購物，祝你有個愉快的一天！


「Have a good day!」 也可用下面很口語的說法 :
Have a good one!
小註解 : 雖然你已結完帳購物完畢，店員們仍會笑嘻嘻地祝你
有個愉快的一天，希望你愉快的購物經驗能讓你之後會再度光


臨。雖然只是制式的再見法，但聽到時還是讓人心情愉悅得多。


Jas: You too! 你也是 !


 ＊


閒聊


Fashion English 
AT THE REGISTER  


時尚購物美語







color tights  (彩色褲襪 )


彩色褲襪近幾年持續流行，一直都是流行的


焦點。簡單的穿著搭配彩色的褲襪可以讓整


個打扮都亮起來，並非每一個顏色都適合每


一個人、或每一個場合的；有時候還是要多


嘗試才知道什麼是最適合自己的。在這兒選


擇的鐵灰色，並不是最耀眼的顏色，但是我


們可不想要搶走了亮片裝的風采。 


long gloves(長手套 ) 


大家常常忽略了長手套的存在，不


但實用又保暖，更讓整個裝扮增添


了幾分雍容華貴的氣質。簡單的一


雙羊毛長手套，讓整個裝扮充滿了


Hollywood glam也讓手臂看起來更修長喔！  


sequin dress 
(亮片洋裝 )


還有什麼東西能夠


比亮片洋裝更有


慶祝年末佳節的


氣氛呢？我想也


沒有別的場合比


年末派對更適合


這樣閃閃亮亮的


裝扮了！ 
像這樣整件式的亮


片洋裝，不用特別的剪裁或裝


飾，就已經夠搶眼了！簡簡單


單的，俐落卻又很出色，黑色


的也不會顯得單調喔！


cat-eye makeup  
(貓眼妝）


當全身上下都已經很亮麗耀眼，


臉上的妝實在沒有必要太濃或太


多，我們可不想要看起來像個人


妖。將外眼角的黑眼線延伸，一


點點的上揚，有一點變化，讓眼


睛看起來又亮又大，簡單又不失


性感。液體式的眼線筆是最受歡


迎的，一般來說比較好畫，也比


較持久喔！  


solid cocktail 
dress  (素色宴
會洋裝 ) 


LA的人穿著向
來不太花俏，


以輕鬆簡約為


主，所以即使


參加 party，
也以素色穿著


居多。一件亮


色系或緞面的合身洋


裝加上 blazer立即俏麗卻又
不失正式感！


clutch (手拿包 )


出去 party還帶著個大包包
似乎有點累贅，行動起來


不是那麼方便。因此，選


擇一個大小適中，可以裝下


essential物品例如手機、
錢包、key 等的手拿包去
party再適合也不過了！ 


blazer (西裝外套 ) 


blazer 的百搭及
中性帥氣感讓它


成為隨性 LA 女
孩 的 最 愛， 搭


配 在 晚 宴 洋 裝


上 不 但 能 夠 平


衡貼身洋裝散發


出 的 flirty 感，
更讓整個打扮多了些正


式！建議大家可以選擇 Elizabeth 
& James，Helmut Lang 或 是
Zara的 blazer，這幾個牌子都有
絕佳的 cut，絕對讓你穿起來帥氣
性感又時尚！


VS.


soft smoky eyes  (柔和煙燻妝)


(柔和煙燻妝 ): LA女孩向來
以隨性，自然出名。因此她們


的妝容也一樣以自然為主。平


日她們偏好裸妝，而出席公司


正式 party 時，也不會有太過
誇張的裝扮，僅僅稍加強調眼


妝，輕微的煙燻 (soft smoky 
eyes)，脣色加深，打上些亮粉
讓臉變得立體，這樣就很迷人


了。


東西比一比


Fashion Spotlight


流行聚焦LALos Angeles NYNew York







從十一月中感恩節前後開始，美國就可以說是正式進入 holiday season、進入冬季。雖然大部份都市的


冬天都是相當的冷冽，但在美國的每一個角落都洋溢著歡樂與溫馨的氣氛。不論你慶祝的是聖誕節，還是


猷太教最大節日之一的 Hanukah；又或者是不在乎哪一個特別的宗教節日，只想好好的慶祝一年的結束


並迎接新的一年的到來，holiday season這個季節，永遠都充滿了 festive 的氣息。 


每年的這個時候，大街小巷都擠滿了逛街的人潮，大家都忙著打點過節的各種禮品。所有的店家也早就推


出了各種折扣和促銷來吸引買氣，不只是商店百貨增加了聖誕節的裝飾，很多大城市的街道和行道樹也都


換上滿滿的聖誕吊燈或掛飾，非常燦爛熱鬧。以紐約來說，Lord and Taylor 和 Saks Fifth Avenue 兩


家百貨的 window display一般都是最浩大最有名的，一整條街的連鎖櫥窗，展示著精巧的聖誕老人工作


室，或是唯美的聖誕故事，比一般的電視劇場還精彩。各地來的旅客除了逛街，也都爭相排隊看這些一年


一度的櫥窗展示。今年紐約的 Barneys New York也加入了櫥窗秀的行列，請到知名的藝人 Lady Gaga


合作，做了一系列的 Gaga聖誕工作室的展覽。Saks Fifth Avenue 大樓的外牆剛好面對有名的洛克菲


勒中心 (Rockefeller Center)，傍晚天色暗下來後，每個小時會來個聖誕雪花的燈秀，也很令人讚歎。如


果天氣配合，在聖誕節前下個雪的話，整個城市就會籠罩在一片美麗的雪海中。白色的聖誕節，誰還會沒


有過節的氣氛呢？ 


除了各種繁華的聖誕街景，在很多街頭路口，也都會看到很多搖著鈴鐺的聖誕老人—這些是慈善組織


Salvation Army 的聖誕募款活動，每年都幫助很多有需要的人渡過聖誕。在這之外，也有很多義工團體，


不論是政府的還是私人的，也都會幫忙蒐集玩具或保暖衣物，分發到貧窮辛苦的社區或家庭，讓他們也能


夠有收到聖誕禮物的喜悅。有的機構則是準備大鍋的熱湯或菜餚，在不同的教堂駐站，讓無家可歸的流浪


漢們也可以過個溫暖的佳節，非常的溫馨。  


Lifestyle
A-Z


Holiday Season







聖誕節一般是大家比較常聽到或比較熟悉的，但是在聖誕節之外，在年末的 Hanukah也是不可忽視的。


Hanukah 是猶太教的節日，有人也把它稱作是一個點燈的慶典，慶祝宗教聖體聖殿的奉獻。Hanukah 


是一個為期八天的慶典，每一天都有固定的慶祝和儀式，也都是以家庭或社區的團聚為主；大部份的家庭


都會聚在一起，交換禮物，圍爐吃各種傳統的佳餚。 


不管你有沒有任何宗教上的信仰，慶祝的是聖誕節還是猶太的 Hanukah，或是兩個都慶祝；在 holiday 


season 這個充滿佳節氣息的時候，大部份的公司團體都會辦個年末的 holiday party，就像中式的尾牙


一樣，慰勞員工們一年下來工作的辛苦。大部份的人趁假期回家和家人團員；沒有回家的人也都跟好朋友


聚在一起，吃吃喝喝，交換禮物。在這些宗教節日之後緊接而來的，當然就是新年了！渡過了忙碌的一年，


不論這一年過得怎麼樣，大家已經又忙著迎接新的一年的到來。在紐約的時代廣場 Time Square，一向


都是最有名的新年倒數勝地。不管你是和朋友們相約在附近的派對狂歡，還是在附近旅館訂房間看倒數典


禮。在水晶球降落的時候，別忘了舉起你的香檳，make a toast，許個願，希望大家都有個溫馨又精彩


的新年！


Lifestyle A-Z


吃喝玩樂在美國


holiday season
美國的假期季節。美國的兩大宗教大節都聚集在感恩節後，所以從感恩節前


後到新年過後，都叫做 holiday season


festive
歡宴的、喜慶的


window display
櫥窗的展示、擺飾


Vocabulary 字彙


Holiday Season







Lifestyle A-Z


吃喝玩樂在美國


Dining in the States 
        Serving & Ordering Water 


吃在美國 服務及點水篇 


第一期與大家分享了進餐廳前必備的訂位、帶位用語。這一期要告訴大家


進餐廳後會遇到的狀況及該如何應對。首先，在美國餐廳用餐的習慣，多


半會在餐前點酒、水、飲料，因此，當你被帶到位子之後，每桌都會有專


屬的服務生，在遞上menu(菜單 )的同時，詢問客人要點些什麼飲料。


初級版：點水也是門學問


以簡單的用餐禮儀來說，通常服務生會先提供水的選擇，而在美國大部份的城市自來水都是可以生飲的，


稱為 tap water，但服務生還是會額外提供礦泉水或氣泡水 (sparkling water)的選擇。 


Server: Hi, there! My name is ___, I'll be your server today.  你好 ! 我叫 ____，我是你們今晚的服務生。


             Would you like to start with some tap water or sparkling water? 你要先喝一點水或是氣泡水嗎 ?


或這樣說 : 


What would you like to drink? 你要喝些什麼嗎 ?


Can I get you something to drink? 我能為你準備什麼喝的嗎 ?


Guests: Hi, I think we're fine with tap water.  你好！我想我們喝水就好了。


小註解 :  在美國，當你跟服務生要水的時候，除非你特別要求要 bottled water (整罐的瓶裝水 )，通常都是給免費的 tap 


water。而 bottled water其實也就是罐裝的礦泉水，但大家並不會用正式的mineral water來稱呼，而會說 a bottle of 


flat water。下面跟大家介紹幾個在美國很紅的礦泉水牌子—


•瓶裝 (礦泉 )水 : Aquafina，Dasani，Evian


•氣泡 (礦泉 )水 : Perrier，San Pellegrino 


另外，現在美國最新流行的高級瓶裝水是Smart Water，這個牌子因為 Jennifer Aniston為其拍攝的風趣廣告而聲名大噪。


它的命名及包裝也同時傳達出簡單、乾淨的高品質感。Smart Water的廣告片請看這 :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c47LcvIxyI


＊







Lifestyle A-Z


吃喝玩樂在美國


Dining in the States 
        


吃在美國 服務及點水篇 


進階版：拼酒前先看 ID?


Server: Would you like to order anything to drink? 你想要點些飲料嗎 ? 


Guest 1: Sure, I'll have an ice tea.  好啊！我想點一杯冰茶。


Guest 2: I'd like to have a glass of white wine.  我想點一杯白酒。


Server: Sure, may I see your ID, please? 沒問題，可否讓我看一下身分證件？


Guest 2: Sure. 好的！


Server: Great, I'll be right back with your drinks. 好！我馬上幫你們送飲料。


除了水之外，服務生會問你要不要加點其他的飲料。在美國含有酒精 (alcohol)的飲料必須要年滿 21歲


才可以點，如果服務生看不出你的年紀的話 (通常他們都認不出東方人的年齡 )，他們必須向你要你的 ID 


(身分證件 )來確認你的年齡。 


小註解 : 在美國，ID證件通常是指駕照或是州政府發的 ID。對於外來觀光客來說，即為護照。他們要證件的目的只是要比


對你的年齡，證明你不是未成年飲酒，有達到法定的 16歲成人年齡。


Vocabulary 字彙


tap water  自來水。Tap原為 「水龍頭」 的意思，因此，從水龍頭流出來的水即稱 tap water。
sparkling water 氣泡礦泉水，與 flat water 相反。「sparkling」 原指 「燦爛、 閃爍」，在這裡拿來形
容水中氣泡的閃爍感及讓人喝了舌尖為之清涼，整個人燦爛起來的感覺。 
flat water 沒有氣泡的礦泉水。「flat」 指 沒有氣的，例如 flat tire是洩了氣的輪胎；而 flat water 即指 
沒有氣的水。


server 服務生。動詞 serve 為 「服務」的意思。







Lifestyle A-Z


吃喝玩樂在美國


In vs. Out
流行 vs. 過時


美國式主題派對 (Good Old American Party)
為了開 party，常常想不出新的主題，不曉得還有
甚麼花招可變？別擔心！最近流行回來的，就是最


普通的美國式主題派對。不論是爵士樂最盛行的


20年代風；還是 60 年代的嬉皮風；或是 80年代
的痞子風，每種風格都有相當突出的音樂和穿著，


不用花很多錢也可以辦個風味十足的 party 喔！


雞尾酒吸管湯匙 
(Spoon Straws in Cocktails)
你的飲料要用吸管喝好？還是你需要湯匙


呢？最近餐廳裡最風行的，就是湯匙和吸


管的組合 spoon straw！在高級一點的
餐廳裡，一些創意的調酒常常都有新鮮的


水果拌在裡面，用吸管或是湯匙好像都不


夠，spoon straw的組合應運而生，達到
一石二鳥的效果！


幸福快樂的婚姻 (Happily Married)
幸福快樂的婚姻，這好像是基本常識，但是說可比


做來的容易多了！在美國個人主義這麼強的國家


裡，離婚的家庭是很普遍的，現在的年輕人漸漸的


也想把這不好的形象給扭轉過來。如果要結婚的


話，就好好的經營這個婚姻，快樂的在一起吧！誰


不喜歡幸福美滿的結局呢？


IN


OUT
異國風派對 (Exotic Party 
Theme)
前一陣子流行的是摩洛哥風，


過一陣子流行的又是印度風，大


家都想要趕上流行的腳步，想知道下一個會流


行的 Party 主題是什麼？各種各樣的異國風主
題的確是相當的吸引人，但是為了一個 party 
常常傷透腦筋，或破費的裝扮佈置，也不是最


實際的。難怪這股潮流很快就退了燒，大家還


是喜歡回歸簡單一點的主意。 


雞尾酒普通吸管 (Plastic Straws in Cocktails) 
在餐廳點個雞尾酒，附上吸管是理所當然的，


比較高檔的餐廳還提供各種形狀或變化的高級


吸管。不管這些吸管是什麼質料或價位，拿來


喝飲料和攪拌之後，還是被丟入垃圾桶，不實


際也不環保，難怪一下就被新一代的發明給取


代了！


短命的婚姻 (Kardashian Style Marriage)
當 所 有 的 媒 體 和 狗 仔 隊 都 忙 著 看 Kim 
Kardashian 什麼時候要開始懷孕生寶寶，他們
已在結婚後短短的 72天後宣告離婚。不論這是
像媒體猜測的假婚姻，或是為了作秀賺錢而鬧


出來的笑話，大家對 Kim Kardashian 都充滿
了失望。明星不是應該給年輕人做好榜樣的嗎？


怎麼可以把結婚當兒戲呢？沒有人會喜歡這種


兩個月式的短期婚姻！







Something about LA/NYC


LA NYC
 洛杉磯 / 紐約一二事 


The Grove >
類別 : 複合式生活購物中心 
地址 : 189 The Grove Dr., Los Angeles, CA 90036
電話 : (888) 315-8883
網址 :  http://www.thegrovela.com
營業時間 : Mon - Thur: 10am – 9pm; Fri - Sat: 
10am – 10pm; Sun: 11am – 8pm 
價位 : $$$ 
交通 : parking structure (整棟式停車建築 ), 
discount with parking validation   
穿著 : 輕鬆休閒，時尚  
氣氛 : 輕鬆休閒，時尚


Rockefeller Center >
類別 : 商業暨娛樂複合式大樓
地址 : 30 Rockefeller Plaza, New York, NY 10012
電話 : (212) 588-8601
網址 : http://www.rockefellercenter.com/
營業時間 : Daily 05:30am-11:30pm
價位 : $$
交通 : private lot ( 私有停車場 ) 
穿著 : 輕鬆休閒
氣氛 : 輕鬆休閒


Buca di Beppo >
類別 : 義大利餐廳
地址 : 80 W Green St, Pasadena, CA 91105 
地區 : Pasadena
電話 : (626) 792- 7272
網址 : http://www.bucadibeppo.com 
營業時間 :  Mon-Thu, Sun 11 am - 10 0m; Fri-Sat 
11 am – 11pm
價位 : $$   外帶 : 有  接受訂位 : 有WiFi: 無
交通 : parking structure (整棟式停車建築 ), street 
meter parking (路邊停車 )
穿著 : 輕鬆  
氣氛 : 輕鬆 


The Mercer Kitchen >
類別 :  美式，亞洲複合式創意料理
地址 : 99 Prince St, New York, NY 10012 
電話 : (212) 966-5454
網址 : http://www.jean-georges.com/
營業時間 : Mon-Thu 12 pm - 12 am；Fri-Sat 12 
pm - 1 am；Sun 12 pm - 11 pm
價位 : $$$  外帶 : 無  接受訂位 : 有   
交通 : street ( 路邊停車 )
穿著 : 輕鬆休閒
氣氛 : 時尚


Lifestyle A-Z


吃喝玩樂在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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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thing about
LA / NYC 
洛杉磯 /紐約一二事 


The Grove是一個集結逛街購物和生活娛樂的 complex (複合式中心 )，屬於洛杉磯極具歷
史性 Farmers Market的一部分，自 2002年開幕後便大受當地人及外來內行遊客的歡迎和
喜愛。The Grove中央有著草坪式小公園，週末不時有樂團來表演，與觀眾互動。此外，
The Grove內仿賭城 Bellagio水舞而建的 fountain 也很出名，每隔半小時即上演水舞秀，
替整個 complex增添不少浪漫氣氛。  
說到浪漫，夜晚的 The Grove 更是美得讓人目眩神迷。所有店面樹上都打了燈，整個 The 
Grove頓時成了不夜城，光彩奪目。聖誕時節的 The Grove 更是奢華、美麗，浪漫到極致—
高達 110 ft，全 LA最高的聖誕樹，空中的 Santa和 reindeer，緩緩飄落的人造雪，巨大的
聖誕老人工作室供大家進去與聖誕老人合照，讓人徹底感受聖誕節 winter wonderland的溫
馨浪漫佳節氣氛 !
The Grove裡的 trolley也是園內一大特色︰復古的遊園車輕鬆緩慢地載著大夥遊園一圈，讓
民眾能夠悠閒自在地欣賞園內風景。


The Grove是全 LA我最愛的地方之一。在 LA的幾年中，我有很長一段時間住在那附近，
我總是去那的 Barnes & Noble唸書，順便逛街。(Abercrombie & Fitch的西岸旗艦店
和 Apple Store的 LA旗艦店都在 The Grove裡，另外還有 Nordstrom百貨、Banana 
Republic、Gap、Forever 21⋯等，讓人很難抗拒啊！ )不可否認的，它在我 LA生活中佔
有極重要的地位，也是我每次回 LA第一個要去的地方！


小註解 : The Grove所屬的 Caruso集團也於 2008年在 Glendale開設了另一個複合式生
活購物中心—Americana at Brand，與 The Grove有著如出一轍的外觀和景色，但佔地更
廣，進駐的品牌專賣店也更多，成為 LA民眾最新的休閒購物場所。


complex 原意為 「複合物、綜合體」。用在建築物上則指一個具有綜合設施的場所。 


Farmers Market  LA的地標之一，但小寫的 farmer's market指「農夫市集」，在美國很流行。每個週末早晨在不同的地方都會
有鄰近的農家帶著自家生產的產品，聚集在一處形成市集，販售最新鮮的蔬果、農產品、餅乾、麵包，還有許多小吃，非常 local、
有趣。這也是美國生活中我最享受的部分之一。


fountain  噴水池


Santa  聖誕老公公


reindeer  麋鹿


trolley  有軌電車


Vocabulary 字彙


The Grove







Lifestyle A-Z


吃喝玩樂在美國


Buca di Beppo 的英文為「Joe's Basement」，而其命名來自於 1993 年成立於
Minneapolis某公寓地下室的第一家 Buca di Beppo，目前已拓展到全美有 87家店面，
更於 2008年被 Planet Hollywood International Inc.收購。  


位於 Pasadena的這家 Buca di Beppo有著復古的裝潢，滿牆的 family photos，背景播
放著經典的 Frank Sinatra，加上熱情的服務生，讓人感受到濃濃的人情味。秉持義大利
文化的家族精神，Buca 鼓勵客人與家人和朋友們一同前來享受正宗傳統的義大利美食並感
受義大利人的熱情，因此這裡的食物都以 family-style的超大份量 à la carte來供應，讓
大家可以分享美食，享受食物在桌間傳遞的溫馨及樂趣，特別適合一群人前來。我某年的


生日就是在這邊過的喔！非常溫馨，非常 family-style！Waiter帶領著大家為我唱生日快
樂歌，送上一個小蛋糕，插著一根小蠟燭，隔壁桌也感染到歡樂的氣息，也一起幫我慶生，


讓我度過了一個很難忘的生日！


另外，Buca di Beppo的 family style不只表現在食物上，這裡還有個很特別的傳統—當
你走進 Buca時，你一定會先經過廚房，服務生會先跟你大致介紹一下，你可以選擇廚房
裡的座位。在這裡，你可以與廚師們聊天，而他們也會拿各式各樣的 dish讓你品嚐、試吃，
充分享受家庭廚房的快樂活潑溫馨氣氛。不過由於只有一桌，因此通常都需要先預訂才會


有位子。


來到這裡，建議大家可以點個 platter當做 appetizer，外加一份 pizza、一份義大利麵、
再來一份甜點就可供大概 6個人 share。特別要推薦的是這裡的 garlic bread(大蒜麵
包 )，這裡的 garlic bread並不像某些餐廳是免費的，但是它的大份量 (超大的一整塊
bread)和超級入味絕對讓你齒頰留香，忍不住想要多吃一些 ! 其他推薦的餐點包括 baked 
lasagna、pizza con formaggio、chicken pesto pizza、chicken parmigiana，還有酒
味極重的 tiramisu (提拉米蘇 )。
除了超大份量的 dishes外，自 2005年起，為了提升業績，Buca也開始提供雙人套餐—
包含 fettuccine alfredo、penne San Remo、chicken carbonara和 Chianti-braised 
short ribs等等。
最後，別忘了品嚐他們家釀的 house wine喔！保證別地方絕對嚐不到！


Something about
LA / NYC 
洛杉磯 /紐約一二事 


à la carte 源自於法文，指每道菜分別訂價，與套餐不同
platter  原意為又大又淺的盤子，用在食物上指 「拼盤」
fettuccine  義大利寬麵
alfredo  白醬
penne  義大利管麵
carbonara  指用奶油、培根等烹調的義大利麵
Chianti  一種義大利紅酒
baked  烘烤
lasagna  義大利千層麵
pesto  青醬


Vocabulary 字彙


Buca di Bep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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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紐約的聖誕節，很多人第一個想到的就是 Rockefeller Center (洛克菲勒中心 )的聖
誕夜景，這也是理所當然的囉！在洛克菲勒中心的聖誕樹，就是紐約最著名的聖誕節觀光


景點，在很多電視電影裡都曾經到此取景。   


Rockefeller Center位在中城，曼哈頓的中心，範圍包括了四十八街到五十一街，並涵蓋
了第五大道到第六大道之間的整個區域。整個洛克菲勒中心所包含的著名 landmark和景
點多到數不完，除了中心兩旁的高級商店街和中間的花園步道，美國知名的電視台NBC 攝
影棚大樓就高高的矗立在洛克斐勒中心的正中央，觀光客們可以到大廈的頂樓 Top of the 
Rock 的瞭望台參觀。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參加電視台的觀光隊，領取後台證到攝影棚裡參
觀各大節目的製作後台。ＮＢＣ大樓前的溜冰場也是相當受歡迎的景點，冬天的時候，可


以看到很多情侶手牽手一起溜冰，背後的金色雕像和噴泉，讓這場景顯得更加夢幻又浪漫；


夏天的時候，溜冰場便由兩邊的餐廳加以利用，成為室外的 Caf餐，坐在這用餐也是很有
情調的。不論是冬天還是夏天，這都是很具紐約風味的一個景象。 


Rockefeller Center 的聖誕樹每年都是紐約市最大最有名的一棵聖誕樹。每一年的點燈儀
式可說是紐約市的一大盛會，除了市長本人親臨主持之外，許多政治人物和好萊塢影星也


都紛紛出席，會有很多當紅明星的表演活動來襯托這熱鬧的點燈儀式，可以說是一個非常


具有代表性的年末佳節活動。


The Radio City Music Hall 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紐約地標。這個音樂廳是每年著名的
Christmas Spectacular Show 表演的場地，有紐約有名的 Rockettes 表演大腿舞，又
有聖誕老人，最具聖誕節精神的秀，來紐約是絕對不可以錯過的。在聖誕季節之外，Radio 
City Music Hall 也會有很多的音樂會或表演，還有很多好萊塢的頒獎秀，一直都有很多精
彩的活動在進行的。  


如果你沒有機會參觀任何的秀或是參加瞭望台的導覽，你也可以到 The Concourse 去看
看，這兒有各種特色餐廳，或是名品商店街，或是很多具有歷史背景的觀光景點。洛克菲


勒中心相當多元化，更是充滿了各種紐約的寶藏，來這兒參觀是絕對不會讓你無聊的喔！


Something about
LA / NYC 
洛杉磯 /紐約一二事 


Rockefeller Center 


Vocabulary 字彙


landmark  地標，里程碑，或著名的景點
spectacular  公開展示的，驚人的，壯觀的，值得一看的，(Christmas Spectacular 
Show 是一個聖誕秀的名字，是很具紐約代表性的一個秀 )
Rockettes  紐約著名的舞團，以他們長腿的美女們出名，聖誕節的大腿舞表演是他們最經
典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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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rcer Kitchen 是世界名廚 Jean-George Vongerichten開的其中一個餐廳，位在
紐約熱鬧的 Soho 區的中心，附屬在知名的Mercer Hotel 的旁邊。 


The Mercer Kitchen 從開張到現在一直都很受歡迎，人氣未曾減過。因為它屬於旅館的
一部份，一樓一進門的大廳部份與餐廳合併成 lobby bar，不但有飲料調酒的服務，還有
Caf飲式的正餐選項，從早餐到宵夜都有，住在旅館的客人們，隨時都可以下來用餐。旅
館的大廳區以傳統的圖書館作為設計主題，擺滿藝術書籍的書櫃和雜誌架，配合著皮沙發


和火爐，溫馨又有風味。難怪常有明星在這裡進出，饒舌歌手 Kanye West；Gossip Girl 
的 Chace Crawford；或是時尚界的名設計師 Karl Lagerfeld 和 Marc Jacobs都是這裡
的常客。


The Mercer Kitchen 主要的餐廳部份是在地下的一樓，雖然是地下室，圍繞著餐廳的紅
磚牆和開放式的廚房讓整個空間顯得很俐落，也很經典別緻。這一整面的開放式廚房，是


Jean-George的餐廳的特色，廚房裡帶著白色高帽子的廚師的做菜的一切一目了然。廚
房前面是兩張長形的 communal tables，很適合比較大型的聚會；即使是和兩三個朋友
來，和其他的食客同桌，用餐同時兼社交。想要來這兒約會的人，可以坐在餐廳另一端的 
booth，也可以享有隱密一點的浪漫氣氛。


這裡的菜餚，主要是以美國菜為主，但卻又帶了一點亞洲風的影響。the tuna spring roll 
是其中一道的招牌菜—將鮪魚生魚片包在春捲皮裡，輕輕的炸過，表面酥脆，裡面的生魚


卻還是保持得新鮮生嫩，非常特別。在這的 pizza 或現烤麵包捲，是用傳統的磚石式烤箱
烤出來的，烤出來的麵團香嫩鬆脆，black truffle and fontina cheese pizza 濃郁的松露
香氣，是必試的一道菜。


餐廳裡酒單上的每一樣調酒，也都是配合這兒的每一樣菜餚設計的。the cucumber mint 
martini 是其中最經典的—小黃瓜和新鮮薄荷葉搗剁過後和淡琴酒下去搖，調出來的馬丁尼
是令人意想不到的舒爽清香。甜點方面，chocolate molten cake是主廚研發的招牌點心，
烤半熟的巧克力蛋糕，一切開便流出濃濃的熱巧克力醬 , 吃再飽也不能錯過。 


來紐約也許有沒有機會住在Mercer Hotel，但是不管是在 Soho 逛街之間歇個腳吃點心，
或是和家人朋友聚餐慶祝年末的節日，The Mercer Kitchen 都是很值得一試的 . 絕對不會
讓你失望


Something about
LA / NYC 
洛杉磯 /紐約一二事 


The Mercer Kitchen


Vocabulary 字彙


lobby bar  lobby 是指一般旅館的大廳，很多現在的旅館大廳裡都有附有吧台，
就叫做 lobby bar
communal table  communal 通常是指共用的，社區式的，在這是指共用式的大餐桌
booth  通常是指崗亭式的，在這是指餐廳裡隔開式的雅座
black truffle  黑松露
fontina cheese  義大利經典的半硬質牛奶乳酪。原產於阿爾卑斯山的 Val d'Aosta產區，
熟成時間超過 60天，脂肪含量 45%以上，有著暗褐色外皮及淡黃色的內蕊，帶有濃濃奶
香味與蘑菇的味道，口感柔軟滑順，常被融化調成醬料使用，非常適合搭配松露類的料理。







Once Upon A Time是美國 ABC電視台今年秋冬播出的最新影集。這不是大家熟
悉的童話故事，劇裡的白雪公主也並非如大家印象中的過著 happily ever after的
生活。這齣由艾美 得獎影集“Lost”的編劇及製作人重新編造創作的劇集，講得並
不是 happy ending，而是個關於 hope的故事。
當白雪公主與白馬王子終於排除萬難順利結婚的那天，壞皇后又出現了！ 這次她下
了個天大的詛咒，而這個詛咒在白雪公主肚中女孩呱呱落地的那天實現了—自此時


間凍結，所有童話故事中的人都忘了自己是誰，而生活在一個名為 StoryBrook的
偏遠城鎮︰壞皇后成了鎮長，白雪公主成了國小老師，而白馬王子則是昏迷成為植


物人。但如同所有的童話故事，這個 curse也有破解的辦法；能成功破解這個咒
語，解救眾人的人即是當初剛出生即被送到地球逃離一劫的白雪公主女兒—Emma 
Swan。當 Emma 28歲生日那天，奇蹟般的遇到自己年輕時懷孕產下而送去領養
的兒子 Henry，並被他引領到由 Henry養母—Evil Queen掌管的 StoryBrook，
自此展開一連串Good vs. Evil的對抗⋯


Entertainment
In-House


時尚影片學英文


Once Upon A Time 幸福終點站







時尚影片學英文


Once Upon A Time 幸福終點站


小註解 : Children's and Household Tales在 1812年
由 Grimm兄弟 Jacob及Wilhelm發行，也就是後來我
們俗稱的 Grimm's Fairy Tales (格林童話 )。總共包含
約 210個故事，其中最著名的為青蛙王子、糖果屋、灰
姑娘、白雪公主、小紅帽⋯等等。不過最初的格林童話其


實並不適合兒童閱讀，裡面夾雜了不少黑暗、血腥、暴力，


煽情帶有性暗示的內容。後來經幾度修改及刪除部分故事


(如藍鬍子 )，終於有了如今老少咸宜、適合大眾閱讀的格
林童話。 


白雪公主 Snow White
白馬王子 Prince Charming
壞皇后 The Evil Queen
魔鏡 Magic Mirror 
七個小矮人 The Seven Dwarfs 
害羞鬼 Bashful
萬事通 Doc
糊塗蛋 Dopey
愛生氣 Grumpy
開心果 Happy


Fairy Tales童話故事標準用語
開頭 : 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
結尾 : They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 (他們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
魔法相關用語 : 


Mirror, mirror on the wall, who's fairest of them all? (魔鏡，魔鏡，誰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
現代重新演繹的童話故事 : a classic fairy tale with a modern twist


童話故事原著人物 :


enchanted
magic (魔法 )


curse
witch (女巫、巫婆 )


evil (邪惡的 )


瞌睡蟲 Sleepy
噴嚏精 Sneezy
小木偶 (奇遇記 ) Pinocchio
小蟋蟀 Jimmy Cricket
老木匠 Gepetto (小木偶的爸爸 )
仙子 The Blue Fairy
侏儒妖 : Rumpelstiltskin
糖果屋 : Hansel & Gretel
灰姑娘 Cinderella 
王子 Prince Thomas 


仙女教母 Fairy Godmother
睡美人 Sleeping Beauty
女巫 Maleficent
小紅帽與大野郎 : Little Red Riding 
Hood
小紅帽 Red Riding Hood
奶奶 Granny 
大野郎 the big bad wolf







預告片 :
Narrator: Once upon a time, 很久很久以前，


There was an enchanted forest filled with the classic 


characters we love... 


有個魔幻森林裡住著我們最愛的經典童話故事人物⋯


Snow White: You found me! 你找到我了 !


Prince Charming: I will always find you. 我總是會找到你的。


Narrator: One day, an evil queen placed a curse upon them.


有一天，壞皇后對他們下了個詛咒。


Their only hope now is someone from our world.


他們現在唯一的希望在我們世界的某個人身上。


Emma: The Evil Queen sent a bunch of fairy tales characters  


             here... 壞皇后把一堆童話故事人物送到這裡⋯


Henry: They are trapped and they don't know who they are.


            他們被困住了且不知道自己是誰。


字幕 : There are two sides, to every story. 


         每個故事都有不同的正反兩面。


Rumpelstiltskin: It has begun. 已經開始了！


小插曲 : 
●  影片中那首好聽的歌是由 Kerrie Roberts所演唱的 Rescue Me喔！
● 最近好萊塢興起一片童話故事風，繼之前顛覆傳統童話故事卡通的 Shrek，童


話與現實交錯的 Enchanted及黑暗版的 Red Riding Hood (血紅帽 )之後；


現在也同時有兩片跟 Snow White有關的電影在拍攝︰一部是由 Twilight女主


角 Kristen Stewart主演的 Snow White & The Huntsman，在這齣電影裡，


演 Thor走紅的 Chris Hemworth擔綱演出 the Huntsman，而影后 Charlize 


Theron則飾演壞皇后；另一齣 Snow White則由 Lily Collins擔綱主演 Snow 


White，影后 Julia Roberts飾演壞皇后，以 the Social Network出名的 Armie 


Hammer則飾演白馬王子。兩齣演員陣容同樣堅強的白雪公主大車拼，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 與 Once Upon A Time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是 NBC的另一部新影集Grimm—取名來自格林童話 (Grimm's Fairy Tales)的格林，但不同於Once 


Upon A Time的奇幻溫馨適合闔家觀賞。Grimm是一部黑暗的奇幻警探懸疑影集， 內容敘述一個專門調查殺人案的警探發現自己是Grimm(格林 )


家族的後代，專職保護人類、獵殺超自然生物。在探尋自己身份及命運的過程中，他發現所有童話中那些害人的怪物其實都是存在的，且已經滲入人類


的生活。 


時尚影片學英文


Once Upon A Time 幸福終點站


Vocabulary 字彙


Once upon a time  很久很久以前⋯(通常後面
會接著 “there was a...”)是童話故事必用的
開頭語，而本片用這句話來當作片名也格外恰當


且含有深意及創意  
enchanted  魔法的，著了魔的；可引申為入
迷的。而在童話故事 Snow White中，裡面
的那片森林即名為 Enchanted Forest。後來
由 Patrick Dempsey、Amy Adams、Susan 
Sarandon主演的 Enchanted也是一部童話故
事跑到現實生活的電影  
character  角色  
curse  詛咒、咒語  
fairy tale  童話故事。Fairy意指 「仙女」，也
可當做 「仙女」、「幻想中的」。tale則意為「故
事、傳說」


trapped  被困住的 







2 Broke Girls 是這一季 CBS推出的喜劇，故事主要是敘述兩個二十出頭的
女孩︰Max是個來自中下階層的家庭，除了在有錢人家當保姆之外，還得在
餐廳兼職打工；Caroline出生在有錢人家，卻因為父親扯入金融風暴的醜聞，
淪落到一毛不剩，為了生活只好到 Brooklyn 區的餐廳打工。兩個女孩在同
一間餐廳當服務生，即便背景不同，也漸漸變成好朋友，他們約定省吃儉用


存錢湊足 250,000的經費，合開蛋糕店。兩個漂亮女孩在餐廳的種種遭遇，
便成為他們的挑戰。短短 30分鐘的秀裡，對話簡短卻充滿機智，是個娛樂性
很高的劇情喜劇！


時尚影片學英文


2 Broke Girls 追夢女孩







Conversation 


Max: Now I can cross that out from my bucket list...
         現在我可以把那從我的人生清單上刪掉了！


Max: Hey...嘿！


Caroline: Ah...Taser...!!  Oh...Oh my god...
               啊⋯電擊棒！喔⋯我的天啊！


 I am so sorry... I didn't think it's going to hurt so  
 much, it's pink!
 我真的很抱歉，我不知道會那麼痛，這是個粉紅色的  
 電擊棒！


Max: It didn't feel pink...  感覺一點都不像是粉紅色的。


Caroline: I didn't know it was you, I thought I was being  
                raped...
                我不知道是妳，我以為我被強暴了！


Max: That's not what rape feels like. 
         被強暴才不是那樣的感覺！
         Did you...Did you sleep on the subway? 
         妳⋯妳昨天睡在地鐵上嗎？


Caroline: I have nowhere else to go, and I'm too afraid to 
sleep outside on the street. 


               我沒有任何地方可以去，我太害怕了！我不敢睡在外  
               面的街上。


Max: God, you're spoiled. 天啊！妳還真是嬌生慣養。


(Announcer: Next stop, Greenpoint.)
(廣播 :下一站，Greenpoint)
Max: Argh...get your stuff, come on...I'll take you to 
        my place. But hurry, cause I have to be in the city in  
        30 minutes.
        哎⋯收拾妳的東西，來吧！我帶妳到我家去。
        但是動作快，我在三十分鐘內要到市中心。


Lady on the train: Call me.... 打電話給我吧！


Vocabulary 字彙


bucket list 是指一個人在過世前想做、想看、想體驗
的所有事情的清單。在英文裡有一句俚語「kick the 
bucket」是指壽命已盡，所以在死前想完成的各種事
情就叫做 bucket list


taser  電擊棒，或其他類似的護身電擊武器


rape  性侵害，或強暴


spoiled  被慣壞的，驕縱的


時尚影片學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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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Year's Eve 101次新年快樂
要迎接新的一年的到來，沒有什麼比這部超強卡司的浪漫喜劇更適合了！ 
"New Year's Eve"是一部頌揚愛情、希望、寬恕，和重新做人、新機會的電
影。穿插著多重的小故事，背景時間設定在紐約市最炫目最令人讚歎的新年


前夕，轉述出電影要傳達的訊息。


這整部電影匯集了前所未有的明星及卡司，包括了 Jon Bon Jovi、Zac 
Efron、Josh Duhmamel、Katherine Heigl、Ashton Kucher、Sarah 
Jessica Parker； 奧 斯 卡 得 主 Halle Berry、Robert De Niro、Hilary 
Swank和新興的電視明星 Leah Michele 和 Sofia Vergara。 
由麻雀變鳳凰（“Pretty Woman”）導演 Garry Marshall及情人節快樂
（"Valentine's Day"）原班製片群共同監督製作，作品向來沒有令人失望過，
"New Year's Eve"同樣令人拭目以待。







Vocabulary 字彙


Is that your new years dress  ?  那是你新年的洋裝嗎？
Just something I'm working on for a rainy day.
這只是我用來以備不時之需。


You should wear it tonight. 你應該在今天穿呀！
New Year's Eve is the worst of all to go out. People don't 
drink or party all year suddenly go all Kanye on you.
新年除夕是最糟的一個晚上，平常一整年都不喝酒開派對的人都在今


天給你發酒瘋。


Last year I met a girl, and she was extraordinary.
去年我認識了一個女孩，她非常的出色、與眾不同。


My water just broke.我的羊水剛破了！
Hold it.  忍著。
You look beautiful.你看起來真是漂亮。
I've been plotting that slap for years, and it was nearly as   
satisfying as I thought it would be...  that was closer.
這一巴掌我已經盤算了好幾年，但是一點也沒有想像中滿意⋯這次比


較滿意。


Good one.這個好。
This is the biggest night of my career,...and if I screw this 
up...
這是我事業中最重要的一晚，要是我搞砸的話⋯


You won't.你不會搞砸的
The count down begins.倒數現在開始。
Let's do it.來吧！
Well...what do you think?  你覺得呢？
Somebody is going to have a happy new years.
有人今年的新年會很快樂喔！


Resolution number2: be amazed...are you amazed?  Check!  
第二新希望︰大驚喜。有驚喜到嗎？搞定！


Who are you going to kiss at midnight!?  你午夜要親誰呢？
So you went out for a slice of pizza, right? So you may have 
run into ... the one...
所以假設你出去買個披薩，就可能正好遇見你命中注定的另一半。


You know what that's called?  你知道那叫做什麼嗎？
Insanity?  瘋了？
Serendipity!!You don't mess with serendipity.  
巧遇的緣份！你不要輕視巧遇緣份的重要性。


That's what New Year's all about.
那就是新年的精髓。


Is it New Year's Eve?  今天是新年除夕嗎？
Is it?  是嗎？
There's going to be more celebrities here than 
rehab.
在那兒的明星會比在戒毒所的明星還要多呢！


Nothing beats New York on New Year's eve.
沒有什麼比在紐約的新年除夕還要更好的了！


resolution  決心、決定。New Year's resolution 是指新年
的新期許


for a rainy day  為雨天作準備，未雨綢繆
go all Kanye  指一個人發酒瘋。歌手Kanye west 前幾年
在MTV頒 典禮上因為酒醉而行為失控，所以現在 go all 
Kanye 就是指行為和Kanye喝酒後的行為一樣，發酒瘋 
extraordinary  非凡的、特別的、與眾不同的
plot  密謀、策劃
screw up  搞砸的，混亂的狀況的
insanity  瘋狂的、荒唐的、精神異常的 （台灣預告片翻鬼
扯蛋，與真實意義不符）


serendipity  意外的緣份，巧合的、巧遇的（台灣預告片翻
狗屎運，與真實意義不符）


時尚影片學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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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zling
sizzle原指「把東西燒得嘶嘶響」，因此 sizzling意即「非常燙、極熱的」，也可引申與「hot、sexy 」同義，指「很火辣」。
例句 :「Miranda Kerr is sizzling hot in that cut-out swimsuit!」 超級名模Miranda Kerr穿那件挖空的泳衣真是火辣！


the CW-list 
CW是美國一個以青少年為 target audience的電視台，著名的Gossip Girl、the Vampire Diaries、90210都是他們家
的影集。但是由於 CW有太多 YA影集，也不是每個影集都很成功，所以裡面一些曾經出現過的角色和面孔，大家或許都
不知道是誰，叫不出名字。因此 the CW-list即指「秀場或 party中看起來很面熟卻又叫不出名字的明星」。例句 :「Who's 
that? Is that the girl from the show that got cancelled? Privileged? She's so CW-list!那是誰？那是那個被取消影集 
Privileged裡的女明星嗎 ?!她真是 CW-list！


bail 
原意為「保釋、脫離困境」，在口語中被引申為「離開」，等於「exit、to leave、to take off」，也可用「bounce、
ditch out」等詞來代替。例句 :「This party sucks, man! I'm gonna bail!」這個 party超爛的，我要閃人了！


tope
是「tight」和「dope」的複合字，意為「beyond cool」，形容一個人、一件事或一個東西非常酷，是美國青少年常用的詞。
例句 : 「This game is tope as hell! 」這個電動實在是酷斃了！


chillax
是「chill」和「relax」的複合字，意為「放輕鬆休息」，在美國口語中非常常用。
例句 : Ryan: What the hell, man, u freaked me out! 搞什麼，你嚇死我了！
          Chris: Woa, chillax, it's all good! 嘿！放輕鬆，沒什麼事的！ 


blazin 
原本是指「很熱、很燙的」，漸漸的被年輕人用來指任何很熱門和很炙手可熱的流行。例句 : 「This watch is really 
blazin'!」這手錶可是現在最熱門的！


dip-out 
和「peace out、to leave」同義，是指「要離開、要走了」的意思。例句 : 「This party is boring, I'm going to dip 
out!」這個 party好無聊，我要離開了！


sketchy
是指一個東西的細節不是很明確，或是指結果很令人質疑的，不值得信任的。例句 : 「That dress is sketchy, it's put 
together by tape。」這件洋裝是用膠帶黏貼做成的，不太可靠吧？！


spike it
是指在一個平凡普通的東西裡加料，讓它們變得更精彩或更有趣，常常用在飲料上。spike a drink 通常是指在飲料裡面加
酒，調成雞尾酒。


totes
其實就是「totally」的簡用法，最近年輕人常用的新詞。回答問題的時候有很多人就回答「totes」取代「 totally」。
例句 : This is the best news ever!這是我聽過最棒的消息了！ 
         Oh, totes!喔，我同意！


Words of the Month


Words of the Month 
每月十大熱門單字


Top 10







Words of the Month


Hey! Check These Out


Beauty.com


Beauty.com從名字就可以得知是個專賣化妝品和保養
品的網站。這兒的化妝品品牌除了很名牌或是專櫃的產


品，也有許多平常比較難買到的牌子︰像 By Terry 或是 
Phyto在這網站上都有齊全的貨色可選擇。有化妝保養品，
當然也就少不了其他護髮護膚的產品，大小設計師的香水


和週邊產品在這也都找得到。除此之外，他們現在也和太


陽眼鏡公司 Sunglass Hut 合作，不管是 Ray-Ban 或是
Versace的眼鏡，款式相當多。如果常上這個網站買東西，
他們也會不定期的推出很多的特價優惠專案，購物金額達 
$49美金以上一般也都免運費喔！ 


Net-a-porter.com


追求 fashion 的人，不是每一個都有時間一天到晚出門逛街。
Net-a-porter這個網站，就可以滿足這些 fashionistas 的逛
街慾望。Net-a-porter只代理高價位的時尚名牌，可以說是網
路上的第五大道—從 Alexander McQueen 這一季最紅的軍
裝外套 ($1355)到 Jimmy Choo 的羽毛高根鞋 ($1995)，還
有Miu Miu、Chloe、YSL等品牌的服飾和包包，應有盡有，
一點也不輸各大城市的百貨精品店。有很多特別的款式和顏


色，甚至只有在這才找的到。如果沒有出門逛街的閒情逸致，


到這網站看看，也可以知道現在當紅的高級品牌。看看今年想


要和聖誕老人要什麼禮物喔！


Christmas!: app store裡有著數不
盡的聖誕 app，讓人看得眼花繚亂，
不知該 download 哪個才好。這裡
跟大家推薦一個很有趣，很適合小朋


友們的 app，裡面包含了聖誕節倒
數 (countdown)、 追蹤聖誕老公公
的 tracker、聖誕歌、甚至還可以寫
email給聖誕老公公， 跟聖誕老公公
說你的願望喔！有了它，包準你這個


聖誕一定過得很有聖誕氣氛！  


Xmas要準備禮物給眾多親朋好
友是件很費神的事情， 既要考慮
到預算，也要顧及關係、合適度


及每人不同的喜好。Santa Shop 
(HD) 正是幫你規劃 shopping 
list的好幫手！它不但界面設計可
愛討喜，充滿聖誕氣息 (包含擬真
的雪花、聖誕音樂、聖誕背景圖 )，
更是極具功能性。它能夠幫你追


蹤你所花的任何一分錢，控制預


算，提醒你哪些禮物還沒購買、


已經購買，或是已經包裝好了！


甚至， 它也可以讓你建立 wish list，讓你記錄你將來所想要的
東西。這麼可愛又有用的 free app，是不是讓你很想趕快去下
載呢？！


Santa ShopChristmas


APP


Website
線上相關資訊


J's
Faves







Next On  


What's
Next


Santa Convention
天底下各個不同的團體組織都有個定期的集合或聚會。在紐約市，聖誕老人們也有個一年一度的聚會—


Santa Con。這一年一度的聚會，通常是在聖誕節前的一兩個禮拜前舉行，沒有特別的儀式，也沒有特


別的理由或規定，純粹就是任何想參加的人，在同一天齊聚在公園裡。通常男生都是穿聖誕老人裝，女生


有時候打扮成聖誕女郎、或是聖誕精靈，有的人甚至扮成麋鹿；任何和聖誕節相關的角色在這一天都看得


到。大家在華盛頓廣場聚集後，便成群結隊的分散到市區裡遊行或散步。如果你這一天剛好在紐約的話，


其實是非常好玩的⋯滿街滿巷的聖誕老人，各型各色都有，非常的壯觀。這也是一種慶祝聖誕節的精神，


不是嗎？


Behind The Scene 幕後花絮


下期預告


下期是我們的 " The Ultimate Premium Denim Black Book"終極頂級丹寧牛仔聖經”，大家是不是跟
我一樣期待啊？！   
好萊塢頂級牛仔褲知名品牌 Paige的創辦人 Paige Adams-Geller接受我們的專訪，訪談內容、店面介
紹和最新丹寧潮流也將在這裡跟大家一一分享喔！ 
Fashion & Shopping: 


Paige exclusive 知名頂級牛仔褲品牌 Paige創辦人專訪
How to pick the PERFECT pair of jeans 如何挑選最適合自己的牛仔褲  
LifeStyle A-Z:  


Hello, Siri! 與 Siri聊天學英文
Entertainment In-House 


Returning TV Series 美國影集推薦 : White collar, The Vampire Diaries, Ringer








5
Shopping / Dining / Happy Valentine!


9


14
29


26


10


13


Dress to Impress – An intro to dresses
時尚潮流


美國購物，


食尚文化及情人節


紐約時尚裝扮


時尚影片學英文


White Collar, The Vampire Diaries, Ringer 
妙警賊探 ,噬血 Y世代 ,替身姐妹 17


Dating, dating, dating!
情人節，約會吧！


Something about NYC 紐約一二事
Arturo's  / The Little Owl


App: Airbnb
相關資訊


Website- Gilt
網站相關資訊


In vs. Out
流行 vs.過時


Feb / Issue5


LifeStyle A-Z







INTRO


前言


INTRO


前言


Jasmine Chang


Alicia Tsai


J&A 的時尚簡歷


承襲母親的美感，從小對美的事物極感


興趣，以打扮自己為樂。成長過程中，


時常隨著父母至世界各處旅遊，接觸到


美國流行音樂及電影並受其影響，進而


愛上美國流行文化，學了一口流利美


語。大學聯考時更成為當屆全國英語


科榜首，進入國立交通大學外國語文


學系就讀 ; 之後因為對電腦科技有著極
大興趣，開始接觸多媒體設計。畢業後


前往美國就讀碩士及博士，於南加州大


學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取得英語教學及傳播管理的雙碩士學位，


並於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就讀教學科技博士班。
藉由本身對時尚及網路科技的興趣及專


長，曾先後至東森美洲台、LA時尚公關
公司 PURE Consulting、北美華人
黃頁廣告公司華人工商、台灣創投


公司鼎碩管理顧問等實習或任職，


以汲取更多媒體、時尚及網路科技業的相關經驗。


目前掌管 J323 LifeStyle Inc.並擔任 LifeStyle 
A-Z之主編，分享好萊塢最新時尚和美國生活文化，
在網路上更有「牛仔褲達人」之稱號，同時教導實用生


活美語。


平日興趣包括逛街購物、看書、汲取科技新知、看電影


和電視、聽音樂、旅遊、品酒、玩車等。


從小喜歡時裝和表演，愛將自己打扮成不


同角色，也喜歡替妹妹和身邊的朋友做造


型。在台時就讀台北醫學院醫務管理學系，


隨後轉至波士頓大學 (Boston University)
心理系。之後因興趣隻身前往紐約追


求表演事業，就讀紐約知名戲劇


學 院 William Esper Studio 
Conservatory，專修戲劇。
畢業後參與了各種舞台與電


影演出，近期作品包括 The 
Winning Season，The Day She 


Walk Down The Aisle (更多資料可
上 IMDB查看 )。
演戲之餘，也很幸運地接觸了許多


模特兒的工作，對時尚有了更進一


步的認識。為了拓寬事業領域，並


讓自己更上一層樓，在從事模特兒


與表演的同時，前後修得美國政


府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Drugless practitioners) 認證的


整體營養諮詢顧問 (Holistic Health Nutritional 
Consultant)和紐約時裝學院 Fashio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School of Continuing and 
Professional Studies認證的時裝造型顧問。
目前擔任 LifeStyle A-Z之駐紐約代表及主編，在
紐約義工組織 (New York Cares)幫忙作義工的
服務，教小朋友做課後健康點心或到家護中心做


娛樂表演。


平日興趣包括游泳、瑜珈、慢跑、烹飪、調酒、


品酒，最近著迷於 sailing!


J'&A Style Bio







Alicia
2012 / 02 / 01


INTRO


前言


Happy Valentine!


From A Alicia 的心裡話


情人節快樂 ! 


時間過的好快，感覺才剛參加完跨年晚會倒數完，一轉眼已經是二月


了！在年底有感恩節、聖誕節，還有令人興奮的新年，雖然紐約的天


氣已經進入凜冽的冬季，大家還是興致勃勃的迎接 holiday season的
到來。但是一過了新年，好像一切精彩的就都過了！只剩下漫長又寒


冷的冬天⋯還好二月還有個令人臉紅心跳的 Valentine's Day （情人
節）點綴這後半段的冬天。有的人說 Valentine's Day 已經過於商業
化，失去了意義，我可不這麼認為⋯情人節是愛神邱比特的生日，沒有


比這更好的一天名正言順的慶祝心裡的愛！不論你是單身，還是有偷偷


暗戀的對象，或是已經有了穩定的對象，何不在這一天好好向你身邊的


人宣告你對他們滿滿的愛呢？大部份的店面都佈滿了紅色跟粉紅色的愛


心裝飾，許多餐廳也都推出了各種特別的應景套餐。不管你是跟情人


還是和家人朋友一同慶祝，我們在這一期會介紹幾個餐廳和一兩個


約會打扮的小撇步，讓你們做參考。


 
除此之外，今年的 holiday season 我飛越到美國另一端的陽
光加州，不但好好的讓自己對南加州的文化重新的複習了


一遍，也把握機會到了許多不同的酒莊和餐廳做了參觀和


比較，再度的領悟了紐約和加州的相似和差異。現在回


到了紐約，回到了我的大都會生活，很等不及要藉著


情人節，和大家分享我對這個大城市的各種的愛！


Happy Valentine!!







INTRO


前言


Do you know... 
你知道嗎？根據統計，大部份的女孩子在穿衣打扮的時候，


都是打扮給自己，或是給自己的女性朋友看居多，反而都不


是打扮給男生看。為什麼會這樣呢？其實原因我們都心知肚


明 –女孩子比男孩子來的時尚多了！女孩子花在逛街買衣服


的時間也多，難免對其他女性朋友的穿著打扮也比較注意；


雖然很多男孩子現在也能跟上時尚的腳步，但是女孩子還是


只會和自己身邊的女孩子比較互相的穿著。


沒辦法囉！愛美就是女孩子的天性！男孩子要是想要顯示他


們的品味，就上前來約我們出去約會吧！沒有什麼是比約個


聰明漂亮的時尚女孩還要更有時髦的了！你不覺得嗎？


在你出門前，要為今天打扮，不論是出去工作還是出去逛街，


或是只是出去透透氣，你的穿著打扮是為了誰呢？


我自己 –我只為自己打扮，只要自己看了開心就好


我的女性朋友們 –她們比較懂得時尚


男人 –我為男人而打扮，我喜歡吸引異性的注意 


我不在乎打扮 –穿甚麼都好，只要舒服自在就可以了


Fun Polls 讀者投稿


有趣 fun facts







Fashion & 
Shopping Dress to Impress – An intro to dresses 時尚潮流


洋裝！！洋裝的定義是什麼呢？一般來說，洋裝是指一件式的女性服裝。不論是休閒或是正式的場合，穿上洋裝一向都是讓


女孩子展現自己女性化的一面最直接的方式。洋裝在英文裡雖是一個簡單的字 –「dress」， 卻有數不清的種類和款式，不
論是依照質料、剪裁、設計師，還是穿著的場合去分類⋯都有太多太多種的發展空間，真是讓人眼花撩亂。在這一期裡，我


們先簡單的和大家介紹幾種比較常見也比較常穿的幾個款式和類別，在情人節的這個月，穿的漂漂亮亮的。更多詳細的介


紹我們會在後續做更多的報導！


sundress （陽光洋裝）--


sundress中文直譯為陽光洋裝，其實就是一般夏天的洋裝。sundress可以說是所有的


dresses裡面最簡單、最舒服，也最容易穿搭的種類了！天氣比較暖和的時候，很難打扮得很時


尚，卻又保持清爽舒服。sundress 就是最適合的選擇了！ sundress 的質料通常都是棉質或是


亞麻等材質，特點在於輕薄透氣；在設計和剪裁上也都很俐落簡單，不會太過緊身或裸露，但是


卻又流露著一種不經意的性感。因為 sundress一般都是在夏天穿著，顏色的選擇上除了白色


之外，一般也都比較鮮艷亮麗。在衣櫃裡準備個幾件簡單的 sundresses，就能夠替整


個夏季的精彩和時尚感加分喔！ 


sundress的搭配︰不論你喜歡簡單的 ballet flats還是輕鬆的夾腳拖鞋（flip- 


flops），搭配 sundress都是很適合的。配件也許搭配個大耳環，太陽大一點時候再


加個大大的太陽眼鏡，或者是甚麼都不配，就是一件洋裝，有時候簡單更能顯得出色


又性感。  







Fashion & Shopping


流行聚焦


Dress to Impress – An intro to dresses 時尚潮流


day dress（日常洋裝）--


day dress中文直譯為日常式的洋裝，和 sundress有什麼不同之處呢？ sundress一般來


說都比較休閒，雖然說 sundress不一定都比較 casual，但是 day dresses 在定義上還是


比 sundress來的正式，比較適合在工作場合穿著。day dress並沒有特定的質料或剪裁，


樣式多變，不論你的工作型態是朝九晚五，還是整天在城市裡忙進忙出的，day dress在工


作場合都是可以被接受的。有的 day dress是樸素的剪裁，可以像是裙裝式的西裝；有的


比較時尚一點，可以有各種的圖案和印花；或是類似 50 年代的大圓裙；或是 60 年代的賈


桂琳式的復古洋裝。不論當季流行什麼，只要是白天工作的場合，day dress 都是除


了褲裝之外另一個很方便的選擇。 


 day dress 的搭配︰ day dress 其實比很多人想像的還要更好穿搭，只要更換配件


就可以營造出不同風格。天氣比較溫暖時，配個平底鞋或高跟鞋，體面又實際；天


氣冷一點的話，搭個小毛衣或是彩色的質感褲襪，再配上靴子，又是另一番味道。  


花樣比較大或剪裁比較複雜的款式，就不需要再做太多的搭配；簡單的款式倒是可


以搭配一些首飾來點綴。 







Fashion & Shopping


流行聚焦


cocktail dress/ evening dress（晚宴 party 洋裝）


晚宴 party洋裝聽起來很正式，讓很多人不知道要從何下手，但其實 cocktail dress（晚宴 party洋裝）是在所有的


洋裝裡最熱門、也賣得最好的一個種類。cocktail dress 比 sundress 和 day dress 來的還要更正式，通常都是在晚


會或派對，或是上高級餐廳的時候穿的。有些正式一點的活動場合，還會規定男性賓客一定要穿著西裝外套，女性賓


客穿著 cocktail dress才可以出席。cocktail dress 雖然比較正式，裙子長度通常都是落在膝蓋左右，更長或是超過


腳踝的，一般就歸類為晚禮服。一般的 cocktail dress因為屬於比較正式一點的服裝，剪裁上通常都比較細緻，質料


的選擇也比較華麗，絲緞或是亮片式的造型都是很常見的。如果想要性感一點的造型也可以選擇露肩或是


緊身的樣式，但是不管選擇什麼樣的造型，還是要自己穿得舒服，穿出自信，才會是派對


上萬眾矚目的焦點喔！ 


cocktail dress的穿搭︰大部份的 cocktail dress本身就已經是個視覺的焦點，一雙漂亮


的高跟鞋襯托出修長的美腿，就是最好的搭配。如果場合允許的話，搭配一些厚大的手


環或戒指，也是很合宜的喔！穿著 cocktail dress 的時候，通常一般的包包都會顯得太


過休閒，如果有個小型的宴會包或是手拿包的話，會是最適合的搭配了！







Fashion & Shopping


流行聚焦


little black dress（黑色小洋裝）


little black dress簡稱 LBD，嚴格說起來其實是 cocktail dress的一種，但是它的重要性非凡，已經獨立分枝出來


成為另一個類別了！ little black dress在美國可以說是每個女性同胞必備的單品，任何臨時的約會或是派對，沒有時


間去逛街買衣服的話，little black dress都是緊急救難的最佳選擇。little black dress其實就是什麼場合都適合的黑


色洋裝，一般來說剪裁愈簡單俐落，能夠穿的場合就愈多。最經典、最常見的 little black dress就是黑色無袖的洋裝，


圓領中胸，合身但又不會太貼身，長度約在膝蓋左右，保守但是又不過時。一件好的 little black dress是四季都適宜，


白天晚上都可以穿的；若是優秀設計師設計的就像一件經典的婚紗一樣，是可以一代傳一代的傳承下去的。大部份受


歡迎的 little black dress造型設計都偏簡單，但是現在有很多新的設計師也推出了很


多很別緻的款式︰有些是蕾絲的設計； 有些剪裁較前衛，只要是適合自己的，都可以


成為很經典的造型喔！


little black dress的穿搭︰如果你有個緊急的約會或派對要參加的話，little black 


dress 配上任何顏色的高跟鞋都可以很出色。如果你想要再多點變化的話，配上不同


的皮帶或是首飾珠寶，同一件洋裝也可以變化出很多不同的造型喔。 


除了這四種不同類別的洋裝外，當然還有最近流行好一陣子的maxi dress （長洋


裝）、sweater dress （毛衣式洋裝）⋯數也數不清的種類。希望我們可以一一


的為大家做更多的介紹，畢竟，穿洋裝是女孩子的專利，穿上了洋裝，誰不覺得


自己漂亮了那麼幾分呢？







white bag （白色包包）
雖然是出去約會，但攜帶宴會包顯得太盛重，沒有必要


那麼的正式，但是白天揹的包包卻也顯得太輕便。一個


小小的肩袋，足夠容納錢包、手機，和補妝用的化妝品


就綽綽有餘了！如果剛好是知名品牌設計的話當然就更


加分囉 !


Fashion Spotlight


流行聚焦NYNew York
beige dress（淺棕色洋裝）
沒有什麼是比一件粉嫩輕薄的


洋裝還要來的羅曼帝克的了！


淡雅的粉嫩色調、柔嫩的雪紡


紗布料上點綴上一點點的金


屬，浪漫中帶有一點龐克的叛


逆，很適合約會的時候穿，不


論是跟初次見面還是愛情長跑


的對象，都是浪漫又很有個性


的喔！ 


nude pumps（裸色系高跟鞋）
裸色系的高跟鞋簡直就是全天下最聰明的


一項發明，不但配任何顏色或任何衣服都


好看，配上裙子還可以讓雙腿顯得無敵的


修長。穿淺色系的洋裝時，裸色系的高跟


鞋是再適合也不過的了！ 


soft makeup （柔嫩的裸妝）
一般出門去約會，打扮愈自然愈好，沒有人會


想要看一個女孩子化妝前和化妝後像是不一樣


的兩個人。簡單的粉底、大地色系或粉色系的


眼影，再刷上一點腮紅，修飾一下自己的輪廓


就可以了！頂多再拍上一點蜜粉，沒有什麼比自


然美還要更吸引人了！







   約會（dating），說得比做的來的容易多了！在美國的電影或電視影集裡，一切總是看起來那麼容易，


也很理所當然 --- 男人喜歡上女人，女人也喜歡上那個男人，兩個人墜入愛河，從此以後過著幸福快樂的


生活。誰不希望真正生活中一切也都是這麼的容易呢？在現實的生活裡，dating，可以是很令人難以捉摸，


尤其是當你面對的是不同文化時，還真令人沒有頭緒。


很多人都說，當女孩子比較吃香，因為在大部份的情況下還是由男孩子主動先提出邀請，約女孩子出去居


多。但是我們身為女孩子，不表示我們甚麼都可以不用做，在這兒等著人家來約我們出去就可以了。我們


也是得儲備自己，讓自己內在美和外在美兼具，才能吸引到對的對象囉。不過我也不得不承認，我還是慶


幸自己是個女孩子，畢竟要踏出第一步約人出去，還是要有那麼一點技巧、一點勇氣。絕大部份，還是男


孩子得踏出那第一步。  


   在紐約這個大都會，每天不論是各式活動或是慶祝派對都很多，如果你是單身一族，沒有機會在學校或


工作的場合認識另一半的話，這些場合都是認識人的好機會。在美國的社交文化裡，餐前飯後一起喝個調


酒或是飲料也是相當普遍，如果沒有機會參加活動，很多人也都是到餐廳或是酒吧去認識人。畢竟，很多


人還是要靠一點點酒精來打氣，來點 liquid courage壯膽再約女孩子出去。有的人不小心喝多了，還會


有 beer goggle，更可能提高約對方出去的機會。在很多場合，男孩子為了要約女孩子出去，總是得想一


些新奇的花招或台詞來吸引注意。我們在這兒，收集了一些這幾年來我們聽過比較出色的說詞，有些還真


讓我們忍不住地笑出來，決定給這男孩子一個機會。如果是你的話，你聽了會不會心動呢？


Lifestyle
A-Z


Dating, dating, dating!







1."Just bought this new shirt, you want to feel it? 
    "這是我剛買的新衣服，你要不要摸摸看呢？


You know what that is? It's boyfriend material."
 你知道這是什麼料嗎？是個做你男友的料！ " 


2."Hey, do you have a Band-Aid? I scraped my knee when I fell for you. "
"嘿、你有 ok 繃嗎？我為你傾倒的時候把我的膝蓋給擦傷了！ "


3."You're like a dictionary. You add meaning to my life."
"你真像是我的字典，為我的生命注入了許多意義。"


4."I lost my number⋯ can I have yours?"
"我把我的電話給搞丟了⋯可以給我你的電話 (號碼 )嗎 "


5."If I could rearrange alphabets, I would put U and I together."
"如果我可以從新安排英文字母的順序的話，我會把 U（你）和 I（我）擺在一起。 


6."How does it feel to be the most beautiful girl in the room?"
"身為這個地方最美的女人，是什麼樣的感覺呢？ "


7."Can you give me directions to your heart? I've seemed to have lost myself in your eyes."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你心的方向呢？我在你美麗的眼神中迷路了！ "


8."Was that an earthquake? Or did you just rock my world?"
"剛剛有地震嗎？還是你剛剛震撼了我的世界？ "


9."Are you a magnet? Because I'm attracted to you."
"你是磁鐵嗎？因為我深深地被你給吸引了！ "


10."I hope there's a fireman around, because you're smoking hot."
"我希望這附近有消防員，因為你真是超火辣的。" 


Lifestyle A-Z


吃喝玩樂在美國


Dating, dating, dating!!







Lifestyle A-Z


吃喝玩樂在美國


liquid courage︰液態的勇氣，指藉酒壯膽的意思


beer goggles：是指喝了酒後，感覺有點飄飄然，視線模糊，什麼都變得比較漂亮了


spark︰火花，在這是指一點點的愛情火花


keeper：是指好對象。遇到了適合的人，要抓牢，別給他從手中溜走的對象


player︰是指花花大少，花花公子


Vocabulary 字彙


如果男孩子用這幾招來接近你，還是不能讓你心動，答應


和他們出去，或交換電話的話，希望至少這些台詞能夠讓


你會心一笑。萬事起頭難，要是男孩子用這些搞笑的台詞


引起你的注意，聊起天後感覺還有那麼一點 spark，那也


是很值得一試的囉。 


在紐約的 dating，說起來也不是那麼容易，俊男美女那麼


多，街上隨便一個人看起來都很有魅力，也很難知道誰是


真心、誰是 keeper、誰是玩玩就算了的 player。不論你


對遇見的是什麼樣的人，約會的時候不管是去個浪漫的晚


餐，還是參加其他的活動，只要你真心的待人，真心的面


對自己，我想沒有甚麼是比真誠的態度，還要來的更吸引


人了！ XOXO！


Dating, dating, dating!







Lifestyle A-Z


吃喝玩樂在美國


In vs. Out
流行 vs. 過時


IN


OUT


customized skin care︰（個人化的保養品）
我們每個人都是不同的個體，即使是雙胞胎擁有一


樣的 DNA，也還是兩個不一樣的個體。除此之外，
我們有著不一樣的生活習慣，過著不一樣的生活模


式，每一個人需要的保養品當然也都不同。現在越


來越多的品牌也開始推出個人化的產品，讓顧客可


以自己搭配適合自己膚質的產品。要多加一點維他


命 C，還是多一點膠原蛋白呢？一切都讓你自己搭
配喔！ 


portion control︰（食量減肥法）
健康的飲食是一輩子的事。各種的節食方法數也數


不完，大部份的節食法都有不能吃的食物類別。不


管是哪一種節食法，其實都只有短暫的效果，越是


規定不能吃的東西我們就越想吃；還不如控制食量，


再喜歡的東西吃適量就好了！不要完全的禁止自己


吃喜愛的食物，壓抑太久是會造成反效果的。 


ombre on hair︰（漸進式髮色）
Jessica Biel 和 Rachel Bilson 等明星們最近都
流行起漸進式染髮的造型，這個新的 ombre on 
hair有一種令人說不出的嫵媚的感覺，通常都是在
髮根的地方深色，漸漸的往髮尾變淺，比一般的染


法顯得自然又清爽，是這個春天看好的流行喔！ 


categorized skin care︰（制式的保養品）
大部份的保養品都以年齡、膚質來分類，其實那


也沒有什麼不好的，但是我們不是每一個人都可


以這麼死板的被分配到這些類群裡，有時候我們


看著眼花撩亂的產品，還是找不到適合自己的⋯


這就是我們需要更多個人化產品的時候了！ 


calorie control︰（卡路里控制）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吃東西的時候算卡路里


變得那麼普遍，大部份的連鎖餐廳都開始列出每


道菜的卡路里了！也許大家注重飲食健康是好事，


但是我們不要忘了 –其實好好的享受美食，偶爾
放肆一下也不為過喔！ 


highlights on hair︰（挑染）
挑染一直在流行的世界裡徘徊，從大


範圍的顏色區塊，到若隱若現的顏色，


挑染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經是過去


式的老套了！沒有人天生的髮色是這


種形式的，我們還是回歸自然吧！







Something about NYC 紐約一二事 


Arturo's  >
類別 : Pizza，義式料理
地址 : 106 W Houston St, New York, NY 10012
電話 : (212) 677-3820
營業時間 : Mon-Sat 4pm-1am；Sun 3pm-midnight
價位 : $$   外帶 : 有  接受訂位 : 有     WiFi: 無
交通 : Street（路邊停車）
穿著 : 休閒  
氣氛 : 輕鬆


 The Little Ow >
類別 : 地中海式美國料理
地址 : 90 Bedford St(between Barrow St & Grove St), New York, NY 10014 
電話 : (212) 741-4695
網址 : http://thelittleowlnyc.com/
營業時間 : Mon-Fri 12 pm - 2:30 pm；Mon-Sat 5 pm - 11 pm；


Sat-Sun 10:30 am - 2:30 pm；Sun 5 pm - 10 pm
價位 : $$$  外帶 : 無  接受訂位 : 有  WiFi: 有
交通 : Street（路邊停車）
穿著 : 休閒  
氣氛 : 浪漫


Lifestyle A-Z


吃喝玩樂在美國







Lifestyle A-Z


吃喝玩樂在美國


Something about
NYC 
紐約一二事 


紐約的 pizza一向是很有名的，整個紐約市內有數不清的 pizza joint，創立多年的老店都有家
傳的祕方和歷史；新興的店家也不斷出現，推出新的口味和配方。不論這些新舊店家競爭如何


激烈，Arturo's 始終屹立不搖，完全不受影響，延續他們多年來傳承下來的燒木式紅磚窯火爐
及 artisan 手工配料，一直是紐約當地人的最愛之一。 


Arturo's 位在 Soho 和West Village 之間，是標準的傳統紐約式餐廳。除了親切的服務和紮
實的美食之外，每個晚上都有 live的爵士音樂表演。餐廳前區的吧台邊是老舊的傳統式皮椅
亭雅座，位子不多，而面對著吧台和角落的鋼琴區，是比較受歡迎的座位。後區的位子稍微


寬鬆些，長桌子的擺設，很適合大家庭或團體的用餐。夏天天氣好的時候，也會擺出室外的


sidewalk seating。面對著 Soho 的店面和逛街的人潮，雖然享受不到室內的音樂，卻也是很
有氣氛。 


來這裡用餐的饕客，都知道不論別的店面再怎麼嘗試新的花樣，紅醬式的醬料還是最實在的


義大利口味。不論是義大利麵類的番茄鮮蝦麵 (shrimp marinara) 還是鮮蚵配細麵（linguini 
with clam sauce)，或是牛小排和起司蓋麵 (veal cutlet parmigiana)，有每天現做的番茄紅
醬做底，味道新鮮又不膩。除了他們的義大利醬麵之外，紅磚爐碳烤的 pizza 才是這裡最出名
的料理，古老式的紅磚爐、木炭起的熊熊的烈火，讓火爐保持 400度以上的高溫，烤出來的
pizza 餅皮，麵香帶著一股淡淡的木炭香，鬆脆不硬，非常爽口。fresh mozzarella 是最受歡
迎的口味之一，手工拿捏出來的mozzarella 起司，清淡的奶香，纖滑的口感，吃再多也不覺
得膩。不論是麵類或是 pizza，menu上列出來的只有幾個簡單的口味，但是客人們可以自己
添加不同的配料︰從義式醃肉、辣味臘肉、新鮮蔬菜，到龍蝦或魷魚海鮮，甚麼都有。如果想


點個不同的底醬，選擇多達十幾二十種，但是不論你怎麼做搭配，Arturo's 都不會讓你失望的。
通常一個 16吋的 pizza 或是一份義大利麵，份量都很實在，兩個人吃都綽綽有餘。  
除了主菜之外，他們的烤海蚌（baked clams ）也是非常有名、非常出色的一道開胃菜。新鮮
的海蚌搭著香料拌的蒜頭屑麵包，通常一桌點一份都是不夠的。 


Arturo's 的價位實在，一點也沒有因為附近商區的發展而價位飆漲。來這用餐，點個葡萄酒，
享用 pizza 和各種義大利麵，伴著 live的爵士樂團演奏，氣氛相當的溫馨又迷人。不論是家庭
式的聚會或是浪漫的約會，來這都很適合。難怪每個週末在這兒都是大排長龍，非常的受歡迎。 


artisan:工匠的，手工做的


sidewalk seating:路邊露天式的座位


veal:牛小排，小牛之肉


mozzarella:是一種義大利鮮奶起司，用水牛的奶製成，與一些添加物混合後經過揉捏、延展，然後切割。質地十分柔軟且富有彈性， 


口感清淡，是義式料理中常用的乳酪。


Vocabulary 字彙


Artur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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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喝玩樂在美國


Something about
NYC 
紐約一二事 


The Little Owl 小小的店面要是沒人告知的話，很容易經過了也沒察覺到他的存在呢！位在具


有歷史性的 West Village 的正中心，小巧迷人的餐廳，只有十張桌子 28個座位，自從開張以


來一直都是紐約市最難訂到位子的餐廳！主廚 Joey Campanaro 設計的地中海式美國料理秉


持著簡單卻又有創意的理念，加上溫馨的氣氛、親切又專業的待客服務，The Little Owl 是具


有紐約精髓的經典 neighborhood餐廳，深深的擄獲了紐約人的心，也吸引了各地遊客聞名而


來。 


The Little Owl 的菜單是 seasonal的，隨著季節而改變，但是有少數幾道招牌菜是四季都點


到的。最有名的包括了︰醬汁肉球迷你三明治（gravy meatball sliders）–肉餡是用牛肉、豬


肉、牛小排和起司混合調製而成，可以品嚐完美嫩度與口感；還有烤豬排（the pork chop）–


獨家祕方調味過的新鮮豬排在炭火上煎烤過後，配上奶油白豆和青菜，令人齒頰留香。除了這


兩道最受歡迎的招牌菜外， 新鮮的煎干貝配起司焗飯（grilled scallops over risotto），焗飯


裡混合了成塊的龍蝦肉，也是相當令人讚歎又難忘的。


餐廳裡的酒單也是經過挑選專門跟這裡的菜餚做搭配，除了有各種特別的選擇外，餐廳也供應


半瓶和整瓶的點選方式，方便配合客人品酒的喜好和預算。除了一般的餐桌之外，小小的吧台


可以坐 2~4位的客人 –這幾個位子是主廚最喜歡的位子， 坐這兒的客人，要是有興趣的話，


還可以窺探半敞開式的廚房裡，目睹每一道美味佳餚的準備與製作。 


週末的時候，早午餐的時間也是相當的活絡，菜單傳統卻又不落入俗套，餐廳的氣氛很溫馨活


潑。不論是一般的上班日還是週末，晚餐的時間都是The Little Owl 的搶手時段，親密的空間，


柔暗的燈光，是很多人夢幻約會的最佳選擇。不用等到情人節前後的浪漫時刻，要訂到位子都


不是那麼容易的了！有意思想來 The Little Owl 親自體會的話，還是要趁早計劃趁早安排喔！ 


 


 


neighborhood: 鄰近區的、區域性的


seasonal: 季節性的，隨著季節而改變的


gravy: 醬汁


chop: 排骨肉


Vocabulary 字彙


The Little Owl


grilled:  烤過的


scallop: 扇貝


risotto: 義式燉飯







White Collar是美國 USA Network電視台於 2009年 10月推出的一個熱門影
集，片名 "White Collar"意為白領階級，內容敘述由 FBI幹員 Peter Burke（Tim 
DeKay飾演） 經過三年貓抓老鼠的鬥智追捕，終於逮到由帥哥Matt Bomer飾演
的智慧型雅賊罪犯Neal Caffrey。兩人談定條件，Caffrey利用其魅力、聰明才智、
豐富學識、專長及關係協助 FBI抓捕其他的白領罪犯藉以獲得自由，展開一段看似
不可能卻完美的合作搭檔關係！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於 Sex and the City內飾演 Carrie好友 Stanford的Willie 
Garson也在本片中擔任吃重角色，演出 Caffrey 啓蒙老師兼好友Mozzie，其鮮
明的機智諧星性格讓人同樣難忘。


目前已播出到第三季，經過一個寒假的 hiatus，將於 1/17重返螢幕。


Entertainment
In-House


時尚影片學英文


White Collar  妙警賊探
影片風格︰ witty, sexy, stylish, fun


影片類型︰ dramedy（drama+comedy 劇情 +喜劇）







時尚影片學英文


White Collar  妙警賊探


小註解


• USA Network電視台的影集大多帶些


雅癖風格，機智詼諧，多帥哥美女，吸


引三十歲以上的白領階級男女。


• 本 片 內 容 與 2002 年 由 Leonardo 


DiCaprio及Tom Hanks合演的“Catch 


Me If You Can”頗有異曲同工之妙。


• 本片由於較多藝術類專有名詞，可能對


於想要練習英語聽力的人難度會比較高，


因此我在旁邊先介紹大家一些較常在片


中出現的詞彙。


Con Dictionary 詐騙相關基本詞彙


• against the wall︰（adj.）設計騙局，進行詐騙


• art forgery︰（n.）forgery即為文件、藝術品等的偽造 


• badger game︰（n.）女性利用美色來進行詐騙，剝削被害人


• counterfeit︰（v.）偽造（例如鈔票）


• embezzlement︰（n.）挪用，侵吞，盜用公款 .


• ethics︰（n.）行規


• extortion︰（n.）敲詐，勒索


• fraud︰（n.）欺騙，詭計


• heat︰（n.）受到警方關切


• inside man︰（n.）內線


• insider trading︰（n.）內線交易


• larceny︰（n.）非法強佔


• mark︰（n.）被害目標


• money laundering︰（n.）洗錢


• perjury︰（n.）偽證


• restitution ︰（n.）歸還 , 賠償


• sourdough ︰（n.）偽鈔 







時尚影片學英文


White Collar  妙警賊探
預告片 :
Narrator: When you are a con artist turned FBI consultant, 


you don't have time for romance.
當你從一個智慧型騙賊變成美國聯邦調查局的顧問


時，你就沒有時間談戀愛了。


Neal: Really?! 真的嗎 ?!


Narrator: You are too busy on stake-outs⋯ 你忙著跟監⋯


Neal: You are ok? 你還好嗎 ?


Sarah: Yeah, I've been followed before on my line of work. 
還好，身在我這種行業，我以前就被跟蹤過了。


Narrator: Classified investigations⋯ 機密調查⋯


Neal: So, tell me, why are you helping out? 
所以，告訴我， 你為什麼要幫我 ?


Sarah: I like the mystery. 我喜愛神秘。


Narrator: And important FBI⋯business. 
還有重要的 FBI⋯工作。


Sarah: (If) we are gonna continue working together then 
we really should not ignore the other night. 
如果我們還要繼續一起工作下去， 那我們就應該不能忽
視那天晚上發生的事。


Neal: Ok, it was⋯ 好吧，那天真是⋯


Sarah: Hot! 火辣 !


Vocabulary 字彙


witty︰機智的
con artist︰ con意指「欺詐」，con man
即為專門騙人的騙子  
FBI︰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的縮寫，即「聯邦調查局」


consultant︰顧問
stake out︰監視  
classified︰機密的（機密檔案即為
「classified files」）
investigation︰調查
mystery︰神祕







自從 Twilight系列小說及電影大賣，掀起一股吸血鬼熱潮之後，美國以播出
青少年影集而出名的 CW電視台也於 2009年秋季搭上這股吸血鬼風，推出
The Vampire Diaries。這部影集是由 L.J. Smith的同名小說重新修改編寫
而成，目前已播至第三季，內容敘述維吉尼亞州的Mystic Falls充滿了超自
然生物，17歲的女主角 Elena Gilbert（Nina Dobrev飾演）愛上了 162
歲的吸血鬼 Stefan Salvatore（Paul Wesley飾演），而他邪惡的哥哥
Damon Salvatore（Ian Somerhalder飾演）也跟著回到了Mystic Falls
想要復仇，徹底改變了這個平靜的小鎮，兩兄弟對 Elena的愛戀也使得她總
是徘徊糾纏在他兩之間。此後，隨著女巫、狼人、鬼魂，甚至是吸血鬼始祖


（the Originals）等的一一出現，讓整齣劇情高潮迭起，扣人心弦，陸續得
到 People's Choice Awards及 Teen Choice Awards等。


時尚影片學英文


The Vampire Diaries  噬血 Y世代
影片風格︰ sexy, violent, dark, supernatural
影片類型︰ teen drama, fantasy/sci-fi 







小註解


相關影片包括電影 Twilight系列（最


後 一 部 Breaking Dawn: Part 2 將 於


今年 11/16於美國上映）、MTV台影


集 Teen Wolf、HBO的血色羶腥影集


True Blood，及 1/18 在台灣上映的


Underworld 系 列 第 四 部 Awakening 


( 預 告 片 : http://www.youtube.com/


watch?v=zLfIY47RaVg


Vampire Lexicon 吸血鬼相關詞彙


• alpha︰狼人族群的首領


• blood-sucking︰吸血，suck即為「吸」的意思


• doppelganger︰德文，指「double walker」，
在傳說中指「酷似活人的幽靈」 或是「面貌極似的
人」，通常象徵厄運
 
• hybrid︰吸血鬼與狼人的混種


• vampire︰吸血鬼


• vervain︰也可稱為 verbena，即「馬鞭草」，
可幫助人類抵抗吸血鬼


• werewolf︰狼人（也可稱為 lycan）


• white oak ash dagger︰白橡樹做成的匕首，
可用來殺死Originals（吸血鬼的始祖）


• witch︰女巫


• wolfsbane︰附子草


時尚影片學英文


The Vampire Diaries  噬血 Y世代







時尚影片學英文


The Vampire Diaries  噬血 Y世代


預告片︰
Stefan: For over a century, I have lived in secret, until now. I 


know the risk, but I had no choice, I have to know her. 
超過一個世紀以來，我一直都隱姓埋名，直到現在。我知道這將


產生的風險，但我別無選擇，我必須認識她。 
字幕︰ Heartbreak 心碎
Elena: I must have said "I'm fine" at least 37 times and I didn't 


mean it once. 
我至少說了 37次 "我很好 " 但沒有一次我是認真的。


字幕︰ Envy 忌妒
Damon: She took my breath away. Is it working, Stefan? Being in 


her world, does it make you feel alive? 
她讓我停止呼吸，這樣有用嗎，Stefan？處在她的世界裡會讓
你覺得你還活著嗎？


字幕︰ Redemption 贖罪
Stefan: I wanted to change who I was, create a life as someone 


new, someone without the past, without the pain. 
我想要改掉從前的那個我，以一個沒有過去、沒有痛苦的新身份


創造一個新生活。


字幕︰ Fear 恐懼
Elena: Were you following me? 你一直在跟蹤我嗎？
字幕︰ Rage. 憤怒
Stefan: Just stay away from Elena! 離 Elena遠一點！
Damon: I take that as an invitation. 我就把你的話當作是邀請囉！ .
字幕︰ Fear 恐懼
Elena: It's her neck. Something bit her, she's losing a lot of blood. 


是她的脖子，有東西咬了她，她流了好多好多血。


字幕︰ Redemption 贖罪
字幕︰ Desire 慾望
Damon: I promised you an eternity of misery, I'm just keeping my words. 


我答應要給你永世的痛苦，我現在只是遵守我的諾言而已。


字幕︰ Rage 憤怒
Stefan: I won't allow it! 我不會讓它發生的！
字幕︰ Love 愛情
Elena: I'm Elena. 我是 Elena。
Stefan: I'm Stefan. 我是 Stefan。
Elena: I know, we have History together. 我知道，我們有一起上歷史課。


Vocabulary 字彙


century︰世紀
envy : 忌妒
redemption ︰贖罪
fear ︰恐懼
rage ︰憤怒







時尚影片學英文


Ringer 替身姐妹
Ringer 是 The CW 在 2011 年秋季推出的新秀。
Sarah Michelle Galler 一人分飾兩角，在 90 年代超紅的 Buffy The 
Vampire Slayer電視劇後，再度回到電視螢幕上。 
雙胞胎姊妹 Bridget 和 Siobhan 互相疏離了六年多沒連絡，如今見面後卻
是兩人生命的大轉變。Bridget脫離毒癮，在跳 strip dance (脫衣舞 ) 為生
時期，目睹了謀殺案而被黑幫犯罪集團追殺。她投靠到雙胞胎姊妹 Siobhan
家，好不容易重新建立起兩個人的關係，Siobhan卻莫名的失蹤；Bridget 
因此假扮 Siobhan，過起了 Shioban的生活，但卻也因此發現姊姊看似完
美的高級生活，其實充滿了不為人知的祕密和醜聞。她到底讓自己陷入了怎


樣的為難和困境呢？ Bridget 偽裝成 Siobhan 的生活又能夠持續多久呢？
Ringer 在 1月 10號，會再繼續讓你屏息喔！ 







預告片︰


Narrator: This is Siobhan's home, Siobhan's husband, 


Siobhan's lover, Siobhan's world.


這是 Siobhan的家、Siobhan的丈夫、Siobhan的情人、


Siobhan的世界。


Narrator: But this is not Siobhan. 但這不是 Siobhan。


Andrew : Who are you? 你是誰？


Bridget  : Siobhan killed herself. I'm the only one that 


knows she is dead. 


Siobhan自殺了！我是這世上唯一知道她已經死了的人。


Bridget  : Siobhan! 


Bridget  : No one can protect me. 沒有人可以保護我。


Bridget  : You have the wrong girl! 你抓錯人了！


Narrator: Sarah Michelle Geller  Sarah Michelle Geller 


Bridget  : They all think I'm Siobhan. 


她們都以為我是 Siobhan。


時尚影片學英文


Ringer 替身姐妹







crock
是指衣服上的染料顏色因為摩擦脫色，暈染到皮膚或其他的衣服上，尤其是指牛仔褲上的藍色染料。


Ex: My new jeans are totally crocking, the blue color is all over my white handbag now. 
       我的新牛仔褲掉色好嚴重，都把我的白色手提袋染成藍色了！


overall
是指一件式的牛仔或丹寧服裝，通常是指吊帶褲工作服類的款式。


monitor shopping
是指在網路上瀏覽購物網站，但是沒有買東西。就像「window shopping」一樣，只逛沒有買。
Ex: I have been monitor shopping all morning, I have no money for real shopping now. 
      我在網路上瀏覽了一個早上，什麼也沒買⋯我真的沒錢逛街啊！


chiconomics
時尚經濟， 語源來自「chic」（時尚）和「economic」（經濟），是指在經濟不景氣的狀況下，逛街預算有限但又能保持時尚。
Ex: Second hand stores shopping is getting so popular, it's  a perfect way to stay chiconomic.
       二手服飾店最近非常的流行，真是維持 chiconomic 的好辦法。 


mega
是指一件事情或是東西非常非常的酷


Ex: Did you see the McQueen exhibition at the Met, it was mega. 
       你有沒有去參觀McQueen 在大都會博物館的展覽！實在是太酷了！


granny-chic 
像老奶奶的穿著的時尚風，通常是指寬垮蓬鬆的毛衣或傳統式的服裝層層的穿搭，The Olsen twins 前一陣子帶起的流行。
Ex: Granny-chic style is not for everyone, you can end up looking fashionable or looking like a real grandma. 
       Granny-Chic的穿搭法不是每個人都適合，不是搭配得很成功看起來很時尚，就是看起來像個老奶奶一樣。


flatform
platform 是指鞋底前後都加高的厚底鞋，flatform 是「flats」 和「platform」的合併字，是指平底的厚底鞋。最近在
Chanel 和 Prada的走秀上都有出現。
Ex: I need some flatform shoes, I need a boost in height. 
      我需要一雙平底厚底鞋，讓我的身高看起來高一些。 


wowzers
當一件事或一個東西很令人驚訝時用的讚歎詞，可以是指好的或是壞的東西。 
Ex: Did you see the new the new Louis Vuitton runway show? Wowzers. 
       你有看到新的 Louis Vuitton 的走秀嗎？Wowzers!!!


on- trend
是形容一件產品現在當紅，東西最流行的說法。 
Ex: The 70's style is so on-trend again. I need to raid my parent's closet again.
      七零年代的時尚是現在的流行趨勢，我要到我媽媽的衣櫃裡去挖寶。


ferosh
是「fierce」（勁爆的） 和「ferociousness」（非常的、驚人的）的合併字。是 Project Runway 的 Christian Siriano
帶紅的另外一個新用詞，也是非常勁爆的意思。


Ex: Did you see Lady gaga's new music video, it's totally ferosh. 
      你有看到 Lady Gaga新的mv 嗎？真是超級勁爆。 


Words of the Month


Words of the Month 
每月十大熱門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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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Airbnb App 相關資訊


J's
Faves


介紹 


這是我用過最有創意，最實用的旅行 app之一。  


"bnb" 其實就是英文 Bed & Breakfast的簡稱，類似台灣俗稱的民宿，含住宿及早餐。它是一個平台，讓
大家可以把自己想出租的房子 /房間 (甚至是RV, 船等 )貼在上面，如旅館一樣出租給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
想要出國遊玩的民眾也可上這個網站 or app, 尋找符合自己需求的 B&B, 體驗一下當地民情，順便交交朋
友，並藉由屋主所提供的一手資料深入當地，體驗你住旅館或參加旅行團時都無法感受到的在地風情。


使用流程 


1. 帳號登入 :  大家可利用我這裡提供的 link直接新註冊或用自己的 facebook帳號登
入 (http://www.airbnb.com/tell-a-friend?airef=84rhz5cf07zz5)


2. 選定區域 : 可從首頁的 Collections直接挑選由全球幾個大城市及熱門旅遊景點的
listing直接尋找自己打算前往的地方，例如紐約、洛杉磯、巴黎、慕尼黑、倫敦、羅
馬等等。或者，你也可以從螢幕下方選單的 Search直接輸入地區，然後再依個別條
件篩選自己所需要的。


APP







3. 挑選住宿地 : 依照片和價格選出自己所想要的住宿地。


4. 詳讀敘述 : 每個 post都會詳細列出關於這個 property的基本資料，例如簡
介 (description)，細節 (details)，設施 (amenities)等等，而在細節中更會清
楚列出取消訂房相關規定，這個特定住宿地的規範 (house rules)，或是房間種
類 (room type)，床鋪總類 (bed type)，多少個臥室 (bedrooms)，可以住多少
人 (accommodates)，最少住房日數 (min. stay)，房子大小 (size)等等。而


amenities則會列出是否有網路、游泳池、廚房、停車位、洗衣 /烘衣機、電梯、冷 /暖氣、
電視等等設施。


5. 訂房或聯絡屋主 : 如果你對某個 post很有興趣，但想多瞭解一些，可
先透過 app上面的 “Contact Host”來聯絡屋主，提出問題。或你已確
定要訂房時，可直接按選”Book It.”


6. 確定時間，人數及價位 : 輸入 check-in(入住 )及 check-out(搬出 )
時間，一同住宿人數及價位。(通常當你送出 inquiry給屋主時，他們即
便會提出一個比貼文上更經濟實惠的一個價格出來，希望你 accept the 
offer。當你接受時， 再繼續訂房的流程。) 之後，按下“Review Details”來確定內容無誤。


7. 確認並付費 : 當你按下 “Confirm and Pay”之後即會要求你輸入信用卡資料。 通過認證
後，即完成訂房。


8. 寄發帳單 : 當完成訂房程序後，你的 email信箱即會收到完整電子帳單。須提醒大家的是，
按照 Airbnb的規定，Airbnb會 charge一筆 USD $84的服務費，所以在大家的帳單上除
了屋主 offer的訂房價格外還會多加上這筆 $84。雖然說感覺好上不少錢，但是想想利用這種
訂房方式還省了稅金，那也是省下一大筆費用呢！


J's Faves


時尚生活資訊







個人經驗 


上次我回 LA時即是利用這個 app找到心目中完美的住宿地點！位在 LA地標 - 
The Hollywood Sign旁的獨立 guesthouse不但地點好、風景佳，佈置溫馨
有特色，屋主超好超貼心。更好的是 , 價格還比普通四星級旅館更便宜許多 , 一
個晚上只需美金 $85喔！ 


注意事項 


不過，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每個住宿地的 requirement不同，建議大家詳細閱讀每個屋主開出的條
件。例如，是否需要先付訂金，多少天之內可以退費，return policy是什麼，是否附停車位，是出租一
整個 apartment/房子，或是只是出租一間房間。希望大家在訂房前多注意一些細節，像是屋主的回覆留
言率，並一併參考其他留宿者所留下的 comment及 review喔！


J's Faves


時尚生活資訊







Website- Gilt 網站相關資訊 By Doris Chen


Gilt
如果你是個購物狂，你沒有理由不知道Gilt。如果你什麼名牌都不懂，那你更有理由去Gilt逛逛。
Gilt說穿了是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讀消費者的心。
首先，你必需提供Email資料加入會員，然後你會每天收到Gilt每天的特價轟炸。今天竟然J Brand有特價，住在美東的你，
正逢用餐的中午時分，肯定要一手拿著三明治，一手用滑鼠快速瀏覽有哪些好貨上架。住在美西，不管是剛打卡上班的你，


或者是要餵小孩吃早餐的你，都要緊盯著電腦，深怕自己的尺寸銷售一空。沒錯，這就是Gilt的魅力，省去開車到 outlet
的奔波、省去人擠人的特賣會，只需一台電腦，各式精品任官挑選。


Gilt提供了男用、女用、小孩、居家、旅遊、甚至是化妝品及美食，通通都特價。
如果你是購物狂，鍾愛的名牌特價，你肯定會鎖定在電腦前面等待，而且Gilt往往不會令你失望。當然有時候還是會出現
一些「出清款」，讓你看也不想看，但它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基本款、當季流行款都會一併出現，如果你手滑的夠快，絕


對可以用相當於 3折或 5折的價錢購入。如果你什麼名牌都不懂，那更好，Gilt就是提供你認識名牌的地方。從它每天販
售的牌子中，你就可以瞭解美國人的喜好。


Gilt也一直在調整它的經營模式。
起先，是從依物件大小調整運費，動輒 10幾美元起跳；而目前則是大部份商品都是 5.95美元的運費即可。(現在也可以
寄送台灣 !!!)
若對商品不滿意，也享有退費服務，如果你選擇 Giltcard，也就是再次回購可抵原先消費金額，那就可以拿到全額退費；
如果選擇信用卡方式退費，就得扣除寄回商品的運費囉！


記得有一次無意見看到自己常用的歐洲保養品牌特價，竟然看到原


本在聖誕節才有的特惠組 (giftset)特價再特價，原先百貨公司已特
價為 100美元未稅，結果 Gilt才賣 49元含稅，當場二話不說立即
下標！


還有一次是 current/elliott牛仔褲特價，該牌以 boyfriendjeans最
為出名，結果一條基本款 boyfriendjeans從 200多美元，特價 69
美元，你說不買對得起自己嗎？


結論就是 Gilt是大家在美國生活的好朋友，幫大家省錢省時間，荷
包有沒有省到，就見人見智了。最後，記得心臟要強一點，因為搶


標的過程，真的很刺激


J's Fa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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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s
Next


A date out on Broadway


紐約市的百老匯是眾所皆知的，不論是迪士尼的歌舞劇，還是傳統的戲劇，身為住在紐約的紐約人，我們


看戲的機會比起其他城市多了很多。但是平常生活忙碌起來，也不是常常有機會和時間來看百老匯的。但


是當有特別的場合的時候，提早定個時間，選個嚮往已久的百老匯歌劇，藉著這個機會盛裝打扮。看戲前，


可以先在附近選個溫馨的 Bar 點個調酒，或是戲前的馬丁尼；看完戲後，再來個浪漫的燭光晚餐。聽起


來似乎是有點老套，但是卻也沒有比這還要紐約、還要羅曼帝克的約會了！  


Behind The Scene 幕後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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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


J323 LifeStyle Inc. 是一家利用行動媒體及網路科技提供趣味化、


生活化及情境式學習經驗給想接觸道地美語者的新創公司。隨著


iPad 用戶人口逐漸增加，且市面上缺乏真正適合一般大眾學習生


活化美語的有趣教材，我們因而試圖結合各式題材，包含時尚、


娛樂、旅遊、美國生活等，學的元素，推出在 iPad 上發行的時


尚生活美語學習雜誌月刊 app，「LifeStyle A-Z」。


近年來，鑑於中國經濟大幅成長，「LifeStyle A-Z」特將目標鎖


定在 18 - 40 歲的華人女性族群，期盼拉近東西文化的距離，且


為雙方帶來商機。刊物內容除了流行時尚相關文章外，也增加確


實體現美國生活文化精髓和實用美語的影片為輔助。 這些影像


涵蓋了洛杉磯和紐約日常生活基本用語、熱門景點、購物中心、


娛樂消息、和受歡迎的餐廳等等。我們期望藉由此雜誌的生動內


容來激發讀者學習美語和文化的興趣，同時一窺好萊塢名人和美


國平常人的生活方式。透過這個平台，我們歡迎來自世界各地，


對美國文化或時尚有獨特見解者來此共同分享自身的寶貴經驗，


讓這本雜誌更加生動、多元。


身為一個文化教育者，本刊物致力於以嶄新的角度去呈現美國文


化，並讓這種輕鬆學習生活化美語的方式成為一種時尚主流。


J323 Lifestyle Confidential 
J323 Lifestyle秘密檔案







INTRO


前言


INTRO


前言


Jasmine Chang


Alicia Tsai


J&A 的時尚簡歷


承襲母親的美感，從小對美的事物極感興趣，


以打扮自己為樂。成長過程中，時常隨著父母


至世界各處旅遊，接觸到美國流行音樂及電


影並受其影響，進而愛上美國流行文化，學了


一口流利美語。大學聯考時更成為當屆全國


英語科榜首，進入國立交通大學外國語文


學系就讀 ; 之後因為對電腦科技有著極大興


趣，開始接觸多媒體設計。畢業後前往美國


就讀碩士及博士，於南加州大學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取得英語教學及傳播管理的


雙碩士學位，並於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就讀教學科技博士班。


藉由本身對時尚及網路科技的興趣及專長，曾


先 後 至 東 森 美 洲 台、LA 時 尚 公 關 公 司 PURE 


Consulting、北美華人黃頁廣告公司華人工商、台


灣創投公司鼎碩管理顧問等實習或任職，以汲


取更多媒體、時尚及網路科技業的相關經


驗。


目前掌管 J323 LifeStyle Inc. 並擔任 LifeStyle A-Z 之主編，


分享好萊塢最新時尚和美國生活文化，在網路上更有「牛


仔褲達人」之稱號，同時教導實用生活美語。


平日興趣包括逛街購物、看書、汲取科技新知、看電影和電視、


聽音樂、旅遊、品酒、玩車等。


從小喜歡時裝和表演，愛將自己打扮成不同角色，


也喜歡替妹妹和身邊的朋友做造型。在台時就讀


台北醫學院醫務管理學系，隨後轉至波士頓大學


(Boston University) 心理系。之後因興趣隻身前往


紐約追求表演事業，就讀紐約知名戲劇學院 


William Esper Studio Conservatory， 專 修


戲劇。畢業後參與了各種舞台與電影


演出，近期作品包括 The Winning 


Season，The Day She Walk Down 


The Aisle (更多資料可上 IMDB查看)。


演戲之餘，也很幸運地接觸了許多模特


兒的工作，對時尚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為


了拓寬事業領域，並讓自己更上一層樓，


在從事模特兒與表演的同時，前後修得美


國 政 府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Drugless 


practitioners) 認證的整體營養諮詢顧問 


(Holistic Health Nutritional Consultant)


和 紐 約 時 裝 學 院 Fashio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School of Continuing and 


Professional Studies 認證的時裝造型顧問。


目前擔任 LifeStyle A-Z 之駐紐約代表及主編，在紐約義工


組織 (New York Cares) 幫忙作義工的服務，教小朋友做課


後健康點心或到家護中心做娛樂表演。


平日興趣包括游泳、瑜珈、慢跑、烹飪、調酒、品酒，最


近著迷於 sailing!


J'&A Style Bio


Linda, 國內知名宅宅大學英文講師
畢業於美國 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 分校，主修語言學及雙語教學。 雖與優質正統宅宅過招無數，但仍於宅文化中，力求結合時尚


潮流、生活新知、影劇娛樂於教學中。


Linda: 這本數位時尚雜誌，不教生硬難用的英文單字、句型，而是將英語學習融合於歐美潮流訊息、影集、電影裡，加上遠赴美國實地


取材的易上手對話與訪談，每期皆令人耳目一新，讓你用最盡興的方式練英文。


/ Li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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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一期創刊號中，我一直是從時尚及語言學習的角度來跟大家介紹這本雜誌。但


更貼切來說，如同刊物本身的名字—「LifeStyle A-Z」更是一本探討、分享 lifestyle


的雜誌。我們期盼透過它讓大眾藉由最切身的話題︰如時尚、飲食、旅遊、英語學


習…等來了解其他不同的文化，增廣視野，也更加懂得生活的本質，享受生活。


Lifestyle 的定義很廣，它代表了一個人的生活習慣、態度、品味，甚至經濟


狀況和社會地位。它不僅是人類自我的表徵，更是一種自我形象的建立及


表現。因此，我們日常生活中做的每一個選擇，不論有心無心，其實背


後都有深刻的涵義，象徵我們對自我形象的投射及期望。我們選擇出


入的餐廳、購買的物品、穿戴的衣物…等都代表了我們內心深處所想


要呈現在眾人前的 image，是一種自我品牌的塑造，而個人的 lifestyle


往往也就決定了這個人的形象。


你想要變得「時尚」，給人「時尚」的印象嗎？那就跟著我們從最根本的


lifestyle 著手起，因為「時尚」並非單純的愛漂亮，它更是一個全面性的生活


態度。現在，讓我們與你分享生活中的每個層面，不論是吃、喝、娛樂、旅


遊休閒或是與時尚息息相關的「購物」，我們一同 explore， 一同創造一個


屬於你的「時尚」lifestyle!


This is not just a fashion magazine or an English-learning magazine ,
This is a LIFESTYLE magazine.


From J J 的心裡話


這是一本 LIFESTYLE 雜誌，不只是時尚或英文學習雜誌。


XOX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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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Professor and Director, 
Institute of Sports, Media and Society,
Annenberg School for Communication and Journalism,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Daniel T. Durbin ,  Ph.D.


   Fashion is one of the few universal forms of communication.  Each culture has its own 
fashion, just as it has its own language.  That fashion language tells us much about the culture.  
However, unlike formal language, a distinct language of fashion goes beyond cultural borders and 
speaks to people within a variety of cultural contexts.  That language is the language of designer 
fashion.


 “LifeStyle A-Z”is a unique experiment in publishing that embraces the cross-cultural nature 
of designer fashion.  This lifestyle magazine examines the many ways consumers may use fashion, 
art, and food to create a lifestyle and, in that lifestyle, a complete statement of who they are.


   Just as a Prada bag or a pair of True Religion jeans or a pair of Louis Vuitton shoes may 
speak to a consumer in China or Germany or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same way, that consumer 
can use each of those pieces of fashion to create a message about herself or himself. 


   Put simply, fashion allows each of us to “fashion” an image, a complete and coherent 
statement about who we are.  As we purchase and wear particular clothes, we create a message of 
who we are.  We extend that message by the places we choose to live, the art we choose to display, 
and the restaurants and galleries we choose to frequent.


   As we engage in all these activities, we build our image, our message to the world and to 
ourselves that expresses who we are.  And, in the end, the message is as much to ourselves as it 
is to the world.  For, a complete life (and lifestyle) is one that we have examined and found to be an 
expression of our own core values and sense of self.


 “LifeStyle A-Z”examines that lifestyle and offers guidance concerning fashion, dining, art 
and the other social elements that make up a designer lifestyle.  It examines that lifestyle across 
cultures.  As a cross culture celebration of fashion and lifestyle, the appearance of this publication 
should, itself, be celebrated as a hopeful sign of greater communication, social awareness, and 
taste around the world.


Oct, 4th, 2011


Preface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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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教授


運動，媒體和社會協會主任


安納堡傳播學院


美國南加州大學


Daniel T. Durbin, Ph.D.


  時尚是世上少數的共通溝通形式之一。每一種文化皆擁有屬於自己的獨特時尚，正如它們擁有


自己的語言一般。 而此時尚語言更是透露了其文化的本質。然而，與正規語言不同的是，這種獨特的


時尚語言超越了文化的界限，更能與各種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溝通。這種語言即是設計師時尚 (designer 


fashion)。


 「LifeStyle A-Z」是出版業一個獨特的試驗，它涵括並擁抱設計師時尚的跨文化特性 。這本


lifestyle雜誌探討了消費者利用時尚，藝術，和飲食等不同方法來創造一種生活方式，完整表達出自我。


  正如同一個 Prada 包，一條 True Religion 牛仔褲，或一雙 Louis Vuitton 鞋能與在中國，德國或


美國的消費者喊話般，同樣地，消費者也可利用不同的時尚物件來創造自己的形象。


  簡單地說，時尚讓我們每個人都能「fashion」( 製造 ) 一個形象，一個完整和連貫的形象來表達


我們是怎樣的人。正如我們選擇購買或穿著某件特定衣服，都是一種自我形象的創造和表徵。我們藉


由挑選的住處，擺設出的藝術作品，和常去的餐館及畫廊來更進一步表達自我 。


  當我們從事這些活動時，我們也不知不覺間建立了自我形象，告訴世人及自己，我們是怎樣的


人。而終究，這個形象不只是給自己看的，也是秀給世人看的。因為，一個完整的人生 ( 和生活方式 )，


是一個經過探討，了解而能表達出自我核心價值觀和自我意識的生活。


 「LifeStyle A-Z」檢示了上述的生活方式並引導大家經由時尚，餐飲，藝術和其他社會要素等來


塑造一種 designer lifestyle ，更藉此探討此 lifestyle 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相同及差異性。作為一本跨文


化頌揚時尚和 lifestyle 的刊物，本刊的出現亦該被慶祝，並期盼全球能更有更好的溝通，社會意識，


和品味 。


Oct, 4th, 2011


Preface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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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Fun Polls


Turkey Sayings
我們這一季的主題是美國的感恩節。 說到感恩節，難免都只
會聯想到火雞。 當然感恩節的重心不完全都在火雞上，但是
我們決定在這兒和大家介紹一些和火雞有相關的片句用語， 
意思和我們平常想到的火雞可是一點都不一樣喔！


To quit cold turkey: 
是指很斷然的戒掉一個習慣或是一個不好的癮，而不是採取漸進的方式。 
例句 : My brother quit smoking cold turkey style. It was pretty impressive.
          我哥哥很斷然的戒煙，很令人敬佩。


To Turkey stomp:
是指一個人喝了太多酒，像是發酒瘋似的亂跑或是跺腳。


例句 : That guy must be drunk he is running around turkey stomping.
 那男的應該是喝醉了，像隻火雞似的跑來跑去亂跺腳。


To talk turkey: 
是指回歸正經討論正事， 講重要的事情。
例句 : We need to sit down and talk turkey and stop messing around. 
        我們該坐下來好好的討論正經的事情，不能再嘻嘻笑笑亂開玩笑了！
 
One shy of a turkey: 
當別人問你你過的如何，而你今天過不是一切都很順心的時候，你就可以


「one shy of a turkey」，通常是指你一切可以再平順一點。
例句 : Q: How you feelin' morning?  A: Oh, one shy of a turkey.
         問 : 嘿，你今早過的怎麼樣阿 ? 答 : 哎，平順一點的話會更好囉！ 


感恩節一般都是美國年末假期大採購的開始，所有的百貨公司


和設計師品牌都紛紛推出大折扣來滿足消費者們的購買慾。 
很多人都趁這個機會，買一些平時比較不忍心花錢買的東西。


如果你今年決定要花一筆大錢買個年終大禮犒賞自己的話，你


會想要買甚麼呢 ? 


1). 電器用品


2). 珠寶首飾


3). 名牌設計師的鞋子或包包


4). 浪漫的假期


讀者投稿


有趣 fun 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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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pping Trend Alert 時尚潮流


時尚潮流每一季每一年不停的更新變化，但是每過個十幾二十年，舊的潮流又會重新流行回來。 在上一
季的 Fashion Show 裡就已經看到很多 70年代的復古風的影子，這一季的秋冬時尚，很多設計師更是在
他們的新裝裡，加入了濃厚的 70年代嬉皮色彩。


70 年代的當紅明星 Bianca Jagger 是當年時尚流行的指標，她引領了當代女性崇尚絲緞襯衫 (lightweight 
blouse)和寬緣帽 (floppy felt hats) 的熱潮。 在這一季的秋裝，也看得到同樣的熱潮。 


這一季流行回來的，還有 70年代最招牌的高腰寬管褲 (high wasted wide-leg 
trousers)。這和前一陣子流行過的喇叭褲可是不一樣的。 現在的寬管褲， 至少都在膝
蓋上就寬開來了，比之前流行過的小喇叭來的要誇飾多了！ 高腰的部份，通常可以搭
配條細皮帶，讓寬垮的輪廓上顯得秀氣一些。 厚底鞋 (platform shoes) 也是很標準的
復古必備單品。 掀起那寬大的管褲， 不論鞋跟有多高，每個設計師都是以厚底鞋來
完成整個造型的搭配。  


除了身型輪廓上的不同之外，這一季主要流行的色調也有了一些轉變。 70年代非常
強調自然風和民族風，所以流行的色調也都是以大地色系 (earth tone)為主︰各種
深淺不同的咖啡色、墨綠色、芥末黃，或是暗橘色，都是最基本的搭配選擇。 如
果你想要為這復古風格加上一點華麗的味道的話， 皮毛背心是很多好萊塢明星
的最愛，不論是真動物皮毛還是環保的人造皮，蓬鬆的皮毛背心和寬褲、寬帽、


厚底鞋都是很容易的搭配。


這只不過是復古風的開始呢！ 有空的話，在逛百貨或精品店前，到二手店 
(vintage store) 去逛一逛，或者是到媽媽或阿姨們的衣櫃裡去翻一翻，說
不定都可以找到現在又回歸流行的寶喔 !







Barneys New York
Barney's CO-OP更是引進許多年輕精品品牌及新銳設計師作品， 成為新一代時尚女星名媛的最愛。
Saks Fifth Avenue
Saks同樣也是販售精品奢侈品的百貨公司， 1924年於紐約第五大道上成立店面， 提供精品服飾及服務。但顧客
年齡層稍長一些， 裡面的商品也較成熟。 
Neiman Marcus
美國內經營販售高價奢侈品的百貨公司， 1907年於德州 (Texas)的達拉斯
(Dallas)成立， 1998年收購 Bergdorf Goodman。名牌精品齊聚， 也引進新
銳設計師作品。位於比佛利Wilshire大道上的 Neiman更是眾多好萊塢女星
的最愛及最常出沒血拼場所， 身為阿湯嫂的 Katie Holmes， 當年的嫁妝也
是在這辦的呢 ! 此外， Neiman最出名的還包括每年聖誕節推出的夢幻禮品
目錄， 它是極盡奢華送禮的最佳表徵， 其中包含大家可能連想都沒想過的禮
物， 例如價值 1.76億美元的太空之旅，2011年 Neiman Marcus版 Camaro
敞篷跑車， 飛機， 熱氣球， 駱駝， 風箏， 駝鳥等等匪夷所思，各式各樣的
禮物。


Bergdorf Goodman
只有紐約才有， 位於第五大道上， 與 Neiman Marcus同屬一個集團， 相當
於西岸的 Neiman Marcus。
Henri Bendel
自 1990年就成為紐約第五大道上的另一個地標， 多賣新銳設計師作品。專
賣女性的 accessories， 化妝品， 香水， 以及一些相關的時尚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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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Shopping Mall Classification


在美國， 即使百貨公司也有高中低等階級之分， 你甚至可以從他們的網站外觀及內容窺知一二。下面分
類是依照所賣商品之價位等級區分 :


The Most-Upscale (Luxury): 
價位最高， 東西賣得最高級， 大多賣 high-end desigher brands， 例如 Balenciaga， Proenza Schouler， Roger 
Vivier， Christian Louboutin等， 通常要是在金字塔頂端， 荷包滿滿的人才買得起裡面商品的百貨公司。美國著
名時尚影集 Sex and the City， Gossip Girl裡面的主角們逛的百貨公司多數就屬於這類型。


美國百貨公司分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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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pscale (High-End)
高級百貨公司， 有許多 designer brands， 但也有較平價的商品， 可說是中產階級的最愛。
Nordstrom
我最愛逛的百貨公司之一， 它的陳設和價位讓人感覺高級卻不會有距離感， 販買品牌從中階到高階皆有， 但設
計師品牌不如 Barney's， Saks， Neiman等來得多及高級， 如 Chanel， Louis Vuitton， Balenciaga， Proenza 
Schouler等在這就找不著。一樓通常為女性鞋子、 包包、飾品、化妝品及男性鞋子和衣飾區， 非常好逛。二樓為
女裝區， 分為三個部分 : 運動休閒區、 高級女裝區及年輕平價女裝飾品。


Bloomingdale's


Bloomingdale's的等級與 Nordstrom相當， 但是內部的陳設方式介於 Nordstrom與 Macy's 之間。


除了上期介紹的 mall及這集介紹的 department store之
外， LA還有一些很特別的逛街場所， 例如室外的生活購
物 複 合 式 中 心 (The Grove， Americana at Brand， The 
Block at Orange， Downtown Disney， Irvine Spectrum 
Center， Malibu Country Mart)， 人行步道購物區 ( 3rd 
St Promenade， Abbot Kinney Way， Montana Ave， 
Larchmont Village， Melrose Ave， Robertson Blvd， 
Rodeo Dr- 赫赫有名的比佛利名店街， Universal City 
Walk)， 當然還有大家都很愛的 outlet- 暢貨中心 (The 
Citadel Outlets， Camarillo Premium Outlets， Desert Hills 
Premium Outlets) 等等。這些購物區， 我們將在未來的月刊
中一一詳細介紹， Stay tuned， 敬請期待喔 ! 


The Mid-Tier (Affordable)
商品偏平價， 是美國到處都有， 人人可逛的百貨公司。相對於上兩層， 層次差了許多。內部陳設較昏暗且擁擠， 
逛起來較有壓迫感， 但也多賣了些生活家用品如廚房用具及寢具等。例如Macy's、Dillard's等等。


The Bottom Tier (Budget)
商品價錢最平易近人， 販售較多日常生活用品， 適合預算較緊的民眾。這類百貨包含 JC Penney、Sears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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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abulary 字彙


upscale (形容詞 ) 高檔的
Ex: Robertson Blvd,  LA's trendiest street,  is full of upscale boutiques and eateries. 


      Robertson大道是洛杉磯最時尚的一條街， 擁有眾多高檔精品店及餐廳。


high-end (形容詞 ) 與 upscale意思相同， 為「高層次的、高檔的」。
Ex: Nordstrom welcomes all kinds of fashion-forward shoppers with both high-end and affordable    merchandise. 


      Nordstrom 百貨有著高檔及一般民眾也負擔得起的商品來迎接各式各樣的時尚購物家。


luxury (名詞 ) 豪華， 奢華 
Ex: Hollywood celebrities usually live in luxury. 


      好萊塢名人通常過著奢華的生活。


accessories (名詞 ) 飾品
Ex: Juicy Couture is famous for its cute accessories. 


      Juicy Couture這個品牌以它的可愛飾品出名。


affordable (形容詞 ) 負擔得起的， 意指價位不高， 還算合理
Ex: Gap offers jeans that are chic but affordable. 


      Gap提供時尚卻價錢公道的牛仔褲。


budget (形容詞 ) 預算有限的、低廉的
Ex: Lucky her! She bought that Mulberry bag at a budget price.


      她好幸運， 用這麼低廉的價錢買到那個Mulberry的包。







下面，讓我們搭配影片來呈現完整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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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tson 敗家趣 - 勸敗英語開口說


與姊妹淘一塊購物的最大樂趣之一，莫過於互相勸敗了。有了好


友的意見，當鈔票變成發票的那一刻內心也許會踏實些！現在我


們將跟大家談談試穿、尺寸、太陽眼鏡款式等的相關的說法。


Alicia: The pink ones are in right now.  粉紅色這件現在很夯呢。
Jas: That⋯maybe... that one⋯ 那件⋯也許是⋯那一件。
Alicia: The pink ones are the hot items right now, isn't it? 
           這件粉紅色正是熱賣款，是吧？
Jas: Yeah. 是啊。
Alicia: Look! 妳看這件。
Jas: What size is it? 這件尺寸多大？
Alicia: It's your size， it's 24. 24號，正是妳的尺寸。
Jas: Oh cool. 太好了！
Alicia: Try it on. 去試穿！
Jas: (See) anything you like? 妳有看到喜歡的嗎？
Alicia: Uh， I'm gonna look around first. 嗯，我先逛逛。


1.  東逛西晃聊「試穿尺寸」


聊尺寸


 It doesn' t fit me. / It's not my size.  
尺寸不合。


 It's too big. 太大了。
 It's too small. 太小了。
 It seems to fit well. 還蠻合身的。


in 流行、受歡迎
hot items 熱賣款
look around 到處逛逛
fitting room 試衣間
fit合身、適合
look for 找尋
outfit 服裝
awesome 好極了
aviator 飛行員
droopy 這裡用來形容鏡框形狀太過下垂
check with 與⋯確認


試穿英文大補帖
想試穿


May I try it on?  
可以試穿嗎 ?
Where is the fitting room?  
試衣間在哪裡 ?


Fashion English 
SHOPPING AT KITSON, LA


時尚購物美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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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hion & Shopping


流行聚焦


Jas: You wanna get a (pair of) sunglasses, right? 
        你想買太陽眼鏡，是嗎？
Alicia: This is the one I'm looking for. Let me try it on. 
  這是我正在找的款式，讓我來試試。
Alicia: What do you think? 妳覺得如何？


或是下面幾種說法—


How do I look in these sunglasses?  
我戴這副太陽眼鏡好不好看 ?
Do the sunglasses go well with my outfit ? 
這副太陽眼鏡跟我的穿著搭配嗎 ?


Jas: Look awesome ! 看起來好極了！
Alicia: You like it? 妳喜歡嗎 ?
Jas: Yeah, I like it. 是啊，我喜歡。
Jas: I'm gonna try the aviator one. 我想試試飛行員的款式。
Alicia: Try it on. 試看看。
Jas: What do you think? 妳覺得如何？
Alicia: The shape is funny. 形狀有點怪。
Jas: I know. 我也這麼覺得。
Alicia: Try something less droopy.  試試其他比較不下垂的款。
Jas: This doesn't fit me. 這款不適合我。
Jas: I don't think they have it. Do you see anything (that might fit)?
       我想這家店大概沒有適合我的款式。你有看到適合我的嗎？
Alicia: You can check with the sales person. 你可以問問店員。
Jas: How about⋯hmmm⋯the one at the bottom? 
        最下面那款妳覺得如何？


2.   有型有款談「太陽眼鏡」


常見太陽眼鏡的款式
Aviator sunglasses  飛行員款太陽眼鏡 (Ray-Ban 於 30年
代為飛行員專門設計的太陽眼鏡，受到美國空軍採用成為必


備軍用品。之後，由於電影 Top Gun中 Tom Cruise飛行員
角色帥氣英挺的配戴，頓時成為風潮。經過些許改良，也


出了許多女生可戴的 Aviator款，同樣大受歡迎。Angelina 
Jolie，Lindsay Lohan，Megan Fox，Ashley Tisdale 等 都
是 fans。)
Jackie O's Style sunglasses  巨星款 oversized太陽眼鏡 
(以經典人物美國總統甘迺迪老婆賈桂琳 Jackie O為時尚
大型復古膠框代言人，近幾年來由 Nicole 
Richie穿戴出名，隨即造成風潮 )
Cat-eye sunglasses 貓眼太陽眼鏡 (上一季
的流行款，Elizabeth & James出的 Fairfax 就因 Vanessa 
Hudgens及 Anne Hathaway的穿戴而出名 )
Wayfarer sunglasses 旅 人 太 陽 眼 鏡 ( 由 Ray-Ban 的
Original Wayfarer而來，因 Marilyn Monroe的穿戴而聲名
大噪，目前是好萊塢名人間的 it 款太陽眼鏡，不論是女星
如 Nicky Hilton，Rachel Bilson，Jessica Alba，Lindsay 
Lohan 等 或 是 男 藝 人 Justin Bieber，Ryan Gosling， 
Robert Pattinson，都是它的 fans，更是他們躲避狗仔隊 


(paparazzi) 的必戴配備之一 )


Alicia: Try it on. 妳試試看。
Alicia: It's a bit better. 好看一些。
Jas: But still⋯可是還是⋯
Alicia: It doesn't fit your face. 這款跟妳的臉形不搭。
Jas: No⋯ 是啊。


Fashion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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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l Dinner Outing


東西比一比


Fashion Spotlight


流行聚焦


trench coat


十一月的天氣
算是偏冷，但
是又還沒有冷
到需要穿到冬天厚重的大外套。 
trench coat 是的風衣是最適合的
了！簡單俐落，經典不退流行， 
非常適合穿搭在洋裝外面；冷一
點的話也可以多加一層小毛衣在
裡面，既保暖又好看。 


LALos Angeles NYNew York


clutch


手拿式的無帶提包也是紐約女性的必備


配件。在正式一點的場合，大一點的包


包顯得累贅；一個中型的 clutch 既不會太過正式嚴肅，又足夠
裝一個晚上出門的必備品。現在很多設計師都相繼的推出不同


的款式，選擇很多喔！


statement accessories


在正式一點的場合，多搭配一兩個


首飾總是會讓人覺得比較有整體


感。穿的洋裝要是簡單，一點首飾尤其可以把整個 outfit 點綴
得更出色。statement accessories 通常是指一個比較大的單
品，大方又有型，在正式的場合，一個就夠撐場面。


hoops 
休閒時尚是 LA女性獨特
的風格，因此就連選擇耳


環時，她們也不囉唆， 
最簡單的大圈耳環往往


是她們的首選 。


dressy top & jeans
身處頂級牛仔褲大本營的 LA


女性總是能把輕鬆休閒的牛仔


褲穿得時尚又性感。參加感恩


節親友聚會時僅需配上一件較


有正式感的上衣， 立即美麗


又時尚 !


designer mini bag 
不論是 Balenciaga的機車包，Mulberry
的 Alexa，或是 Proenza Schouler的
PS1，都因其個性感的獨特設計讓大家
愛不釋手。可是去吃個飯， 帶著這些包
好像太大太累贅，正式感也稍嫌不足，


怎麼辦呢 ? 別擔心，這些包都有出 mini 
size，讓你聚會時也能輕巧又時尚 ! 


blazer
不論是搭配洋


裝、裙子、短


褲、牛仔褲或


褲裝，blazer
都能勝任，而


它的百搭特


質更讓它成


為 LA女孩的最愛。
它既正式，又可禦


寒，更別提它擁


有 men's wear
的帥氣 。穿了
它，包准你馬上


個性又時尚 !


dress


每個都市女
孩 衣 櫃 裡
都應該要有一
兩件什麼場
合都適合的
簡單洋裝。 
T-shirt dress 一般來說就是很受
歡迎的選擇﹐ 看個人怎麼搭配， 
變化很多。 在一個比較正式的場
合， 繫上一個皮帶或配件， 從
休閒也可以變端莊， 性感又不會
太招搖！







十一月的最後一個禮拜四是美國的感恩節，在美國文化裡，這是最大的的節日之一。當年英國的清教徒搭


乘五月號跨海移居美國，剛好遇上一個嚴酷的寒冬，多虧美國當地的印地安人出面救助，提供他們食物與


避護，這些清教徒才有辦法安然渡過嚴冬。為了感謝這些印地安人，他們 準備了各種佳餚，辦了一場感恩
慶典，吃吃喝喝慶祝歡度了三天。在那之後，他們就遵循這個節慶形成傳統，每年的這個時候，便聚集所


有的親朋好友一起慶祝順利的渡過了一年，這就是感恩節的最初的由來。  


一直到現在，感恩節 (Thanksgiving)還是美國最大的家庭節日，就好比我們中國的春節過年一樣。不論你
是住在哪個城市，或是在世界的哪一個角落，大家都會不惜一切的旅遊回家，和家人團聚渡過佳節。 這就
是為什麼在 Thanksgiving 那個週末，一直都是美國各大航空或各大車站最忙碌的季節，在這段時間不論
是要搭乘任何交通工具，能愈早安排做計畫的話都是愈好的。 


在 Thanksgiving 當天，Macy's百貨公司在紐約的大遊行可以說是全美最大的盛事了！不只是有很多藝人
明星都會參加遊行的表演，很多贊助的廠商都會提供巨型的熱氣球，各種不同的卡通造型人物，漂浮在長


長的遊行隊伍上空，相當的壯觀。 有時候還會有一些百老匯音樂劇的串場演出，很多人也都攜家帶眷大老
遠到紐約來臨場體會。整個遊行大約持續一整個早上，如果不是在紐約街頭參與遊行，很多家庭年紀小一


點的小孩在這時後就看電視的現場轉播，女人們或是家裡的主廚們就在廚房裡準備一整天的佳餚。 


Thanksgiving 的晚餐可是非常盛大的，很多沒有見識過的人都低估了這個感恩節餐的規模。一般都知
道，整隻的烤火雞通常都是晚餐的重心，但是各道美味的傳統配菜也都是餐桌上少不了的︰奶油焗烤青豆 
(green bean casserole)、臘肉蘋果填料 (apple and sausage stuffing)、 橘汁越蔓莓醬 (orange cranberry 
sauce)、 肉汁馬鈴薯泥 (mashed potatoes and gravy), 和肉桂糖烤地瓜 (bake sweet potatoes with 
cinnamons)幾乎是每個家庭都會準備的，這還只是主菜的部份而已呢！甜點也是感恩節的另一個重頭戲，
現烤的家傳南瓜派 (pumpkin pie)或是焦糖堅果派 (caramel pecan pie)絕對不能錯過。 美國一般的晚餐時
間最早也是六七點鐘，但是 Thanksgiving的晚餐差不多下午三四點多就開動了！為什麼那麼早呢 ? 如果
一家人一年只有這麼一次的大團圓，大家當然都希望一起坐下來享用晚餐的時間可以愈長愈好囉！ 而且餐
桌上滿滿的菜餚，要好好的品嚐每一道菜，也是需要一點時間的。 很多時候吃了前幾道菜，小休息片刻，
消化一下再繼續進攻，都是很正常的。 一年一次的機會，大部份的家庭平常可不吃那麼豐盛的，晚餐後要
是沒有 food coma 的感覺，那表示你還得多多加油！ 晚餐過後，大部份的足球迷早就都在電視前駐紮好
了！ 吃飽撐著，看球賽的轉播倒是也挺好的。  而其他不愛看球賽的人，也開始策劃隔天 Black Friday 的
Shopping 的作戰策略。 


Life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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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sgiving 晚餐的量通常都多到可以餵飽一個村落的人。 所以在過後的一兩個禮拜， 大家吃的都


是 leftovers，或是用剩下的火雞變化出來的料理。 在禮拜五忙逛街的狀況下， 倒也挺方便。 週末過後， 


很多大老遠趕回家過節的遊子們， 也都藉機打包一些溫暖的家鄉味回去。


Thanksgiving 隔天的那個星期五， 是全美最盛大的逛街天。 這可以說是年末 holiday Shopping 正式的開


始﹐不論是百貨還是各大商場， 為了要吸引採購的人潮， 都紛紛推出各種形式的大折扣或促銷。 很多的


家電用品或是昂貴的珠寶首飾， 在這時後買都是最划得來的。 大部份的店面會提供數量有限的瘋狂折扣， 


很多人想要搶到這難得的折扣，清晨兩三點就在店外排隊。各大電器百貨的外面常常的天都還沒亮，就已


經大排長龍， 大家看得也都習以為常了！除了搶購大拍賣的產品外， 通常這一天整天的行程就是逛街， 


Shop till you drop就是這一整天的精髓。 


現在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節日，都不知不覺的被一些廠商給商業化了，漸漸的失去了原本節日由來的最初意


義， Thanksgiving 可以說是少數還沒有沈淪的節日之一。 不論再忙， 大家也都還是回家和家人團圓， 下


廚煮一餐沒有人吃得完的饗宴。讓我們再度的感謝當年的印地安人， 感謝他們不只是幫助了英國的清教


徒， 還幫我們創造了另一個可以痛快吃喝的機會， 也創造了一個和家人團聚、共度週末與歡笑的機會。


food coma
是指當吃太多吃太飽後，撐著不


想動，只想睡覺的狀態。 


Black Friday
專門指感恩節後的星期五，可以說是那一天折扣逛街的專門用詞。


holiday shopping
年末假期採購。 美國年末有聖誕節 ,和猷太人的大慶典，都是家人聚在一起交換禮物的 ，所以大家都忙
著採購親朋好友們的禮物。 從感恩節後到新年，到處都有各種的折扣，幾乎都可以說是美國的 holiday 
shopping 季節。 


Shop till you drop
口語化的用詞，是指逛街逛到腳軟，站不起來。通常都是用在大採購的場合，表示逛街逛的相當的痛快。


leftovers
是指任何沒吃完的，剩下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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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喝玩樂在美國


Dining in the States 
        Drive-Thru English 


吃在美國 得來速篇


美國由於幅員廣大， 除了東岸如紐約市等地窄人稠的都市外， 大家平日都開


車， 因此 drive-thru的飲食文化也格外地受歡迎。除了平日大家熟知的 Mc 


Donald、 Burger King、 In-N-Out等連鎖快餐可以 drive-thru點餐外， 現在連


Starbucks也有了這樣的服務， 只是並非所有店面皆有就是了。


從字義上來看， drive-thru即為 drive-through， 意指「開過去」， thru為


through的口語非正式拼法， 中譯為「得來速」。整個詞指無須下車就可透過


menu board和窗口對講機點餐的服務， 而在等待點餐的長長車龍， 我們則稱


為 queue。


整個流程分為三個步驟， 三個窗口


Order (點餐 ) >>> Pay (結帳 ) >>> Pick Up (領取食物 ) 


Step 1: Order    (點餐 )
窗口人員 : Hi, how are you doing? 嗨， 你好嗎 ?
Jas: Hi, good. Can I get a hamburger? 可以給我一個漢堡嗎 ?
窗口人員 : With onions? 需要洋蔥嗎 ?
Jas: No. 不需要。
窗口人員 : Any fries? 要薯條嗎 ?
Jas: No, that's it.不需要， 這樣就夠了。
窗口人員 : Do you eat in the car? 在車上吃嗎 ?
Jas: Yeah, in the car.是的， 在車上吃。(若回答在車上吃， 他們會
將餐點放在一個無蓋盒子內， 讓你方便拿。若不在車上吃， 餐點則
會放在紙袋裡， 方便收藏。)
窗口人員 : Nothing to drink? 不需要配什麼飲料嗎 ?
Jas: No, no. 不， 不需要。
Waiter: Alright. That will be $2.01.好的， 這樣為 $2.01元。
Jas: Thank you. 謝謝。


Step 2: Pay    (結帳 )
窗口人員 : Hi, how are you? 嗨， 你好嗎 ?
Jas: Hi, good. 嗨， 很好。
窗口人員 : That's a hamburger with no onions, correct?
                 你點了一個漢堡， 不要洋蔥， 對嗎 ?
Jas: Yep. 是的。
窗口人員 : $2.01,please. $2.01元， 謝謝。
窗口人員 : Here's your receipt, have a nice day. 
                 這是你的收據，祝你有個愉快的一天。
Jas: Thank you. 謝謝。


menu board菜單看板
queue 長隊， 行列。形容隊伍很長。
ketchup 又稱 tomato sauce， 即為「蕃
茄醬」， 源自於馬來文的 「kechap」， 
後來變成英語裡的 ketchup。
chilies 單數為 chili， 指紅番椒。這裡的
chilies為 chili sauce的簡稱， 意為「紅
番椒辣醬」


Step 3: Pick Up  (領取食物 )
Picking up the food
窗口人員 : Hi, how are you? Hamburger with no onions?  
                嗨，你好嗎 ? 你點了一個漢堡，不要洋蔥，對嗎 ?
Jas: Yeah. 是的。
窗口人員 : Hi, would you like ketchup? Just the chilies, rite?
                 嗨， 你要番茄醬嗎 ? 只要辣醬， 對嗎 ?
Sheila: Yeah, just the chilies. 只要辣醬。
窗口人員 : Here you are. 你的食物在這。
Jas: Thank you.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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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vs. Out
流行 vs. 過時


冷泡咖啡 (cold-drip coffee)
通常說到咖啡，我們想到的都是香濃的咖啡從馬克


杯裡傳出暖暖的咖啡香；不過最近冷泡 (cold drip)
的咖啡可是搶盡了一切的風頭。 要泡一壺冷泡式
的咖啡通常都需要好幾個小時的時間，有時候甚至


要泡隔夜，味道才會出來。但是低溫滴浸出來的咖


啡—味道清爽，沒有一般咖啡的苦味，味道甘甜許


多；難怪愈來愈多的店面都開始引進冷泡式的咖啡


機，雖然泡的時間比較長，等待都是值得的！


默片 (silent film)
在今年坎城影展，默片「The Artist」是所有電影中
最受矚目，也最受大家討論的一部電影。1920年
式的黑白片，絕妙的背景音樂，但是一句台詞也沒


有，就像以前的卓別林喜劇，一切都靠演員的肢體


語言來傳達。在現在什麼都靠科技的年代，忽然也


讓人覺得耳目一新。這也難怪默片不知不覺的，又


從非主流的市場漸漸的流行回來了！


養生教練 (wellness coaching)
在紐約或大部份的大都會城市裡，生活都忙不過來


了，很少人能有閒餘的時間來養生。安排健康的三


餐和規律的運動可不是那麼容易的，最近很多瑜珈


中心都開始提供 wellness coach，工作雖然忙，聘
請教練設計個人專屬的飲食和運動計畫，或擠進個


小小的瑜珈時間⋯身心都健康！


IN


OUT
Starbucks
(Starbucks VIA)
前一陣子推出了


同名的即溶咖啡 
VIA，真是再聰明也不過了！他們不只占有了全
球最大的咖啡連鎖，現在還拓展了即溶的市場。


不過 Ｖ IA再怎麼受歡迎，有時候我們還是喜歡
我們的 Coffee Break，和朋友到咖啡店，好好
的享用一杯現泡的咖啡。  


3-D 電影 (3-D Movies) 
自從 Avatar 3-D 電影創造了視覺享受的新高潮
後，好萊塢不管是卡通、動作片，或甚至是一


般的喜劇，都紛紛推出 3-D 版，好跟上這個立
體視覺的熱潮。3-D的效果是很好玩，各種人物
或特效都從平面的螢幕跳到我們眼前；但是有


時候，我們還是喜歡運用自己的想像力，來體


驗電影情節的快感⋯


集中營式健身 (boot camp training)
誰不想要像明星們一樣擁有勻稱的手臂、修長


的大腿，和令人稱羡的腹肌？集中營式的健身


訓練聽起來就是個快速又有效的方法。很多健


身房在這夏天都紛紛推出魔鬼集中營式的健身


方案，造成了一股流行。但是我們都知道︰在


短時間內達到理想的身材，擠進小巧可愛的夏


裝，其實都是自欺欺人的；擁有健康的生活習


慣，還是來的比較實際囉！







Something about LA/NYC


LA NYC
 洛杉磯 / 紐約一二事 


Mel's Drive-In >
類別 : 美式， 漢堡， 早午餐
地址 :  1650 N. Highland Ave， Hollywood， CA 90028
電話 : (323) 465-2111
網址 :  http://www.melsdrivein.com
營業時間 : Sun - Thur: 6:30 am - 3 am; Fri - Sat: Open 24 
Hours
價位 : $$   外帶 : 有   WiFi: 有， 免費
交通 : private lot (私有停車場 )   
穿著 : 輕鬆休閒  
氣氛 : 輕鬆


The Diner >
類別 : 美式，早午餐
地址 : 44 9th Avenue, New York , NY 10011
電話 : （212）627-2230
網址 : http:// www.thedinernyc.com
營 業 時 間 : Mon  8am-2am；Tue - Fri  8am-3am；Sat  
10am-3am；Sun 10am-2am
價位 : $$   外帶 : 有   WiFi: 無
交通 : Street (路邊停車 )
穿著 : 輕鬆休閒  
氣氛 : 時髦流行


BJ's Restaurant & Brewhouse >
類別 : 美式， 啤酒餐廳， 甜點
地址 : 6401 Bluebonnet Blvd. Baton Rouge， LA 70836
地區 : 全美
電話 : 請參考官網
網址 : http://www.bjsrestaurants.com/ 
營業時間 :  Mon-Thu 11 am - 12 am; Fri 11 am - 1 am; 
Sat 10 am - 1 am; Sun 10 am - 12 am
價位 : $$   外帶 : 有  WiFi: 無
交通 :  private lot (私有停車場 )
穿著 : 輕鬆休閒  
氣氛 : 輕鬆， 熱鬧


The Spotted Pig >
類別 : 英式，漢堡，Gastro Pub
地址 :  314 west 11th Street, New York, NY 10014
電話 : (212) 620-0393
網址 : http:// www.thespottedbig.com
營業時間 : Mon-Fri 12pm-2am；Sat-Sun 11am-2am
價位 : $$$   外帶 : 無   WiFi: 無
交通 : Street (路邊停車 )
穿著 : 輕鬆休閒  
氣氛 : 輕鬆


Lifestyle A-Z


吃喝玩樂在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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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喝玩樂在美國


Something about
LA / NYC 
洛杉磯 /紐約一二事 


大家可能不知道，但舊金山其實以「drive-in」出名。1947年，Mel Weiss及 Harold Dobbs
成立了第一家 carhop餐廳，靈感來自洛杉磯服務重機族的類似餐廳，經由車中廣播播放的
音樂及可坐在車內點餐，想用餐點的特別氣氛，當時一度蔚為風潮。到了 1972年，導演
George Lucas為了 「American Graffiti」， 一部關於戰後美國搖滾生活的電影選擇拍攝場地， 
Mels吸引了他的注意，並因電影的流行而再度成為焦點，在美國近代流行文化史上留下重要
的一頁。但電影拍攝完畢之後，餐廳也跟著拆除。13年後，Mel的兒子 Steven Weiss和夥伴
Donald Wagstaff於 1985 年在舊金山的 Lombard Street捲土重來，重新開設Mel's Drive-In， 
人們得以在這重溫年輕時代於 Mel's約會的甜蜜好時光，甚至帶著他們的孩子、家庭一同前來
再度感受 50年代的歡樂復古氣氛及口味，享用 Mel's標榜的 home style cooking。果然，這
次主打的 nostalgic懷舊復古風立即獲得回響，再度成為當地的熱門飲食據點。隨著它的成功， 
Mel's Drive-In陸續在佛羅里達及加州的環球影城開張，也在 LA開設了兩家店面。
Mel's Drive-In除了讓人回想到甜蜜的 first date、first kiss之外，它更是以經典正宗美式家庭
食物出名，包括漢堡、薯條及奶昔等，適合全家歡樂齊聚享用。特別的是，除了店內店外復古


的裝潢擺飾之外，它每張桌子都還附帶著一臺古時的 jukebox，讓你可以真的點唱，懷舊感十
足 ! 
來到這，千萬別忘了點它號稱全城最好的 Grandma's Chicken Soup以及它著名的 Hot Turkey 
or Roast Beef Open-Faced Sandwich喔 ! 另外，這裡的 French Dip也是一絕。在 French 
baguette上有著薄片的 roast beef，建議可試試它的 New Orleans style，配有 mayo、
horseradish及 Tabasco。再推薦一樣 menu上沒有的東西，那就是 Colossal Blossom，是整
顆的洋蔥花，不是普通的洋蔥圈喔，喜歡吃 onion rings的人絕對會很愛這個 ! 最重要的是， 
於 Thanksgiving時期，千萬也別忘了點他們的 Homemade Turkey Dinner喔 !


drive-in 很多人會把 drive-in與 drive-thru搞混， 其實兩者最大的
差別在於 drive-in在車內點餐後仍停在定點在車內用餐， 而 drive-
thru則是點餐取餐完即驅車離去， 在路途中或前往別處用餐。
carhop 把食物端到各車輛給乘客的服務生
graffiti graffito的複數， 指「牆上的塗鴉」
nostalgic 為「nostalgia」的形容詞， 意為「懷舊的、鄉愁的」
jukebox 投幣式點唱機
roast 烘烤
French dip (sandwich) 
法式沾汁三明治， 也可稱為「beef dip」， 指熱熱的法式麵包裡包
著烘烤過的牛肉並可搭配附帶的牛肉汁做沾醬。LA 的 Philippe the 
Original號稱為 French dip sandwich的誕生地， 如果你很愛這種
美味多汁的牛肉三明治， 千萬別忘了去 Philippe嚐嚐正宗口味 !


baguette 法式 (長棍型 )麵包
New Orleans style 「紐奧良口味」， 以口味重且辛辣著稱。
mayo mayonnaise的口語， 意指「美乃滋」
horseradish 山葵
Tabasco 美國很流行用知名品牌的商標名來代稱其總類產品， 
比如說 Q-Tips變為棉花棒的代名詞， Kleenex為紙巾的代名
詞， 
而品牌 Tabasco的辣醬， 用 tabasco peppers製成， 現在也
成為辣醬 (spicy sauce) 的代名詞。
colossal 巨大的
blossom 花、全部花朵
onion rings 洋蔥圈


Vocabulary 字彙


Mel's Drive-In







Lifestyle A-Z


吃喝玩樂在美國


BJ's 是美國著名的連鎖餐廳之一。1978年，兩位擁有著超讚披薩食譜的男士
在加州的 Santa Ana開設了第一家 BJ's 。一開張，這裡的 pizza 即成為當地
熱門暢銷品。之後，BJ's陸陸續續在南加州的沿海城市開設店面，而 1996年， 
第一家 BJ's brewery在加州的 Brea開始生產啤酒，成為啤酒餐廳並改名 BJ's 
Restaurant & Brewery，其高品質的 handcrafted啤酒果然大受歡迎。隨著其
受歡迎的程度，菜單上的選擇也逐漸增加，有更多的啤酒、更多的菜色，分店


也開至整個美國，目前總共有 102個店面。


BJ's致力於提供客人一個有活力、有趣、輕鬆 、適合全家光臨的餐飲環境， 
讓你彷彿來到高級 sports bar，but more! 而這裡最有名的除了各式各樣好喝
的啤酒之外，就屬它遠近馳名，每來必點的甜點 「Pizookie」了。「Pizookie」
是 「pizza」和 「cookie」的複合字，它是用現烤的餅乾 (內含白巧克力、夏
威夷果或巧克力片 )加上兩大球的香草冰淇淋，放在 pizza烤盤上而成，超級
好吃，連我這個不是特別愛甜點的人都忍不住大快朵頤 !
至於啤酒的話，大家可以個人喜好從眾多酒單中挑選。這裡我推薦 BJ's Irish 
Root Beer。雖然它聽起來是個很 man的酒，但是其實女生也會愛喝。裡
面 加 了 Jameson Irish Whiskey 、Baileys Irish Cream 、Bols Butterscotch 
Schnapps和 BJ's handcrafted root beer。裡面的愛爾蘭奶酒調和 root beer的
乾，讓整個飲料帶點甜味和奶味，卻又不至於過甜，包准女生也會愛上，一杯


接一杯。Bottoms up!


Something about
LA / NYC 
洛杉磯 /紐約一二事 


brewery啤酒廠
handcrafted手工
root beer沙士
Baileys Irish Cream 貝禮詩愛爾蘭香甜奶酒， 含 whiskey， 由愛爾蘭的 Gilbeys製造， 
酒精濃度約 17%。
bottoms up形容乾杯後杯底向上， 一滴都不剩， 所以簡單來說即指「乾杯 ! 」


Vocabulary 字彙


BJ's Restaurant & Brew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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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喝玩樂在美國


The Diner 位在曼哈頓現在最熱門的 Meat Packing 區，是個摩登，但又以美國 30，40 年
代的餐廳為靈感而開的主題餐廳。餐廳的老闆 Sergio Riva 的理念是要帶給大眾一個充滿紐
約精髓的 retro復古餐廳。


一走進這餐廳，就可以看到間隔式的座位，紅色塑膠面的餐桌，和許多不鏽鋼介面的裝潢， 
一切都是模擬當年的餐車式餐廳。餐廳中間的吧台， 是個典型的復古式蘇打冰淇淋的吧台﹐
除了調酒外，客人們可以舒服的在這裡點個奶昔或是冰淇淋汽水，也可以在這裡吃正餐。


吧台一旁的雜誌牆讓更添加一番韻味， 讓很多的客人更是離不開，忍不住多點一杯飲料多
坐一會。


The Diner 的老闆並不想要以創新做為餐廳的出發點，他只想要在對的價位提供最高品
質的餐飲﹐並同時給顧客一個氣氛好又舒適的用餐環境。這裡提供的，雖然是傳統的美


國 comfort food，但是卻又不失高級餐飲的精緻感。menu上的南方炸雞 (southern friend 
chicken) 和焗烤起司管麵 (macaroni and cheese) 是最受歡迎的兩道菜— 這裡的炸雞，是
先用鮮奶醃泡過後，沾裹上香料調味過的麵粉下去慢火炸。他們的主廚堅持用慢火的方式，


炸出來的雞肉鮮嫩多汁，金黃色外皮酥脆卻不膩，淋上蜂蜜沾醬，剛好配著馬鈴薯泥吃。 


這兒的焗烤麵使用店裡特調的混合起司下去烹烤，外層酥酥脆脆，有別於一般的家常焗烤


麵。除了主菜外，別忘了加點他們的薯條，不論是淋松露醬的 truffle herbed fries 還是淋著


肉醬和起司的 disco fries，也都是在這裡必點的。


別吃飽了就忘了甜點的存在，這裡當然有美國最傳統的蘋果派 (apple pie) 和起司蛋糕
(cheesecake)，但是他們的 巧克力香蕉麵包布丁 (chocolate banana bread pudding) 才是
最出色的，現烤出爐熱騰騰的，加上香草冰淇淋，令人難以抗拒。


飲料方面，招牌的調酒包括 Georgia peach sangria 和 mudslide milkshake。他們也提供了
各國的啤酒和葡萄酒，選擇相當多。不論你是白天和朋友來用餐，還是晚上 party 過來喝飲
料和大家湊熱鬧，這裡有好吃的好喝的，加上有活力的音樂和親切的服務生，絕對不會讓


你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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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ner


Vocabulary 字彙


retro 一般是指復古的， 通常在 20 年代到 70年代之間的風格，都可以用 retro 來形容
comfort food  溫馨的食物，一般是指家常菜， 傳統的家鄉味料理
truffle  松露， 是歐美相當珍貴的食材







Lifestyle A-Z


吃喝玩樂在美國


The Spotted Pig 是第一個在紐約叫做 gastro pub 的餐廳。自從在 2004年在年輕人聚集的
West Village 開店後， 不論是工作天還是週末， 慕名而來的食客們絡繹不絕。 餐廳裡只有
一百多個的座位， 他們還是秉持著不接受訂位的原則， 客人先到先贏； 比較忙的時候有時
後還得等上一個小時以上。 


主廚 April Bloomfield， 在名廚 Mario Matali 的指導下， 把傳統酒吧的的配酒菜， 提升成
了精緻的英式料理。menu中有一道 devils on horseback— 把蜜棗在茶中浸泡過後， 填入
脆梨， 再包上一層培根下去烤﹐又鹹又甜的奇妙口感，讓人一吃上癮。雞肝醬土司（chicken 
liver toast) 是另一道受歡迎的開胃菜—細緻的雞肝醬，塗在香脆的法國土司上， 同樣是個
出乎意料的鹹甜搭配組合。


主菜當中很多人推薦 gnudi ，gnudi 有點類似中式的麵疙瘩， 是用 ricotta cheese 混合著


parmesan cheese 和鼠尾草及其他香料做的， 口感清爽且含濃郁的奶香，在英美式的 pub


裡， 菜單上不可或缺的是漢堡，這裡的漢堡是現烤的餐包夾著半磅碳烤當地新鮮牛肉， 配


上發酵過的 roquefort cheese，給你的滿足感， 絕對和別地方的漢堡不一樣。


如果你還吃得下甜點的話， 巧克力蛋糕 (flourless chocolate cake)當然是不會令人失望，
但是比較出色的，算是他們當季的水果酥塔 (seasonal fruit tart)， 最近當季的水果是蜜桃， 
現烤過後加上一勺檸檬冰淇淋， 吃了也不覺得有罪惡感。


他們的酒單上以啤酒和葡萄酒為主﹐但是他們也提供了多種選擇的調酒。有些是比較傳統


的威士忌調酒；有些是比較創新的雞尾酒﹐不論你選擇了哪一款 ﹐這些飲料都是經過設計
來搭配這裡的食物， 有著相得益彰的效果。
這麼一個輕鬆又有傳統氣氛的 pub， 食物美味價錢也合理， 大家都想要來試試﹐不論外面
的隊有多長， 我想等待都是值得的。


Something about
LA / NYC 
洛杉磯 /紐約一二事 


The Spotted Pig


Vocabulary 字彙


gastro pub 英國式的酒吧餐廳。 一般的 pub都指酒吧居多， 食物頂多都是簡單的下酒菜而已， gastro pub是指提供好酒又有好


料理的 pub 
gnudi義大利式麵團，類似中國是的麵疙搭， 一般是用麵粉和不同的乳酪混合而成
ricotta cheese起司的一種， ricotta 是一種軟式的乳酪，顏色偏白， 味道偏甜， 一般也都偏淡， 適合和其他乳酪合用
parmesan cheese起司的一種， parmesan 在美國非常普遍， 是一種硬式的起司， 味道很香，常用在義大利式的料理上， pizza  
或是義大利麵上常常都會看到 
roquefort cheese 也是起司的一種， 味道非常的濃烈，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接受，但是運用得宜的話，味道也是非常的鮮美， 常用
在沙拉或是醬料裡 







Entertainment
In-House


時尚影片學英文


Desperate Housewives 慾望師奶
Desperate Housewives是一齣由美國 ABC電視台製作播出的 comedy-
drama(喜劇劇情片 ) series。憑著有趣、寫實的題材和幽默的內容，自播出後
曾多次贏得艾美獎、金球 和美國演員工會獎。故事透過劇中主角們已過世的


鄰居口述這四位Fairview家庭主婦的生活，她們一同度過家庭和生活的困境， 
也一同面對這看似完美市郊生活背後不為人知的秘密及犯罪。


四位女主角都因演出此片而大紅大紫，包括之前以 Lois & Clark (新超人 )
影集走紅的 Teri Hatcher演出脆弱、憂愁善感的 Susan Mayer，Felicity 
Huffman飾演強勢的女強人 Lynette Scavo，Marcia Cross飾演完美家庭主
婦 Bree Van de Kamp， 及 Eva Longoria飾演有錢、美麗又膚淺的 Gabrielle 
Solis。
目前正在播出的第八季將是整個影集的最後一季， 為這個收視長虹的影集劃
下句點。







時尚影片學英文


Desperate Housewives 慾望師奶


series原意為「連續， 系列」。用在電視上則指


「影集」。


cop 「police (警察 ) 」的口語說法。


the cable guy 「cable (TV)」指「有線電視」， 


所以修 cable， 安裝 cable的人即稱為「the 


cable guy」。(「guy」在口語中指「人」) 


arresting動詞「arrest」為「逮捕」的意思，而


arresting在此是比較俏皮的說法。其實原本應為


「interesting」，但剛好劇情中正好提及被逮捕的


事， 加上 interesting和 arresting都是「resting」


結尾押韻，所以劇中旁白就以 arresting來表達


interesting。


deport驅逐出境 (小叮嚀 : import- 進口 ; export- 


出口 ; deport- 驅逐出境， 遣返回國 )


Vocabulary 字彙


看影集練英文之 Thanksgiving 字彙大挪移


試試把下面的 Thanksgiving 相關字彙填入下面的劇情裡吧！


 • Dessert            • dinner  • Happy Thanksgiving 


 • Thanksgiving Day       • turkey


記得喔 ! 答案就在影片中 !


__________________!


感恩節快樂 ! 


No kids beyond this point.


小孩不准踏進這裡。


You have a kids' table in the drive way?!


妳車道上有個專為小孩子們擺的桌子 ?!


I put it on the street, but the cops made me move it.


我本來是擺在路上， 但是警察們逼我搬走。


I invited your parents for __________.


我要請你爸媽來吃晚餐。


I promise to be on my best behavior.


我保證我一定會守規矩， 好好表現。 


I know you will, I have guns.


我知道你會的， 因為我有槍。


Get the __________ ready and the ___________ out. 


準備好火雞， 把甜點拿出來。


O-K---Hi.


O-K--- 嗨。


I thought you are the cable guy.


我以為你是來修電視的。


It's gonna be a very ARRESTING ________________. 


這將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感恩節。


Are they gonna deport them? 


他們會把他們驅逐出境嗎 ?


We are family, you have to let us help you.


我們是一家人， 你得讓我們幫你才行。







在紐約有錢的上東區（Upper East Side)，不論平時各種上流的社交場
景再怎麼繁華熱鬧，Thanksgiving 感恩節時的活動， 還是回歸以家人
朋友的團聚為主，這裡介紹的這一段，是回顧他們前一年的感恩節的


場景，再去年的這個時刻，Blair 和 Nate還是一對令人羨稱的小兩口， 
Serena雖然喝得醉醺醺的，再這也還是他們最要好得朋友，大家都像
是一家人一樣的親， Blair的爸爸忙著做她的各種拿手招牌菜，大家齊
聚在一起，共度這溫馨的佳節。


時尚影片學英文


Gossip Girl 花邊教主







Dad: Maybe not, Blair, would you take her upstairs and put her in   
         a bath before your mother gets whiff of this situation!?
        喔，也許不是這麼一回事，  Blair， 你介不介意帶 Serena  
        上樓去泡個澡 . 別讓你媽媽又唸了⋯.
Blair: And what? Leave you all alone? Thanksgiving is our thing!
         Nate,  would you please take care of her? Please!?
         然後呢 ? 把你一個丟在這 ? 感恩節是我們兩個相處的時間的
         Nate，你可以幫我照顧他嗎 ? 拜託 ?
Nate: Oh,  I will!! Come on,  here⋯.
          喔，我會的⋯.來吧，跟我來⋯
Blair: Dady,  can I help with the pumpkin pie!? Thank you
         Daddy，我可以幫你一起做南瓜派嗎 ? 謝謝 !!
Dad: Crush them..
         把他們都壓碎⋯
Blair: Crush them! 
         把他們都壓碎⋯


Conversation 
Dad: Found it! Sous chef, you'll need it!  找到了 !! 副廚，你會需要用到的 !
Blair: ready and waiting orders. Dad I see that you have extra help.
         我準備好了，隨時待命 !! 看起來你好像有個額外的幫手
Blair: yeah, well, Serena is spending thanksgiving with us this year. 
          嗯，對，Serena 今年會和我們一起過萬聖節
Dad:  The more the merrier, happy to have you, my dear. 
          愈多人愈熱鬧囉 . 親愛的，很榮幸你能加入我們的行列
Serena: Woo-hoo⋯
Mom: The canapés' were a huge success, I saved one for you, Blair. 
          這些開胃點心還真是大受歡迎，Blair，我幫你留了一個
Blair:  I'm not really hungry
          我並不是那麼的餓
Mom: Well,  what does that mean you're not really hungry? 
          什麼叫做你不是那麼的餓 ?
Blair: Well, I had like, 15 of them this morning when dad first made them.
          爸爸剛做好的時候我就大概吃了 15個了
Mom: Fifteen!?
          15個 ?
Blair: Serena, Serena!
Mom: Do you think that's wise!?
          你覺得那樣會不會過頭了一點 ?
Dad: Darling, she's fine, she has been  fine for 2 months. What did the doctor say?  
         Don't  drive us crazy. 
         親愛的別想太多吧，她沒事的，兩個月來都沒事了，記不記得醫生怎麼說得呀？
         別把大家都搞瘋了。
Mom: Okay⋯!! Oh we're going to need to set another place at the table. 
          Laura brought one of the models I'm working with. 
          好吧，喔，我們餐桌需要多擺一個位子
          Laura 會帶一個和我一起工作的模特兒來 . 
Dad: Oh， do I know her? What's her name? 
         哦 ? 我認識她嗎 ?她叫甚麼名字 ?
Mom: HIS name, ⋯ is Romone!
          他是個男模，名字叫 Romone. 
Dad: Ahh⋯ Romone! 
         喔⋯Romone. 
Mom: Not this one,  Harold, we have to work together. 
          Harold 你別亂來，這可是和我一起工作的人。
Nate: hey⋯
          嘿 !!
Mom: Happy Thanksgiving! 
          感恩節快樂 !!
Nate: You, too! 
          你也是 !!
Mom: You want one?
          你要不要一個 ?
Nate: Oh thanks. 
          喔，謝了
Dad: Nate, the great! 
         Nate!! 最偉大的 Nate!!
Nate: Hmm,  so what did I miss?
         我錯過了甚麼嗎 ?
Dad: Nothing,  you're about to witness the return of sober Serena.
        什麼也沒錯過， 你即將目睹清醒的 Serena 的歸來。
Serena: Ahh nate⋯
              阿 ..Nate
Nate: Oh no⋯. oh no⋯ 喔，不會吧⋯.


Vocabulary 字彙


sous chef  sous 是從法文而來的外來語， 是指 "在，下面 "的意
思， sous chef 是指在主廚之下的職位， 是在餐廳界 " 副廚 " 的
專用名詞


the more the merrier "merrier" 是指 merry 的比較及， 是 "越開心
" 的意思， the more the merrier就是只越多越開心，一般是在社
交的場合，越多人越熱鬧的意思。 
canapés 這也是個法文引進的詞，一般是指法式開胃點心，通常
都是小小的一口式的點心，在正式晚餐前的， 方便用手指食用，
配調酒的點心。


it's our thing  是指 "是我們專屬的 "， 在這是 blair 對他爸爸說 "
這是專屬我門兩個的時間 "，不希望別人介入或打擾。 
sober  (形容詞 ) 清醒的，一般是指用在喝酒或其他毒務要品上，
sober up 就是指從喝太多久候清醒過來。 
gets a whiff  whiff一般是指 "一股味道的，一陣的 "， get a whiff
的用法，是指 "察覺到的 " 通常適用在察覺倒是情的不對勁。


時尚影片學英文


Gossip Girl 花邊教主







時尚影片學英文


Grey's Anatomy 實習醫生 
Grey's Anatomy (實習醫生 )刻畫一群外科實習醫生們在白色巨塔裡的醫生、病人、


家人、彼此之間的愛恨情仇。預告片的一開始便從恩典醫院資深住院醫生 Dr. Bailey


的口中一語道盡了這齣戲的基調：「You are interns, bottom of the surgical food 


chain.」 (身為實習醫生的你們，是外科食物鏈的最底層 )。


大受歡迎的這齣戲，也為英文字典裡創造了新名詞，比如劇中的帥哥醫生 Dr. 


Shepherd (Patrick Dempsey飾演 )就有一個自己專屬的暱稱「McDreamy」，之後


大家也就用這個詞來稱呼女性眼中的夢幻完美男人。


劇名小簡介


Grey's Anatomy原是一本解剖學教科書 :「格雷式解剖學」，劇中裡的女主角


(Meredith Grey)，也是以此命名。







看預告片練英文


這部影集中所探討的六大主題都會在預告片裡一一出現， 
現在就讓我們一起來試試看從預告片裡找出屬於以下六大主


題的片段。


 • Battles    • Crushes    • Friendship   
 • Life    • Rivalry    • Sex


You are interns, bottom of the surgical food chain. 身為實習醫
生的你們，是外科食物鏈的最底層。


__________ Happens 
Look around you. Say hello to your competition. 看看你的四周 ,
跟你的競爭者打聲招呼。


__________ Happen
We met at the⋯ah mixer⋯you had ⋯ strappy sandals* and⋯.
now you think I'm gay. 我們在聯誼會上見過，當時妳穿著一雙
綁帶涼鞋⋯你現在一定以為我是同性戀吧！


_________ Happens
Stop looking at me like that. 別再那樣看我了！
Like what? 怎樣？
Like you've seen me naked. 像是你曾看過我裸體一般。
__________ Happens
Was he good? I mean he looks like he would be. Was it any 
good? 他人好嗎 ? 我是說他看起來是個不錯的人。到底好在哪 ?
__________ Happens
And what are these? Oh,  my God! Breasts! How does anybody 
practice medicine hauling these things around? 這些是甚麼 ? 
天阿 ! 是乳房 ! 學醫的人怎麼能拖著這種東西四處走？
__________ Happens 
He's choking. 他要窒息了。
He's gonna faint. 他一定會暈過去。
That's one of us down there. Where's your loyalty? 我們其中一
個就在下面 (手術室 )，你們的忠誠度在哪？
If I were you,  I would walk around naked all the time. 如果我是
你，我一定會一絲不掛四處趴趴走。


Who here feels like that they have no idea what they're doing? 
有人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嗎 ?
You think you know what you're gonna feel like standing over 
that table but that was such a high. 你以為你知道站在手術台時
會有甚麼感覺，但那就是一種無與倫比的快感。


* 時尚小插播 


   Strappy sandals 綁帶涼鞋


   Gladiator sandals 羅馬涼鞋


   Jelly sandals 果凍涼鞋


   Flip flops 人字拖


battles 戰爭


crushes 迷戀


rivalry 敵對


intern 實習醫生


surgical 外科的


competition 競爭對手


mixer 聯誼會


choke 窒息


loyalty 忠誠


Vocabulary 字彙


時尚影片學英文


Grey's Anatomy 實習醫生 







slag bag
與前一期的「swag swag」相反， 意即裝滿無用產品的 gift bag (贈品包 )。「slag 」原意為爐渣、殘渣， 帶有廢物、垃圾


的貶低意味。


mizmatched
指一個人將太多不同的 trends (潮流 )同時穿在身上而看起來很可笑。例句 :「She's wearing a bow tie blouse， a plaid 
blazer and a pair of metallic leopard print jeans，Mizmatched!」她穿著一件蝴蝶結領襯衫， 外搭格紋西裝外套， 再配上
條金屬色的豹紋牛仔褲。整個不搭 !


pretenditor
這個字是由「pretend」(假裝 ) 與 「editor」(編輯 ) 結合而成的複合字。意即 fashion week (時裝週 )時， 有人為了想要
擠進秀場而假藉某時尚編輯的名字， 希望負責招待的公關人員因人數太多記不得誰是誰而讓她能趁機混入。 


everything
以前用「major」形容一個人在各方面都很時尚， 現在則用「everything」這個字。指一個人極度時尚， 是個時尚天才， 在
任何層面都棒極了。例句 : 「Kate Moss is everything! 」


correct
指某樣東西很好、很吸引人、很hot。例句 :「Ryan Reynolds' biceps are correct!」 好萊塢男星Ryan Reynolds'的二頭肌超正 ! 


unlightening
原本的字是「enlightening」 ， 是指有�發的，有教育性的。 把 en- 改成 un- ， 意思就完全顛倒了！ 是指經歷了某個過程
或做了什麼事後，覺得自己不但沒有學到什麼， 沒有成長， 反而變笨了！


is the new black
黑色在 80 年代時， 因為叛逆風的盛行， 成為時尚的新寵。 雖然那一陣的潮流很快就退燒了！但是很多人衣櫃裡還是有
很多黑色的單品， 畢竟黑色是個基本配色必備品。 這幾年來，如果有什麼顏色或單品， 因為流行而成為必備的基本搭配
must-have時， 我們便會開玩笑說「It's the new black」⋯表示那是最近最熱門， 取代黑色配件的必備品。  


fierce
原本是指狂熱的、強烈的、極度的。自從 reality show 「Project Runway」把它拿來用在 fashion 上後， 便成為 fashion 上
形容「超猛」，「超讚」或「所向無敵」的意思了！


whorts
whorts 其實就是 winter shorts的簡稱。 以前 shorts （短褲 ) 都是夏天到來的象徵，只有在夏天才會穿。 現在隨著各種褲襪
和 leggings 的流行，短褲在冬天也都是很好拿來做搭配的 fashion。 各大設計師也相繼推出了很多不同質料和剪裁的短褲， 
成為冬天的必備單品。 為了和夏天清涼的短褲做區別， 很多 blogger 就把 winter shorts 簡稱為 whorts 啦！


bobbed: bob 
是大家都知道很流行的鮑伯髮型。 在女性髮型中算是短的，在 fashion 的世界裡，很多人便把 bob當作動詞，要是把甚麼
東西剪短了！就用 bobbed 來形容。 


Words of the Month


Words of the Month 
每月十大熱門單字


Top 10







Words of the Month


Hey! Check These Out


www.brooklynindustries.com


之之前常常走過 Brooklyn Industries 的店，看著很酷的店面，


總是覺得自己不夠酷，不好意思進去逛。這也難怪，Brooklyn 


Industries 是一群年輕的紐約藝術家們在 1998 年聯合創立的。


他們致力於融合紐約 Brooklyn 區當地的文化氣息於他們的流行


理念，透過網路，專賣獨特創意設計的服飾。他們的服飾帶著


一點龐克，一點前衛的感覺，很典型紐約 Downtown 的時髦。最


近這一兩年，Brooklyn Industries 在日本和歐洲也打開了知名度，


也推出了比較偏主流的系列，讓全球都能嘗試一點紐約 Brooklyn 


風。Check it out, Brooklyn Industries 也許第一眼不是最起眼的，


但是他們的衣服穿起來，可是不經意的修身又時髦，價錢也很


合理；畢竟，他們也是窮苦藝術家起家的囉！


www.lulus.com


Lulu's 是一個針對崇尚時尚，卻又不想花大錢破費的年輕人開設的


網站。自從一次不經意的逛到這個網站，我不知不覺的就變成了他


們的常客。在 Lulus，不論是輕便的上衣、Party 的小洋裝，或是鞋


子、包包和各種首飾，應有盡有。他們進的品牌，只有少數小有名


氣，大部份的牌子大家都還是比較不熟悉。但是當這些產品都這麼


有流行感，大部份的東西都相當的可愛，誰又會在乎呢？如果你看


到你喜歡的東西，就要趕快下手，在這網路上的產品都是很搶手的。


很多雜誌也都會介紹這裡的單品，在前幾期的 Seventeen 或 Style 


Watch 都有提到。他們的價位通常都比一般人想像得低，如果在折


扣季沒有辦法到百貨公司搶購折扣商品的話，到 Lulus 也許也可以


滿足一點逛街的慾望。  


Black Friday 是美國一年當中


最忙碌的購物節日之一，而這


時所有商家都推出優惠，大打


折扣戰。這時，你該如何過濾


及選擇自己所需折扣資訊而


不錯失任何一個機會呢 ? 這


個 app 幫你收集報章雜誌上超


過 10,000 個店家折扣的廣告


訊息，包含 Best Buy，Target，


Walmart 等等，而當有新的廣


告刊登時就會傳送 push alert


提醒你，甚至可以讓你建立自


己的購物清單並在上面比價，


包准你在最短時間找到最好


deals! Enjoy shopping!


想 到 Thanksgiving 要 準 備


火雞大餐，看到市面上及


網路上數不盡的食譜就覺


得很慌，不知該如何是好


嗎 ? Don't worry! 這個 app


會一步一步引導你度過這


個難題。它提供 9 樣感恩


節最受歡迎卻又簡單的佳


餚食譜及食材清單，並幫


助 你 建 立 一 個 timeline，


讓你在晚餐前就能按著這


邊的步驟及計時器把美味


的火雞大餐準時搬上桌 ! 


Happy Thanksgiving and 


enjoy your meal!


Chow Thanksgiving Dinner CoachTGI Black Friday


APP


Website線上相關資訊


J's
Faves







Next On  


What's
Next


九月到十一月這時期，是時尚界裡很重要的一個季節。紐約的時尚大事 Fashion Week在九
月多展開後，隨之而來的有一年一度的 Fashion's Night Out 和其他大大小小的展覽。不論是
知名的高級品牌，還是剛起家的設計師，都想趁著這幾個月的時間打名氣做宣傳，來刺激年


末的 holiday shopping 買氣。身在紐約市，常常有這個殊榮受邀參加這些 fashion 界的活動。  
在很多大型的秀之外，我個人比較喜歡參與一些新興設計師的展覽秀。愈是剛起步的設計師，


愈是需要同儕的支持。再說，很多新的設計師也都是來勢洶洶，帶著不少的潛力進軍時裝界，誰都有可能


成為下一個時尚新寵。最近參加了兩個設計師—Gabriela Moya 和 Yoon 的時裝秀。在後台不但有機會邊
喝香檳，邊親自接觸這些未曾露面的時裝，更有難得的機會和兩位年輕的女設計師做一對一的訪問。在這


裡先和分享幾張後台的照片，更深入的訪問內容，在之後的幾期將會陸續的推出喔！


Behind The Scene


希望大家喜歡這期的內容， 下期我們一樣會有精彩的文章跟大家分享 ! 


Fashion Spopping: 


Winter Fashion 冬季時尚


Ways to save BIG money !!! 省錢大作戰 !!!"


LifeStyle A-Z:  


Holiday Season 聖誕慶典篇


Ordering Food 食尚英語點餐篇


Entertainment In-House 


Fall/Winter New TV Series 秋冬最新美國影集推薦︰ Once Upon A Time, 2 Broke Girls, New Year's Eve


幕後花絮


下期預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