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運動和我 
裴建希 

普及灣大學二年中文 

 
你好！我叫裴建希。我的家人都愛運動。運動對我們來說很重要。在大學 我的爸

爸打棒球和籃球。現在他常常打網球和高爾夫球。我想告訴你們我最喜歡的運動。我覺得

籃球比什麼運動都好玩兒。因為我最喜歡的運動是籃球，所以在普及灣大學我常常打籃球。

我早上常常在健身房鍛鍊。而且，我小的時候，我打過籃球，棒球，足球和網球。在學校，

我跟我的同學還打過美國足球。我的籃球隊打得很好，我們常常贏了。我們的教練是我的

爸爸。除了運動以外，我也喜歡看比賽。我常常看籃球和高爾夫球賽。我看籃球的時候，

我的最喜歡的籃球隊是 Los Angeles Lakers，所以我平常他們看。可是，我覺得棒球沒有意

思，所以我不常看。 
 

Hello! My name is Pei Jianxi. My family loves sports. Exercise is important to us. My 
father for example played baseball and basketball in college. Now he plays tennis and golf. I now 
want to tell you my favorite sport. I personally think basketball is better than any other sport. 
Since basketball is my favorite sport, I often play it at my University. I also often work out in the 
gym. When I was young, I played basketball, baseball, soccer and tennis. At school, I would also 
play football with my friends sometimes. I played on a basketball team, and we often won. My 
father was my coach. In addition to playing sports, I also like to watch them. When watching 
basketball, my favorite team is the Los Angeles Lakers, so I usually watch them. I think baseball 
is really boring, so I dont watch it. 

 
Vocab: 

來說 láishuō to have one's say / to interpret a topic  

棒球 bàngqiú baseball  

高爾夫球 gāo'ěrfūqiú golf / golf ball 

健身房 jiànshēnfáng gym / gymnasium 

鍛鍊 duàn liàn To workout 

教練 jiàoliàn instructor / sports coach / trainer  

籃球 lánqiú basketball  

 

Podcast: 
 
建希:  你好！ 
漢杰:  你好! 我想和你聊一聊運動。 
建希：好啊! 你想先說什麼運動？ 
漢杰：我想先說一說冰球吧，然後我們可以說別的運動。 
建希：為什麼？ 



漢杰：因為我最愛的冰球隊---The Dallas Stars， 贏了冰球初賽。因為他們是一 
             個年輕的球隊，所以以後他們可以打得更好! 
建希：所以冰球複賽什麼時候開始？ 
漢杰：今年的四月十三號。 
建希：喔，所以現在又有冰球複賽又有籃球複賽，太好了，兩個都能看! 
漢杰：你有最愛的籃球隊嗎？ 
建希：我最喜歡的是 Los Angeles Lakers。 
漢杰：今年的複賽他們打進了沒有？ 
建希：沒打進。 
漢杰：我覺得我最愛的隊比你最愛的隊好多了。 
建希：你搞錯了，冰球跟籃球不一樣。你好傻！ 
漢杰：是你搞錯了, 你才傻！ 
…... 
漢杰：對不起，對不起，我們說說別的話題吧。 
建希：好的，我們說說棒球，怎麼樣？ 
漢杰：除了棒球以外，我什麼運動都喜歡。 
建希：我同意，我們別說棒球了。 
漢杰：那我們說什麼呢？ 
建希：我們可以說說高爾夫球。 
漢杰：你聽說了嗎？Masters 的比賽，Jordan Spieth 有很糟糕的一天。 
建希：對，我聽說了，可是我常常看 Bubba Watson，我非常崇拜他。 
漢杰：因為 Jordan Spieth 是我的高中同學。 
建希：真的！ 
漢杰：對對，所以他是我最喜歡的專業高爾夫球運動員。 
建希：你知道下一個比賽是什麼時候嗎？ 
漢杰：我不知道，可是我想可能是在五月開始吧。 
建希：現在我們可以看很多的運動比賽。 
漢杰：不行，我們有很多的作業。 
建希：作業，噢，功課？為什麼？ 
漢杰：別忘了！ 我們是中文課的學生。 
建希：喔，對了, 我們是大學生。 
漢杰：太糟糕了。 
 
 
 

Vocab: 
一說 yīshuō (way of) saying (sth) / statement / argument / theory 

冰球 bīngqiú ice hockey / puck 

球隊 qiúduì sports team (basketball, soccer, football etc) 

初賽 chūsài preliminary contest / initial heats of a competition 

複賽 fùsài semi-final / intermediary heat of a competition 

太好了 tàihǎole very good 

打進 dǎjìn to breach / to invade 

搞錯 gǎocuò mistake / to make a mistake / to blunder / mistaken 



話題 huàtí subject (of a talk or conversation) / topic 

棒球 bàngqiú baseball  

高爾夫球 gāo'ěrfūqiú golf / golf ball 

崇拜 chóngbài to worship / adoration 

下一個 xiàyīge the next one 

噢 ō Oh! 

對了 duìle Corre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