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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Pinyin English
閱讀 yuèdú read

微醺 wéi xūn tipsy

眼眸 yǎn móu eyes

甜得過頭 tián de guòtóu too sweet

濃郁 nóngyù rich(taste/fragrance)

雪茄 xuějiā cigar

浪費時間 làngfèi shíjiān waste time

收起來 shōu qǐlái put away

拱廊 gǒng láng arcade

壁畫 bìhuà mural

舊城 jiù chéng old town

塗鴉 túyā graffiti

色彩 sècǎi color

說不出話 shuō bù chū huà speechless

落幕 luòmù the end of the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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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事 xīnshì a load on one's mind

國度 guódù country

孤單 gūdān loneliness

征服 zhēngfú conquer

鐵鑄的 tiě zhù de made of iron

招牌 zhāopái shop sign

錯落 cuòluò strewn at random

一封情書 yì fēng qíngshū a love letter

街燈 jiēdēng street light

漫步 mànbù wander

美麗的 měilì de beautiful

雙人舞 shuāngrénwǔ duet dance

繽紛的 bīnfēn de colorful

老爺車 lǎoyé chē classic cars

棕櫚樹 zōnglǘ shù palm 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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搖曳 yáoyì to sway gently (as in the 

wind) 

海風 hǎifēng sea breeze

私奔 sībēn to elope

漫無目的 màn wú mùdì aimless

古董 gǔdǒng antique

書攤 shū tān bookstall

時光 shíguāng time

上輩子 shàngbèizi previous life

喧囂 xuānxiāo hustle and bustle

慵懶 yōng lǎn lazy

閣樓陽台 gélóu yángtái attic balcony

文學家 wénxué jiā wri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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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jito
作詞：黃俊郎    作曲：周杰倫

麻煩給我的愛人來一杯 Mojito 我喜歡閱讀她微醺時的眼眸
而我的咖啡 糖不用太多
這世界已經因為她甜得過頭

沒有跟她笑容一樣濃郁的雪茄 就別浪費時間介紹收起來吧
拱廊的壁畫 舊城的塗鴉
所有色彩都因為她說不出話

這愛不落幕 忘了心事的國度 妳所在之處 孤單都被征服
鐵鑄的招牌 錯落著就像
一封封城市 獻給天空的情書
當街燈亮起 Havana 漫步
這是世上最美麗的那雙人舞

繽紛的老爺車 跟著棕櫚搖曳 載著海風私奔漫無目的
古董書攤漫著時光香氣
我想 上輩子 是不是就遇過妳
喧囂的海報躺在 慵懶的閣樓陽台
而妳是文學家筆下的那一片海

麻煩給我的愛人來一杯 Mojito 我喜歡閱讀她微醺時的眼眸
而我的咖啡 糖不用太多

這世界已經因為她甜得過頭

這愛不落幕 忘了心事的國度 妳所在之處 孤單都被征服
鐵鑄的招牌 錯落著就像
一封封城市 獻給天空的情書
當街燈亮起 Havana 漫步
這是世上最美麗的那雙人舞

鐵鑄的招牌 錯落著就像
一封封城市 獻給天空的情書
當街燈亮起 Havana 漫步
這是世上最美麗的那雙人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