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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七學年四技二專第五次聯合模擬考試
共同考科 英文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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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字彙與片語
1. Cynthia 骨瘦如柴，因為她對吃的東西很挑剔。
(A) 有說服力的 (B) 獨特的
(C) 挑剔的
(D) 高興的
2. 身為一位消防隊員，洛夫從燃燒的房子中和倒塌的
工地中拯救了許多人。
(A) 摧毀 (B) 拯救 (C) 留下印象 (D) 保護
3. 根據氣象預報，預計過境台灣北部的冷鋒將會使全
島許多地區氣溫下降到攝氏十度。
(A) 預測 (B) 猶豫 (C) 想法 (D) 準備
4. 為了振興經濟，政府決定發送消費卷給全部的人
民。
(A) 方便性 (B) 消費 (C) 溝通 (D) 循環
5. 全世界的人民對中國製的產品有所疑慮，舉個例
子，中國的奶粉已經被證實含有三聚氰胺。
(A) 否認 (B) 要求 (C) 應用、申請 (D) 證實
6. 近來的研究發現在不同的國家中，基因、飲食和癌
症都有密切的關聯。
(A) 障礙 (B) 關聯 (C) 原則 (D) 討論
7. 經濟蕭條導致全世界的人們擔心被解雇和失去工
作。
(A) 變失業 (B) 變不感興趣
(C) 變殘障 (D) 變無家可歸
8. 現今，青少年的偶像對於他們的思想和行為有極大
的影響力。
(A) 成份 (B) 效果影響 (C) 比賽 (D) 道歉
9. 每個人都喜歡 Mitilda，因為她總是非常體貼和將心
比心。
(A) 體貼的 (B) 和平的
(C) 感激的 (D) 相當多的
10. 這個委員會是由來自公營以及民營的公司代表所
組成的。
(A) 抵抗 (B) 堅持 (C) 持續 (D) 由~構成
11. 中學生因學業而有相當高的壓力，且常常覺得很焦
慮。
(A) 相當地
(B) 慷慨地
(C) 一開始地 (D) 客觀地
12. 去年的海角七號造成轟動，且吸引人們去戲院觀
賞，而且影片中的角色之後都變得更受歡迎。
(A) 指揮 (B) 衝突 (C) 角色 (D) 彌補
13. 雖然因為受傷而倒下多次，她持續奮戰且贏得觀眾
的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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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權威 (B) 約定 (C) 掌聲 (D) 聽眾
14. Julia 缺席一整週沒來上課的原因是她得了重感冒。
(A) 提出 (B) 彌補 (C) 抵抗 (D) 染上
15. 因信用卡和房貸產生的高利率造成了許多社會和
經濟的問題。
(A) 起因於 (B) 呼籲 (C) 散發出~ (D) 導致

二、對話題
16. Joan：康妮和我計畫要去威尼斯欣賞嘉年華會，你
要加入我們嗎？
Peter：我老早就期待著去欣賞這華麗之都和坐著貢
多拉小船遊運河呢！我要加入！
Joan：當然好囉！我們也打算要去看那有名的比薩
斜塔和去米蘭血拼呢！
(A) 祝一路順風！
(B) 饒了我吧！
(C) 這還用你說！當然 (D) 算我一份！
17. Adam：妳今晚有空嗎？
Sylvia：恐怕沒空。我們今晚要加班，而且如果我
沒把工作做完，老闆不會讓我下班。
Adam：好可惜喔！我有兩張太陽馬戲團的票。糟
了！我可能需要去退票了。
(A) 沒問題！
(B) 多可惜呀！
(C) 我們休工吧！ (D) 慢慢來。
18. Christy：你知道嗎？有一場在博物館展出的長毛象
特展呢！我好想去看那些化石！
Greg：展期多長？
Christy：直到月底。
Greg：那你最好趕快去看，聽說每天都有很多人去
呢！
(A) 自從上禮拜四起。
(B) 到這個月底。
(C) 已經展出兩個月了。 (D) 每隔一個月。
19. Cynthia：如果我們買一份大的，就可以免費得到一
份小的。
Tina：真是划算！我想要蝦子、辣香腸、和洋蔥，
還有多加一點起司。
(A) 別提了/區區小事何足掛齒。
(B) 你難倒我了/你問倒我了。
(C) 真是划算！
(D) 我們現在扯平了。
20. Vivian：那一家的冰淇淋很特別，你想像不到他們
在爐子上“炒”冰。
Michael：我同意，而且當你進入店內時店員還會唱
歌給你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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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vian：那何不進去試試他們的綜合口味？
(A) 我同意。
(B) 休想/絕不可能。
(C) 我不知道。 (D) 別引人側目。
21. Shirley：早安，我可以和經理史蒂芬先生講話嗎？
Jennifer：他五分鐘前出去了，預計中午前會回來。
Shirley：你介意我留個訊息嗎？
Jennifer：一點也不，請問您是誰？
Shirley：我是第一公司的伯朗小姐，我的號碼是
2266-5566。
Jennifer：謝謝，我會告訴我們經理您的來電。
Shirley：謝謝，再見。
(A) 我可以留言嗎？
(B) 妳介意幫我留個訊息嗎？
(C) 你可以幫我記下訊息嗎？
(D) 你可以等一下嗎？
22. Billy：喔！天哪！我的硬碟當了！我所有的報告都
存在裡面！
Jeff：放輕鬆，讓我來幫你。我們先試著搜尋檔案
總管吧
Billy：我只能依賴你了，我沒有備份磁片。
(A) 放輕鬆。 (B) 祝演出成功/祝好運。
(C) 你活該。 (D) 我們言歸正傳。
23. Peter：你期末報告分數好嗎?
Mike：我以為我表現很好。
Peter：發生什麼事了？
Mike：結果我的分數竟然比預期還低分。
Peter：別難過，振作起來，下次再努力吧！
(A) 當然。
(B) 是的，我表現很好。
(C) 我不知道。 (D) 我以為我表現很好。
24. Sylvia：不好意思。請問這件襯衫有紫色的嗎？
Clerk：很抱歉，現在沒有紫色的，但是有藍色的。
Sylvia：那我要看藍色的。
Clerk：好，我拿給你。
Sylvia：謝謝。對了，更衣室在哪裡？
(A) 我可以在哪裡試穿？
(B) 可以打折嗎？
(C) 請問這件襯衫有紫色的嗎？
(D) 這件襯衫有不同的尺寸嗎？
25. Waitress：先生，不好意思，請問準備好點餐了嗎？
Jack：是的，我想來份凱薩沙拉、八分熟的牛排和
巧克力蛋糕。
Waitress：要來點喝的嗎？
Jack：只要一杯熱拿鐵。
Waitress：就這樣？
Jack：再來個冰淇淋。我要香草口味。
Waitress：沒問題。
(A) 再來個冰淇淋。 (B) 柳橙汁似乎更好。
(C) 我不用蛋糕了。 (D) 我沒有食慾。

三、綜合測驗
你是否曾想過讓自己的想法印行出書且成為作家
呢？也許對大多數的我們而言這是不可能的，但是彰
化縣一個國小的班級做到了！這本書標題是“十二歲
的天空”，它證明了孩子們的夢想也可能有一天會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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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而且這激勵了許多讀者勇於追求自己的目標。這
都起源於某個早晨，他們的導師要求全班要結合下列
五個因素：幫助他人、挑戰不可能、一個大計畫、台
灣人物誌、和畢業旅行。班上的一位女生舉起她的手，
提議他們可以訪問社會上有影響力的人物像是林懷
民、嚴長壽、和沈春華等等後再出書。在達成共識後，
這些學童分成小組、安排細節、寫邀請卡、思考發問
的問題、和親自去台北面訪這些菁英。對孩子而言，
他們不僅得到無價的智慧和生活經驗，而且可以學到
人生中最重要的一課：勇於夢想且持續努力讓美夢成
真！ 當問到他們將如何運用出書賺得的錢時，孩子們
回答她們除了每本書中將保留一元用於畢旅基金外，
將把錢捐贈給慈善機關！
26. get+O. +pp.表讓想法被印行
27. (A) 沒有用的 (B) 失業
(C) 無疑的
(D) 不可能的
28. 考時態，之前辦到了 but the students published the
book 用 did 代替
29. 關係代名詞省略之文法原句為…，which inspired
many readers…
30. 單字題
(A) 分開 (B) 結合 (C) 釋放 (D) 促進；貢獻
31. 此題考易混淆字
(A) rise-rose-risen
上升(vi)
(B) arouse-aroused-aroused
激起(vt)
(C) raise-raised-raised
舉起(vt)
(D) arise-arose-arisen
發生；站起來(vi)
32. Not only ~but also 放句首要倒裝 原句為 They not
only gained the priceless wisdom…
33. (A) 除~之外不算 (B) 期待
(C) 除~外
(D) 在旁邊
(除了一元當畢旅基金“不算”外用 except)
在 2008 年的北京奧運中，吸引了許多運動迷的是
美國運動選手麥克菲爾普斯在歷史上創下驚人的新紀
錄，他在特別建造的水立方游泳池中贏得了八面金
牌。然而不僅僅是比賽本身造成騷動，而是游泳選手
身上穿的服裝。由 Speedo 和美國太空總署共同設計的
最新的高科技泳裝，LZR racer 或俗稱的鯊魚裝，價值
超過 500 美元，但和 2000 年首次問世的鯊魚裝相比，
可以減低至少百分之 4 的水中阻力，更輕盈、更防水、
且更容易讓游泳者在水底呼吸，但這件超級服裝因為
很緊，以致於在他人的幫助下要完全穿上它需要花上
至少 30 分鐘。
不管這件衣服多麼的先進，無可否認的是科技仍
有其限制。要輕易奪得金牌還需要肌力、精力、技術
及毅力！因此，隨著歷史在北京以微秒之差被打破，
全世界的運動員仍能依賴所有合法的科技得到助力
呢！
34. 修飾前面的人名，關係代名詞用 who
35. (A) 然而 (B) 所以 (C) 此外 (D) 也就是說
36. (A) 如何
(B) 哪裡
(C) ~的東西(the thing which) (D) 何時
37. 分 詞 構 句 之 省 略 / 原 句 ...when it was comp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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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 另外考 compare with 此片語
A is compared with B
A 被拿來和 B 相比較
(ex) Lily is often compared with her sister.
38. so+adj/adv…that 子句
39. No matter how + adj + S + V..= However adj. +S.+V.
40. It takes+sb+時間/金錢/毅力..(抽象名詞)+to V
若選(D)acquired = got 得到，應改為 required 才可選
加拉巴哥群島位於東太平洋中，距離南美洲西海
岸 972 公里處。兩百萬年前，因為火山爆發所形成。
1835 年，一個二十六歲的英國年輕人跟隨英國海
軍第一次來到了這裡。年輕人在島上花了一個多月的
時間搜集標本及觀察島上的物種，他發現島上的物種
是獨特的，也就是說，它們看起來像大陸上的物種實
際上卻又不大相同。舉個例子，群島上某種鳥的鳥喙
在三個島嶼上大小都不同，為的是要適應捕捉獵物的
不同方法。因此這個年輕人便開始質疑“上帝創造一
切，萬物不會改變，只是會滅絕＂的傳統觀念。多年
後。他發表了《物競天擇的物種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Natural Selection)一書，使生物學科學和天擇
的研究有了革命性的轉變。這個年輕人是誰？他便是
查理斯達爾文。從那時起，加拉巴哥群島成為自然物
種的研究中心且現在成為世界遺產之一。
41. 根據本文，加拉巴哥群島位於哪一洲？
(A) 北極 (B) 美洲 (C) 非洲 (D) 亞洲
42. 根據本文，加拉巴哥群島有何特殊之處？
(A) 有獨特火山景觀
(B) 島上很多物種
(C) 很多物種截然不同
(D) 它是英國海軍的中心
43. 下列何者不是達爾文所做的事情？
(A) 當他在群島上時他出書了
(B) 他收集許多關於動物的標本
(C) 他研究鳥類不同大小的鳥喙
(D) 他提出了關於生物學一種新的想法
44. 在第七行中，preys 這個字指的是
(A) 鳥所害怕之物
(B) 鳥所受苦之物
(C) 鳥所賴以維生之物
(D) 鳥所適應的東西
45.我們可以從原文中推論出_____
(A) 傳統生物學家認為鳥喙不同的鳥類是相同物種
(B) 達爾文證明了鳥喙不同的鳥類是相同物種
(C) 天擇意味著鳥永遠不會適應而只是滅絕而已
(D) 這群島自從火山爆發後吸引了生物學家的注意

要開自己的車上班,而是分攤油錢，坐同事的車就可
以。這常被稱為“同車共乘”，是另一種節能且省錢
的好方法。此外在室內像是隨手關電器、當手機完成
充電後馬上拔掉、定期讓冰箱除霜，就會有所改變。
你可能不知道的是，連避免購買瓶裝的水、或過季的
水果、減少食用肉類或進口商品、多購買有機食品也
可以減少碳足跡。
46. 碳足跡大致是關於什麼？
(A) 一種影響人類活動的商業策略。
(B) 一種測量石油和煤炭純度的科學方法。
(C) 一種鞋公司的牌子用來促銷特殊的鞋印。
(D) 一組顯示溫室氣體程度的數字。
47. 根據本文，哪一個國家產生最多的二氧化碳量？
(A) 英國 (B) 美國 (C) 中國 (D) 印度
48. 下列何者沒有在文中提到以降低碳足跡？
(A) 徒步上班
(B) 從國外買高品質的商品
(C) 買較少的瓶裝水
(D) 吃較少的肉類和較多的有機食物
49. 在第八行中，car pool 這字指的是
(A) 在水池旁邊洗車 (B) 一同坐車去辦公室
(C) 在車中玩撞球 (D) 和朋友一同擁有車子
50. 我們可以從文中推論什麼？
(A) 減少碳足跡需要花費很多時間和大量的金錢
(B) 只有已開發國家像美國才會面對高碳足跡量的
問題
(C) 進口商品需要飛機運送會增加碳足跡
(D) 越多碳足跡，全球暖化問題就越不嚴重

碳足跡是測量人類在地球上影響的一種具體方
法，指的是每個人每個家庭或每個國家所產生的二氧
化碳量，這些溫室效應產生的氣體，尤其是因為每天
燃燒石油和煤炭排放的氣體，已經被證實是導致全球
暖化的主因。例如，美國有著全世界最大量的碳足跡，
接著是中國、印度及其他發展中國家。
為了減少碳足跡，事實上不需要花錢就有許多你
可以做的事情，來對環保盡份心力。舉個例子，試著
走路或騎腳踏車而不是使用運輸工具上班，你也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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