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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九學年四技二專第一次聯合模擬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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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字彙與片語
1. 善於溝通的人能夠適當地表達情緒。
(A) 言辭 (B) 想法 (C) 感覺 (D) 想法
2. 由於對政治持不同建議，這對夫妻已經為了選舉爭吵
兩個月了。
(A) 爭吵 (B) 完成 (C) 解釋 (D) 防止
3. 堤姆已經為了考試準備一個月了。他確定他將可以通
過考試。
(A) 某一 (B) 確定的 (C) 特別的 (D) 懷疑的
4. 由於地理位置，台灣在夏天時常受到颱風影響。
(A) 觸碰 (B) 移動 (C) 提供 (D) 影響
5. 一個五歲大的嬰兒可以說話實在是令人驚訝且無法置
信的。
(A) 不正確的
(B) 無趣的
(C) 令人困惑的 (D) 令人驚訝的
6. 進入大學後，你會遇見來自各種背景的同學。
(A) 遠離的 (B) 粗暴的 (C) 多種的 (D) 連續的
7. 林總是在繪畫比賽中贏得第一名；她的父母以她為傲。
(A) 誠實 (B) 感到驕傲
(C) 尊敬 (D) 相處
8. 這問題並不是很困難；我們將能很快地提出好的解決
方法。
(A) 想出 (B) 拜訪 (C) 盼望 (D) 注意
9. 肯已經整個月都在速食餐廳用餐。目前他已經增加 10
公斤的體重了。
(A) 上車 (B) 下車 (C) 增加(體重) (D) 拖延
10. 麥可的父親多年前已經去世，所以他的母親必須獨自
養育三個兒長大。
(A) 養育 (B) 減少(程度等)
(C) 引起 (D) 隨身攜帶
11. 如果你想拿到在派對上拍的照片，我會
這封
信寄給你。
(A) 至於 (B) 贊同 (C) 由於 (D) 連同
12. 為了吸引更多的注意，這個明星習慣穿著樣式時髦且
顏色引人注目的
。
(A) 西裝 (B) 調查 (C) 制度 (D) 雕刻
13. 電影頭文字 D 改編自日本漫畫且
周杰倫一位
業餘賽車手。
(A) 扮演
(B) 作曲、組成
(C) 由…主演 (D) 討論
14. 每個早上，你可以在當地的市集發現不同的新鮮乳製
品或農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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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問題 (B) (農)產品 (C) 過程 (D) 節目
15. 在 2009 年時，兩名被北韓俘虜的美國記者最後安全地
被送回美國。他們將他們的
歸功於比爾柯林
頓對於金正日的誠摯的道歉。
(A) 釋放 (B) 尊重 (C) 關係 (D) 重複

二、對話題
16. 旅館服務人員：有什麼需要我幫忙嗎？
東尼：有。我想要辦住宿手續。我一個月前預約的。
旅館服務人員：
東尼：東尼．陳
(A) 要待幾晚呢？
(B) 請問您的大名？
(C) 請問您的房號？ (D) 不好意思，請再說一次。
17. 侍者：請問要點餐了嗎，先生？
顧客：我想要一杯低卡可樂與牛排加薯條。
侍者：
顧客：請給我全熟的。
(A) 哪一種口味？
(B) 內用或是外帶？
(C) 你的牛排要幾分熟？
(D) 你的牛排要哪種淋醬？
18. 乘客：
空服員：你的座位號碼是 20A。沿著走道。座位就在
你的左手邊。
乘客：謝謝。
(A) 不好意思，我要如何去車站？
(B) 不好意思，但我想你坐到我的位置了。
(C) 我的班機延後了。你可以幫我處理這問題嗎？
(D) 這是我的登機卡，你可以告訴我的位置在哪嗎？
19. 顧客：這一件短衫多少錢？
店員：這現在正在拍賣，所以只要四百元。
顧客：
店員：當然。更衣室在那。
(A) 我可以試穿嗎？
(B) 我要這一件。
(C) 你可以給我看其他款式嗎？
(D) 這是用何種材質做的？
20. 吉姆：不好意思，我想要去故宮博物院。
路人：讓我想一下。你可以搭那裡的公車 304。大概
10 分鐘車程。
吉姆：感謝你的幫忙。
(A) 計程車招呼站在哪？
(B) 304 公車多久來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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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最近的捷運站在哪？
(D) 要怎麼去那裡最快？
21. 醫師：
病人：我有一點發燒，而且當我呼吸時會胸痛。
醫生：讓我檢查你的胸部。 請解開襯衫的扣子。
(A) 你昨天吃了什麼？
(B) 讓我們測一下你的體溫。
(C) 怎麼了嗎？
(D) 你痛多久了？
22. 梅：我好像將我的皮包留在你們的店裡。
女侍者：
梅：一個小小的、咖啡色皮革的皮包。裡面我放了學
生証和五百元。
女侍者：啊，是這一個嗎？
(A) 是什麼樣的皮包？
(B) 我可以替你做什麼嗎？
(C) 失物招領處在那。
(D) 請讓我考慮看看。
23. 觀光客：我想要送這包裹到台灣。
郵局服務人員：
觀光客：海運要多久？
郵局服務人員：一般海運會需要至少一個月的時間。
(A) 需要我替你服務嗎？ (B) 空運或海運？
(C) 有重量限制。
(D) 這裡面是什麼？
24. 琳達：
詹母士：別這樣!今天我請客。下一次，你再請我喝
一杯。
琳達：好，就這麼說定了。
(A) 今天各付各的吧。
(B) 我不要放任何辣椒。
(C) 我可以外帶嗎？
(D) 我可以再看一次菜單嗎？
25. 亨利：你要如何和海倫慶祝情人節？
山姆：
亨利：如果我是海倫，我一定會生氣。確定你將不會
失去她的心。
(A) 快閃。
(B) 我會發瘋。
(C) 我們常在一起。 (D) 這次沒活動，下次吧。

三、綜合測驗
Question 26-30
很多小孩一定曾經在迪士尼頻道觀看過小熊維尼與
他的冒險歷程。事實上，小熊維尼是一隻由艾倫．亞歷山
大．米恩所創造 26 虛構的熊。米恩是以他兒子克里司多
夫．羅賓．米恩所擁有的一隻泰迪熊為小熊維尼這角色命
名 27。角色克里司多夫．羅賓則是克里司多夫．羅賓．米
恩的化身。其他多數角色的名字也是以羅賓的填充玩具來
命名，但除 Owl 與 Rabbit 以外 28。這兩個角色是以米恩
在薩西克斯郡(英國東南方的一個郡)亞士頓森林鄉間房
子周圍所居住的真實動物來命名。百畝森林也就是根據此
地所寫出來的。
「小熊維尼」在 1926 年出版，
「小熊維尼的房子」則
在 1928 年陸 續 出 版 。這 兩 本 書 都是 由 夏 普 德 (E. H.
Shepard)以美麗的方式插畫配圖，他的畫使得這些書甚至

英文

29

更有魔力。小熊維尼系列的書變得受到老少的喜愛而且
翻譯成很多語言。華特．迪士尼的女兒也喜歡閱讀小熊維
尼系列的書，這啟發 30 了迪士尼在 1966 年將維尼熊轉拍
成電影。
26. 小 熊 維 尼 是 被 A.A. Milne 所 創 造 出 的 ， 故 選 (B)
created。
27. name sb./sth. after sb./sth.以某人/某物來命名某人/某
物，故選(C) after。
28. (A) 包括
(B) 也
(C) 除…之外，還有 (D) 除之外(不包括)
根據 28 空格後面那一句 These two characters were
based on real animals that lived in the surrounding area
of Milne’s country home in Ashdown Forest, Sussex.來
判斷，Owl 與 Rabbit 應是依照森林裡的真實動物(而
非填充玩具)所命名。故選(D)。
29. 修飾比較級的程度副詞，可用 much, even, still 等。故
選(B) even
30. 原句應為…，which inspired Disney to bring Pooh to
film in 1966. 經過簡化，成為…，inspiring Disney to
bring Pooh to film in 1966.，故選(C)。
Question 31-35
兩千年以前，克爾特人總是在 11 月 1 日慶祝。因為
。在這段時間，克爾特
這天被視為 31「克爾特人的新年」
人將會為了過冬開始貯存生活補給品 32 與屠宰家畜。對於
克爾特人來說，這也是慶祝豐收季節的尾聲，也是黑暗、
寒冷的冬天的開始。
克爾特人相信在 33 新年的前夕，活人與死人世界的邊
界變得模糊不清。過世的人會藉由像是疾病或是損害 34
農作物來對活人造成威脅與危險。克爾特人對於這些不好
的徵兆很害怕。因此 35，克爾特的神職人員會建造很大的
篝火(bonfire)，人民便聚集在此燃燒農作物與動物，獻給
過世的人當作祭品。
31. be regarded as 被視為…，故選(B) as。
32. (A) 戰爭 (B) 水域 (C) 驚喜 (D) 生活補給品
33. eve 前的時間介系詞應用(A) on。
34. 舉例後的事物應屬同一類性質，因此過世的人會造成
疾病與收成欠佳的現象，依上下文，語意應選(C)
damaged。
35. 過世的人會對活人造成危險與建造篝火來獻祭，為因
果關係，故選(B) Therefore。
Question 36-40
在 1964 年以 The Jackson 5 的成員之一初次登臺之
後，麥可傑克森在 1971 年開始單獨表演的生涯。在早期
表演時，他不但將音樂錄影帶從促銷的工具轉變成藝術的
形式，他也 36 將一些肢體複雜的舞蹈動作，像是機器人
與月球漫步更加流行普及化。除了音樂與舞蹈外，麥可
也是一位有名的慈善家與人道主義者，他 37 經常經由他自
己的「Heal the World Foundation」，捐獻了數百萬元給需
要的人們。雖然麥可的私生活引起 38 很大的爭論，像是外
貌與膚色的改變與兒童性侵，但他對於音樂與舞蹈獨特的
貢獻 39 讓他在過去的四十年流行文化界佔有一席之地。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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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被認定為有史以來 40 商業上最成功的藝人與藝術家
之一。
36. not only...but (aslo)，故選(D)but。
37. 代表前面的慈善家，故選(A)who。
38. (A) 停止 (B) 預防 (C) 產生、造成 (D) 傷害
依語意，故選(C)。
39. contributions 後面加 to，故選(B)。
40. (A) 偶爾；有時
(B) 屢次
(C) 一度；曾經
(D) 有史以來。依語意，故選(D)。

四、閱讀測驗
Question 41-45
衣索比亞人應該是第一個發現並認出咖啡豆有刺激
效果的人。據說，在九世紀時，一位衣索比亞的牧羊人在
他察覺羊隻在嚼食某種野外不知名植物的漿果後變得很
有活力，無意間發現了咖啡。在衣索比亞入侵葉門後，咖
啡傳播到葉門和埃及。十五世紀前，咖啡已經傳遍中東剩
餘的地區、波斯、土耳其與北非。接著又散播到義大利，
然後到其餘的歐洲各國、印尼與美洲國家。
咖啡在殖民時代傳到北美時，剛開始並沒有如它在歐
洲一樣地成功。然而，到革命戰爭時，英國茶商減少茶葉
的進貨量，導致咖啡的需求提升。咖啡價格也因此急遽地
上升。今日，咖啡對於第三世界如非洲與中美洲國家來
說，已經是一個極其重要的經濟作物。超過一億的人口變
的十分依賴咖啡做為他們主要收入來源。
41. 根據本文，咖啡最初如何被發現？
(A) 一個衣索比亞牧羊人餵食一種不知名的果實給他
的羊群。
(B) 羊群被發現在吃某種野外植物的漿果後變得有活
力。
(C) 英國商人減低對美國茶葉的提供。
(D) 回教國家將咖啡引進其他各國。
42. 此篇文章主要有關於
。
(A) 煮咖啡的藝術。
(B) 喝咖啡的功效。
(C) 為何咖啡會受到全世界的歡迎
(D) 咖啡的歷史與流傳世界的旅程
43. 根據本文，哪一個國家是最後輸入咖啡進口？
(A) 埃及 (B) 英國 (C) 美國 (D) 衣索比亞
先後依序為：衣索比亞、埃及、英國(...then to the rest of
Europe)、美國 (..., and to the Americas.)
44. cash crop 意指是？
(A) 為了食物而栽種的作物
(B) 為了賺錢而栽種的作物
(C) 為了研究而栽種的作物
(D) 為了製藥而栽種的作物
45. 根據本文，我們可以臆測最初咖啡可以傳到衣索比亞
以外的世界各地去，是因為
。
(A) 戰爭
(B) 疾病
(C) 太多現金
(D) 山羊的遷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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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46-50
Myopia 通常是指近視眼的專門術語。有近視眼的人
看近的物體很清楚，但遠距離卻是模糊的。當得到近視眼
時，角膜彎曲度會變的過大，以致於看到的影像聚焦於眼
睛的玻璃體內側而不是眼睛後側的視網膜。近視是普遍的
且它的形成是逐漸的。多數普遍的是，近視開始出現於 8
到 12 歲之間，雖然它也可能出現在出生嬰孩的身上或是
到 80 歲才開始近視。近視是令人困擾的，但它絕不是疾
病。
主流的眼睛保健專家最普遍使用矯正鏡片，如眼鏡或
是隱形眼鏡，來矯正近視。矯正鏡片具有反向光學倍率的
功用可以彌補近視眼過度的正面屈光度。隨著科技的進
步，今日，近視也可以使用折射的手術，如雷射的方式來
做矯正。
46. vision 這字意指__________。
(A) 人們所看的東西
(B) 人們所聽的東西
(C) 人們所感覺的東西 (D) 人們所聞的東西
47. 這篇文章大意是__________。
(A) 近視一點都不是病
(B) 有近視的人在學校學不好
(C) 近視是視覺的問題且可以用很多方式矯正
(D) 那些近視的人需要用矯正鏡片來矯正視力
48. 此篇文章最好的標題是__________。
(A) (眼球的)晶體的運作 (B) (眼球的)晶體的診斷
(C) 近視的力量與效用 (D) 近視的原因與矯正
49. 這篇文章暗指著__________。
(A) 老人也有可能得到近視的機會
(B) 若近視不校正，可能造成眼盲與耳聾
(C) 任何有近視的人可藉由雷射完全恢復視力
(D) 一旦人們得到近視，有可能餘生都會有近視
50. 你最有可能在下列哪一本雜誌中讀到這篇文章？
(A) 富比士(商業雜誌) (B) 健康
(C) 商業旅遊者
(D) 國家地理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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