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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二專聯合複習考試 
共同考科 英文 詳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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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字彙題 
1. 這業務沒有準備好，對於是否能得到國際公司的合約

感到沒把握。 
(A) 確定的  (B) 確定的 

(C) 不可能地 (D) 沒信心的  
2. 被牽扯入已婚婦女的緋聞，這位電影明星道歉並宣稱

他只是犯了每個男人都會犯的錯。 
(A) 感情上的 (B) 傳統的 

(C) 普通的  (D) 奇怪的  
3. 他書中的每個角色都被描述的栩栩如生，很難相信這

整個故事是虛構的。 
(A) 荒謬的 (B) 虛構的  

(C) 珍貴的 (D) 狡猾的 
4. 為了增加受雇率並且能與其他人競爭，越來越多的年

輕人決定在畢業後繼續進修。 
(A) 有能力的     (B) 可信賴的(語意不合)  
(C) 寬慰的(語意不合)  (D) 可得到的(語意不合) 

5. 太極現今普遍被認為是一種柔性的防衛以及一種保持

健康的方式，而不是一種武術。 
(A) 預約 (B) 連結 
(C) 購買 (D) 看待；將…看成是… 

6. 15 分鐘的伸展運動不只可以增進身體的血液循環，還

可以幫助我們保持健康。 
(A) 包刮 (B) 增進；改善 (C) 比較 (D) 培育 

7. 看到蟑螂朝她飛過來，膽小的女孩什麼也沒做只是尖

叫。 
(A) 溢出 (B) 尖叫 (C) 打；擊 (D) 黏貼  

8. 厭煩了過著充斥著例行公事的生活，公務員決定請假

去旅遊。 
(A) 版本 (B) 見解 (C) 例行公事 (D) 利益 

9. 握著他從垃圾桶撿來皺皺的彩券，這乞丐無法相信他

一夜致富。 
(A) 自大的 (B) 自負的 (C) 沮喪的 (D) 皺皺的  

10. 多虧了現代醫學科技，在一些外科手術中，醫生已被

機器人取代了。 
(A) 發展 (B) 慶祝 (C) 取代 (D) 發明 

11. 害怕他們的商標會被對手盜用，這公司決定要付費向

政府註冊它的商標。 
(A) 註冊，登記 

(B) 管理；使規則化 
(C) 象徵，表示；作為…的代表 
(D) 提醒 

12. 預測地震的方法都已嚐試過了，但很不幸的，都沒有

用。 
(A) 產生 (B) 預測 (C) 執行 (D) 偏好 

13. 贏得了國際烹飪比賽的冠軍，Mike 終於說服他的父母

親當廚師也是個高貴的職業。 
(A) 啟發          (B) 說服 
(C) 評定；裁決；判斷 (D) 賺得，掙得 

14. 在與她的母親激烈爭吵之後，Janet 後悔了，她知道她

應該站在她母親的立場想想。 
(A) 站在…的立場 (B) 捉弄她母親 
(C) 發脾氣    (D) 給她母親一個教訓 

15. 據說癌症與抽菸和喝酒有關有關，對大部分的病患都

是禁止的。 
(A) 比較 (B) 聯想；與…相關 
(C) 申請 (D) 被認為是 

二、對話題 
16. A：您好，Smile pasta。需要什麼服務嗎？ 

B：您好，我想要預約明天晚上七點，五個人的位置， 
  麻煩您。 
A：很抱歉，我們那時候沒有位置了。    我們 

  七點四十五分有空位。 

B：這樣也可以。非常謝謝您。 
(A) 您明天能來嗎？   (B) 您介意晚點用餐嗎？ 

(C) 讓我們談談條件吧！ (D) 我要如何聯絡您？ 
17. A：我知道你昨天有買彩券。有得獎嗎？ 

B：沒有，我沒得獎。我在想我是否有機會成為最幸 
  運的人可以得大獎。 
A：我也是(這樣猜想)。讓我們實際一點吧。繼續工作！ 
(A) 我會是下一個。  (B) 我也是(這樣猜想)。 
(C) 但我有。       (D) 我沒做過。 

18. A：你認為這條項鍊如何？ 
B：我覺得它適合你，但它很貴。    如果你有 
  的話，我建議你選另外一條。 
A：你說的對。我不認為在我薪水入帳之前我能負擔 
  得起任何昂貴的東西。 
(A) 你真的很喜歡它嗎？ (B) 你有任何問題嗎？ 
(C) 你有帶足夠的錢嗎？ (D) 你有預算嗎？ 

19. A：你介意開冷氣嗎？越來越熱了。 
B：    ，但我不能開。老闆說如果溫度低於攝 
  氏 30 度，我們就不應該開冷氣。 
A：好吧，讓我們等到中午吧。我相信到時候會有 30 
  度的。 
(A) 不，我不介意 (B) 是的，我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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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當然     (D) 是的，我不介意 
20. A：你臉色蒼白。怎麼了嗎？ 

B：我覺得不舒服。我想我早上吃錯東西了。 
A：你現在最好請假去看醫生。     

B：好啊，麻煩你了，我不認為我可以開車。 
A：好，30 分鐘後樓下見。 
(A) 你能載我一程嗎？  
(B) 你介意我跟你一起去嗎？ 
(C) 你需要我陪你去嗎？ 
(D) 你有預約嗎？ 

21. A：您的准考證和身分證？ 
B：抱歉，我忘了帶身分證。     
A：可以，我們接受任何有照片的證件。 
(A) 是我的錯。能原諒我嗎？ 
(B) 你們接受駕照嗎？ 
(C) 有關係嗎？ 
(D) 我可以現在回家拿嗎？ 

22. A：Julie 還沒到家。她會錯過 HBO 頻道上她最喜歡的 
  電影。 

B：     
A：真的嗎？或許我們應該幫她錄起來，她明天就可 
  以看。 
(A) 她剛剛打電話說，她沒辦法準時到家。 
(B) 那不是理由。 
(C) 在演什麼？ 
(D) 好可惜！ 

23. A：這是限量版。沒買到的話你會後悔。 
B：嗯。我是常客。有折扣嗎？ 
A：當然，我們會給貴賓特別的價格。 
B：好吧，那我要了。     
A：當然，您的住址是什麼？ 
(A) 我可不是說著玩的。 
(B) 你們有提供郵寄服務嗎？ 
(C) 多少錢？ 
(D) 你們接受刷卡嗎？ 

24. A：請給我您的護照和登機證？ 
B：好的。     
A：您這次旅遊的目的是？ 
B：我因公出差。 
A：您要待幾天呢？ 
B：大約 5 天。 
A：好了，您的護照和登機證。祝您有美好的一天！ 
(A) 你為什麼需要他們？ (B) 那還用說！ 
(C) 你說的沒錯。    (D) 在這裡。 

25. A：Meryl Streep 的電影要上映了。我等不及要看那部 
  電影了。你要跟我一起去嗎？ 

B：當然，我很樂意。我最喜歡她的喜劇。電影裡的 
  幽默總是讓我會心一笑 
A：     
(A) 我同意。      (B) 我自己心裡有數。 
(C) 我們來表決一下吧。 (D) 不予置評。 

三、綜合測驗 
(A) 

  陳樹菊，一位台東縣的菜販，出現在時代雜誌上全世

界 100 位最有影響力的名單中。出生在貧窮的家庭，陳樹

菊小時候沒有機會接受教育。雖然他過的很困苦，但有許

多人幫助她。懷著感激之情，陳樹菊現在捐錢蓋圖書館，

幫助孤兒，同時也致力於幫助這些需要幫助的人。陳樹菊

現在過著簡樸的生活，並且存下她大部分的收入來幫助別

人。她行事低調並且告訴記者：「錢給需要用的人才有用

處。」陳樹菊教大家的另外一件事，就是一個人不需要成

為百萬富翁就能幫助別人。只要願意，每個人都可以幫助

別人。 
26. 陳樹菊為專有名詞，用非限定用法，關係代名詞用主

格 who。 
27. 分辭構句，省略連接詞、主詞與 Be 動詞。原句為

Because she was born in a poor family, … 
28. come to one’s aid 為片語，幫助某人 
29. be dedicated to V-ing，致力於做… 
30.  (A) 經濟 (B) 經濟的 (C) 儉約的 (D) 經濟學 
31. serve one’s purpose，符合需求。 
32. need 當 V，need to Vr. / Aux not need to Vr 

need 當 Aux，need Vr. / need not Vr.(Aux 為助動詞) 
(B) 
  騎單車被認為是一種促進健康，同時也是一種降低二

氧化碳的方式，現在越來越多的人選擇腳踏車來作為交通

工具，取代開車或騎摩托車。然而，當越來越多騎腳踏車

的人上路了，卻沒有交通規則來規定這些騎腳踏車的人。

騎腳踏車邊聽音樂、邊騎邊講電話，以及逆向行車，不只

對其它的道路使用者也對他們自己造成危險。常常看到騎

腳踏車的人邊騎邊聽音樂。他們是如此專心的聽音樂以至

於他們沒有注意到交通。這樣粗心的騎車方式會造成交通

意外。據說在有交通規則規定這些騎腳踏車的人之前，只

有騎腳踏車的人的責任感能維持交通的安全。 
33. (A) 增加 (B) 減少 

(C) 增加 (D) 停止 
34. 語意上選擇 instead of，取代其他的交通方式 
35. (A) 此外 (B) 此外 (C) 然而 (D) 此外 
36. 原句可以是 Cyclists, who listen to… 

           Cyclists, listening to… 
           Cyclists, who are listening to… 
因此選擇 D 

37. not only/merely…but (also)…的句型 
38. so+adj/adv…that 子句 
39. (A) 人們說… 

(B) 謠傳… 
(C) 據報導 It is reported that…. 
(D) 故事是這樣的… 

40. It is…that…強調句的句型 

四、閱讀測驗 
(A) 
  雖然一位受到良好訓練的醫生有責任做出正確的診

斷並且開藥方，難道在醫院病人都沒有應該要做的事情

嗎？身為一個病人，除了遵守醫生所給的指示以外，有些

事情是你在醫院需要注意的。首先，你應該要清楚的描述

你感受到的疼痛，並且讓醫生看你的患部。再者，你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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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告訴醫生你正在吃的藥，包括你長久以來一直在吃的以

及會引起你過敏的藥物。這些是一直要保存的紀錄。最

後，當你要離開並拿藥的時候，你應該要詢問藥名、藥的

效用以及副作用、服用的方式以及其他你需要知道的事

情。如果有任何新的症狀或如果你吃完藥覺得不舒服，立

即回診。畢竟，當一位好的病人和找一位負責的醫生一樣

重要。 

41. 一個人吃藥的紀錄應何時記錄？ 
(A) 偶爾 

(B) 當有需要的時候 
(C) 當醫生說要做的時候 
(D) 要一直做這些紀錄 

42. 根據文章，下列何者不是你離開醫院時需要知道的資

訊？ 
(A) 藥的副作用 
(B) 藥的名稱 
(C) 當一個好病人的方法 
(D) 服用藥物的方法 

43. 何時要立即回診？ 
(A) 當你覺得好一點 
(B) 吃完藥後覺得不舒服 
(C) 當你吃完所有的藥 
(D) 在你復原之後 

44. 哪些藥物是你需要做紀錄的？ 

(A) 會引起過敏的藥物 
(B) 你正在服用的藥物 
(C) 你一直在服用且服用一段時間的藥物 
(D) 以上皆是 

45. 疾病可以儘快被治好只要    ？ 
(A) 醫生很有名又有經驗 
(B) 病患遵照醫生的指示 
(C) 醫生盡力了 
(D) 醫生和病人合作並做好自己應做的事  

(B)  
  不知道約會要穿什麼衣服嗎？不知道你要的衣服在

哪一堆裡嗎？如果你住在智慧屋裡，那麼，你所有的問題

都可以解決。科學家和學者們正在設計智慧屋，智慧屋裡

的衣櫥有某些令人驚奇的功用是你會非常喜歡的。基本

上，這衣櫥連接著一部有螢幕的電腦，螢幕裏會顯示衣櫥

裡所有衣服的照片。所有的衣服會依照你所指定的方式分

類，例如樣式和顏色。當你想要選擇衣服來穿的時候，你

可能只需要點選螢幕上顯示的衣服，一位穿著這些衣服的

模特兒就會在螢幕上讓你去檢視這樣子好不好看。另一個

很棒的功能是每一個衣櫥裡的衣架都有一個紅燈。當你決

定要穿哪一件衣服時，衣架上的紅燈就會告訴你衣服在哪

裡。那麼你就不需要在一堆堆的衣服裡找你要的衣服。根

據預測，或許在不久的將來，這衣櫥可以偵測室外的溫度

以及天氣如何。有這種預測能力的話，這聰明的衣櫥將會

有能力可以告訴你要穿什麼、是否要擦防曬油、還有是否

要帶傘。 
46. 這篇文章要介紹的主要概念是    。 

(A) 智慧屋的功能 
(B) 約會選擇衣服的方式 
(C) 智慧屋裡的衣櫥 

(D) 衣架上的高科技 
47. “detect”這個字的意思是    。 

(A) 檢測；測出  (B) 預測  (C) 決定  (D) 感覺 
48. 衣櫥裡的衣服依據    來分類。 

(A) 樣式 
(B) 顏色 
(C) 季節 
(D) 你指定的分類 

49. 根據這篇文章，下列何者為真？ 
(A) 這衣櫥很貴。 
(B) 這衣櫥告訴你何時帶傘。 
(C) 這衣櫥聰明到決定什麼衣服適合你。 
(D) 這衣櫥提供幫你找到衣服的方式。 

50. 這智慧屋的衣櫥有這麼多的功能，因為    。 
(A) 它由電腦控制 
(B) 它很會選漂亮衣服 
(C) 它的衣架上有紅燈 
(D) 它在螢幕上顯示衣服的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