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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字彙與片語 
1. 我的父母不同意我去國外深造。 

(A) 忽視  (B) 寵壞  (C) 同意  (D) 估計  
2. 珍娜是一個非常體貼的人，所以大家都喜歡當她的同

伴。 
(A) 體貼的  (B) 負面的  (C) 強烈的  (D) 中等的 

3. 我們的老闆要求我們通宵工作，以完成該項緊急方案。 
(A) 要求  (B) 收到  (C) 適應  (D) 追求 

4. 由於證據非常不可靠，我們必須重新調查此案。 
(A) 圖像  (B) 證據  (C) 方言  (D) 花瓣 

5. 昨晚該地區被暴風襲擊後，這些植物看起來非常虛弱。 
(A) 極端的  (B) 固體的  (C) 營養的  (D) 虛弱的 

6. 珍很興奮可以贏得科學競賽的第一名。 
(A) 煩惱的  (B) 困惑的  (C) 興奮的  (D) 訂婚的 

7. 五月天的歌為很多人喜愛，因為觀眾可以感受到他們

用極大的熱情來唱歌。 
(A) 活動  (B) 熱誠  (C) 障礙  (D) 突破 

8. 在被轟炸 24 小時後，這座城市被完全地摧毀。 
(A) 實在地  (B) 匆匆地  (C) 稍微地  (D) 口頭地 

9. 棒球比賽因為連續的陣雨而再度延後。 
(A) 延後  (B) 收好  (C) 熄滅  (D) 建造  

10. Monica 的眼睛散發著幸福，當她發現她的丈夫從洪水

中被救出來。 
(A) 反叛  (B) 取代  (C) 評論  (D) 散發 

11. 在遠古時期，許多城堡被水深的護城河包圍。 
(A) 檢查  (B) 說服  (C) 調整  (D) 包圍 

12. 新出生的嬰兒需要注射各種疫苗，以保護他們不受病

毒的傷害。 
(A) 拒絕  (B) 注射  (C) 預測  (D) 噴出 

13. 總統要說明他的政策，並使人民信任他是很重要的。 
(A) 結果是  (B) 說明  (C) 控告  (D) 收拾  

14. 比賽的結果是令人意外的。表現最傑出的球隊沒有贏

得總冠軍。 
(A) 有時  (B) 在瞬間  (C) 意外地  (D) 即將來臨 

15. 火車即將出發前往台北，但 Sue 仍然還沒出現在火車

站。 
(A) 願意  (B) 渴望  (C) 即將  (D) 具有…資格  

二、對話題 
16. Tom： 我認為在我們的社區辦跳蚤市場是個好主意。 

Peter：    我用一個非常低的價格買到一個很棒 
 的自行車。 

(A) 我對此表示懷疑！  (B) 你不能那樣說。 
(C) 我恐怕辦不到。    (D) 你說的對。 

17. Treva： 對不起，你介不介意今天下午兩點跟我見個 
 面？ 
Mandy：    但是我有一個會議到 3：00。 
Treva： 那 3：30 如何？ 
Mandy： 好的，到時候見。 
(A) 是的，我介意。  (B) 完全不會。 
(C) 與我無關。      (D) 說真的(不是玩笑話)。 

18. Dick： 你有聽說珍妮的期末考試被當了嗎？ 
Bill：    她整個學期都沒有唸書。 
(A) 沒有評論。    (B) 她活該。 
(C) 她是無辜的。  (D) 說的好！ 

19. Mary： 你覺得這本書如何？ 
Janet：     
Mary： 我也喜歡這本書。我想我會再讀一次。 
(A) 我認為是寫作風格很棒，而且情節非常刺激。 
(B) 它並不如我所想的有趣。 
(C) 我在對街的書店找到的。 
(D) 我花了很長時間才在架上找到它。 

20. Peter： 為什麼當我拉小提琴時，我總是那樣粗心

 ？ 
Daniel： 不要覺得沮喪。    
Peter： 好的。我就繼續盡我所能。 
(A) 有志者事竟成。 

(B) 不要貓哭耗子假慈悲。 
(C) 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 

(D) 會叫的狗不咬人。 
21. Tom： 這星期六有空嗎？我想去一間義大利餐廳 

  慶祝我們的週年紀念日。 
Linda：    我要拜訪我在台南的祖父母。 
Tom： 週日晚上怎麼樣？ 
Linda： 行。我可以。 
(A) 可以各付各的嗎？  (B) 我比較喜歡日本料理。 
(C) 可以改期嗎？      (D) 人各有所好。 

22. 海關： 早安。你來這裡的目的是什麼？ 
旅行者：     
海關： 謝謝。祝你有愉快的一天。 
(A) 我將要去挪威。  (B) 我是一個工程師。 
(C) 我要換錢。      (D) 我來出差。 

23. Joyce： 你知道現在幾點時間嗎？ 
Phoe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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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yce： 噢！我們看電影要遲到了。 
(A) 該出發了。  (B) 不要大吵大鬧。 
(C) 7 時 45 分。  (D) 不知道，我正忙著。 

24. Benson： 今天太熱。我覺得昏昏欲睡。 
Jessie：    曬太陽一整天使我頭好痛。 
Benson： 來喝可樂如何？ 
Jessie： 當然好。我們走吧。 
(A) 很難分辨出來。  (B) 還用你說。 
(C) 你可以更好。    (D) 你又來了。 

25. Jim： James 在嗎？  
Tommy： 對不起。他今天早上不在。    
Jim： 是的。請叫他打電話給 Jim。 
(A) 你想對他說什麼？    (B) 請問你是哪位？ 
(C) 我可以留言給你嗎？  (D) 我可以幫你留言嗎？ 

三、綜合測驗 
    毫無疑問目前環境正面臨著很多問題，其中之一是不

斷增加易引起溫室效應的氣體。大多數易引起溫室效應的

氣體來自燃燒石化燃料來產生能量和發動汽車。因此，為

了改善環境，我們需要使用更少的能源。這裡有一些簡單

的方法我們可以使用來減少我們每天消耗能源的數量。 
一種方法是開始購買節能家電。這些設備都標有標籤

來讓你知道他們是更環保的。例如，您可以使用太陽能熱

水器來減少電的使用。 
    另一種方法是當不使用時，拔掉電子設備插頭。只要

它們插上插頭，它們還是使用了一些電。我們必須用各種

小方法來省電，如將門窗貼隔熱和將冷氣空調設置高一或

兩度。 
    節能其實很簡單。為什麼不立刻試一試呢？ 
26. 兩句之中沒有連接詞，用關代 which，而其中之一個，

所以是 one of which  
27. 兩句為前因後果關係，故用 as a result  
28. 片語題 

(A) 標明        (B) 被…覆蓋 
(C) 和…有關連  (D) 充滿 

29. 另一個方法，沒有限定，故用 another 
30. as long as 只要 
31. It is imperative (必要的)that S+(should)+原 V 
32. Why not +原 V 
    在美國，上英語課時，拼字比賽是一個令人興奮的遊

戲。通常，在班級的拼字比賽之前學生們會拿到一份要背

的單字。在拼字比賽開始時，所有的學生參加這個比賽，

但一旦他們拼錯了字，他們便從比賽中喪失資格。最後剩

下的學生成為贏家。學校拼字比賽的獲勝者將會接著參加

競爭更激烈地區拼字比賽。得勝者有資格參加全國拼字比

賽。因為最後全國大賽贏家的獎賞是 35,000 美元的現金，

甚至有機會見到美國總統，參加地區和全國拼寫比賽的人

數在近幾年已大幅上升。 
然而，準備全國拼寫比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進入

地區的拼寫比賽後，大部分學生聘請家教。參賽者以及他

們的家教師花數百小時時間學習單字的起源和詞類變

化，分析英語字源的外語，像西班牙語和義大利語。有一

個有趣的現象，在家自學者比接受學校教育者贏得更多的

全國拼字比賽。其原因頗令人莞爾。即使在家自學者沒有

去學校接受正規教育，他們反而有更多的時間在家練習拼

寫，所以他們依然能贏得比賽。 
33. 學生被給與，被動 beV+過去分詞 
34. once 一旦 
35. 先行詞 region 為地方，關係子句中少副詞，故用 where 
36. 人數上升，而且為主動 have been rising  
37. After they enter the regional bee  After +分詞構句(主

動用 Ving) 
38. 和 along with  
39. 包括 including +N/Ving, inclusive of N/Ving, N/Ving 

included  
40. 即使 Even though S+V, S+V  

四、閱讀測驗 
自第一個職業棒球隊在 1869 年成立於美國以來，棒

球長久以來一直是很受歡迎的運動。雖然這是一個運氣的

比賽，棒球中的迷信和禁忌與棒球比賽中的好球和壞球一

樣的多。 
就以投手為例。當投手在局和局之間離開投手丘時，

他們跳過球場的邊線。投手們相信，如果他們踩在球場的

邊線上，那麼會帶來壞運氣。此外，一些球員在返回球員

休息室前，會先觸碰某個壘包。忘記這樣做可能會導致不

好的打擊率或防守錯誤。 
當球員打擊時，也有一些儀式時，例如像用球棒輕敲

本壘板或在打擊區的土上輕劃。奧克蘭運動家隊的

Normar Garciaparra 有一個更進一步的儀式。在每球投出

之前，他以小心翼翼地調整他的手套及用腳趾輕敲地面聞

名。 
一些迷信是與球員的制服有關。在打擊火熱的時候，

打擊者可能會拒絕更換自己的襪子，無論襪子有多臭多

髒。作為投手，當不斷贏得比賽的情況下，不少的投手拒

絕更換自己的帽子以免他們失去他們的好運氣。另外有些

迷信與飲食有關。退休三壘手 Wade Boggs 每場比賽之前

都吃炸雞，這樣做幫助 Boggs 打了 3000 支安打，並進入

了名人堂。 
41. 什麼是本文的主旨？ 

(A) 棒球的起源。  (B) 著名的棒球選手。 
(C) 棒球的紋身。  (D) 棒球的迷信。 

42. 美國人把棒球當成一種職業運動已經多久了？ 
(A) 約 200 年。  (B) 約一個世紀。 
(C) 約 140 年。   (D) 約 20 年。 

43. cautiously 是什麼意思？ 
(A) 小心地      (B) 激烈地 
(C) 惡名昭彰地  (D) 有效地 

44. 根據這篇文章，Wade Boggs 每場比賽前做甚麼？ 
(A) 輕敲他的腳趾。  (B) 吃炸雞。 
(C) 踏在邊線上。    (D) 更換他的襪子。 

45. 根據這篇文章，在一場棒球比賽中，如果你想打球打

的好，你能做些什麼？ 
(A) 不要換球帽。        (B) 不要觸碰壘包。 
(C) 用球棒觸碰本壘板。  (D) 用球棒輕劃捕手區。 

    當我們小時候，玩玩具是一個我們共同擁有的愉快的

回憶，但現在的玩具不再只是給孩子而已。許多成年人熱

衷收集和利用玩具當作為一個暫時逃離成人世界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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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成年人的玩具都有某種的治療效果。例如，一個可愛

的 Flip Flap(以太陽能為動力使葉子開闔的塑膠植物)在你

的辦公桌上可以幫助你發洩你對於過於挑剔的老闆或卑

鄙同事的憤怒，Flip Flap 似乎用他的葉子和塑膠臉上的笑

容與你互動。 
癒療系玩具的流行可以回溯到 1996 年年底，當時日

本經濟泡沫化。日本公司 Bandai 發佈了 Tamagotchi，這

是一個由 Aki Maita 發明的掌上型數位寵物。Tamagotchi
被養在一個小而簡單的蛋型電腦中。藉著使用這個蛋形的

裝備，有這個玩具的人可以養一隻“虛擬寵物”，這隻寵

物需要被餵食、照顧並跟它玩。如果 Tamagotchi 的所有

人沒有好好照顧他們的寵物，它會發出一連串的嗶嗶聲，

讓所有人知道他們的寵物生氣了。隨著 Tamagotchi 的成

功，日本玩具公司著手開發用新的方法來撫慰心靈的新玩

具和小玩意。 
    學者說這些癒療系玩具的普及是在現代社會中人類

互動逐漸減少的最好證據。這些玩具提供機會給人們休息

一下，或使他們的憤怒、疲勞或孤獨抒發，他們將會開始

逐漸日益普及和銷售增加。 
46. 下列何者是本文的主旨？ 

(A) 玩具的歷史。  (B) 玩具的發展。 
(C) 成人的玩具。  (D) 銷售量最好的玩具。  

47. 下列何者成人玩具的共通點？ 
(A) 他們是虛擬的。 
(B) 他們有治療效果。 
(C) 他們是非常昂貴的。 
(D) 他們可以在辦公室玩。 

48. 有關 Tamagotchi，何者是不正確的？ 
(A) 是一家日本公司發明的。 

(B) 它是寵物的房子。 
(C) 需要小心照顧。 

(D) 其形狀像一個雞蛋。 
49. Set out 是什麼意思？ 

(A) 放火  (B) 設立  (C) 開始  (D) 導致  
50. 根據這篇文章，下列哪一項敘述為真？ 

(A) 癒療系玩具的出現使得日本人彼此之間能夠建立

更緊密的關係。 
(B) 藉由拆解癒療系玩具，人們可以抒發他們的怒

氣，並因此感到好過些。 
(C) 虛擬寵物在日本上市時，國家的經濟正在從衰退

當中復甦。 
(D) 本文的作者認為癒療系玩具的受歡迎程度將會與

日俱增，而且將會賣得不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