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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九學年四技二專第五次聯合模擬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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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字彙與片語題
1. 若您有任何問題，請讓我們知道。您的儘早回覆，將
使我們感激萬分。
(A) 重播 (B) 報答 (C) 重複 (D) 回答
2. 總統上個月去美國正式訪問時，天氣相當寒冷。
(A) 安靜的 (B) 引用 (C) 相當 (D) 停止
3. 世界各地的人們聽到那飛機被六個恐怖份子劫持時，
都非常驚愕。
(A) 跳躍 (B) 驚訝的 (C) 假定的 (D) 建立
4. 你應該盡力幫助他人，因為施比受更有福。
(A) 令人愉快的 (B) 苦悶的
(C) 驚訝的
(D) 喘不過氣的
5. 鮑伯直到女友離他而去後，才了解到她有多麼重要。
(A) 記憶 (B) 抵抗 (C) 了解 (D) 承擔
6. 這位高爾夫球選手的風流韻事顯然已經深深地傷害到
他妻子的感情。
(A) 過時的 (B) 明顯的 (C) 不清楚的 (D) 頑固的
7. ABC 企業打算在下週公開一款新的單件觸摸式螢幕
電腦。
(A) 展示 (B) 販賣 (C) 購買 (D) 合併
8. 政府的預算赤字將達到 135 億元。總統在刪減支出
時，同時尋求提升經濟。
(A) 不足 (B) 超過 (C) 防衛 (D) 決定
9. 如果你想賣你的舊相機，你可以
它在網路上。
(A) 勸告 (B) 反對的 (C) 主張 (D) 為…登廣告
10. 蒂芬妮目前很富有；她過著
的生活。
(A) 基礎 (B) 花瓶 (C) 案件 (D) 安逸
學習
11. 這位老婦人知識很豐富，因為她已經養成
的習慣。
(A) 無生命的 (B) 逼真的 (C) 終身 (D) 救生索
12. 宙斯在希臘
中，是宇宙的統治者。
(A) 數學 (B) 神話 (C) 錯過 (D) 混亂
13. 目前大部分的執行長對經濟都很有信心，他們打算
在今年
更多員工。
(A) 疲倦 (B) 聽見 (C) 僱用 (D) 安裝電線
14. 科技快速且
改變。昨天還很新奇的東西，明天
可能是過時的設計。
(A) 戲劇性地 (B) 緩慢地
(C) 無形地
(D) 在當地
15. 莫里斯已經把去年發生在他身上所有有趣的
寫
成一本書。
(A) 插曲 (B) 原料 (C) 個人 (D) 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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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話題
16. 遊客：對不起，服務台在哪裡？
店員：或許我可以幫你。有什麼問題嗎？
遊客：
下一班去阿姆斯特丹的飛機在什
麼時候？
店員：你恐怕得等到明天了。
(A) 抱歉，我的班機遲到了。
(B) 好的，給你。
(C) 請你告訴我 6 號登機門怎麼走好嗎？
(D) 我錯過我的班機了。
17. 傑克：我有點發燒，喉嚨還有點癢。
媽媽：
傑克：我希望能離醫院遠遠的。
媽媽：可是如果你得了 H1N1 呢？
(A) 我希望如此。 (B) 你該去看醫生。
(C) 你活該。
(D) 不會再發生這樣的事了。
18. 傑生：需要什麼嗎？
客人：你們有沒有不含啡咖因的飲料？
傑生：有啊，我們的啡咖飲料都能調成不含啡咖因。
客人：
(A) 我要內用。
(B) 請給我低糖的。
(C) 你們有新鮮現榨的嗎？
(D) 那好，我要一杯小杯的卡布奇諾。
19. 琳達：
馬桶塞住，還有吹風機也不能用。
櫃檯人員：
妳的房號是多少？
琳達：
1001 房。
櫃檯人員：我們馬上過去。
(A) 太好了，小姐。
(B) 非常抱歉，小姐。
(C) 你什麼時候會起床？
(D) 好的，我會給你一間較大的房間。
20. 珍： 你知道 2009 年網路上最夯的查詢是什麼嗎？
吉姆：
你可以告訴我嗎？
珍： 嗯，是流行天王「Michael Jackson」。
(A) 下次我會告訴你。 (B) 那好酷哦！
(C) 我不知道吔。
(D) 我透過搜尋引擎學到的。
21. 金： 快點！我們去海灘。
海倫： 你有擦防曬油嗎？
金： 我討厭防曬油。
海倫： 小心曬黑過頭，變成曬傷了。
(A) 我需要一個啡咖色的手提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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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我喜歡大晴天。
(C) 我想要把皮膚曬成很棒的古銅色。
(D) 我要買一雙啡咖色的鞋子。
22. 艾麗絲：我的發票中獎了！
卡羅： 真的嗎？我看看。
艾麗絲：為什麼呢？
卡羅： 這張發票過期了。
(A) 哦，妳不能去兌獎！ (B) 妳好幸運呀。恭喜！
(C) 妳該請我看電影。
(D) 我等不及想知道結果。
23. 里歐：親愛的…我有一個保證讓妳驚訝的生日禮物。
妳一定猜不到！
辛蒂：
里歐：好吧。想想美食、百老滙歌舞秀、游泳池…
辛蒂：美食、歌舞秀、游泳池…跟郵輪有關囉？
里歐：賓果！
(A) 你怎麼猜的？ (B) 你猜發生了什麼事？
(C) 我想那很貴。 (D) 可以給我一些提示嗎？
24. 貝絲：我一直想去台北 101 看煙火秀。
榮恩：我知道妳很想。今晚的跨年晚會，我有個計畫。
貝絲：喔，跟我說！有時你好浪漫。
榮恩：
(A) 台北 101 不再是世界最高的建築。
(B) 我不想在跨年夜去看煙火。
(C) 老闆明年要給我加薪了。
(D) 我要讓妳的美夢成真。
25. 丹： 上週的泰國之旅如何呀？
艾琳：
丹： 有什麼不對勁嗎？
艾琳：紅衫軍反對政府並且帶來很多麻煩。
(A) 多麼有趣的旅程啊！
(B) 生意變興隆了。
(C) 這趟旅程真是太划算了。
(D) 糟透了。

三、綜合測驗
詹姆士卡麥隆執導的阿凡達，目前是史上收入最高的
電影。至目前為止，阿凡達以美金十八億五千九百萬的銷
售額，終於擊沈卡麥隆的另一部影片鐵達尼號，結果是高
票房高成就。世界各地的人們擠爆電影院，去看以 3D 立
體銀幕效果以及故事情節引人為特色的阿凡達。毫無疑問
地，它已經征服全世界的票房並且贏得全球的讚賞。
成功的代價並不便宜。電影中高科技特效和新創造的
語言這些花費達三億美元，且已經使得它成為史上花費最
龐大的電影之一。此外，這部鉅作花了十二年以上來完
成。這部有魔力，能吸引人的電影，不只是照亮了銀幕，
同時也引發了奧斯卡金像獎的耳語。
26. 兩個逗號中間原為非限定的形容詞子句 which is
directed by James Cameron，精簡後省略了 be 動詞 is
及關係代名詞 which
27. (A) 使眼色 (B) 眨眼 (C) 擊沉 (D) 喝
28. 這一題前面有連接詞 and，所以是連接 Avatar finally
sinks Titanic 的另一子句，主詞仍為 Avatar
(A) 翻倒 (B) 交出 (C) 結果是 (D) 轉大(聲)
29. 本題前面有 are，接 flooding，表示目前世界各地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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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人潮湧入
30. (A) 不確定地 (B) 懷疑地
(C) 懷疑地
(D) 無疑地
31. 本題主詞 expenditure 發生在前，並且已經使它成為史
上花費最龐大的影片之一，故用現在完成式 has made
32. (A) 此外
(B) 在…旁邊
(C) 除了…之外 (D) 除了…之外
(A) In addition 有副詞功能
(C) In addition to 介系詞片語，後接名詞
(D) Except that 有連接詞功能，後接子句，依本句結
構，應選(A)
33. 原句為 This engaging and magical movie is not only
lighting up the silver screen, but it’s generating Oscar
buzz. 把否定詞 Not only 置於句首時，第一個子句必
須倒裝，所以變成 Not only is this engaging and magical
movie lighting up the silver screen，後面的連接詞 but
連接的子句則無需倒裝
一架飛機載著 23 位救難隊員，還有搜救犬、帳篷、
淨水器以及食物，在黎明前，降落在西半球最貧窮的國家
－海地。歷經辛苦的長途飛行，這支救難隊在抵達被地震
肆虐過的首都太子港後，向協調中心報到，接受分派任務
去搜尋倒塌的建築物，查看堆疊如山的瓦礫下是否還有活
口。
就在救援不斷來到這個國家時，逐漸焦躁的難民開始
有暴力的行為。走在被摧毀成滿目瘡痍的首都街道上，救
難人員很容易就感受到絕望的海地人在等待地震後緩慢
而有限的援助和食物時，他們之間的緊張氣氛高漲。飢民
在掠奪或爭搶救援人員分配的一袋袋食物時，一直有衝突
發生。雖然這裡的情勢暫時受到控制，台灣救難隊的隊長
提出警告，認為除非緊急援助能立即到來，否則飢餓將激
起更多的紛爭。
34. 主詞是最前的 plane，中間都是修飾語，所以需要一個
過去式的動詞 landed
35. (A) 報到 (B) 記錄 (C) 結果 (D) 撤退
36. (A) 是否 (B) 那裡 (C) 但是 (D) 自從
37. 此為表示「同時發生」的分詞構句，主詞是 rescuers，
表示走在街上同時可以感受到緊張氣氛
38. 前面有感官動詞 feel，後面可以用 rise 或 rising，表示
高漲、增強。rise 是不及物動詞；而 raise 舉起，是及
物動詞
39. 依前後文，選(D)雖然，符合題意
40. (A) 熬夜 (B) 豎立 (C) 激起 (D) 關閉

四、閱讀測驗
養一部私家轎車通常很麻煩又不經濟。某些人的另一
種選擇是租車。不過如果開車時間很短，也許只是花幾個
鐘頭去大賣場購物，租車並不是聰明的好辦法，因為租車
通常以天計費。
對於那些只是用一下車的人來說，現在有更好的選
擇。那就是分享車的概念。分享車是以分或小時計費，它
是幾個人共用一部車。為了給顧客方便，其費用包含了稅
金、保險、燃料乃至停車費。使用這項服務時，所有的顧
客只要先登記，接著，他們會收到一張晶片，在汽車擋風
玻璃上的讀卡機刷一下就可以用車了。這個點子最吸引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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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新婚家庭及年輕的情侶；他們感受到分享車省錢且有
彈性的優點。
事實上，分享車具有傳統租車欠缺的一些優點，一天
廿四小時在不同地點都可以用車。用車的時間長短有彈
性，甚至可以只用幾分鐘。在歐洲，使用分享車的人數每
年有兩位數的成長。許多大型傳統租車公司早就注意到目
前這種分享車的潮流，有的便開始提供和分享車一樣的服
務。
41. 根據這篇文章，下列哪一項敘述為真？
(A) 擁有私家轎車可以省下很多錢。
(B) 有了分享車，一部車我們可以分享使用廿分鐘。
(C) 使用分享車者必需負擔車輛保養費。
(D) 想要使用分享車的人必需備有私人停車位。
42. 本文的最佳標題為何？
(A) 一個節約能源的新方向
(B) 分享車的花費
(C) 擁有私家轎車的缺點
(D) 便宜又有彈性－分享車
43. 下列哪一項在文章中沒有提及？
(A) 分享車的使用者在用車前必需先登記。
(B) 某些傳統租車公司試著跟隨分享車的做法。
(C) 在歐洲，分享車事業的利潤每年有兩位數的成長。
(D) 分享車的使用者甚至可在半夜用車。
44. 從本篇文章可以推論下列哪一項？
(A) 在亞洲分享車的使用人數正顯著地增加。
(B) 與 2009 年相較，2010 年在歐洲使用分享車的人數
至少成長百分之十。
(C) 時下年輕人寧願租車子而不租房子。
(D) 老人家不能使用分享車。
45. 這篇文章主要是關於？
(A) 分享車的概念。
(B) 和單身、新婚家庭及年輕情侶分享汽車的好處。
(C) 喜歡分享車的人們。
(D) 一位汽車經銷商的故事。
數位革命對相關產業總帶來鉅大的衝擊。電子書的出
現讓全球的圖書出版業者神經緊繃。面對電子書快速又驚
人的發展，一些出版公司以出版不同媒體格式的書籍來因
應，包括有聲的、文字的以及數位的。
就在出版業者及書商還在討論數位革命的後座力
時，大量新穎的行動閱讀機快速上市以跟上熱潮並捕捉傳
統購書者的目光。電子書到底有何過人的魅力？首先，它
們可以節省很多貯藏空間。如果你可以把最喜愛的 1,500
本書放入一個薄得像本雜誌，而重量比大部分的平裝紙本
書籍輕的小器具裡，然後把書房重新規劃為視聽休閑室，
那不是太帥了嗎？此外，它的眾多好處之一，是文字轉換
為語音的功能，讓讀者成為聽眾－只要往後一躺，就可以
舒服地聽書了。
就像「報導」不必然要印在「紙」上來組成「報紙」，
「書」的定義在不久的未來將有劇烈的改變。有了電子
書，其下一章(未來)如何發展，將影響我們的閱讀習慣和
科技公司、出版商、書商、作者以及圖書館的發展。
46. 這篇文章可以在哪種主題裡找到？
(A) 占星術 (B) 生物學 (C) 心理學 (D) 科技
47. 根據這篇文章，下列哪一項敘述不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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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如果放書的空間不够，使用電子書是不錯的主意。
(B) 電子書的出現讓全球的圖書出版業者憂慮。
(C) 目前只有少數的行動閱讀機上市。
(D) 把 1,500 本書的內容放入一本電子書是有可能的。
48. 第二段的 allurement 和________的意思最接近
(A) 有趣 (B) 功能 (C) 吸引力 (D) 利潤
49. 根據這篇文章，下列哪一項敘述為真？
(A) 數位革命對圖書出版業者毫無影響。
(B)「書」的重新定義將會很快發生。
(C) 一本電子書比大部分的普通書籍重。
(D) 閱讀電子書比閱讀普通的平裝紙本書籍舒服多
了。
50. 依照文意，下列哪一項是「書」未來最有可能的定義？
(A) 以任何格式呈現的出版品，印出於紙張或儲存於
數位裝置中。
(B) 許多紙張以某一側邊裝訂在一起。
(C) 許多列印的紙張用封面訂在一起。
(D) 以很多紙張寫成或列印出來的一部長篇文學或非
文學作品，用封面固定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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