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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字彙題 
1. 有桌位的時候服務生就會通知我們 

(A) 分享  (B) 告知  (C) 喊叫  (D) 數數目 
2. 通過十字路口時，駕駛人應該放慢速度並看清楚。 

(A) 電梯  (B) 十字路口 

(C) 外貌  (D) 面試 
3. 多虧我們狗的警告，我們很幸運地避免了竊案的發

生。 
(A) 影響  (B) 進步  (C) 解決  (D) 避免 

4. 人們對馬偕醫師偉大的醫療服務與慈善行為深深

感激。 
(A) 感激的  (B) 有權能的；力量大的 
(C) 優雅的  (D) 好玩的 

5. 充足的睡眠可使個人感到精力旺盛。 
(A) 精力充沛的  (B) 個人的 
(C) 邪惡的      (D) 驕傲的 

6. 喬伊思總是為她的派對安排一個主題，這次的派對

全是有關德州。 
(A) 山    (B) 學校 
(C) 月亮  (D) 主題 

7. 潔瑟敏害怕進了大學之後無法忍受遠離家人的生

活。 
(A) 坐  (B) 受益  (C) 停留  (D) 容忍 

8. 幾米畢業旅行時買了些禮品送給家人感謝他們長

期支持他。 
(A) 湯  (B) 肌肉  (C) 紀念品  (D) 滑鼠 

9. 傑克，你比較喜歡哪一道菜？鮭魚還是烤馬鈴薯？ 
(A) 鹿      (B) 菜餚 
(C) 洋娃娃  (D) 日期 

10. 你到火車站的時候，可以搭接駁巴士到市立醫院。 
(A) 月份  (B) 穿梭  (C) 電影  (D) 摩托車 

11. 我父母親和我將在大學入學考試後請我們的老師

到一家豪華的餐廳用餐。 
(A) 請          (B) 拒絕   
(C) 耍把戲；騙  (D) 撫養；募集 

12. 這個計劃規劃得相當好，沒有理由假設它行不通。 
(A) 解釋  (B) 假定  (C) 使能夠  (D) 支持 

13. 爲了盡量幫助學生了解此一問題，這位老師非常仔

細地解釋這個問題。 
(A) 行為  (B) 創造  (C) 細節  (D) 炊具 

14. 這個憤怒的父親因兒子過去不誠實而責備他。 
(A) 瞭解  (B) 欺哄 (C) 責備  (D) 讚揚 

15. 馬可可以幫我們的計畫找到原料；他非常有辦法！ 
(A) 給人休息的     (B) 可接受的 
(C) 有資源的；有辦法的 (D) 可完成的 

二、對話題 
16. 亨利：我要買兩張十點三十分到高雄的車票。 

售票員：每張票 550 元。 
亨利：      
售票員：沒錯，先生。 
(A) 所以是 1,100 元。   
(B) 今天將是今年最熱的一天 
(C) 所以你會付我 550 元 
(D) 這是我排過最長的隊 

17. 傑森：昨晚你過得好嗎？ 
茱蒂：當然！派對很棒，謝謝你的邀請。 
湯姆：      
(A) 門都沒有！ (B) 我的榮幸！ 
(C) 不要介意！ (D) 請便！ 

18. 服務生：我可以幫你點餐了嗎？ 
顧客：      
服務生：一些炸洋蔥圈好嗎？ 
(A) 三分熟 
(B) 我要外帶 
(C) 太棒了！我可以看菜單嗎？ 
(D) 你推薦什麼？ 

19. 琳達：你今晚要去法蘭克的派對嗎？ 
賈許：要啊！怎麼了？ 
琳達：      
賈許：當然，六點半來接你。 
(A) 你知道他家在哪裡嗎？ 
(B) 太棒了！你可以順道載我嗎？ 
(C) 你何不自己去？ 
(D) 我可以有一份嗎？ 

20. 丹尼斯：昨晚我媽發生車禍了。 
雪莉：      她現在好嗎？ 
丹尼斯：她現在人在醫院正接受一些檢查。 
雪莉：希望她盡快康復！ 
(A) 不關你的事。 
(B) 聽到這事讓我感到遺憾 
(C) 恭喜！她成功了！ 
(D) 神祝福你！ 

21. 肯恩：我可以借你的摩托車嗎？ 
布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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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恩：在街上騎摩托車似乎很有趣。 
(A) 你到台灣多久了？ 
(B) 你多常騎摩托車？ 
(C) 我可以問為甚麼要借嗎？ 
(D) 從學校到公車站多遠？ 

22. 璐意絲安娜：我很怕鬼！你知道要怎樣才能遠離它

嗎？ 
瑪莉：十字架有效！      
璐意絲安娜：真的嗎？這樣的話，我應該趕快取得

一個。 
(A) 它將使魔鬼失去所有的力量。 
(B) 它將使魔鬼進入你心中。 
(C) 它將使魔鬼更強壯。 
(D) 它將使魔鬼在袋子裏移動。 

23. 建明：到我家用我的電腦！ 
史蒂芬：謝謝你！      
建明：非常歡迎你！到時見！ 
(A) 多可惜啊！ 
(B) 讓我一個人靜一靜！ 
(C) 你一定在跟我開玩笑！ 
(D) 我真的很感激！ 

24. 彼得：明天你要去健行還是在家看 DVD？ 
珍妮特：      
彼得：妳的意思是什麼？ 
珍妮特：我的意思是如果明天是好天氣，我們就去

健行；如果下雨，我們就在家看 DVD。 
(A) 聽起來很棒！ (B) 看情況。 
(C) 沒問題。   (D) 那跟我無關。 

25. 比利：我剛切到我的拇指，還在流血！ 
護士：保持冷靜！      張醫師馬上來！ 
比利：非常謝謝你的幫忙。 
(A) 我會把滅火器帶過來給你。 
(B) 我會把手電筒帶過來給你。 
(C) 我會把刀子帶來給你。 
(D) 我會把急救箱帶過來給你。 

三、綜合測驗 
林懷民在紐約專研現代舞並在 1973 年回到台灣。

然後他創辦了雲門舞集，稍後更是舉世聞名。在 1977
年他因傷赴美就醫，當他在那時，他開始思考他的家

族歷史，想起祖先為了尋找更好的機會跨越台灣海

峽。林懷民決定將這段很多台灣人祖先所共同擁有的

歷史製作成舞蹈，就是將傳統音樂配合現代舞蹈的一

部作品薪傳。作品一開始是現代的舞者對著祖先祈禱

著，然後時間就切換到 300 年以前。這些舞者現在成

為因為在中國西南方生活太艱辛而決定移民台灣的一

群人，他們到了一個新的地方必須很認真地工作。最

後，時間又切換回到現在。這齣舞幫助人們了解我們

祖先多辛勤地工作，它不止適合台灣人，更適合每個

人去觀賞。 
26. (A) founded「建立」的動詞三態為 found founded 

founded   
27. (B) for 表示目的  
28. (D) meditate on 思考； 沉思 

29. (A) how 應與表示方法的詞語如 the way 連用 
(C) why應與表示理由或原因的詞語如 the reason 連

用 
(D) the days 是指那些日子，故用關係副詞 when  

30. (A) make A into B 把 A 製作成 B 
31. (B) 禱告用 say 這個字；另外此處要用現在分詞

Ving 來修飾 people，故選 saying 
32. (A) the present 現在、目前、時下 
    幾千年以來，人們以各式各樣的珠寶裝飾自己。

羽毛、骨頭、牙齒、石頭和貝殼是最早被使用的材質，

然而經過一段時間，在地底下所發現閃亮的寶石漸漸

取代這些簡單的材質。最為人所知也最為被追求的就

是珍珠，據說是所知當中最古老的寶石。傳說古埃及

人珍愛這些寶石到一個地步甚至用它們來做陪葬物。

幾個世紀以來，天然的珍珠被高度地重視且只有社會

的富裕階級才穿戴得起。但是在 Kokichi Mikimoto 在
1900 年代早期引進養殖珍珠以來，珠寶就變得比較普

及且為大眾買得起了。 
    鑽石是另一種型態的寶石。希望鑽石和海光鑽石

是兩只聞名的鑽石。不同於前者，後者是一罕見、重

約 175 到 195 克拉的粉紅鑽石。今天，鑽石被當作婚

戒或其它昂貴珠寶上選的寶石。傳統上只有紅寶石、

鑽石、藍寶石和綠寶石被視為珍貴的珠寶，但現在很

多珠寶商直接視很多天然珠寶為「寶」石，大部分的

客戶也都會同意：不管他們擁有的是玉還是鑽石，珠

寶對他們都是寶貴的。 
33. (C) 用過去分詞 used 修飾前面的名詞 materials  
34.此處把四個以過去分詞開頭的動詞片語當作 adj.用 

(A) run after 被追趕的 
(B) looked after 被照料的 
(C) named after 以…被命名的 
(D) sought after 被尋求的 

35. (A) so much that 如此…以致… 
36. (B) highly 高度地，在此是以副詞修飾動詞的被動

語態 valued 
37. (C) But 但是 
38. (A) the former 前者；the latter 後者  
39. (A) figure out 理出 

(B) depend on 視…而定 
(C) throw away 拋棄；丟棄 
(D) serve as 擔任 

40. (C) whether A or B 無論 A 或 B 
四、閱讀測驗 

網際網路是許多人取得新聞資訊的地方，你相信

你在網路上讀到的東西嗎？如果是的話，你可能已經

置身於某種盲目之中。有很多網路上的資訊完全是假

的；同樣地，有些剛開始看起是真的網路資訊可能到

最後證實完全是騙局一場。 
在決定要不要相信網路資訊時，人們需要謹慎。

人們可以採行一些步驟以便分辨線上資訊是否真實，

查證其他網站就是措施中的一個。一些特定網站的資

訊是已經被證明是真的，比如維基百科是一多種語言

且具相當高品質資訊的網站。此外，其它網站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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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Yahoo 允許網路使用者去尋找可以確認資訊真

假的網站。 
除了瀏覽網際網路，去圖書館總是最好的選擇。

在網際網路進入我們生活之前，圖書館是查證資訊真

假的地方，它到今日仍是一個查詢資料的可靠地方。 
不要輕易相信你讀的東西─要自己查證真假！ 

41. 本段文章主要是關於？ 
(A) 網路上所有的資訊都是可靠的 
(B) Google 和 Yahoo 是網路使用者查證事實的最佳

網站 
(C) 當人們從網路上取得新聞，他們也需要查證新

聞的可信度 
(D) 維基百科是一具有多種語言資訊且優越的網站 

42. 根據作者，下列何者是查證網路資訊是否屬實的應

採取的步驟？ 
(A) 去看醫師      (B) 問你父母親或老師 
(C) 問圖書館的工作人員 (D) 查證其它網站 

43. 查證資訊屬實的最佳地方在何處？ 
(A) 博物館  (B) 圖書館 (C) 戲院  (D) 咖啡館 

44. 下列何者與 measure 有最接近的意思？ 
(A) 方法  (B) 記憶 (C) 時刻  (D) 神秘 

45. 下列何者是可以從本文推論而得的？ 
(A) 只有 Wikipedia、Google and Yahoo 才是最好的

網站 
(B) 由於網路的出現，未來越來越多的圖書館會關

閉 
(C) 網路無真實性可言 
(D) 網際網路的使用者一定要夠聰明，以分辨線上

資訊的真假 
歷史上曾經有一個人被鯨魚吞進去卻仍活著出

來，並講述他的故事，那就是詹姆士．巴特力。證明

他不尋常經驗的紀錄被保存在大英帝國海軍總部。 
    此一事件發生在一個人們為了魚油和鯨魚肉而獵

捕鯨魚的時代。巴特力首次獵鯨，上了獵鯨船「東方
之星」號。突然之間，負責前哨的人看到一隻巨大的

抹香鯨，獵鯨者從其所噴出的水柱知道這是一隻極巨

大的鯨魚。他們把小船放下，詹姆士．巴特力恰巧坐

在第一艘小船上。船員們把船划到接近鯨魚的地方，

一個漁獵標鎗被放進海裡並抓出方位，標鎗探入鯨魚

的肉裏，接下來鯨魚如抓狂般的野獸撞上小船，並用

尾巴打在船員和小船碎屑上。當倖存者被救起時，巴

特力卻不在其中。 
    在太陽快下山的時候鯨魚終於被抓住了，船員們

把鯨魚的身體綁在船側。由於天氣酷熱，船員們必須

盡速將鯨魚肢解，否則魚身將開始腐臭、魚油也會變

壞。當他們肢解到胃部的時候，他們發現於胃裡有東

西劇烈晃動，船員想說可能是條大魚在鯨魚的胃裡。

當他們剖開魚胃，竟然發現了詹姆士．巴特力！在這

次旅行之後，巴特力落腳定居在英格蘭的 Gloucester，
從此再也沒有回到海上過。 
46. 本段文章主要是關於     。 

(A) 我們可以如何獵鯨以取得魚肉與魚油 
(B) 獵鯨者在海上辛苦但有趣的生活 

(C) 獵鯨船上每個成員的責任與權利 
(D) 一個人被鯨魚吞入卻還存活下來的故事 

47. 船員知道鯨魚體內有東西，因為     。 
(A) 他們可以感覺到有東西猛烈地移動 
(B) 鯨魚看起來很重 
(C) 鯨魚的眼睛腫脹 
(D) 船員聽到巴特力從鯨魚的嘴巴裡面大喊 

48. 根據本文，巴特力可能是因為什麼原因而沒有再回

到海上？ 
(A) 他渴望不同種類的冒險 (B) 因為害怕和驚恐 
(C) 因為被鯨魚弄殘障了  (D) 他常常暈船 

49. 作者藉由     使我們知曉巴特力的故事。 
(A) 訴說一些平凡的資訊 
(B) 討論一般性的獵鯨 
(C) 獵鯨業和其他漁業類型之間的比較 
(D) 戲劇性地告知所發生的事 

50. 從上下文，第三段的 carcass 所指的最有可能

是     。 
(A) 鯨魚的眼睛   (B) 鯨魚的油脂 
(C) 鯨魚已死的身體 (D) 鯨魚的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