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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字彙與片語 
1. 那個強烈颱風給山區帶來了極大的破壞。 

(A) 影像  (B) 損害  (C) 訊息  (D) 通行 
2. 懷特先生對他兒子在學校的進步感到十分高興。 

(A) 利潤  (B) 承諾  (C) 計畫  (D) 進步 
3. 隨著升學考試的接近，珊卓拉感受到極大的壓力。 

(A) 秘密的  (B) 極大的 

(C) 可攜帶的 (D) 有信心的 
4. 因為濃霧，我幾乎無法看到車子前方 10 公尺的距離。 

(A) 幾乎無法 (B) 最近地  
(C) 意外地  (D) 樂意地 

5. 唐納德太太把主臥室重新設計，以符合她個人的需求。 
(A) 醫藥的 (B) 文化的 (C) 個人的 (D) 浪費的 

6. 撒哈拉沙漠裡的氣溫會隨著一天當中不同的時間而變

化。 
(A) 堅持  (B) 影響  (C) 維持  (D) 變化 

7. 這是個非常複雜的議題，需要更多的討論與進一步的

研究。 
(A) 空白的 (B) 逼真的 (C) 複雜的 (D) 普通的 

8. 我必須說我完全地同意李教授昨天在演講當中所說

的。 
(A) 部分地 (B) 偶爾地 (C) 平等地 (D) 完全地 

9. 火車即將離開了，所以我們最好快點    。 
(A) 板子  (B) 寬廣的 (C) 上車  (D) 在國外地 

10. 如果遇到百貨公司裡有火災，你可以從緊急 
    逃脫。 
(A) 存在 (B) 出口 (C) 專家 (D) 實驗 

11. 銀行的行員問史提夫他想要從他的帳戶     

多少錢。 
(A) 提領 (B) 抵抗 (C) 提議 (D) 擺姿勢 

12. 亨利打電話給餐廳    今天晚上五個人用餐。 
(A) 保存 (B) 服務 (C) 應得 (D) 預約 

13. 這個門在火災當中會迅速增溫，因為它是以 
    製成。 
(A) 金屬 (B) 獎牌 (C) 草地 (D) 奇蹟 

14. 看到有個老婦人在公車上站著，傑森把他的位子

________給她。 
(A) 接管 (B) 讓出來 (C) 解雇 (D) 想出來 

15. 我無法告訴你任何關於那個男人的事情，因為我 
    不認識他。 
(A) 輕鬆地 (B) 至少  (C) 根本 (D) 隨機地 

二、對話題 

16. 普沙達：哈囉。 
吉特：哈囉。我是吉特，我想找王建民。 
普沙達：     老王，找你的啦！ 
(A) 這裡沒這個人。   (B) 我就是。 

(C) 抱歉，但是他不在。 (D) 請先別掛斷電話。 
17. 寶琳：抱歉，哪邊可以讓我洗個手嗎？ 

女服務生：     
寶琳：謝謝。 
(A) 是的，菜單在這裡。 

(B) 我馬上把您的酒送過來。 
(C) 洗手間在走道的那一頭。  
(D) 沙朗牛排今天全部賣完了。 

18. 銷售員：午安。有什麼可以為您服務的嗎？ 

純美：是的。我在這邊買了這台 MP3 播放器， 
    現在它故障了。 
銷售員：     
純美：你看。有沒有看到，我按了「播放」鍵， 

   結果都沒反應。 
(A) 出了什麼問題呢？ 
(B) 妳什麼時候買的呢？ 
(C) 妳有帶發票和保證書嗎？ 
(D) 我們會儘快跟妳連絡的。 

19. 職員：YoYo 航空。有什麼可以為您服務的嗎？ 
朵拉：是的。     
蘇珊：好的，我們那一天有一個航班飛往倫敦。早 
   上十點起飛。 
朵拉：那太好了。 

(A) 我想要確認我飛往倫敦的航班。 
(B) 你們 9 月 21 號有空的床位嗎？ 
(C) 您要在倫敦停留多久呢？ 
(D) 我想訂 1 月 23 號到倫敦的座位 3 個。 

20. 布萊德：妳介意我在這邊抽菸嗎？ 
安潔莉娜：    你難道不知道二手菸對胎兒 
     不好嗎？ 
布萊德：喔，抱歉。我忘記妳懷孕了。 

(A) 自己動手拿吧。 (B) 我當然介意啊。 
(C) 當然不會啊。  (D) 誰在乎啊？ 

21. 史瑞克：我只吃一份水果沙拉就好了。 

費歐娜：    你是在減肥還是怎樣啊？ 
史瑞克：沒有啦。也許我只是昨晚吃太多了。 

(A) 你不應該吃那麼多的。 

(B) 發生什麼事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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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三分熟，五分熟，還是全熟？ 
(D) 您現在要點餐了嗎？ 

22. Jolin：有什麼緊急事件嗎，Jay？你還好吧？ 
Jay：不，我糟透了。Jolin，     
Jolin：我急忙趕到這裡只是因為你有感情上的問 
   題喔？我還要準備期末考ㄟ！ 
Jay：我是認真的，Jolin。我愛上了一個女孩， 
   但是她根本不知道我的存在。 
(A) 我好想見到妳！ 
(B) 妳願意嫁給我，當我的老婆嗎？ 
(C) 妳可以保守秘密嗎？ 
(D) 是關於一個女孩子啦，我需要妳給我建議。 

23. 歐巴馬：嘿，希拉蕊。     
希拉蕊：是一本展示各種不同髮型的雜誌。我需 
    要換個造型。 
歐巴馬：真的喔？妳現在這樣的髮型我就很喜歡 
    了啊！ 
(A) 妳老公過得怎樣啊？ 

(B) 妳的髮型改變很大耶！ 

(C) 妳在讀什麼東西啊？ 
(D) 妳認識那個漂亮的美髮師嗎？ 

24. 職員：抱歉喔，妳沒寫寄件人地址喔。妳應該把 
它寫在角落。 

蘇：為什麼啊？這個包裹是要寄給我外婆的ㄝ。 
職員：    這樣如果有問題的話，我們才有 
   辦法寄回去給妳。 
蘇：噢，我懂了。你能借我一枝筆嗎？ 
(A) 總共是 120 元。 
(B) 有差嗎？ 
(C) 寄件人地址是一定要寫的。 
(D) 這樣的話，妳就不要管寄件人地址了。 

25. Hebe：妳知道 Stella 上個月中樂透贏了一億嗎？ 
Ella：哇塞！我真希望我是那個幸運兒！ 
Hebe：妳不用這麼想啦！她那些錢都已經在股市 
   裡賠光了。 

Ella：唉呀，人生好像都是如此不是嗎？     
(A) 來得快，去得也快。 
(B) 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 
(C) 人要衣裝，佛要金裝。 
(D) 知識就是力量。 

三、綜合測驗 
已知的禽流感有 15 種；然而在 2003 年的 12 月，一

個全然不同種類的禽流感把科學家們搞得暈頭轉向。它就

是 H5N1 禽流感，一個醫療體系尚未作好準備來迎接的疾

病。這實在令世界衛生組織與紅十字會憂心忡忡。而與其

他種類禽流感不同的是，H5N1 似乎會移轉到人類身上。 
H5N1 病毒能從別種病毒那兒得到基因，變成有能力

感染禽類以外的生物。H5N1 通常存在於禽類當中。被傳

染的鳥類在牠們發病死亡前，有十天的時間 能夠散播病

毒。這十天的時間使得生病的鳥類有可能傳染其他的禽

鳥。市場上販賣的雞隻，以及從甲地飛到乙地的鳥兒，最

有可能將病毒更為廣泛地流傳。禽流感病通常不會傳染給

人類，但是從 1997 年開始，已經有這樣的病例被報導出

來。H5N1 的徵兆和其它種類流感的徵兆類似。H5N1 比

起其他流感更為可怕的地方在於病人的健康狀況會極速

地惡化，接著他們便處於劇烈疼痛及極度痛苦當中。大部

分的病患會死亡。世界衛生組織表示這種病毒有可能廣泛

地散播，並變得更為嚴重。但部分科學家回應表示，這樣

的說法只是在對人們產生警示作用。唯有透過研究，以及

對大眾的教育，才能讓這項疾病不要進一步地擴散。 
26. (A) 指涉 (B) 移轉  (C) 較喜歡 (D) 推論 

(A)、(C)、(D) 均不合題意 
27. (C) 過去分詞 Infected 此處作為形容詞，表示「被感

染的」 
28. (D) 句型：make +   it   +  adj. +  that + 子句 

                虛受詞            真受詞 
29. (A) those 為代名詞，代替“the signs” 
30. (B) 原句為關係代名詞的非限定用法“… ,which 

leaves them with…”，此處將關係代名詞省略，並將

動詞 leave 改為分詞 leaving，形成分詞結構 
31. (C) 用 much 來修飾形容詞的比較級 
32. (A) keep + O + from + Ving：使得 O 不要… 

蘭斯．阿姆斯壯戰勝了癌症，緊接著更在環法自行車

大賽中史無前例地連續七年拿下總冠軍。他克服極度困難

的故事對於任何面臨似乎無法達成的挑戰的人來說，是個

很大的啟發。 
阿姆斯壯，一個全球頂尖的自行車好手，於 1996 年

發現他罹患了癌症。在接下來幾個月裡，他忍受著睪丸癌

的疼痛，癌症並擴散到他的腦部以及肺部，他復原的機會

十分渺茫。然而，藉由醫生的幫助，他打敗了癌症，並且

很快就能夠再度參加自行車賽事。他在 1999 年拿下他環

法自行車大賽七連霸當中的第一個冠軍。他說要是他沒有

罹患癌症，他可能永遠無法贏得比賽。 
由於他自身的疾病，阿姆斯壯決定將喚起大眾對於癌

症的認知當成他的新任務。在 1997 年，他建立了

Livestrong，一個贊助研究癌症新療法的基金會。從政治

人物到演員，許多人現在都在他們的手腕上戴著塑膠的手

環，來展現他們對這個基金會的支持。手環的顏色是黃色

的，與自行車大賽中領先車手所穿的針織衫顏色相同，而

任何捐贈金錢時間或付出時間給這個基金會的人都可以

穿戴這樣的手環。 
阿姆斯壯英勇的事例幫助人們了解到，不論多麼困難

的挑戰在等著他們，他們仍應該永不放棄。他在環法自行

車大賽的難得紀錄證明了，極度的艱難看似不幸，但也許

會是個意想不到的福分，因為那會激勵人們達到更為不凡

的成就。 

33. (B) facing 是由關係子句“that faces”轉換而來的分詞

片語，作為 anyone 這個名詞的的後位修飾語 
34. (A) discovered 為這個句子的主要動詞，時態為過去式 
35. (D) struggle against + 疾病：對抗某種疾病 
36. (B) with + N：藉由… 
37. (C) 此處要用過去式，才能和後面的“in 1999”這個

過去的時間點對應 
38. (D) because of + N：因為；由於。(A)、(B)、(C)這三

個選項後面都必須加子句而非名詞 
39. (C) from A to B：從 A 到 B 
40. 正確答案為(A) however。副詞子句 however + adj.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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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no matter how + adj. + S + V，表示“無論如

何”。(A)、(B)、(C)選項後面不可直接加 adj.，而且

意思也和上下文不合 

四、閱讀測驗 
許多學生夢想能在大學畢業之後離開家裡。他們渴望

來一趟離家越遠越好的旅行。的確，出國遊玩，並親身體

驗充滿異國情調的地方是個很好的學習經驗，但是這些年

輕的旅行者會遇到一個很大的問題—缺錢。為了幫助這些

年輕冒險家一圓夢想，現今大多數的國家提供為期 6 到

12 個月的打工渡假，凡是 18 歲到 30 歲的人都可以申請。

這樣一來，他們在體驗新文化的同時，也能夠賺取足夠的

生活費。 
在澳洲，打工渡假的方案非常成功。在 1975 年，也

就是這個方案推出的第一年，澳洲政府就核發了 2,000 張

的打工簽證。到2006年時，簽證數量已經增加到了113,000
張，估計為澳洲在該年賺進 13 億美元。開放打工的職業

許多都是餐旅服務業或是幫忙收割之類的工作，但是也有

一些打工者找到金融、醫療、或是教育等方面的工作。 
至於對澳洲的年輕人而言，加拿大是一個非常熱門的

打工渡假地，那裏有許多的滑雪渡假勝地。不管是雪地纜

車操作員、滑雪教練、或是渡假村工作人員之類的職務，

工作內容都相對地較輕鬆。大致上說來，對於那些想要出

來看看世界，卻需要一些金錢資助以完成一生一次難得旅

遊經驗的年輕人來說，打工渡假可說是個絕佳的圓夢之

途。 
41. 這篇文章主要是關於    。 

(A) 一個由澳洲慈善機構所發起的國際性活動 
(B) 一個協助貧民在嚴苛情況下生存的計畫 
(C) 一個由來自不同國家的學生們所組成的讀書會 
(D) 一項促進旅遊與文化交流的方案 

42. 從文章當中，我們可以推論出打工簽證是 
    。 
(A) 一種在海外打工的年輕學子所持有的信用卡 
(B) 一份證明旅外學子的國籍以及身分的文件 
(C) 一項旅行的許可證，允許旅行者可以在某國的境

內受雇打工 
(D) 一項官方的報告，紀錄打工的外籍學生們的表現 

43. 在文章當中，下列哪一項工作並沒有被提到是打工渡

假方案的職務選項之一？ 
(A) 服務生   (B) 電腦工程師 
(C) 補習班老師 (D) 看護人員 

44. 第一段當中的「encounter」這個字和下列哪一個字意

義最接近？ 
(A) 面對 (B) 預測 (C) 清除 (D) 尊敬 

45. 根據本文，下列哪一項敘述不是正確的？ 
(A) 一般而言，一趟打工渡假持續 6 到 12 個月。 
(B) 打工渡假的方案對澳洲經濟貢獻良多。 
(C) 打工渡假的方案不提供給超過 30 歲的人。 
(D) 澳洲人喜歡在加拿大的滑雪勝地打工，因為他們

可以得到較高的薪水。 
我們傾向於認為所有的動物都需要睡眠，但這似乎並

非永遠成立。所有的哺乳類動物每隔一段時間就需要補

眠，而鳥類以及例如蛇這樣的爬蟲類也有同樣的情形。但

是像青蛙等等的兩棲動物就不用睡覺。那昆蟲呢？牠們需

要睡覺嗎？這些年來，科學家們一直想要找出關於昆蟲

「睡覺」行為的真相。科學家們起初認為昆蟲不需要睡

眠。根據科學家們的說法，昆蟲的腦部結構不夠複雜，因

此不需要睡眠。科學家們強調，某些腦部活動，像是作夢，

是睡覺時的行為。由於昆蟲不會作夢，科學家們便確信昆

蟲並不會睡覺。他們相信昆蟲以「休息」來取代睡眠。 
然而新的研究顯示，有些昆蟲可能真的會睡覺。在睡

覺的期間會有四種典型的行為。首先，睡眠的人們或動物

不會一直動來動去。另外，他們會採取特定的睡姿，比方

說躺下來。此外，他們在有聲音或光線時，並不會輕易地

醒來。最後，他們能夠很快地從睡眠狀態回復到清醒。科

學家們已經在果蠅的身上觀察到類似的行為。比方說，果

蠅每天晚上會有 7 個小時都持續保持不動。牠們坐得低低

的，並將觸角下垂。此時牠們對輕微的聲響不會有反應。

但若有較大的聲響時，牠們便開始四處移動。由果蠅的例

子，科學家們現在相信，某些昆蟲也許擁有屬於他們自己

獨特的睡眠方式。 
46. 本篇文章主要是關於什麼？ 

(A) 果蠅在睡覺時對聲響的反應 
(B) 為何以前科學家們認為昆蟲不會睡覺 
(C) 科學家們如何改變了他們對昆蟲睡覺的看法 
(D) 科學家們對哺乳類動物睡眠行為所進行的研究 

47. 從這篇文章當中，我們無法得到怎樣的推論？ 
(A) 黑熊不用睡覺  (B) 樹蛙不用睡覺 
(C) 響尾蛇需要睡覺 (D) 雞隻需要睡覺 

48. 科學家們如何得知果蠅需要睡覺？ 
(A) 他們將果蠅與其它的昆蟲互相比較 
(B) 他們將果蠅放在一個安靜的房間內，並將所有的

燈光熄滅 
(C) 他們發現果蠅的腦部夠複雜而需要睡眠 
(D) 他們仔細地觀察果蠅 

49. 在第二段當中「motionless」這個字和    的字義

最接近。 
(A) 靜止不動的 (B) 情感的 
(C) 有成效的  (D) 有活力的 

50. 我們可以從本篇文章當中知道    。 
(A) 果蠅睡覺的時候會躺下 
(B) 有一些昆蟲可能真的會睡覺 
(C) 所有的昆蟲都像我們一樣需要睡覺 
(D) 果蠅一旦睡著之後就會喪失牠們的觸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