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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字彙與片語 
1. 在中國傳統中，父母期待他們的小孩出人頭地且表現

得比他們自己更好。 
(A) 尊敬  (B) 除外  (C) 檢查  (D) 期待    

2. 因為目擊證人詳細的描述綁匪，警察才得以立即破案。 
(A) 抄寫謄寫  (B) 描述  (C) 訂閱  (D) 開藥方 

3. 因為平衡感不佳，我常常被東西絆倒且容易受傷。 
(A) 刺傷  (B) 螫傷  (C) 跌倒絆倒  (D) 顫抖 

4. 澎湖居民舉辦全民公投，否決了在當地開設賭場以振

興當地經濟的計畫。 
(A) 權威  (B) 行人  (C) 居民  (D) 商人 

5. 根據傳說，有個吸血鬼住在城堡中，且以吸人血維生。 
(A) 傳說  (B) 謎題  (C) 迷宮  (D) 時代 

6. 在 2009 年的世運，台灣最終排名第七名，也給了台灣

在國際運動比賽中最佳的曝光機會。 
(A) 共產主義  (B) 比賽  (C) 作文  (D) 比較  

7. 隨著 H1N1 病毒爆發，建議有發燒的病人要戴口罩並

待在家裡。 
(A) 建議  (B) 禁止  (C) 勸阻不要  (D) 威脅 

8. 當身處險境時，那位父親盡力保護自己的女兒免於蜜

蜂的攻擊。 
(A) 碰到  (B) 保護  (C) 處理  (D) 責怪 

9. 哈利波特遊樂區預定 2010 年在奧蘭多開幕，預期每年

可以吸引數百萬的遊客和書迷。 
(A) 娛樂  (B) (公事)約會  (C) 宣布  (D) 成就 

10. 今天在尖峰時間城市的交通很罕見的很順暢，所以我

比以前更早到家。 
(A) (交通)繁忙  (B) (交通)車流量不多；順暢 
(C) 少         (D) 缺乏不足的 

11. 當小強尼衝到馬路上去撿球時，差一點被車子撞上。 
(A) 很險地  (B) 遙遠地  (C) 適當地  (D) 不同地 

12. 這名歌手因為雜誌所報導的醜聞取消所有公開活動。 
(A) 禮貌 (B) 不情願 (C) 溼氣 (D) 醜聞 

13. 關於這個議題，政府的發言人拒絕發表評論。 
(A) 萬一  (B) 即使  (C) 關於  (D) 儘管 

14. 長期暴露在陽光下的人得癌症的機會可能較高。 
(A) 反對  (B) 沉迷於  (C) 暴露在~  (D) 期待 

15. 這對雙胞胎兄弟長的如此相像，甚至他們的雙親有時

候幾乎難以分辨他們。 
(A) 鬼混      (B) 解決他們 
(C) 理解他們  (D) 分辨他們 

二、對話題 

16. Wayne：你英文這麼流利，花了多久時間練習？ 
Shirley：超過十年。你必須每天練習英文。學習沒有 
        捷徑。 
Wayne：了解，我會每天練習的。 
(A) 學習沒有捷徑。 

(B) 到目前為止一切都好。 
(C) 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 

(D) 我很高興為你效勞。 
17. Cindy： Bill，你的嗜好是什麼？ 

Bill： 我喜歡去游泳，尤其擅長蛙式。 
Cindy： 你多常去游泳？ 
Bill： 一週兩次。 
(A) 在五點鐘。    (B) 兩週前。 
(C) 大約半小時。  (D) 一週兩次。 

18. Carter： 喂，請問經理在嗎？ 
秘書： 請問貴姓大名？ 
Carter：我是第一銀行的陳卡特 
秘書： 請稍等。我將為您轉接。 
(A) 我將幫您留言。    (B) 我將為您轉接。 
(C) 很感謝您的來電。  (D) 現在收訊不良。 

19. Joseph： 到目前為止，對我而言，這公寓是我的最佳 
  選擇，你認為呢？ 
Lily： 的確很棒。房租可負擔，附家具又很寬敞。 
  更棒的是，視野絕佳 
Joseph： 的確。但我在考慮距離的問題 
(A) 我認為不適合我      (B) 我不知道 
(C) 我不知道／你考倒我了  (D) 的確很棒 

20. Billy： 我完了！我的期末報告明天早上要交，但我 
 還沒寫完耶！ 
George：你何不熬夜趕工然後用電子郵件方式寄給你 
  的教授？ 
Billy： 你說的對！可是，你能上網嗎？ 
  我沒辦法在宿舍上網 
(A) 我認為用電子郵件寄件不可靠 
(B)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和電子郵件位址 
(C) 你說的對！可是，你能上網嗎？ 
(D) 我已經今天早上寄了電子郵件給他 

21. Bryan：別忘了這週末晚上去我家！ 
Linda：你介意我帶個朋友去嗎？ 
Bryan：一點也不(介意)，歡迎之至。 
(A) 是(我介意)，這是個好主意。 
(B) 不(我不介意)，你最好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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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當然(我介意)，請便。 
(D) 一點也不(介意)，歡迎之至。 

22. Mom： 期中考考的如何呀？ 
Joseph：我搞砸了。 
Mom： 怎會這樣？我認為你準備充分了呀！ 
Joseph：我猜我漏掉一些重點而且準備的不夠。 
Mom： 嗯，記取教訓下次再用功一點。 
(A) 我高分過關。    (B) 我搞砸了。 
(C) 我考試拿了 A。  (D) 我沒去考試。 

23. Catherine： 你怎麼了？你看起來很愛睏且很累的樣 
  子。 

Billy： 我昨夜熬夜到四點，一直在看電視現場轉 
  播的籃球比賽。 
Catherine：那解釋了你佈滿血絲的眼睛和黑眼圈。 
(A) 我在你眼中見到殺意。 
(B) 那解釋了你佈滿血絲的眼睛和黑眼圈。 
(C) 現在我了解為何你要白紙黑字記下一切。 
(D) 難怪你整張臉都有淤青。 

24. Woman：歡迎光臨第一旅館，我可以為您服務嗎？ 
Man： 還有空房嗎？我想要一間兩張單人床的房 
  間。 
Woman：不好意思，請問你有訂房嗎？ 
Man： 沒有。 
Woman：沒關係，讓我看一下，現在唯一有的是雙人 
  床的房間。 
(A) 請問你有訂房嗎？ 
(B) 你要特大號的床嗎？ 
(C) 刷卡或付現？ 
(D) 你何時入住？ 

25. Woman：不好意思，請問哪裡有面紙？ 
Man： 面紙？我想在第十走道，妳現在在乳製品 
  區，妳應該走那邊，你有看到那堆罐裝鮪魚 
  嗎？面紙就在旁邊 
Woman：那面紙有降價拍賣嗎？ 
Man： 我不知道。也許當你結帳時，可以問收銀人 
  員 
(A) 我要如何到第十走道呢？ 
(B) 你可以幫我拿嗎？ 
(C) 那面紙有降價拍賣嗎？ 
(D) 你可以幫我忙嗎？ 

三、綜合測驗 
在 2009 年八月八日，台灣受到五十年來災情最慘重

的水患，因為莫拉克颱風在一天內降下了 102 英吋的雨

量，等於是台灣一年的總降雨量，房子、馬路和農田都被

沖刷走了，導致 30 億美金的損失和數百人死亡。截至九

月止，豪雨所導致的土石流也已經埋葬了數百名南台灣的

村民們，當雨水沖刷走高雄縣的馬路與橋樑，切斷路上交

通時，救援隊使用直昇機試著救出 100 多名小林村村民脫

離險境。更糟的是，侵襲台灣的颱風造成傷亡的精確數字

難以估計，很多受害者只能暫住在寺廟或軍事基地內。台

灣總統馬英九先生之後也因為救災行動緩慢而道歉。雖然

台灣人遭受到極大損失，但我們深信他們一定能很快重建

家園。 

26. 文意題 
(A) 即使  (B) 雖然  (C) 因為  (D) 儘管(+N) 

27. 原句.., which resulted in…省略 which 後改成 resulting 
in(導致) 

28. 考時態，截至 2009 年 9 月，“已經埋葬了~” 
故用過去完成式 had+P.P. 

29. 原句 Rescuers who used(=using) military helicopters 
tried to… 

30. the number of 後動詞用單數 
31. 天災侵襲台灣可用 hit/strike，本文皆為過去式，故用

strike-struck-struck/stricken 
32. have no choice but+ to V.(不得不~忍不住) 

= cannot help +Ving = cannot help but+ V 
33. apologize to sb for sth 
    最近，Farmville(或者 Farmtown 或快樂農場，不管你

喜歡哪一個翻譯)，已經變成 Facebook 上流行的現象，這

個 flash 遊戲基本上是讓你創造一個代表你的圖像，然後

開始耕作來幫助農場擴大。更棒的是，朋友可以寄給你山

羊、馬或是杏仁樹當作禮物。最有趣和有互動的地方是你

可以邀請朋友當你的“鄰居”，而且你可以拜訪他們的農

場，提供一點幫助以獲得硬幣，或者和他們比較看看是否

你排名最前面。在快樂農場中，你甚至可以偷別人的作

物。而且，很多“農夫”不限於只玩這個遊戲，他們還會

花時間玩其他相似的遊戲，像是 cafeworld(咖啡廳世界)，
restaurant city(餐廳之城)，或 mafia wars(黑手黨之戰)。然

而，隨著虛擬遊戲的盛行，越來越多問題出現。在台灣有

些人使用信用卡買“農民幣”，但卻沒有得到他們付費購

買的物品。而且，有些人太沉迷以至於他們會用上班時間

經營農場而被老闆解僱。很難預測這股風潮會持續多久。 
34. 使役動詞 have+O. +V/pp 
35. 單字題 

(A) 壓  (B) 犁田  (C) 種植(作物)  (D) 收穫 
36. (A) 最糟的是  (B) 令他們悲傷的是 

(C) 也就是說  (D) 更好的是 
37. is 後面連接兩個 that 名詞子句，and 後的 that 不可省

略 
38. spend +時間／錢+Ving 
39. (A) 而且，S+V  (B) 然而，S+V 

(C) 因此，S+V  (D) 儘管+ n.／Ving，S+V 
40. so + adj/adv + that +子句 

四、閱讀測驗 
    有位女主播說過：「假如你一年只看一部電影，那『愚

蠢的年代』就是你 2009 年不能錯過的一部電影。」這部

電影和傳統的好萊塢電影不同，以六部獨立紀錄片組成為

其特色。這個電影結合了動畫與特效，看起來更像是部對

未來氣候預言的驚悚片。該片在七個國家拍攝了三年，被

視為是對氣候問題的一記警鐘。它問了一個問題：“我們

人類真的會錯過了拯救地球免於溫室暖化效應摧毀的唯

一機會嗎？”這部電影開頭是 2055 年，所有人類皆已滅

絕，只剩一個年邁的檔案管理員師回顧著 2009 年時，整

個地球完全被氣候變遷所摧毀的情形。導演 Franny 
Armstrong 使用了許多不同的畫面，像是熊熊燃燒的雪梨

歌劇院，沙漠覆蓋的阿拉斯加，如鬼城般的泰姬瑪哈陵，

來預言我們人類即將要面臨的後果。同時，她也提出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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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嚴重的議題：“我們本來可以拯救我們自己，但我們卻

沒有這麼做，這真的很令人訝異。我們的心態難道是面臨

滅絕卻只是聳肩不屑一顧？”這電影警告我們，與工業革

命前的時代相比，如果我們無法在 2015 年前阻止讓全球

氣溫上升在攝氏兩度以下的話，(現在已經上升了 0.6 度

了)，我們現在所居住的城市包括紐約，東京，和台北都

將很快沉沒在海中。可悲的是，我們人類不會是第一個滅

絕的生命物種，可是卻是唯一有意識的自取滅亡的物種。 
41. 根據本文，下列哪一個旅遊景點並沒有被用來當作氣

候遽變的例子？ 
(A) 阿拉斯加。    (B) 杜拜塔。  
(C) 雪梨歌劇院。  (D) 泰姬瑪哈陵。 

42. 為了避免滅絕，從 2009 年起，世界氣溫在 2015 年前

最多能增加幾度？ 
(A) 低於 0.2  (B) 低於 0.6   
(C) 低於 1.4  (D) 低於 2 

43. 下列何者和“愚蠢的年代”無關？ 
(A) 它描述地球在未來將被人類和氣候變化所摧毀。 
(B) 這部電影和好萊塢電影很像, 以記錄片故事為特

色。 
(C) 電影中的人類因為不注意溫室效應的影響而滅

亡。 
(D) 這部電影，是對氣候的警鐘，在七個國家拍攝長

達超過三年。 
44. 在第 15 行中，“patheitc”這字指的是 

(A) 祝福。        (B) 放心／鬆一口氣的。  
(C) 令人高興的。  (D) 悲傷的。 

45. 我們可以從文中推論什麼？ 
(A) 假如人們忽略氣候變遷，電影情節不是不可能發

生的。 
(B) Franny 是個先知，非常確定人類註定會滅亡。 
(C) 根據女主播的說法，這部電影是你最不該看的電

影。 
(D) 在電影中，仍有一些人倖存於地球上並回顧過去。 

    你每天會使用“雲端運算(陸：雲計算)”嗎？你可能

不知道這問題是什麼意思，但事實上答案是肯定的。每當

你打開 gmail 帳戶，在 Flicker 上分享你的相片，用 iPhone
下載遊戲，或在 google 上搜尋資料，你就已經不自覺地

在使用雲端運算。簡而言之，雲端運算是分散式運算的一

種，並非全新的科技，而是一種概念：把所有的資料全部

丟到網路上的虛擬伺服器處理。所謂的“雲”就是許多具

有高運算能力的超級電腦所組成的資訊中心，而當你“進

入雲端”，你就連上網路上的虛擬伺服器要求它幫你處理

資料。 
    除了個人使用者，雲端運算對公司及資訊科技有很大

的益處，因為它可以不用投資新的設備、訓練新員工或設

計新的軟體就可以增加公司的功效。根據麥肯錫的調查，

一間有 200 個員工的公司若使用雲端運算，將會省下 30%
的錢。而那些可以提供給使用者更快更方便的雲端運算服

務的公司，將會在未來獨佔鰲頭且大獲利市。因此，許多

大公司像是 Google、IBM、微軟、蘋果等公司投資更多金

錢來提升雲端運算技術！ 
46. 假如一間有 200 名員工的公司每年花費 100 萬元，在

使用雲端運算技術後將會省下多少錢？ 

(A) 100 萬元。  (B) 3 萬元。 
(C) 30 萬元。  (D) 7 百萬元。 

47. 這篇文章主要是關於？ 
(A) 藉著使用電腦讓雲消失。 
(B) 使用網路的資源。 
(C) 畫雲的畫且算數量。 
(D) 用天上的雲來賺錢。 

48. 下列哪一個人並沒有使用雲端運算技術？ 
(A) 一名使用 iPhone 上的衛星定位系統幫忙找路的父

親。 
(B) 一名在 Yahoo 拍賣網站找最優惠的折扣的母親。 
(C) 用 word 打作業的哥哥。 
(D) 在無名網站分享相簿的妹妹。 

49. 在第 7 行中，“in the cloud”這詞指的是 
(A) 對一切非常困惑。 
(B) 要求另一個人幫忙複製資料。  
(C) 搭飛機時一面在工作。   
(D) 上網找所需的資料。 

50. 下列何者為非？ 
(A) 很多資訊公司認為雲端運算沒有用且花較少錢在

上面。 
(B) 很多人在使用雲端運算而不自覺。 
(C) 假如公司改善雲端運算技術，它們將會賺更多錢。 
(D) 雲並非意味著天空中真正的雲朵，而是互相連結

的超級電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