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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字彙與片語題 
1. 那位老師從不准學生作業遲交。 

(A) 幫忙 (B) 拒絕 (C) 答應 (D) 允許 
2. 這位作家的新書影響了大家對於 1980 年代的演藝事

業的看法。 
(A) 影響  (B) 解釋  (C) 介紹  (D) 提供 

3. 張老師問了他學生一些數學問題，但沒人曉得解法。 
(A) 關係 (B) 答案 (C) 藉口 (D) 情況 

4. 當警方詢問那個人到底在做什麼，他沉默了一會兒。 
(A) 不誠實  (B) 痛苦的  (C) 安靜的  (D) 好奇的 

5. Diana 很少向任何人表達她的感受，包括她的父母親

跟丈夫。 
(A) 很少  (B) 主要地  (C) 漸漸地  (D) 耐心地 

6. 每逢母親節，John 總是買康乃馨表達他對母親的感激。 
(A) 同意  (B) 感激 (C) 情感  (D) 忽略 

7. 那個男孩要求他的女朋友給他一個機會，好讓他解釋

為何他約會遲到。 
(A) 機會  (B) 傳統  (C) 例子  (D) 好處 

8. 教人如何簡易料理的書受到主婦們的歡迎。 
(A) 服務  (B) 料理  (C) 傳播  (D) 點菜 

9. 因為溫室效應，很多地方的    已改變許多。 
(A) 底部  (B) 產品  (C) 氣候  (D) 安排 

10. 在古時候，鴿子被訓練來    信件或訊息。 
(A) 增加  (B) 接受  (C) 跟隨  (D) 遞送  

11. 氣象播報員    午後有豪雨，然而卻是整天晴朗

無雲。 
(A) 預測  (B) 尋找  (C) 發現  (D) 觀察 

12. Harry 每個月出差，他    離家旅行。。 
(A) 特別地  (B) 經常地  (C) 幾乎不  (D) 可能地 

13. 地震發生時，很多建築物突然倒塌，而這鎮上的     

也改變許多。 
(A) 面貌  (B) 文化  (C) 流行  (D) 進步 

14. Kevin 在昨晚的車禍中受傷嚴重，    醫生的說

法，他得在床上養病 3 週 
(A) 不是  (B) 回饋給…  (C) 依照  (D) 由於 

15.     這女孩的父母親期待她成為一名律師，但她

堅決就讀商學院 
(A) 猶如  (B) 所以  (C) 即使  (D) 自從 

二、對話題 
16. Richard：你好呀！Andrew。我想跟你談談新的企劃案。 

Andrew：抱歉，Richard。     我的班機 10 點

起飛。 

Richard：沒關係！那我們再找時間討論嗎？ 
Andrew：沒問題。 
(A) 我對這個計畫所想出來的點子蠻有興趣的。 
(B) 我認為你需要個幫手來協助這個計畫。 
(C) 我正要趕飛機。 
(D) 我不知道怎麼幫你這個計劃。 

17. 女服務生： 你好，這裡是 Yummy 餐廳。 
Jackie： 你好，____________ 
女服務生： 你們幾點會到？ 
Jackie： 11：30。 
女服務生： 好了，訂位完成。 
(A) 我想訂張十個人坐的桌子。 
(B) 我想知道你們旅館是否有健身房。 
(C) 我想跟你們經理談談你們的食物。 
(D) 我想要知道你們是否有外帶餐點？ 

18. Lilian： 我聽說 Eric 將去美國當一年的交換學生。 
George： 真的嗎？對他是好事一件。 
Lilian： 是耶！      
George： 對呀。而且國外的讀書經驗真的是滿有趣的。 
(A) Eric 可以去南亞的很多地方。 
(B) Eric 將必須付很多的學費。 
(C) Eric 可以每天跟美國人練習講英文。 
(D) Eric 很快將從 California 搬到 New York。 

19. Jenny： Candace，看看妳的黑眼圈 
Candace： 不要再說了！我最近飽受睡眠不足所擾。 
Jenny：       也許是妳的睡覺習慣不好。 
Candace： 所言甚是！謝謝你的建議。我今晚會預約的。 
(A) 為什麼妳不睡前吃些藥？ 
(B) 為什麼妳今晚不早點睡？ 
(C) 為何妳不改變一下妳的睡眠習慣？ 
(D) 為何不去跟妳的醫生討論一下妳的問題？ 

20. Roger： 你好！是 Emerson 加油站嗎？ 
Boss： 是的，沒錯。有事嗎？ 
Roger：      當我在加油的時候，你們有一位員 
  工一直講手機，這讓我覺得很危險。 
Boss： 對於那件事，我真的感到抱歉。我承諾類似事 
  件絕不會再發生。 
(A) 我是打來投訴你們的服務。 
(B) 我是打來讚美你們的產品。 
(C) 我是打來問我要怎麼到那裡。 
(D) 我是打來表達我誠摯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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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Eddie： 我們今晚去吃泰式料理吧 
Ria： 耶，不錯喔！我最喜歡泰國菜了，    ？ 
Eddie： 你確定嗎？我聽說她從不吃辣的 
(A) 我們何不帶些東西給 Jessica 喝呢 
(B) 我們何不親自跟 Jessica 的先生談談這件事 
(C) 我們何不邀請 Jessica 一起去呢 
(D) 我們何不要求 Jessica 去學習做菜 

22. Amy： Helen，星期四晚上妳會去 Brian 的生日派對 
  嗎？ 

Helen： 嗯。我相信派對一定很好玩，      
Amy： 去啦。妳還有很多時間。而且 Joanna 和 
  Leona 都會去。 
Helen： 好啦！我再考慮看看啦！ 
(A) 而且食物跟音樂一定很棒。 
(B) 而且有很多刺激的活動。 
(C) 但是我想準備下禮拜的考試耶。 
(D) 但是我還沒收到他的邀請。 

23. Kelly： 張博士，您的演講太精彩了，十分感謝。 
Dr. Chang：       我希望你喜歡我的演講。 
Kelly： 當然囉！超棒的 
(A) 沒錯。      (B) 你過獎了。  

(C) 別擔心了。  (D) 天呀！ 
24. Mike： Vince，你好呀！近來無恙？ 

Vince： 糟透了！我今早撞車，手臂也受傷了。 
Mike： 你還好吧。      
Vince： Mike，謝啦。 
(A) 我在想你是不是可以幫我一下。 
(B) 我相信這不會太困擾你吧。 
(C) 我不相信你會發生這種事。 
(D) 我希望你快點好起來。 

25. 女侍者： 你好，先生，可以點餐了嗎？ 
John： 可以了，我想點蝦捲飯。 
女侍者：       
John： 我要檸檬派。 
(A) 今日午餐特餐是什麼？  (B) 要幾分熟？ 
(C) 那你甜點要什麼？      (D) 需要飲料嗎？ 

三、綜合測驗 
(A) 
  今日當愈來愈多的人關心自我健康的同時，許多人也

正在為體重所惱。肥胖的原因有很多，譬如吃太多而不運

動。根據最近的一篇研究顯示，在美國大概五分之一的小

孩及青少年有過重的現象。因此，很多父母建議學校增加

體育課，如此一來學生可藉由運動量的增加來達到減肥效

果。 
    然而，研究者也發現，體育課的增加對於解決體重問

題也許不是十分有效，反而會使在體育課受傷的人數攀

升。而這原因應是班級人數過多，使得老師難以照顧好每

個小孩。假如學生參與一些較危險的活動，如足球和籃

球，而老師又沒在旁叮嚀照顧的話，學生可能更容易受

傷。因此，研究者鼓勵學校對於該不該增加體育課這碼事

多加思索考量。 
26. 被動式句型，故選(A) 
27. 依照上下文，選(B)“譬如說”最適合 

28. 選(C) Based on = According to 
29. 選(D) so that 後接子句，表“好使得…” 
30. 選(B) 表“相反地，…” 
31. 選(C) 句型：make it + adj. (+ for + 人) + to V 

虛主詞 it 代表 to + V 的意思 
32. 用關代 which 引導一個關係子句修飾先行詞 activities 
33. they 指學生，根據文意，應選擇否定的被動語態，表

“當學生沒有被老師看守照顧時”，故選(D) 
(B) 

「你有用 Facebook 嗎？」也許是現代青少年及大人

之間最常被問到的問題。Facebook 是全世界極受歡迎的

社群網路。當 Mark Zuckerberg 在 Harvard 唸書時，他跟

他的朋友們一起架設了 Facebook。剛開始時，Facebook
的會員只限 Harvard 的學生，然後擴展到 MIT、Stanford
大學及常春藤聯盟的大學。一直到了 2006 年的 9 月，

Facebook 才開放讓滿 13 歲以上的人登錄使用。到了現

在，預估全球有超過 2 億的 Facebook 使用者。 
    雖然 Facebook 方便簡單，很多人，包括美國總統

Barack Obama，都建議玩家在刊登文章時應該多加謹慎小

心。例如，Facebook 是一個所有人都可以瀏覽的網路社

會，Facebook 的使用者不應該在網路上洩露太多個人資

料，也不該談太多有關他們要做甚麼或是他們要去哪裡的

消息。謹守這些訣竅能讓你善用 Facebook 又可讓你遠離

麻煩。 
34. 過去進行式，故選(D) 
35. 倒裝句句型：Not until … do/does/did + S + V  翻成 

“一直到…才~” 
36. 預估 people estimate that = it is estimated that 故選(C) 
37. advise 人 to V. 表建議某人…，所以選(A) to be 
38. 依上下文，選(B) 
39. 依上下文，neither … nor 表“兩者皆不”，故選(D) 
40. 本題為動名詞當主詞句型，選(D) 

四、閱讀測驗 
(A) 

被封為流行樂之王的 Michael Jackson 無疑是音樂史

上最偉大的流行樂歌手之一。生於 1958 年，Michael 有 8
個兄弟姊姊。當他五歲時，他的兄弟跟他組成了一個叫做

The Jackson 5 的樂團。這樂團在 Michael 十一歲的時候發

行了第一張唱片。發片不久後，The Jackson 5 樂團名聲扶

搖直上。 
    在 The Jackson 5 樂團裡，Michael 一直是最受觀眾喜

愛的。他不僅是裡面的主唱，也是最會跳舞的成員。由於

Michael 在音樂及舞蹈上的才華，他獲得錄製個人第一張

專輯的機會，而此專輯於 1979 年發行。發表第一張專輯

的 3 年後，他又發行了另一張專輯「戰慄」。而這張專輯

為他贏得了八座葛來美獎。在全球銷售量超過 1.1 億張的

成績，是歷史上最暢銷的專輯。而 AC/DC 所發行的專輯

「Back in Black」，則是屈居亞軍。 
然而，Jackson 的一生過得並不順遂。他飽受健康問

題所擾，而關於他的行為、外表及健康情況的謠言從未停

止。也因為他的健康問題，Michael 必須服用止痛藥。在

2009 年 6 月 25 日，Michael Jackson 在自家死於心臟衰竭。

儘管 Michael 離開了這世界，但對於他的粉絲而言，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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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將永遠留存在歌迷心中。 
41. 此文談了有關 Michael Jackson 許多事情，並不包括下

列何者？ 
(A) 健康問題  (B) 音樂生涯 
(C) 婚姻      (D) 對流行樂之影響 

42. 根據文章，下列何者為非？ 
(A) Michael Jackson 的「戰慄」為他贏得八座葛來美獎。 
(B) Michael 在他的第一張專輯發行後，跟他的兄弟組

The Jackson 5 樂團。 
(C) 人們總是八卦 Michael Jackson 的健康及生活。 
(D) Michael 在 11 歲時，The Jackson 5 發行了第一張

專輯。 
43. 文中作者為何提到 AC/DC 的「Back in Black」？ 

(A) 它是 Michael Jackson 最有名的專輯之一。 
(B) 它的銷售量僅次於 Michael Jackson 的「戰慄」。 
(C) 它是音樂史上最暢銷的專輯。 
(D) 它是 Michael Jackson 最後發行的專輯。 

44. 第 3 段文中的「rumor」指     。 
(A) 困擾人們的問題 
(B) 被認為違法之情事 
(C) 不合理之點子 
(D) 人們口中真真假假之事 

45. 這篇文章旨在於討論何事？ 
(A) 討論 Michael Jackson 生活及事業 
(B) 把 Michael Jackson 的音樂跟 AC/DC 相比 
(C) 把 The Jackson 5 的音樂介紹給讀者 
(D) 描述 Michael Jackson 的童年 

(B)  
Amizade 是一個全球性的志工團體，其總部設於美

國。每年，這個團體會把來自全世界的數百個志工分發到

不同的開發中國家，如迦納、坦尚尼亞、玻利維亞和牙買

加。成立 Amizade 的構想源自於曾在 1994 年時待在巴西

的 Eric Hartmanwhen，這也解釋了該組織使用葡萄牙名稱

的由來，Amizade 在葡文中意謂「友誼」。大多數 Amizade
的志工都是大學生，他們提供了很多服務。舉例而言，他

們教導及幫助當地的社區。假如他們對研究有興趣，他們

也可以在當地做相關研究。  
    Amizade 的志工計劃跟其他社團最大的不同在於他

們會向志工索取費用。想要參加的學生需要付上 1 萬元來

換取 3 個月的服務經驗。對於大多數的參與者而言，雖然

Amizade 志工團是需繳費的，但是他們從服務他人所習得

的經驗，絕對是值得的，因為他們可以從服務中得到不少

東西，譬如實習學分、外國文化的洗禮及結交新朋友。更

重要的是，Amizade 的服務學習計劃能讓每個參與者體會

到幫助他人的樂趣。  
46. 關於 Amizade，作者未提及何事？ 

(A) 每一個參與者能在志工活動裡賺多少錢。 
(B) Eric Hartman 何時創立這志工團。 
(C) 把義工分配到哪些社區。 
(D) 志工可以從他們所自願付出的服務中得到甚麼。 

47. 根據本文，何者正確？ 
(A) Amizade 這字在葡萄牙文中指「服務」。 
(B) Amizade 的志工不可選擇參加任何研究計劃。 
(C) Amizade 的志工計劃提供參與者海外的文化經驗。 

(D) 在社區服務時，大學生不能從事教學工作。 
48. 根據本文，Amizade 的志工團為何與眾不同？ 

(A) 它的服務學習時間比其它社團長。 
(B) 它的參與者必須付費。 
(C) 它的志工在參與活動後可以得到實習學分。 
(D) 它的參與者可以選擇前往開發中國家服務。 

49. 參加 Amizade 志工團的好處，哪項並未在文中提及？ 
(A) 志工可以體驗助人之樂趣。  
(B) 志工可與當地家庭建立起友誼。 
(C) 志工可以讓未來雇主印象深刻。 
(D) 志工可以獲得一些文化交流的經驗。   

50. 下列何者為作者在第 2 段最後一行中透露出對於

Amizade 意見？ 
(A) 作者向此志工團提出挑戰。 
(B) 作者不同意此志工團之計劃。 
(C) 作者讚許此計劃。 
(D) 作者反對此計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