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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字彙與片語題 
1. 有了游泳課的幫助，我克服了對水的恐懼。 

(A) 穿  (B) 撕扯  (C) 打敗、克服  (D) 吊、掛 
2. Tina 非常喜歡皮革製的外套，然而她不認為她能夠付

得起，因為它耗資不菲。 
(A) 修理  (B) 買  (C) 乞求  (D) 染色 

3. 均衡飲食和規律的運動對健康很有幫助，因此，我們

應該注意我們吃的東西和做了多少運動。 
(A) 有益的  (B) 原始的  (C) 感傷的  (D) 一般的 

4. Brad 是可靠的男人，你可以跟他講任何的秘密，他絕

不會說出去。 
(A) 虛擬的  (B) 值得信任的 
(C) 慷慨的  (D) 傑出的 

5. 電腦科技迅速的發展已對人類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

響。 
(A) 影響  (B) 預算  (C) 理論  (D) 運氣 

6. 在海地發生大規模的地震後，來自世界各地的捐贈物

都寄來幫助災民。 
(A) 合併  (B) 複雜  (C) 捐贈物  (D) 連接 

7. Emily 第三次考駕照沒通過的時候，她感到很大的挫

折。 
(A) 放鬆、慰藉  (B) 樂趣  (C) 恐怖  (D) 沮喪 

8. 政府將在此村落附近蓋一個核子發電工廠。 
(A) 工廠  (B) 歷史  (C) 運送  (D) 詩 

9. 為了成為成功的父母，George 和 Mary 決定調整一下

想要知道所有細節的慾望，和兒子擁有   的權利。 
(A) 優先事物  (B) 特權  (C) 原則  (D) 隱私 

10. 自從那戶家庭上個月搬出去後，那間房子變   。 
(A) 空的        (B) 暴力的 

(C) 各式各樣的  (D) 不可或缺的 
11. 衛生署再次向社會大眾保證 H1N1 疫苗是安全的，並

鼓勵人們接受注射來避免禽流感的   。 
(A) 出口  (B) 爆發  (C) 全套裝備  (D) 暴行，憤慨 

12. Julie 每天寫日記來表達她的情感，並且紀錄她的生活

經驗。 
(A) 日報、每日的  (B) 乳製品  (C) 日記  (D) 深情

地 

13. 喬治在網路報紙刊登   來銷售房屋。 
(A) 改進  (B) 廣告  (C) 建立  (D) 娛樂 

14. 對於住在城市裡的人們，捷運是一個很   大眾交

通工具。 
(A) 幽默的  (B) 過敏的 

(C) 方便的  (D) 有潛力的 
15. Cynthia 是個   女生，總是往好的地方想。 

(A) 見聞廣博的  (B) 樂觀的 
(C) 節省的      (D) 不愉快的 

二、對話題 
16. Sandy： 你介不介意幫我一個忙？ 

Allen：       

Sandy： 你出去吃午餐的時候，可以幫我買杯咖啡嗎？ 
Allen： 我可能自己也會買一杯 
(A) 當然介意，怎麼樣？ 
(B) 當然不介意，是什麼忙？ 
(C) 我不介意，什麼時候？ 
(D) 我介意，是什麼忙？ 

17. Waiter： 現在可以幫你點餐了嗎？ 
Polly： 是的，我要一份綜合沙拉和一份沙朗牛排。 
Waiter：       

Polly： 麻煩給我三分熟。 
(A) 妳較喜歡哪種口味？ 
(B) 妳的牛排要幾分熟？ 
(C) 現在可以幫妳上牛排了嗎？ 
(D) 妳的附餐要哪一種蔬菜？ 

18. 官員： 你好，我可以看你的護照嗎？ 
Judy： 可以，在這裡。 
官員： 你這次出國的目的是什麼？ 
Judy：       

(A) 我會再這裡停留三週。 
(B) 我會待在當地的飯店。 
(C) 我會搭飛機參訪。 
(D) 我會到一些地方去觀光。 

19. Paul： 你看起來很氣色不好，怎麼了？ 
William：      

Paul： 你應該回家休息。 
William：謝謝你給我的建議。 
(A) 我有一點不舒服。 
(B) 天氣不太好。 
(C) 我不喜歡這裡的天氣。 
(D) 我認識了一些酒肉朋友。 

20. Phil： 聯合公園的演唱會真棒。 
Teresa：      

Phil： 如果他們下次來台灣，我一定會再去。 
Teresa：我也要去 (也算我一份)。 
(A) 你說的對。    (B) 可否請你再說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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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我不懂你的意思。 (D) 你在煩惱什麼？ 
21. 珍： 麻煩請找琳達。 

琳達：      

珍： 嗨！琳達，我是珍。 
琳達：嗨！珍，你好嗎？ 
(A) 我是琳達。  (B) 我就是。(電話用語) 
(C) 琳達就是我。 (D) 琳達正在講話。 

22. 醫生：你覺得你哪裡不舒服？ 
約翰：我喉嚨痛。 
醫生：你覺得不舒服有多久了？ 
約翰：      
(A) 在早上。  (B) 大約兩天。 
(C) 昨天下午。 (D) 後天。 

23. Josh：妳今晚要跟我們看電影嗎？ 
Lisa：      

Josh：那真是太可惜了。 
Lisa：或許下一次。 
(A) 當然，我想要去。 
(B) 我想去，但是我必須要 K 書。 
(C) 聽起來不錯。 
(D) 我可以再跟你聯絡嗎？ 

24. 店員：今天就買這些嗎？ 
Lucy：      

店員：總共 23 元 99 毛。 
Lucy：拿去(錢給你)。 
(A) 今天就到此為止。   (B) 今天感覺真不錯。 
(C) 今天就買這些，謝謝。 (D) 那真是棒啊！ 

25. Taylor： 瓊斯教授，我們什麼時候可以見面討論 
  我的報告？ 

瓊斯教授： 4 點可以嗎？ 
Taylor：       

瓊斯教授： 到時候見。 
(A) 我 4 點可以。 (B) 我很好。 
(C) 我 4 點有課。 (D) 我朋友 5 點會來。 

三、綜合測驗 
(A) 

根據一位研究者指出，我們想要保持自己和別人的距

離是視對方而定，和我們之間大約一英呎的距離是親密的

空間，我們很願意跟我們喜愛的人分享這個空間，如果在

擁擠的電梯裡，被迫和陌生人分享，我們會感到不自在。

在一英呎和四英尺的距離是我們的個人空間，這是我們會

和朋友所保持的距離，舉例來說，這大約是我們坐在餐廳

的距離。大約 4 呎到 5 呎之間的距離，是社交距離，這是

我們在派對和其他聚會會跟陌生人保持的距離。最後，超

過 10 呎的距離是公共空間，這是一個我們會忽略別人的

距離。 
26. 原句為 If we are forced to share it with strangers…,簡化

為分構，被動分構為 forced 
27. 此處語意應填關係代名詞 which 
28. 考語意串聯 

(A) 偶然地  (B) 萬一  (C) 例如  (D) 此外 
29. 考字詞搭配 keep from ~ 保持和~的(距離) 
30. 考語意串聯 

(A) 的確  (B) 逐漸地  (C) 實際上  (D) 最後 
(B) 

成人應該幫助孩子遵循一個好的財務計畫。首先，小

孩應該被教導如何賺錢，當臨時保母、送報、或家庭雜務

都是賺錢選擇，然後，引導孩子如何為特別的東西存錢，

可以讓他們擬定計畫，允許他們用所賺的錢的少部份來購

買不是很重要的物品，像是生日卡或糖果，其餘的錢可存

進銀行，當存有足夠的錢時，他們可以購買特別的東西，

儘早教導孩子一個好的金錢管理計畫，可以防止他們在日

後的生活當中浪費金錢。 
31. (A) 意見  (B) 選擇  (C) 手術、操作  (D) 機會 
32. 此處應用被動與態 be ＋pp 
33. (A) 其餘  (B) 過去  (C)爆發  (D) 任務 
34. 字詞搭配 make a purchase  
35. from 介係詞＋Ving 因此用 wasting 
(C) 

人們抱怨他們的醫生，他們不認為醫生解釋他們所做

的事，人們也認為醫生看病太過倉促，抱怨並不能解決問

題，相反的病人而是要藉由問問題和要求醫生的回答來成

為自身健康照護的好管理者，當病人看病時，他們應該要

準備好完整地準確地描述病情，病人是建立正確診斷過程

中最重要的人，此正確診斷是適當治療的關鍵。此外，病

人應該養成習慣，詢問為何醫生建議某些療程，以及治療

的選擇有哪些，病人有權利知道每一種治療效果如何，以

及藥物有何副作用，如果醫生對病人問題的回應不佳，或

許該是找個新醫生的時候了。 
36. 考語意串聯 

(A) 然後  (B) 而是  (C) 畢竟  (D) 此外 
37. 字彙題(A) 描述  (B) 開處方  (C) 銘刻  (D) 抄寫 
38. 考語意串聯(A) 雖然  (B)儘管  (C) 如果  (D) 由於 
39. 字彙題 

(A) 有野心的    (B) 有效的 

(C) 印象深刻的  (D) 客觀的 
40. 假設語氣用現在式表未來 

四、閱讀測驗 
(A) 

你正在尋找省錢的旅遊目的地嗎？背包客最愛的旅

遊指南之一的寂寞星球出版社，已為您選出在 2010 年的

一些超值旅遊勝地，有一些可能會讓你驚訝，因為他們可

能是你從沒想過的地方。 
由於 Krona 貨幣匯率佳，所以現在正是以低價到冰島

旅遊(觀光)的時刻，冰島國內航空亦減低票價來吸引觀光

客，如果你對探索北極光、火山、冰帽有興趣，冰島絕對

是你的最佳選擇。 
寂寞星球將泰國列為十大超值勝地列為第二名，泰國

仍是大眾的首選，因為對歐洲人而言，它一直是最便宜長

途假期之一，從食物到住宿都是超低價，同時，它也迎合

多元的興趣，不論你喜歡傳統的泰國文化或是想沉浸於當

代文化，你在泰國都可以看到許多東西、做很多事。 
另一個超值地點是倫敦，由於全球經濟危機及貨幣貶

值，倫敦對外來觀光客而言已經是個可以負擔得起的地

方。在好幾年皆以全球最昂貴的城市之一聞名之後，對極

具預算意識(知道何省錢的)的背包客而言，是可以到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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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的時候了。著名的觀光景點像是大英美術館、國家藝

廊、白金漢宮，以及一些田園風景絕對是值得造訪。 
41. 此文章的最適合的標題是什麼？ 

(A) 寂寞星球的省錢旅遊方式。 
(B) 寂寞星球的背包客旅遊勝地。 
(C) 前十大背包客省錢旅遊勝地。 
(D) 前三大背包客超值旅遊勝地。 

42. 根據文章，下列哪一個敘述是錯的？ 
(A) 由於便宜的機票，冰島是超值旅遊地點。 
(B) 由於經濟衰退，冰島和倫敦是超值旅遊地點。 
(C) 泰國是世上最便宜的旅遊地點之一。 
(D) 倫敦提供海外觀光客全球最便宜的住宿。 

43. 下列哪個地點在文章沒有提到？ 
(A) 泰國  (B) 冰島  (C) 印度  (D) 倫敦 

44. 對精打細算的旅行者而言，倫敦在哪方面是理想的旅

遊地點？ 
(A) 它同時擁有傳統與現代的吸引力。 
(B) 它擁有較佳的貨幣兌換率。 
(C) 它有令人屏息的自然景觀。 
(D) 它有許多美術館和皇宮。 

45. 第三段的 it 指的是？ 
(A) 泰國  (B) 食物  (C) 住宿  (D) 價格 

(B)  
你注意到近年來的天氣變化嗎? 在紀錄片正負 2度C

中，指出雪梨的沙塵暴、中國許多省份的超大雨量、台灣

的莫拉克颱風、以及菲律賓的四個颱風，都同時發生在

2009 年。 
在 2009 年，聯合國跨政府氣候變遷組織的主席指

出，氣候變化造成全世界洪水、乾旱、熱浪的頻率增加、

強度的增加、持續期間也增加。此外，因為在減緩政策的

缺乏下，可能會導致海面冰山的消失、熱帶氣旋增加、以

及水資源減少，格林蘭冰棚也可能消失，並導致海平面上

升大約七公尺。 
科學家相信這些氣候異常的改變是由於全球暖化所

造成的，也就是全球海洋及接近地表的空氣平均溫度提

升。跨政府氣候變遷組織下結論說，自從二十世紀中旬大

部分所觀察到的溫度上升，非常可能是由於溫室氣體的增

加所造成，溫室氣體增加是由於人類的活動，像是燃料的

燃燒以及森林砍伐所產生的。 
我們身為全球的公民，可以做些什麼來阻止全球暖

化？一些減緩溫室氣體排放的方法包括騎腳踏車而不開

車、減少花費、種更多的樹、以及使用節省能源的設備，

這些都是一般人所知道的方法。除此之外，有人建議可以

成為素食者來對抗氣候變遷。根據世界觀察雜誌的一個分

析指出，牲畜以及他們的副產品佔有每年全球溫室氣體排

放的百分之五十一，諾貝爾獎得主帕卓理博士也長期提倡

素食為拯救地球的方法之一，使其免受養育牲畜所導致的

溫室氣體之害，對於那些長期肉食者，他們可以嘗試少吃

一點肉，或一天吃一餐素。既然素食飲食既健康又環保，

我們何不成為素食者來拯救地球呢？ 
46. 下列哪一個敘述不是氣候變遷的結果？ 

(A) 洪水頻率的增加。 
(B) 熱浪強度的增加。 
(C) 森林砍伐的增加。 

(D) 熱帶氣旋強度的增加。 
47. 根據此篇文章，全球暖化的原因是？ 

(A) 養育牲畜 (B) 海平面上升 
(C) 雨量過多 (D) 海面冰層消失 

48. 第二段的 elimination 這個字，最接近的意思是？ 
(A) 衝擊  (B) 去除  (C) 擊敗  (D) 儀式 

49. 下列哪一種方法，不能幫助阻止全球暖化？ 
(A) 少吃肉      (B) 騎腳踏車 
(C) 買省電燈泡  (D) 使用丟棄式筷子 

50. 根據此篇文章，作者對於成為素食者的語氣為何？ 
(A) 負面    (B) 積極正向的  
(C) 嘲諷的  (D) 不可置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