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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字彙題 

 1. 大部分商店不想要客人帶寵物進入，但他們會    

人們帶導盲犬。 

(A) 說服 (B) 前進 (C) 追求 (D) 允許 

 2. 這些盒子   我在花蓮海岸邊找到的彩色貝殼。 

(A) 裝有 (B) 帶領 (C) 坦白 (D) 限制 

 3. 在某些情況下，人們會服用阿斯匹靈來   頭痛。 

(A) 強調 (B) 消除 (C) 遭遇 (D) 評估 

 4. Anderson 太太退休後一直在醫院擔任   好幾年

了，因為她認為在病人身上投入時間和精神，使她生

命有意義。 

(A) 投資者 (B) 義工 (C) 哲學家 (D) 學者 

 5. 為了未來的下一代，採取許多措施來   遺留的歷

史古蹟。 

(A) 誇大 (B) 保存 (C) 威脅 (D) 消失 

 6. 《暮光之城》系列的作者 Stephenie Meyer 指出，她的

寫作   來自文學經典作品像是《傲慢與偏見》或

是《羅密歐與茱麗葉》。 

(A) 靈感 (B) 競爭 (C) 辨認 (D) 假裝 

 7. Mary 決定將這間雜亂的閣樓   成迷人舒適的客

房。 

(A) 抄寫 (B) 翻譯 (C) 轉變 (D) 運輸 

 8. 因為對我加班的   ，老闆多給我一天的假期。 

(A) 疲勞 (B) 損害 (C) 爭吵 (D) 感激 

 9. 你跟 Joanne說的話最好要注意，你知道她對批評有多 

   ，她會把每件事記在心裡。 

(A) 睿智的 (B) 敏感的 (C) 感覺的 (D) 聳動的 

10. 比大象大得多，曾經在地球上行走最   陸生動物

是恐龍。 

(A) 巨大的 (B) 古老的 (C)緊急的 (D) 永久的 

11. 每趟巴士遊覽   人數是八人，如果少於八人報

名，旅行將會被取消。 

(A) 偶然的 (B) 全部的 (C) 全球的 (D) 最少的 

12. 在春天來臨之前，我們將必須   幾週寒冷灰暗的

冬天。 

(A) 允許 (B) 延遲 (C) 問候 (D) 忍受 

13. 從一個背包客的觀點來看，在台灣旅行最大的    

是當地人的熱情好客。 

(A) 謠言 (B) 特色 (C) 閒暇 (D) 受傷 

14. 在陣雨之後，太陽從雲層中   。 

(A) 發生 (B) 進入 (C) 出現 (D) 位於 

15. 許多人在高速公路上的巴士與汽車   車禍中喪

生。 

(A) 相撞 (B) 微風 (C) 設備 (D) 肌肉 

二、對話題 

16. Julia：很抱歉，我上課沒辦法跟得上。        

Andrew：當然可以，你需要什麼?你要看我的筆記嗎？ 

Julia：如果你不介意，我想跟你借筆記。 

Andrew：沒問題。 

(A) 怎麼回事？   (B) 可以幫我一個忙嗎？ 

(C) 我可以改期嗎？ (D) 一切還順利嗎？ 

17. 學生 A：我聽說 Jake上學期每科成績都拿 A。 

學生 B：是啊，沒錯，我的化學差點就被當掉，但他

的筆記救了我。 

學生 A：        

(A) Jake頭腦真好/真聰明。 

(B) Jake是個有點子/創意的人。 

(C) Jake真的很勇敢。 

(D) Jake太過分了。 

18. Charles：喂，請問是 Rocha餐廳嗎？ 

Lisa：是的，我可以為您效勞嗎？ 

Charles：好，請幫我訂今天晚上的位子。 

Lisa：好的，先生。        

Charles：六位。 

(A) 您較喜歡坐哪？   (B) 您想要訂幾張桌子？ 

(C) 您會什麼時間到達？ (D) 請問多少位？ 

19. Angela：過去這五天都是我在打掃，今天 

       。 

Miranda：但你知道我這幾天已有多忙。 

Angela：這樣不公平。 

Miranda：好，那我今天打掃。 

(A) 輪到你了。  (B) 我們處境相同。  

(C) 你情況很糟。 (D) 不要拐彎抹角。 

20. Lily：你知道嗎？我在昨天的同學會看到 Nash。 

Zack：Nash？我想我不記得他。 

Lily：        Nash 在我們大一時曾經對我

有好感。 

Zack：是他喔！他就是總是抓住機會要跟妳講話的那

個人。 

(A) 這還用你說。   (B) 這無庸置疑。 

(C) 你還知道些什麼？ (D) 你一定記得！ 

21. Vicky：我們要如何在下學期為我們的戲劇社募款？ 

David：我們可以在學期初辦一場戲劇表演。 

Vicky：好主意！        

David：沒錯！ 

(A) 今天就到此為止。 (B) 你胡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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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這沒什麼大不了。 (D) 那一定會進行的很順利。 

22. Brittany：我有很多工作要做，不知道要從哪開始？ 

Erin：       告訴我你要做的事，我會試著

幫你。 

Brittany：我真幸運有像你這樣的同事。 

Erin：你欠我一個人情。 

(A) 不要鬧了！ (B) 關小聲一點吧！拒絕它吧！ 

(C) 放輕鬆！  (D) 對不起，可以再說一次嗎? 

23. Joseph：我想要開存款帳戶。 

銀行行員：好的，先生。請您填寫這張表格， 

        

Joseph：兩千元。 

銀行行員：好的，先生。你的存摺將稍後會為您準備

好。 

(A) 你存款要做什麼？ 

(B) 你將要提款多少錢？ 

(C) 你將要存多少錢？ 

(D) 你要申請多少張提款卡？ 

24. 秘書：早安！梅根科技公司。我能為您效勞嗎？ 

Johnson：麻煩請找Webster先生。 

秘書：很抱歉，他現在正在開會，        

Johnson：好，請告訴他 APA會議將在這星期五舉行。 

(A) 請問大名？ 

(B) 可以幫您留下訊息嗎？ 

(C) 可以留下您的電話嗎？ 

(D) 可以請您稍等嗎？ 

25. 海關官員：你這次拜訪的目的是什麼？ 

May：我要去旅行。 

海關官員：        

May：有，在這裡，我朋友跟我計畫在紐約待三天，

在波士頓四天，然後再回紐約停留三天。 

海關官員：聽起來是很棒的旅行，祝您旅途愉快！ 

(A) 妳有旅行計畫嗎？ 

(B) 妳有帶非法毒品嗎？ 

(C) 妳有帶妳的護照嗎？ 

(D) 妳有沒有什麼要申報？ 

三、綜合測驗 

26-30題 

  Susan Timberlake是個在舊金山的公車司機，她的工

作很少有意外之事，她在每個工作天循著或多或少的相同

的慣例。最近 Susan在她的公車上發現乘客遺留的一個信

封，公車停靠在其中一站時，她走到信封放置的座位，撿

起它並拿回她的座位。由於她緊湊的車班，直到當天稍晚

她才打開信封，當她打開信封時。她很震驚地發現有一疊

百元鈔票，且數完鈔票後她發現有 146張。 

  Susan將鈔票拿回失物招領部，信封上沒有姓名及住

址，但在公車上丟掉信封的乘客後來打電話給辦公室要找

回信封，乘客為了感謝 Susan誠實的行為要給她獎賞，但

她拒絕，並說返還失物是每個市民該做的事。 

26. (A) 抗議 (B) 慣例 (C) 勝利 (D) 避難所 

27. 主詞是 she，動詞 1 為 walked，動詞 2 為 picked，用

and連接動詞 3時態一致，因此選過去簡單式 

(C) brought 

28. (A) 由於 (B) 即使 

(C) 儘管 (D) 除此之外…還有 

29. 依題意，此處應選(C) 感到震驚的 

30. (A) 療方 (B) 報償 (C) 改革 (D) 收據 

31-35題 

  對於電玩的價值有爭論。有評論家認為電玩有摧毀

性，他們說電玩使學生分心而無法閱讀和讀書。遊戲玩家

花較少的時間在為樂趣而閱讀及他們花在學校課業的時

間也較少，電玩也被認為太暴力，舉例來說，加州大學心

理學教授 Patricia Greenfield提到，當她問一個男生為什麼

喜歡電玩更勝過於看電視，他回答：「在電視上，如果你

想讓一個人死，你沒辦法做到。」另一方面而言，電玩擁

護者主張遊戲提供一些益處，宣稱遊戲可以增進推理能

力。學生為了要應付一些遊戲中呈現出具有挑戰性的情

況，他們必須發展出以快速及有邏輯的方法來思考及回應

的能力。此外，電玩可提升電腦使用的正向觀點，喜歡玩

遊戲的學生，在學校對使用電腦的學習可能會有更樂意回

應。 

31. (A) 扭曲 (B) 使分心 (C) 解散 (D) 偽裝 

32. as為介係詞所以選 be動詞的動名詞(D) being 

33. (A) 另一方面而言 (B) 一則 

(C) 坦白說    (D) 整體而言 

34. 被動的分詞故選(C) presented 

35. (A) 相反地 (B) 此外 (C) 然而 (D) 因此 

36-40題 

  Eric Erikson 將成人時期分為三階段，他認為在第一

階段年輕的成人的主要任務是達成親密感，擁有穩定的身

分認同的年輕人，會渴望並也能夠在關愛的關係中，將自

己的身分認同與他人的身分認同融合，而不會有自我競爭

或自我迷失的恐懼，避開承諾的年輕人會經歷孤立。 

在中年時期，個人與社會的關注議題會融合在一起，

成人會覺得他們要貢獻一些有價值的東西給社會，並透過

父母親或其他身分的角色，投入引導下一代，這些中年人

會經歷傳承創新。然而，凡是無法達成的人，會經歷「停

滯不前」：一種不知何去何從之感、並盡是做些不重要的

事。 

傳承創新為老年的圓滿―此生已完整地度過的感覺―

奠定基礎。凡達成圓滿境界的老年人，會對他們所做的選

擇滿意，並且覺得若可以再從頭渡過一生，他們會再做相

同的事，他們將死亡視為一趟有意旅程的終點站。 

36. (A) 評論 (B) 達成 (C) 拒絕 (D) 排除 

37. (A) 避免 (B) 獲得 (C) 修改 (D) 擁抱 

38. 主詞為 Adults，因此動詞要用現在簡單式，所以答案

應為(A) experience 

39. (A) 邀請 (B) 渴望/抱負 (C) 誘惑 (D) 基礎 

40. (A) 錯誤 (B) 療方 (C) 選擇 (D) 藉口 

四、閱讀測驗 

41-45題 

  粉刺在青少年期是非常普遍的，事實上，它對於正值

青春期的年輕人來說是個惱人的問題，油性肌膚的孩子較

可能在臉上、背部、或胸部有痘痘或黑頭粉刺。粉刺的造

成是因為皮膚下的油脂腺阻塞，在青少年荷爾蒙旺盛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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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下，油脂腺功能失常，油脂在毛細孔裡阻塞，皮膚表面

出現發炎，細菌侵入進而造成感染，常見的痘痘便是這種

過程的結果。 

  雖然仔細清洗皮膚並無法預防粉刺，但過多的髒污一

定會使之惡化。因此，保持皮膚清潔很重要，因為它會幫

助減少細菌量及減輕感染。你要記住的是，在皮膚上的油

脂和乳脂會使問題惡化，應該一天兩次要用溫水及溫和肥

皂或洗面乳輕輕洗淨臉部，來去除臉部油脂及角質，使用

肥皂或洗面乳可以有效去除皮膚油脂及減少細菌在皮膚

滋生的數量。至於洗面乳，建議不要使用去角質洗面乳、

清潔泡芙、或是毛巾，這些都會刺激皮膚造成青春痘產

生。蒸氣可助打開阻塞的毛孔，所以皮膚科醫師建議熱敷

是有用的，他們同時也建議保持個人衛生及藥物的使用。

然而，他們雖沒提到飲食，但有一報告指出，與一般大眾

認知相反的是，巧克力與粉刺的惡化沒什麼關係。 

41. 本文主要和什麼有關？ 

(A) 在油性皮膚上的粉刺與痘痘 

(B) 粉刺的形成與治療 

(C) 油性肌膚的清潔與熱敷 

(D) 治療粉刺的清潔與飲食 

42. 根據此文，熱敷在治療粉刺上有幫助是因為 

       。 

(A) 它可以清潔肌膚 

(B) 它有效去除皮膚油脂 

(C) 它幫助打開阻塞的毛孔 

(D) 它可造成油性肌膚的改變 

43. 下列哪一項敘述是錯的？ 

(A) 油脂腺阻塞造成皮膚下的粉刺產生 

(B) 常見的痘痘是由於毛孔阻塞及感染 

(C) 巧克力對於粉刺的惡化有密切關係 

(D) 除了衛生，藥物也可以使用在防止粉刺上 

44. 在清潔肌膚上，建議應該要       。 

(A) 用去角質肥皂一天去除臉部角質兩次 

(B) 只用溫水有效清洗臉部 

(C) 用毛巾和清潔泡芙洗臉可預防青春痘 

(D) 溫和的洗面乳可有效用來去除肌膚油脂 

45. 根據這篇文章，誰最有可能受到粉刺的困擾？ 

(A) 青少年 

(B) 皮膚科醫師 

(C) 心理學家 

(D) 藥劑師 

46-50題 

  法國的 Andre及 Edouard米其林兄弟首次在 1990年

出版《米其林指南》，其原本的目的是要鼓勵汽車產業的

發展、及增進米其林輪胎和其他產品的需求，這些小本的

藍色指南是免費發給汽車駕駛人，藉由提供加油站、不同

廠牌汽車的修車廠、哪裡可找到補給品和零件及哪裡可找

到餐點和住宿的訊息，以提升開車旅行者的機動性。 

  當Andre Michelin發現這本指南在某間輪胎零售店裡

被用來墊在工作台底下當支撐物時，他決定每一本指南要

收費七法郎。在 1993 年，米其林兄弟引進全法國的餐廳

列表及評等食物的星級系統，米其林指南會授與一到三星

給廚藝精湛值得表揚的餐廳，這樣的殊榮是罕見且非常令

人渴望。一顆星表示此餐廳在此類別有非常好的菜餚，在

旅行時是個停留的好地方；兩顆星表示廚藝精湛，值得繞

路；三顆星是指超凡佳餚，值得一趟特別的旅行。只有五

千分之一的餐廳有可能得到三顆星。 

  根據《米其林指南》的說法，會有一組匿名視察員根

據一組嚴謹的標準定期地評估餐廳：食材的品質、食物風

味組合及準備的技巧、創意的層次、物有所值及烹飪標準

的一致性，為了使評分系統具有效性，米其林全職的專業

視察員不會說出自己的身分，他們的餐點均由米其林公司

付費，同時，他們甚至被強烈建議不可對揭露他們暗中進

行的工作，即使父母也不行。 

  經年累月下來米其林指南已發展成為美食家用餐的

基準，它的系列有 27本指南書，涵蓋 3大洲 23國，全球

超過四萬五千家餐廳。它肯定是在烹飪界定義完美、最令

人尊敬及可靠的指南。 

46. 這篇文章最佳的標題是什麼？ 

(A) 米其林兄弟在法國的成就 

(B) 米其林視察員的美食家用餐 

(C) 米其林指南的評分系統 

(D) 米其林指南的的發展 

47. 下列哪一項不是米其林指南評分系統的標準？ 

(A) 菜餚的創意 

(B) 廚師的烹飪技巧 

(C) 食材的品質 

(D) 餐廳的氣氛 

48. 在第三段的 anonymous這個字指的是      。 

(A) 未知的/陌生的 

(B) 不尋常的 

(C) 不可能地 

(D) 不滿意的 

49. 下列哪一個陳述是對的？ 

(A) 米其林指南最早出版是要增進廚師的名聲 

(B) 米其林指南視察員可由店家請客在世界級的餐廳

用餐 

(C) 米其林三星餐廳在全球是少見的 

(D)米其林指南就餐廳的歡迎程度授予一到三星的評

等 

50. 這篇文章最可能在下列哪一本雜誌找到？ 

(A)《時尚》 

(B)《烹飪世界》 

(C)《經濟學人》 

(D)《國家地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