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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學年四技二專第一次聯合模擬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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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字彙題 
 1. 丹尼爾的爸媽從不允許他獨自旅行，因為可能有危險。 

(A) 提供 (B) 允許 (C) 需要 (D) 提醒 
 2. 這所大學已決定可容納 500 名學生的新宿舍地點了。 

(A) 場合 (B) 傳統 (C) 地點 (D) 重量 
 3. 許多人為了減肥而只吃肉是很荒謬的，這種飲食實在

不健康。 
(A) 難以獲得的 (B) 難忘的 
(C) 不舒服的  (D) 難以置信的 

 4. 我不吃任何的紅肉，事實上，我從五年前就開始吃素

了。 
(A) 事實上 (B) 依我看來 (C) 例如 (D) 通常 

 5. 這間鞋廠每個月至少生產 100,000 雙以上的鞋子。 
(A) 發明 (B) 控制 (C) 收到 (D) 製造 

 6. 亨利很喜歡逛夜市，因為他總是能發現當地各類美食。 
(A) 考慮 (B) 種類 (C) 經驗 (D) 數量 

 7. 當我上個禮拜在購物中心遇到我的歷史老師時，我幾

乎沒認出她來。 
(A) 建議 (B) 預防 (C) 認出 (D) 發現 

 8. 這位歌手獲頒的獎項是為了表揚她在比賽期間的極佳

表現。 
(A) 組織 (B) 安排 (C) 選擇 (D) 表現 

 9. 小孩子總是對他們身邊所發生的每件事情表現出很大

的好奇心。 
(A) 挫折 (B) 好奇心 (C) 印象 (D) 決心 

10. 這孩子因為在考試時作弊而被他的父母處罰。 
(A) 處罰 (B) 省略 (C) 服務 (D) 比較 

11. 麥克和海倫之間的爭論越來越激烈，他們的朋友也無

可奈何。 
(A) 尊敬 (B) 支持 (C) 爭論 (D) 處置 

12. 這名演講者需要學校的正式邀請函，才能取得到法國

的簽證。 
(A) 吸引人的 (B) 正式的 

(C) 情緒的  (D) 不尋常的 
13. Jack 寄了一封 e-mail 給他的老闆以確認他們會議的確

切時間。 
(A) 忽略 (B) 發展 (C) 測量 (D) 確認 

14. 這個慷慨的商人協助在偏遠地區蓋了幾所學校，讓那

裡的孩子可以受教育。 
(A) 慷慨的 (B) 痛苦的 (C) 經典的 (D) 頑皮的 

15. 從大學畢業以後，朵拉和露西一週見面一次以維持她

們的友誼。 
(A) 維持 (B) 抱怨 (C) 分開 (D) 運作 

二、對話題 
16. 肯：嘿，丹尼爾，為什麼你看起來這麼難過？ 

丹尼爾：我太太生病了，她正在醫院裡。 
肯：喔，       。她還好嗎？ 
丹尼爾：一點也不好，我真是擔心她。 
(A) 這沒什麼大不了的 

(B) 聽你這麼說真令人難過 
(C) 你說的有道理 

(D) 希望沒什麼不好的事發生 
17. 仁：我要在星期六晚上舉辦一個聖誕節派對，妳要來

嗎？ 
莉莉：我想去，       。 
仁：沒關係，或許下次吧。 
莉莉：無論如何謝謝你邀請我。 
(A) 而且我會帶一些點心去 
(B) 我會準時到 
(C) 但是我想我沒辦法去 
(D) 但是我不知道你介不介意 

18. 法蘭克：爸，我今晚可以十二點左右回家嗎？ 
爸：為什麼？ 
法蘭克：我想要和我朋友去看電影。 
爸：        在外逗留到很晚可能會很危險。 
(A) 我認為不妥。 (B) 沒什麼不好的。 
(C) 這可能沒那麼困難。(D) 那並不像預期一樣困難。 

19. 警員：一切都還好嗎，女士？ 
女士：        我無法想像如果你不在這裡的

話，會發生什麼事。 
警員：不客氣，我很高興能幫上忙。 
(A) 我不太懂妳的意思。 
(B) 別擔心！這很常發生。 
(C) 我聽說過很多有關的事。 
(D) 非常感謝你的幫忙。 

20. 機場人員：妳看來迷路了，女士。需要我幫忙嗎？ 
乘客：我要去新加坡，        
機場人員：離這兒不遠。直走，然後在妳的右手邊。 
乘客：謝謝你。 
(A) 你知道 18 號登機門在哪裡嗎？ 
(B) 妳怎麼不問空服員呢？ 
(C) 我應該走高速公路嗎？ 
(D) 到圖書館走哪條路最好？ 

21. 彼得：我們今晚晚餐吃些什麼好？ 
提娜：        

彼得：我們何不試試泰國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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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娜：聽起來是個好主意，我很喜歡辣的食物。 
(A) 晚上六點五十分在那裡碰面。 
(B) 我今天忘記吃午餐了。 
(C) 我還沒決定。 
(D) 我已經把我的薪水花光了。 

22. 伊莎貝爾：嘿，歐文，你知道班森姓什麼嗎？ 
歐文：那古拉。班森那古拉。 
伊莎貝爾：        

歐文：N-A-G-U-L-A。 
(A) 你能清楚聽見我說的話嗎？ 
(B) 你能拼出來嗎？ 
(C) 你能請他等一下嗎？ 
(D) 你能告訴我他的電話號碼嗎？ 

23. 男士：嗨！我可以試穿這件夾克嗎？ 
女士：        但是有幾個人正在等。 
男士：好長的隊伍！ 
(A) 抱歉！這件襯衫我穿不下。 
(B) 抱歉！我不在這間店裡上班。 
(C) 當然！今天在大特價。 
(D) 當然！我們的試衣間在那邊。 

24. 亨利：你喜歡大衛考伯菲的魔術表演嗎？ 
傑克：當然。        他的魔術表演真令人興

奮。 
亨利：真希望我也在那裡，我是他的粉絲。 
(A) 那真是令人印象深刻。 
(B) 這取決於你喜歡什麼。 
(C) 這不值這個金額。 
(D) 我真希望他能成功。 

25. 女士：嗨，先生，我有預約，我的名字是珍妮佛．關。 
男士：早安，關女士，妳有特定喜歡的房型嗎？ 
女士：        
男士：沒問題！還有一間空房，妳可以住這間。 
(A) 你喜歡靠窗的座位嗎？ 
(B) 你知道任何好玩的地方嗎？ 
(C) 我可以要一間靠河的房間嗎？ 
(D) 我們應該提早預約嗎？ 

三、綜合測驗 
Question 26-30 
隨著全球人口持續成長，全球食物產量必須大幅提高以符 
合需求量，聯合國預估到 2050 年時，我們所需的食物量 
將比今天至少高出百分之七十，換句話說，人類到時候將 
需要更多的肉類、穀物和蔬菜。然而，有一個嚴重的問題， 
在於全球許多土地的狀況嚴重下降。由於較差的土壤品質 
和有限的水資源，在這些區域要提昇糧食產量是有困難 
的。也因此找到解決世界糧食問題的方法已成了許多國家 
的當務之急。 
26. (A) 決定 (B) 估計 (C) 反對 (D) 懷疑 
27. 此句為間接問句的句型：主要子句+疑問詞+主詞+(助

動詞)動詞，故選(C) 
28. 由文意知道應填入「更多」，又修飾形容詞的比較級

時，應用副詞 much，故選(D) 
29. (A) 根據 (B) 由於 (C) 除了…以外 (D) 為了 
30. 現在分詞(increasing)接受詞(food production)做為主要

子句的主詞，故選(A) 
Question 31-35 

樹可以在許多情況下生存，但不能沒有水。對植樹者

而言，學習如何澆水是一門很重要的課題。總部在美國的

維卡維爾樹木基金會，是一個義工團體，分享了一些有關

為樹澆水的建議。在一棵樹被種植下去之後，它的根仍留

在球根裡，球根會乾得非常快，所以必須將水澆在球根和

其周圍。就一棵已穩固的樹而言，水量通常視土壤與氣候

而定。有些種類的土壤較其他種類的土壤更加保水。且水

在寒冷的季節時，能在土壤裡留存得比在炎熱季節時來得

久。 
31. 由文意得知為「學習如何澆水」，故選(C) 
32. 原句空格為 which is based，可將關代 which 和 be 動詞

is 省略，故選(D) 
33. 此空格應填入現在簡單被動式，故選(D) 
34. (A) 視…而定 (B) 克服 (C) 放下 (D) 期待 
35. 片語 be better at，且後面應接動名詞，故選(B) 
Question 36-40 

吉普車是全球最有名的車子之一，我們常常可以在路

上看到它。據說吉普車是於大約 70 年前由賓西法尼亞州

的美國班譚汽車公司所發明的。1940 年時，該公司只花

了幾天的時間就完成了第一個完整的吉普車設計。在第一

個設計完成之後，第一輛吉普車在大約 40 天之後被生產

出來。二次大戰期間，吉普車甚至被形容為最強大的武器

之一，不只能夠載運武器，還能運送傷兵。當時吉普車被

大量運用在許多重要的軍事用途上。 
36. 「據說」的用法為 It is said…，故選(C) 
37. be-V + P.P. + by + O 的句型，故選(A) 
38. 「花費某人…時間做某事」的句型為 it + takes/took + 

sb. + 時間 + to + V，故選(B) 
39. (A) 不合文法、(B) 不合語意、(C) 形容詞的最高級前

面要加定冠詞 the，故選(D) 
40. (A) 不是…就是…  (B) 不只…而且… 

(C) 如此…以致於… (D) 既不…也不… 

四、閱讀測驗 
Question 41-45 

阿斯匹靈是今天最常被使用的藥物之一，常被用以緩

解頭痛、疼痛和肌肉痠痛。很久以前，希臘的醫生常告訴

病人要嚼柳樹的樹皮和樹葉以減輕疼痛，因為其含有一種

叫做水楊苷的化學成份，該物質是今天阿斯匹靈的重要成

份之一。 
阿斯匹靈藉由抑制前列腺素來減輕疼痛，前列腺素是

一種天然化學物質，會傳遞訊息到我們的大腦，以指出身

體某個部位的疼痛。這是為什麼阿斯匹靈可以讓病人不感

到那麼痛的原因。然而，阿斯匹靈並不總是有益的，研究

發現，阿斯匹靈也可能對人體造成傷害，例如阿斯匹靈會

引起胃出血。 
因為阿斯匹靈有副作用，了解誰應該避免服用阿斯匹

靈是很重要的。孕婦和有出血症狀者不應服用阿斯匹靈，

因為會對他們造成傷害。非上述兩種情形的人，可向醫生

諮詢以了解阿斯匹靈對他們而言是否為適當的治療藥物。 
41. 下列何項有關水楊苷的敘述不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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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它是一種可在阿斯匹靈中發現的活性化學成份。 
(B) 它存在於柳樹皮和樹葉中。 
(C) 它是阿斯匹靈以前的舊稱。 
(D) 它有助於減輕疼痛。 

42. 在第二段中，inhibiting 一字可用    來替換。 
(A) 測量 (B) 阻止；限制 (C) 生產 (D) 改善 

43. 在第三段中，it 一字所指的是    。 
(A) 阿斯匹靈 (B) 出血症狀 

(C) 懷孕   (D) 副作用 
44. 根據本文，下列何者錯誤？ 

(A) 了解何時、如何正確服用阿斯匹靈是很重要的。 
(B) 前列腺素就像人體裡的化學訊息傳遞者。 
(C) 醫生會建議病人服用阿斯匹靈來治療胃出血。 
(D) 孕婦應該避免服用阿斯匹靈。 

45. 作者提到阿斯匹靈的副作用，以    。 
(A) 挑戰人們對阿斯匹靈的看法 
(B) 增加阿斯匹靈的銷量 
(C) 討論阿斯匹靈是如何製造的 
(D) 警告服用阿斯匹靈的風險 

Question 46-50 
每年當冬天又回到北半球時，它也將雪帶回許多地方

去。在許多國家，雪在十一月左右開始落下，雪的返回對

住在這些地區的人而言，是既令人興奮又令人擔心的訊

息。 
大人、小孩喜歡雪是因為雪常被用作諸多娛樂用途，

像是滑雪、滑雪板和做雪人。雪對我們的生活也非常重

要，因為雪是主要的水源，融雪成水後可為人類活動與農

作物所用。此外，雪對植物和野生動物也很有益處，新鮮

的雪通常含有許多空氣，因為空氣被困在雪中而移動得非

常慢，所以它可以防止土壤裡的熱量逸散出去，土壤裡的

熱量可以幫助靠近土地的動植物撐過寒冷的冬天。 
雖然雪很重要，但也能造成危險。有些城市在雪季時

常常有比較多的交通事故，因為覆蓋了雪和冰的道路非常

濕滑；有心臟疾病的人容易在鏟雪時心臟病發作。此外，

當降雪量很大時，鐵路和航班會因此取消或延誤，人們要

到其他地方去會有困難。總結而言，無可否認雪是既好又

壞的自然現象。 
46. 本文討論了許多東西，但不包括    。 

(A) 為何降雪是重要的 
(B) 為何人們會擔心降雪 
(C) 雪是如何形成的 
(D) 降雪會如何影響我們 

47. 根據本文，下列何項錯誤？ 
(A) 雪季時，濕滑的道路會導致更多的交通事故。 
(B) 鐵路和航班可能因暴風雪而延誤。 
(C) 雪能幫助作物長得更高、更好。 
(D) 人們在雪中工作時可能發生心臟病。 

48. 在第二段中，beneficial 一字可用    來替換。 
(A) 有益的  (B) 有害的 
(C) 有責任的 (D) 成功的 

49. 雪能夠保護動、植物，因為    。 
(A) 雪能讓土壤裡的熱留存得比較久 
(B) 雪能提供新鮮的空氣，讓動、植物生存 
(C) 雪能提供食物和養份 

(D) 雪融化後能夠飲用 
50. 本文最佳的標題為何？ 

(A) 預測暴風雪的新方法 
(B) 為何雪是白色的 
(C) 如何在雪季時保持安全 
(D) 有關雪的重要事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