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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字彙題 
 1. 那些孩子們生活在   景況中，沒有住所，無法就學，

也得不到醫療照護。 
(A) 完美的 (B) 有意義的 (C) 珍貴的 (D) 悲慘的 

 2. 威廉．莎士比亞   是古往今來最偉大的劇作家之一。 
(A) 痛楚地 (B) 毫無疑問地 
(C) 狹窄地 (D) 一年一度地 

 3. 全球暖化已經   了諸如北極熊以及企鵝等許多動物們

的生活。 
(A) 批評 (B) 發現 (C) 威脅到 (D) 練習 

 4. 這張特大號床的長度夠長，讓那位籃球員躺在上面時能

夠   他的腿。 
(A) 伸展；伸直 (B) 變寬；擴大 
(C) 回復；復原 (D) 問候；打招呼 

 5. 你的文章是太過   ，因此你可能需要給一些具體的

例子來支持你的觀點。 
(A) 偶爾的 (B) 抽象的 (C) 愉快的 (D) 必要的 

 6. 月球每個月繞地球   一圈，這乃是常識。 
(A) 演化 (B) 牽涉 (C) 旋轉 (D) 溶解 

 7. 艾菲爾鐵塔是巴黎的一個主要觀光   ，也是外國遊

客必定造訪的景點。 
(A) 動機 (B) 勝地 (C) 說服 (D) 破壞 

 8. 比利是個不可靠的人！他的話最後總是會和他的    

不一致。 
(A) 漏洞 (B) 巔峰 (C) 種籽 (D) 行為 

 9. 瑪莉亞．莎拉波娃在決賽中擊敗她的對手，奪得這場錦

標賽的冠軍。 
(A) 擊敗 (B) 釋放 (C) 指派 (D) 發射 

10. 由於升學考試即將來臨，學生們都承受很大的壓力。 
(A) 強調 (B) 壓力 (C) 分析 (D) 悠閒 

11. 露茜的朋友們鼓勵她對人生要是正向積極的，並學著去

看事物的光明面。 
(A) 焦急的 (B) 準時的 (C) 樂觀的 (D) 暫時的 

12. 當一支鐵釘意外地刺穿他的左腳時，那位建築工人感到

劇烈的疼痛。 
(A) 輕微的 (B) 嚴重的 (C) 急切的 (D) 永恆的 

13. 父母的一言一行都可能對他們的子女會有很大的影響。 
(A) 安全 (B) 方面 (C) 影響 (D) 宗教 

14. 壓力可能會讓你的血壓升高，並因而增加你罹患中風的

風險。 
(A) 提升 (B) 讚賞 (C) 抵達 (D) 說教 

15. 當他發現自己被劍客們團團圍住，那位騎士拔出了他的

劍，準備保衛自己。 
(A) 假裝 (B) 意圖 (C) 侵犯 (D) 防衛 

二、對話題 
16. 海綿寶寶：嘿，讓我們一起去那裡吧。我想介紹你認識珊

迪。 
派大星：        
海綿寶寶：喔，她是我的一個朋友啦。她是個不錯的人喔。 
派大星：真的喔？我等不及要見她了。 
(A) 太棒了！章魚哥看到你一定會很高興的。 
(B) 好呀！我改天會順道去拜訪的。 
(C) 她是誰啊？我從來沒聽說過她這個人。 
(D) 真的嗎？我很高興你喜歡它。 

17. 店員：這些鞋子怎麼樣？ 
愛麗絲：它們太鬆了。        
店員：很抱歉，但是您要的鞋碼都賣完了。 
(A) 我需要尺寸小一點的。 
(B) 感謝妳的詢問。 
(C) 您需要尺寸大一點的嗎？ 
(D) 妳可以算便宜一點賣嗎？ 

18. 凱莉：妳怎麼啦，莎曼珊？妳看起來很焦慮。 
莎曼珊：是啊。我拼命找都找不到我的皮夾。 
凱莉：        這位小姐，妳上個禮拜才弄丟了

妳的車鑰匙咧！ 
莎曼珊：我知道。我一個月前其實也弄丟了我的手機。 
(A) 這是我的錯。 
(B) 為什麼是我？ 
(C) 誰？米蘭達嗎？ 
(D) 什麼？又掉東西啦？ 

19. 店員：小姐，您好。您有預約晚上用餐嗎？ 
瑪麗：是的。我的名字是瑪麗．古德溫。 
店員：讓我看看…瑪麗．古德溫。是的，在這兒。 
        
(A) 我可以留言嗎？ 
(B) 您預約 5 人用餐，是嗎？ 
(C) 這個座位有人坐了嗎？ 
(D) 女廁在哪裡呢？ 

20. 老師：那麼，你解出這題數學題目了嗎？ 
學生：我想應該是的。正確答案是 48 嗎？ 
老師：       你必須先算出這個，然後把你所

得到的結果再去乘上這兩個的和。 
(A) 恐怕不是唷。 
(B) 我當然願意。 
(C) 你說的對極了。 
(D) 我想我沒問題。 

21. 店員：現在可以為您點餐了嗎？ 
彼得：是的，我要點一個起司漢堡。 
店員：一個起司漢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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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請給我一份大薯和一杯大可。 
(A) 內用還是外帶？ 
(B) 請問您的大名是？ 
(C) 您覺得這兒的食物如何？ 
(D) 您還要點些別的來搭配嗎？ 

22. 安迪：請問一下。        
路人：沿著這條街走三個街區，然後你就會看到夜市在

你右邊。 
安迪：謝謝。 
(A) 你上週末有在夜市嗎？ 
(B) 要去夜市要怎麼走？ 
(C) 我們一起去夜市吧。 
(D) 臺灣有很多夜市。 

23. 貝克漢：你好。我想瞭解一下你們的住房費率。 
飯店人員：        
貝克漢：標準雙人房。 
飯店人員：向您說明一下，每晚是新台幣 22,000 元。 
(A) 我可以幫您找到一些室友。 
(B) 您心中有規劃的預算嗎？ 
(C) 您想問的是哪種房間？ 
(D) 您要刷卡還是付現？ 

24. 史瑞克：妳想吃點冰淇淋嗎？ 
費歐娜：我想吃，但是我沒辦法吃。 
史瑞克：為什麼？        
費歐娜：不是啦。我的牙齒對冰的食物非常敏感。 
(A) 妳在減肥還是怎樣？ 
(B) 妳的牙齒有問題嗎？ 
(C) 妳想要來一點熱咖啡嗎？ 
(D) 妳多久看一次牙醫？ 

25. 哈利：你為什麼認為我作弊？ 
石內卜：你的答案和妙麗的都一樣。 
哈利：        
石內卜：我有看到你在偷瞄她的考卷。 
(A) 你在霍格華茲教書教多久了啊？ 
(B) 我昨天沒有看到鄧不利多教授。 
(C) 為什麼你抓的是我而不是她？ 
(D) 跩哥．馬份和我是要好的朋友。 

三、綜合測驗 
26-30 題為題組 

我正身處由我朋友愛麗絲所舉辦的一場派對。坐在她

身旁，我可以感覺她愈來愈煩惱，因為賓客太多，但茶點

飲料卻不夠。愛麗絲很確定的是，並非每個人都是受邀而

來，但她卻不知道要如何趕走那些不速之客。就在那時，

她的老公羅伯特想出了一個主意。 
羅伯特轉身面對賓客，說道：「新娘這邊的親朋好友，

可不可以請您起立呢？」在羅伯特宣告此事之後，便有大約

20 位賓客站了起來。然後，他繼續問道：「現在，新郎這邊

的親朋好友，也請您起立好嗎？」這次大約有 25 位賓客起

身站立。然後，羅伯特微笑地說：「此刻正站著的各位先生

女士，可能得請您離開此地。這裡辦的是一場生日派對。」 
26. (B) 原句為“As I sat beside her,…”，此處將連接詞與主

詞省略，並將動詞 sat改為現在分詞 sitting，形成分詞構

句 
27. (C) 此處的時態須用過去完成式，且要用被動語態 
28. (D) 想出來。 

(A) 選項的主詞必須是「事物」或虛主詞“it” 

(B) 開展(對話/關係/友誼)；開始(演奏/樂曲) 
(C) 選項不合題意 

29. (A) 宣佈；宣告 
(B) 例外、(C) 瞭解；實現、(D) 滿意，均不合題意 

30. (C) 起立 
(A) 承擔；忍受、(B) 發送；寄送、(D) 促銷；升級，

均不合題意 
31-35 題為題組 

日本新幹線的子彈列車不眠不休地穿梭在這個國家的

各大主要城市之間，以高達將近 300 公里的時速輸運旅客。

然而，事情的進展並非總是如此地平順。在當初實施測試

運行時，每當火車從開闊的空曠地，高速駛入狹窄的隧道

時，就會產生音爆，使得大約 350 公尺之外的窗戶都為之搖

晃震動。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工程師兼鳥類愛好者中津英

治暗暗尋思，有沒有某種生物，在其日常生活當中，每天

都要應付空氣阻力的突然改變。他想到的是：翠鳥。這種

鳥類在俯衝覓食之時，是從空氣，也就是阻力較低的介

質，進入水中，也就是高阻力的介質，但激起的水花卻非

常地小。藉由將子彈列車頭的車鼻部位重新設計成翠鳥鳥

喙的形狀，工程師們減少了噪音，甚至降低了車輛運行所

使用的電量。在這個過程當中，他們也讓許多的窗戶免於

遭到震碎。 
31. (D) 然而 

(A) 因此、(B) 例如、(C) 也就是說，均不合文意所需 
32. (B) 產生 

(A) 識別；認同、(C) 討論；商談、(D) 提醒；使…想起，

均不合文意 
33. (C) 此處為關係代名詞的非限定用法，而 which 所代替

的是“the air” 
34. (D) 圖像；形狀 

(A) 耐心、(B) 結論、(C) 花費，均不合文意所需 
35. (A) 此處的句型為 keep + O + from + N/Ving：使得 O 免

於… 
36-40 題為題組 

當醫生的壓力很大。首先，他們必須儘可能地接受更

多的訓練，才能夠勝任醫生這個工作。第二，在從醫學院

畢業之後，一位醫科生仍得花好幾年的時間通過資格考試，

完成醫療實習，考取專業醫師執照，才能成為一個真正的醫

生。第三，在面對病人的時候，醫生是不被允許犯任何錯

誤的。當一位病人感到疼痛時，醫生必須知道如何立即地

處理疼痛。人們認為醫生要能快速並正確地解決問題。最

後同樣重要的是，雖然醫生們賺的錢比大部分其它職業的

人來得多，但他們曝露在致命病毒與病菌之下的風險也比

較高，因為醫生們必須接觸罹患各類疾病的病人。總而言

之，當醫生絕對不是件輕鬆的事情。 
36. (B) 此處的句型為 as…as…(像…一樣地…) 
37. (D) spend 後面的動詞須為「動名詞」的形式 
38. (A) 允許 

(B) 種植、(C) 劃分、(D) 修理；使固定，均不合文意

所需 
39. (C) 處理 

(B) 修訂；校正、(A) 裝備；配備、(D) 放棄；退出，均

不合文意所需 
40. (A) 忍受；承受 

(B) 治療、(C) 想像、(D) 相配，均不合文意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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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閱讀測驗 
41-45 題為題組 

男人跟女人購物的方式大不相同。身為以狩獵採集為

生的遠古老祖宗的後代子孫，男人和女人都有囤積東西的

傾向。但他們具體的作法，則與他們的性別有著很大的關

連。《我們為什麼買東西》一書的作者派寇．安德希爾，對

購物者進行了一項長達數十年的研究，觀察他們瀏覽及購

買商品的模式。這其中，安德希爾所得到的一個發現是，

說到購物這件事，男人是狩獵者，而女人則是採集者。 
簡單地說，男人在購物時所運用的，乃是在遠古的狩

獵採集生活環境中，為了獵取肉食所發展而來的技巧。安

德希爾的研究發現，在把商品買回家之前，絕大多數的女

性會先看過其價格標示，然而男性在他們購物之時，只有

少數的人會作同樣的動作。對於天生就是狩獵者的男人來

說，忽略價格標示，直接出手把東西買下來，可說是男子

氣概的指標。此外，狩獵者必須能夠展現把獵物在肉質腐

壞之前就給帶回家裡的本領。 
另一方面，女人則通常以購物為樂。除非她們身邊有

男性陪伴，否則女人會花更多時間瀏覽商品，仔細端詳她

們所想要的物件。採集者必須能夠判定果實或蔬菜是否已

經成熟，這也許就解釋了為什麼比起男性來說，女性對於

氣味和質地，以及各種紅色、粉紅色、黃色的色調差異更

具有敏銳性。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商家會在店門口放置質感

十分吸引人的服裝。它們是用來吸引購物者走進商店，而

裡頭有著更多的誘惑在等待著購物者。 
41. 這篇文章主要是關於       。 

(A) 資料搜尋策略方面的性別差異 
(B) 性別差異在消費者行為上所扮演的角色 
(C) 道德價值觀方面所存在的性別差異 
(D) 兩性各自的偏好對時尚潮流所造成的影響 

42. 根據這篇文章，派寇．安德希爾       。 
(A) 針對線上購物的行為進行了一項長達數十年的研究 
(B) 針對消費者討價還價的策略作了一項研究 
(C) 試著要解釋消費者的購物模式 
(D) 寫了一本關於有效的行銷策略的書 

43. 從這篇文章當中，我們得知商家在店門口擺放漂亮的衣

服主要是為了       。 
(A) 吸引女性消費者 
(B) 吸引趕時髦的青少年 
(C) 打動男性購物者 
(D) 滿足老年人 

44. 從這篇文章當中，我們可以推論出，當有男性陪伴在她

們身旁時，女性會       。 
(A) 從採集者的購物模式轉換到狩獵者的購物模式 
(B) 把要買什麼東西的決定權完全交到男性的手中 
(C) 買下比她們原來列在購物清單當中還要更多的物品 
(D) 比起她們獨自購物時更快地結束她們的購物行程 

45. 根據這篇文章，下列何者為真？ 
(A) 在《我們為什麼買東西》一書當中，作者派寇．安

德希爾指出，說到購物這件事，女人是狩獵者，而男人

則是採集者。 
(B) 派寇．安德希爾發現，大多數的男性購物者在買東西

時會忽略價格標示。 
(C) 男人與女人購物囤積的模式，與他們遠古時代的老

祖宗們所採取的模式大不相同。 
(D) 與男性相比之下，女性買的東西通常較少，因為她

們把大部分的時間花費在評估自己所作的決定上。 
46-50 題為題組 

要不是因為造成洛伯最後在 1894 年喪命的那個人所寫

的作品，人們對洛伯這頭野狼可能至今仍一無所知。 
歐尼斯特．湯普森．西頓，一位老練的獵人，欣然接受

了一份工作，要去獵殺在新墨西哥州的喀倫坡谷一帶掠食

家禽牲畜的一夥兒狼群。西頓被這份工作的挑戰性所吸

引，也對於抓到狼群的狼王洛伯後，將有機會得到 1,000 美

元的賞金，感到怦然心動，而他預期這項任務只要兩個星

期就可以完成。 
但西頓萬萬沒有料到洛伯的狡猾與果決，牠就是有辦

法避開毒餌，跳過了數百個陷阱，讓自己不會被抓到。西

頓耗了好幾個月，到後來用牠的愛人布蘭珈的屍體為餌，

終於成功地誘捕到洛伯。 
但是，由於被洛伯的英勇以及牠對其伴侶的忠誠所感

動，西頓實在下不了手殺死這頭高貴的野狼。因此他活捉

了洛伯，希望能馴服這頭狼王。然而，就在當天晚上，洛

伯便死去了—因為心碎的緣故，西頓如此寫道，而在洛伯

死後，西頓就未曾再殺任何一頭狼。 
西頓決心奉獻餘生，說服他那以征服荒野為其基石的

國家，能拯救其僅存的珍貴遺產。在「喀倫坡的狼王洛伯」

這個故事當中，西頓將自己呈現為一個惡徒，而這個故事

成了西頓在他 1898 年所寫的《我所知道的野生動物》這本

書中，最廣為人知的一篇故事。這段故事觸動了許多美國

人的心弦，也在後來促成了新的國家公園的建立以及保育

法規的制訂。 
46. 根據這篇文章，是什麼樣的動機驅使了西頓去獵捕洛伯？ 

(A) 這項任務的重要性，以及要為他的新書尋找新的題材。 
(B) 這項任務本身的挑戰性，以及能獲取賞金的機會。 
(C) 對於野狼深深的憎恨，以及對於恢復祥和秩序的強烈渴

望。 
(D) 對於錢財的貪婪，以及想要建立一座國家公園的野心。 

47. 根據這篇文章，西頓花了比他所預期還久的時間，才終

於抓到洛伯，其原因是西頓       。 
(A) 必須遵守地方政府所制訂的環保法規 
(B) 必須單打獨鬥，因為他的工作搭檔被洛伯殺死了 
(C) 生了場病，因為他無法適應喀倫坡谷的天氣 
(D) 事先沒有預料到洛伯是個如此絕頂聰明的對手 

48. 我們可以從這篇文章推知，當西頓回想起他在喀倫坡谷

所做的事，他覺得       。 
(A) 對洛伯之死有著深深的罪惡感 
(B) 自己被當地的人欺騙愚弄 
(C) 對他的成就感到驕傲 
(D) 後悔搬家到新墨西哥州 

49. 根據這篇文章，下列敘述何者為非？ 
(A) 洛伯是住在新墨西哥州喀倫坡谷的一頭野狼。 
(B) 洛伯很擅長躲開陷阱以及避開毒餌。 
(C) 洛伯對牠的伴侶保持忠誠，至死不渝。 
(D)《喀倫坡的狼王洛伯》是一本於 1898 年所出版的書。 

50. 下列哪一個選項最適合用來當作這篇文章的標題？ 
(A)《你所應該去認識的野生動物》 
(B)《一頭帶領牠的狼群迎向自由的狼王》 
(C)《一頭傳奇的野狼的故事》 
(D)《卑鄙的獵人西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