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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學年四技二專第一次聯合模擬考試 

共同考科 英文 解析 
1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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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字彙與片語 

1. 這科學家發現稀少物種的化石而贏得諾貝爾獎。 

(A) 挖 (B) 發現 (C) 引起 (D) 解釋 

2. 這是紐約最有名的餐廳。你最好在去用餐前先訂位。 

(A) 設計 (B) 借 (C) 預約 (D) 提醒 

3. Fiona從遙遠的國度來而回去要花她 16小時。 

(A) 遠的 (B) 孤立的 (C) 牽強的 (D) 全球的 

4. 店員把比薩切成八片，所以每位客人可得兩片。 

(A) 鋸 (B) 弄斷 (C) 舉起 (D) 分成 

5. Aaron感激他的父母因為他們答應給他買台新電腦。 

(A) 感應 (B) 打招呼 (C) 感謝 (D) 考慮 

6. Fish在結婚典禮上看來非常開心。許多親友來祝賀她。 

(A) 典禮 (B) 宴會 (C) 週年 (D) 羅曼史 

7. 雖然我住在美國二十餘年，但我仍   多數中國字。 

(A) 繼續 (B) 組織 (C) 認得 (D) 洩漏 

8. 老闆正在開一場重要的會。他   時候我會讓你知道。 

(A) 有空的 (B) 荒謬的 (C) 細緻的 (D) 情緒的 

9. Justin高中畢業後將會與大學同學共   一層公寓。 

(A) 創造 (B) 租 (C) 控制 (D) 以…做為號召 

10. 請給我們一些   如此我們才能增加銷售量。 

(A) 情況 (B) 誠實 (C) 地點 (D) 建議 

11. 我今早不舒服，所以請媽媽   我請一天假。 

(A) 允許 (B) 邀請 (C) 入場許可 (D) 期望 

12. 我們說好遲到的人付帳。Willy是唯一遲到的人，    ，他必須替我們所有人付帳。 

(A) 此外 (B) 然而 (C) 偶然地 (D) 因此 

13. 我到歐洲旅行時，對於代表昔日的   建築大感驚奇。 

(A) 立刻的 (B) 堅決的 (C)古老的 (D) 好奇的 

14. 老師致力奉獻於此班級，所以它   愛與熱情。 

(A) 參與 (B) 充滿 (C) 受夠 (D) 忙於 

15. Teddy   他的小學新生活並確信他會是好學生。 

(A) 期待 (B) 想起 (C) 不讓靠近 (D) 前進 二、對話題 

16. Ken： 你要跟我一起去看電影嗎？ 

May： 好啊。我聽說最新的科幻電影很棒。 

Ken： 那是我最愛的電影類型。      

May： 好。到時見。 

(A) 哪一部電影啊？ 

(B) 我們改看動畫吧。 

(C) 我該什麼時候買爆米花？ 

(D) 我今晚去接你。 

17. Ingrid： 我對於下個月的非洲行感到非常興奮。 

Angela： 我也是。我要在那兒冒險。 

Ingrid： 你開始打包了嗎？ 

Angela：       
(A) 我沒有洗髮精。 

(B) 班機在星期二。 

(C) 還沒，我不知道該帶哪些東西。 

(D) 你需要多的行李箱嗎？ 

18. Mary： 今早上學途中我看到你最喜愛的電影明星。 

John： 你是說我的偶像？      
Mary： 他很低調但隨和的在我提袋上簽名。 

(A) 告訴我所有細節。 

(B) 他看來如何？ 

(C) 我好久沒在電視上看到他了。 

(D) 你也喜歡他嗎？ 

19. 學生： 我今天忘了帶畫筆。 老師： 有什麼原因嗎？ 學生：       老師： 很遺憾。事情會很快好轉的。明天記得交美術   作品。 

(A) 我跟弟弟昨晚玩了一晚。 

(B) 我的倉鼠病重以致於我無法專心於該做的事上。 

(C) 你應該原諒我，我一直都是好學生。 

(D) 你不認為這是個無禮的問題嗎？ 

20. Alice： 你上週末有去博物館嗎？ 

Zona： 有。我在那待了三小時。 

Alice： 你覺得展覽怎樣？ 

Zona：       

(A) 我在網路上看到的。 

(B) 我覺得很棒。你也該去看看。 

(C) 朋友告訴我要搭公車。 

(D) 展覽很容易找到。 

21. 路人： 不好意思。你知道現在幾點嗎？ 

Lucy：       路人： 謝謝。快到午餐時間了。你知道附近有什麼好   餐館嗎？ 

Lucy： 抱歉，我不是本地人。 

(A) 兩點十分。 

(B) 是的。你可以約我。 

(C) 十一點四十五分。 

(D) 拿去。你可以拿走我的手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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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Grace： 你適應新環境了嗎？ 

Calleb： 所有的東西都跟肯亞不一樣。 

Grace： 到目前為止你喜歡台灣嗎？ 

Calleb：       
(A) 是的，食物讓這裡像天堂。 

(B) 是的，人們對我充滿敵意。 

(C) 我到好幾個城市去玩過。 

(D) 我很少這麼想。你們很好客。 

23. Sue：       
Jane： 請便。 

Sue： 你真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Jane： 我一直都是啊。 

(A) 到家時打給我。 

(B) 把這兒當自己家。 

(C) 你介意替我把燈關上嗎？ 

(D) 我今晚可以用你的車嗎？ 

24. 帶位者： 請問一共幾位？ 顧客：            帶位者： 這邊請。祝你們用餐愉快。 顧客： 非常感謝你。 

(A) 你自己算。   (B) 我們需要四個座位。 

(C) 還有兩位沒到。 (D) 我們可以坐靠窗嗎？ 

25. 女兒： 媽，你穿這件洋裝很好看。 母親： 那你為什麼不一起買件一樣的？ 女兒： 我正是這麼想。      店員： 我馬上來。 

(A) 讓我買下它當你的生日禮物。 

(B) 我穿著看起來也不錯嗎？ 

(C) 你們這款套裝有其他顏色嗎？ 

(D) 你能幫我拿件 M尺寸的來嗎？ 三、綜合測驗 

Question 26-30 世上多數人會同意網際網路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發明之一。它對人類的生活有極重要的衝擊，這些衝擊有好有壞。 就好的方面來說，從網際網路獲益最多的是那些動動指頭就得到大量知識的使用者。他們甚至不需出門就能得到他們所需的資料。 然而，有些嚴重的犯罪也是在網路上發生的。有些壞人會假裝是你的朋友然後拿走你的錢。更糟的是，所有人都有可能取得你的個人資料。 為了能善用網際網路，你必須記著：不要相信虛擬世界，並時時保持警覺。 

26. (A) 干涉 (B) 名人 (C) 生物 (D) 發明 

27. have an impact on 對…產生衝擊、影響 

28. ... those who get ...簡化成分詞片語 those getting 

29. (A) 幸運地     (B) 更糟地  
(C) 令人驚訝地 (D) 也就是 

30. To + V = In order to + V表示“為了要…”，故選(A) 

Question 31-35 我進入高中時，覺得跟女孩子相處很困難。隨著時間過去，我知道我必須做點什麼來解決這問題。我嘗試後，

成為最受歡迎的男孩子。以下就是如何與她們交朋友的秘訣。 女孩子總認為事情會出錯，所以她們常會訴說著她們的憂慮。聽她們的想法時，你不需要替她們想出解決方法。秘訣 1：當個好聽眾是女孩希望男孩做的。 並非所有女孩都熱愛運動。因此，你不能要求她們跟你一起觀看所有賽事或帶她們到足球場一起踢球。秘訣
2：女孩們需要陪伴時，陪她們去逛逛街。 我們都知道男孩女孩間有差異，所以跟女孩們在一起時，尊重這些差異並表現體貼。你也可以很受歡迎。 

31. find + O. + O.C. 

32. 依上下文，「以下就是如何與她們交朋友的秘訣。」，故選(D) 

33. When you listen簡化成的分詞構句When listening 

34. into + …  表示「熱中於…」 

35. (A) 冷漠的   (B) 可悲的 
(C) 有價值的 (D) 體貼的 

Question 36-40 有時我們會對自己的生活感到沮喪，但事實上我們並沒有權利抱怨。還有許多比我們更不幸的人。然而，他們還是努力設法維生。 舉海倫凱勒當例子，她在年幼失去了視覺及說話能力，起初她容易生氣。在她的老師鼓勵之後，她渴望學習並成為一位傑出的作家。 在台灣有另外一個例子，謝坤山先生在一場意外中失去肢體，那場意外沒能阻擋他去做想做的事。從那之後他用嘴拿畫筆，成功成為一位知名畫家。 下次我們遇到困難時，我們應該想想我們所擁有的。當我們知道我們是被祝福的人，我們就可以永遠看向事物的光明面。 

36. (A) 沮喪的 (B) 令人困惑的  
(C) 興奮的 (D) 驚悚的 

37. Out there 副詞片語放句首進行倒裝；又因為空格後是現在式，故選(B) 

38. at an early age 年幼時 

39. stop...from=prevent...from使…免於 

40. (A) 注意我們 (B) 直走 

(C) 看向事物光明面 (D) 出現、開大聲 四、閱讀測驗 

Question 41-44 暑假不是適合寫作業的時光，而且這不只是因為小孩討厭它。有些很好的原因讓老師在出成堆作業前應該三思。 某些教育家認為寫讀書心得或算數學能讓小孩在暑假後仍保有技巧。但沒有研究能夠證明不做暑假作業的小孩會經歷長期的學習損失。 暑假作業同時剝奪校外所提供的重要學習。這包含為樂趣閱讀，也就是讓你一輩子熱愛書本。玩樂也同為必要。它給你一個精通社交技巧的機會，例如團隊合作，那也是讓你成為未來成功的就業人的關鍵。而且如果你做些讓你滿頭大汗的事，也會讓你的腦袋適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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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為什麼暑假作業不是個好主意？ 

(A) 部分原因是因為孩子們不喜歡。 

(B) 教育家這麼認為。 

(C) 它幫助發展社交技巧。 

(D) 它幫助孩子建立對書本的熱愛。 

42. 如果小孩不寫暑假作業會發生什麼事？ 

(A) 他們會經歷長期的學科能力損失。 

(B) 沒有直接相關的事會發生。 

(C) 他們沒辦法精通社交技巧。 

(D) 他們長大成人後無法成功。 

43. 第 8行的單字 master意指？ 

(A) 主人    (B) 要求 

(C) 偉大的作品 (D) 精通 

44. 我們可從本文推知作者對暑假作業的態度是 

(A) 反對的 (B) 贊成的 (C) 中立的 (D) 活躍的 

Question 45-47 在美國有特別的一週是來慶祝教師的。一位著名雜誌的編輯請網球冠軍大威廉斯撰寫她最喜歡的老師。以下是她所寫： 我的教練是兩個對我最重要的人。他們是我的媽媽
Oracene Price，和我的父親 Richard Williams。在我 4歲時，他們開始教我打網球。媽媽和爸爸教我喜愛這運動。他們還教我努力並對網球付出我的全部。他們給了我信心去相信我可以做到任何我嘗試的事。我希望有一天我能成為別人的好老師，就像我父母一樣。 

45. 謝師活動為期多久？ 

(A) 四年 (B) 七天 (C) 兩個月 (D)一生 

46. 是誰被邀請去寫感謝老師的話？ 

(A) 雜誌編輯 (B) 教練 

(C) 老師   (D) 網球冠軍 

47. 誰教導大威廉斯喜愛運動？ 

(A) 大威廉斯自己    (B) 我父母 

(C) Oracene and Richard (D) 裁判 

Question 46-50 在地球日，對這個星球有功的一些英雄會因為他們的努力而在華盛頓特區得到榮譽。環保金人獎一直以來被稱為綠色運動的諾貝爾獎。每年它會頒發給世界上六個地區的環保領袖。得獎者可獲十五萬元。 兩位得獎者因為他們對於煤礦產業的清理所付出的直率努力而獲獎。Maria Gunnoe住在西維吉尼亞的鄉間。她認為她所做的事是對社區有利的。「我甚至從來不知道我是位環保人士。」她說道。非洲的得獎者，Marc Ona 

Essangui，住在加彭。這個國家有世界上第二大的雨林區。Ona幫助清理一項危害生態系統的採礦計畫。 

48. 以下哪種人最有可能得到環保金人獎？ 

(A) 醫生   (B) 資源回收者 

(C) 政府領袖 (D) 發言人 

49. 多久頒發一次這個獎項？ 

(A) 每月 (B) 每週 (C) 每年 (D) 每日 

50. 為何 Maria說她甚至從來不知道她是位環保人士？ 

(A) 她缺乏知識。 

(B) 獎項讓她知道。 

(C) 社區認為是她的權利。 

(D) 她很謙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