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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字彙題 
1. 為了追求外在美麗的完美，這女演員做了整形手術，

導致她在外表上有明顯的改變。 
(A) 翻譯  (B) 傳統  (C) 交通；運輸  (D) 變化 

2. 這魔術師是如此的驕傲，以至於他把所有的批評都當

作讚美，並且堅持他自己的表演方式。 
(A) 溝通  (B) 讚美  (C) 複雜  (D) 評論 

3. 被他的對手影響，這參賽者失去控制並做出錯誤的決

定，導致他最後失敗了。 
(A) 挫折  (B) 說服  (C) 影響  (D) 談判 

 4. 雖然他在競賽中沒有得到任何的獎，這位謙虛的導演

說被提名對他來說就已經是得獎了。 
(A) 志工  (B) 娛樂 (C) 比賽  (D) 成就 

 5. 被證實在增加注意力方面是有助益的，冥想常被用來

幫助學生將注意力集中在課業上。 
(A) 表面的；膚淺的  (B) 難忘的 
(C) 樂觀的          (D) 有助益的 

6. 當面對校園霸凌事件時，大部分的學生保持沉默。而

他們的沉默被視為是同意，也因此更助長了霸凌事件。 
(A) 同意  (B) 大陸  (C) 便利  (D) 內容 

 7. 懷抱著新的政黨將會刺激經濟成長，這國家的人們積

極地參與即將到來的選舉。 
(A) 參與  (B) 相像  (C) 以…為榮  (D) 調查 

8. 除非你成功地抓住這文章背後隱藏的暗示，否則要理

解這文章的大意是很困難的。 
(A) 完美的  (B) 主要的 
(C) 理想的  (D) 精力充沛的 

9. 為了要環保，許多國家都很注意廢物   並回收可

用材料。 
(A) 倖存  (B) 抵達  (C) 中立的  (D) 處理；處置 

10. 不斷   的爭吵是這兩位生意夥伴分道揚鑣的主要

原因。 
(A) 巧合  (B) 發生  (C) 合作  (D) 比較 

11. 受到董事會的   與支持，這位執行長毫無畏懼的

執行他的計畫，並裁掉了百分之三十的冗員。 
(A) 授權  (B) 分析  (C) 交際  (D) 宣揚；公開宣布 

12. 一輩子都   於賭博，這位父親並沒有為他的孩子

樹立良好的典範。 
(A) 期望  (B) 改善  (C) 沉迷於  (D) 預期 

13. 隨著她受歡迎的程度快速的增加，數百位的粉絲排隊

排了好幾個小時，並且   俱樂部去聽她天使般的

聲音。 
(A) 受苦  (B) 蜂擁；洶湧 

(C) 投降  (D) 碰撞(bump into 為巧遇) 
14. 因為這亞裔球員在籃球場上   表現，他一夜成名

並得到全世界的注意。 
(A) 極好的  (B) 憐憫的  (C) 敏感的  (D) 系統的 

15. 當被警告那   病毒已經擴散開來的時候，海關便

處於警戒的狀態。 
(A) 傳染的  (B) 興盛的  (C) 驚人的  (D) 冒險的 

二、對話題 
16. Mark：怎麼了？你看起來很沮喪。 

Bill：我試著想要組裝我剛買的電腦，但我連怎麼開始 
     都不知道。 
Mark：我懂了。不要生氣！去問 Jason 吧！      
      他會很樂意幫助你的。 
(A) 他總是說得好像他甚麼都知道。 
(B) 他對電腦一無所知。 
(C) 他不喜歡插手任何一件事。 
(D) 他對電腦一清二楚。 

17. Waiter：我可以幫你點餐嗎？ 
Lily：抱歉，我還沒決定主菜。它們看起來都很好吃。 
           

Waiter：我推薦烤雞。它的脆皮裡包含著柔嫩多汁的 
        肉，而且它的醬料超棒的。 
Lily：好，我要那個。 
(A) 你都吃過了嗎？   (B) 你認為它們如何呢？ 
(C) 你同意我的意見嗎？ (D) 有甚麼建議嗎？ 

18. Jack：你心裡有事嗎？ 
Rose：是啊，我很擔心 David。他將要出國留學，這 
      是他第一次自己住在國外。 
Jack：親愛的，David 已經夠大了，他可以照顧他自己。 
     相信他。     一切都會沒事的。 
(A) 不要太煩惱了。 (B) 別出洋相/別大吵大鬧。 
(C) 他活該。    (D) 他一定會惹上麻煩的。 

19. Lydia：嗨，我聽說你上個月住院。發生了甚麼事嗎？ 
Ben：是啊，是我的胃痛啦。我已經痛好幾年了。我 
     被要求要在醫院待幾天做一些詳細的檢查。好消 
     息是我只需要吃藥和休息。壞消息是我工作落 
     後；     時間對我來說很重要。 
Lydia：無論如何，知道你沒事真好！ 
(A) 我買不起。    (B) 我需要趕上工作進度。 
(C) 我完蛋了。    (D) 我對這份工作不熟。 

20. George：謝謝你幫我做關於電腦科學的簡報。 
      

Bryan：沒甚麼。如果你需要我的幫忙，儘管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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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我對這些術語完全不懂。 
(B) 我們誰也不欠誰了。 
(C) 今天就到此為止吧。 
(D) 管好你自己的事。 

21. Makiyo：我們今晚去夜店玩，好嗎？ 
Yogi：但我們只有 16 歲耶。 
Makiyo：     他們不會知道我們真實的年齡。 
Yogi：是啊，直到他們要求我們交出身分證。 
(A) 成交。  (B) 我同意。  
(C) 不公平。 (D) 假裝一下。 

22. Ada：Jam，你昨天晚上為什麼在電影院放我鴿子？有 
什麼理由嗎？ 

Jam：喔！不！我忙著工作，完全忘了我們的約會。 
           

Ada：算了。只要下次如果你不能到的話，記得打電 
     話給我。 
(A) 這是好理由嗎？ 
(B) 讓我們打開天窗說亮話吧。 
(C) 我欠你一個道歉，寶貝。 
(D) 我只是在捉弄你。 

23.Shirley：Sam，你最好努力點唸書。你期中考的時候兩 
科不及格喔。期末考快到了。 

Sam：什麼？     是誰每天閒混都不唸書的？ 
Shirley：那不重要。至少我都低空飛過啊。 
(A) 看看是誰在說話？ 
(B) 我同意。 
(C) 還要你說，我早就知道了。 
(D) 謝謝你鼓勵我。 

24. Tina：小心！你為什麼不停下來？你可能會死掉耶。 
真是太驚險了。 

John：為什麼我要停下來？是他闖紅燈，不是我耶。 
我才是遵守交通規則的人。 

Tina：我知道，但有時候遵守交通規則並不保證你會 
安全。     畢竟，不是所有的道路使用 
者都遵守交通規則。 

(A) 你不是認真的吧！ 
(B) 我會祝福你的。 
(C) 開車的時候再怎麼小心也不為過。 
(D) 你會後悔的。 

25. Christy：牛奶、糖、麵粉…天啊！我有這麼多事要做。 
         我需要一個人幫我跑腿。 

Jennifer：好。我可以幫你。事實上我正要去超級市場。 
        給我你的購物清單，讓我看看能幫你買什麼。 
Christy：謝謝你。     在工作了一天之後，我 
        終於可以休息了。 
(A) 悉聽尊便。 
(B) 別捉弄我。 
(C) 開始做正事吧。 
(D) 你的幫助對我意義重大。 

三、綜合測驗 
Question 26-33 

如果你喜歡巧克力，這裡有好消息喔。每天一小塊巧

克力對你的心臟和心血管系統有好處喔。有高血壓的人每

天吃一點可以降低血壓。巧克力也可以降低低密度脂蛋白

膽固醇，提昇你的精神，讓你感到開心。此外，巧克力可

以刺激腦內啡的產生，會讓你有一種快樂的感覺，或許這

就是為什麼巧克力常常和浪漫被聯想在一起的原因吧。 
然而，在你去商店買更多的巧克力之前，你應該要確

定你吃的是黑巧克力，這指的是含有百分之 65 以上的巧

克力固形物，在裡頭可以找到剛剛提到的所有巧克力精

華。剩下的巧克力成分則是包含了可可亞脂、糖和牛奶—
它們提供了你不會想要的卡路里和脂肪。因此，下一次你

想要吃巧克力時，選牛奶巧克力旁邊的黑巧克力吧。 
26. 根據上下文應是「降低血壓」故選 lower 
27. (A) 此外  (B) 因此  (C) 相反的  (D) 簡而言之 
28. 和…有關聯 be associated with= be connected with=be 

related to= have a lot to do with    
29. 被定義為 be defined as 
30. 由…所組成 be made up of= be composed of=consist of 

=contain (且此句主詞為單數 故動詞要單數動詞加 s) 
31. 本句沒有連接詞，因此用關係代名詞，有連接的作用 
   句, and all of them…= 句, all of which/whom… 
32. 根據文義應選 crave “想要吃”，而不是正在吃 
Question 34-40 
    隨著科技進步, 雲端運算是現代人所不能缺少的。甚

至有些人主張雲端運算即將佔領這世界。這概念很簡單，

就是透過網路(或是雲端)讓你能在任何地方存取你的資

料與應用。然而這方法是具有爭議性的，它可以簡單到只

是在谷歌網頁儲存或分享資料也可以複雜到將你機密的

資料交與第三者，以及從這遠端、第三者的資料處理中心

來運作一整個公司。 
雲端運算的主要概念是將伺服器的硬體抽象化。因

此，雲端運算的使用者可以省下硬體、軟體及伺服器上的

花費，因為他們只付給提供者他們使用部分的費用。這共

享的平台與成本，低廉的經常費用，以及大範圍應用的立

即存取降低了使用者進入的限制，使得更多的業者以更低

的成本相互競爭。然而，有些人對於雲端運算並不感到那

麼樂觀，這架構目前仍在發展的早期階段。在雲端運算起

飛之前，還有隱私、頻寬、甚至政治的阻礙需要克服。 
33. be set to 即將要… (其他三個片語後都要加 Ving) 
34. 透過網路 via(=on) the Internet 
35. 根據上下文應是「像…一樣簡單」as +adj.+as 
36. 複合關係代名詞 what(=the thing which) they use 
37. (A) 導致  (B) 起因於  (C) 發生  (D) 想出 
38. enable sb/sth to V, 使~有能力做~ 
39. (A) 結果  (B) 因此  (C) 此外  (D) 然而 
40. (A) 取笑  (B) 克服  (C) 調查  (D) 照顧 

四、閱讀測驗 
Question 41-45 

餵母乳對母親和嬰兒都是有利的。一般說來，母乳對

嬰兒來說是所有乳品中最健康的，因為它的脂肪、糖、水

分、蛋白質的成分都是嬰兒成長與發展所必須的。母乳幫

助發展嬰兒的免疫力，因為抗體會從母體傳給嬰兒。因

此，嬰兒比較不會被傳染疾病。餵母乳也可以降低嬰兒猝

死症的發生機率，也和以後較高的智力有關。 
除了對小孩有好處，母親也從中得到好處，因為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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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母親與小孩更親近。餵母乳時所釋放的荷爾蒙會使母

親放鬆，使她更能感受到在培育小孩。其他的好處包括降

低得到乳癌、卵巢癌，子宮內膜癌及冠狀動脈疾病的風

險，甚至可以減肥—雖然這常被忽視，也不是健康飲食和

運動的替代品。 
因為這些哺餵母乳的好處，孕婦應該要選擇餵母乳。

很幸運地，因為餵母乳的好處是大家公認的，在公共場所

哺餵母乳也讓大家越來越能接受。然而，在孕婦們餵母乳

之前，提醒她們，抽菸、酒精飲料、咖啡因飲品，以及藥

物可能都會降低母乳的品質。 
41. 這篇段落的主題是什麼？ 

(A) 嬰兒需要母乳。 
(B) 母親們喜歡餵母乳。 
(C) 有關於哺育母乳的法令條文。 
(D) 餵母乳對母親和嬰兒很有益處。 

42. 下列何者對嬰兒來說不是餵母乳的好處？ 
(A) 幫助發展嬰兒的免疫力。 
(B) 降低得到心臟疾病及癌症的風險。 
(C) 提供成長與發展所需要的一切。 
(D) 減少嬰兒猝死症的發生機率。 

43. 媽媽們選擇餵母乳主要是因為      
(A) 餵母乳讓他們更親近小孩。 
(B) 大家公認要在公共場所餵母乳。 
(C) 母乳只含有脂肪、糖和水。 
(D) 她們不用運動也可以減肥。 

44. 要餵母乳，媽媽們應該要避免      
(A) 醫生開的藥物 (B) 維他命 
(C) 均衡飲食   (D) 酒精飲料 

45. 我們可以從文章中推論      
(A) 母乳會讓嬰兒肥胖。 
(B) 飲料會改善母乳的品質。 
(C) 在某些公共場所餵母乳是可以的。 
(D) 餵母乳的母親最好喝咖啡。 

Question 46-50 
    在美國，Black Friday 指的是感恩節之後的的星期

五。雖然不是一個國定假日，它標示了耶誕購物季節的開

始。因為這一天是感恩節假期的一部分，許多人休假一

天，因此對零售業者來說便增加了潛在的購物者，也就是

潛在的銷售佳績。就實際的銷售量而言，雖然 Black Friday
已是排名第五到第十最忙碌的日子，但在名次上它已經有

所攀升了—在 2002 及 2004 年攀升到第二名，在 2003 及

2005 年攀升到第一名。 
    Black Friday 這一詞的起源可回溯到 19 世紀，當時是

與 1869 年的金融危機有關。然而，最早被提及與聖誕購

物季節有關的 Black Friday 是在 1966 年，當時費城警方

因為大量的交通壅塞以及市中心商店過於擁擠的人行

道，把感恩節之後的星期五稱為 Black Friday。然而，在

1981，許多的零售業者在經歷一整年的低迷生意之後，在

感恩節後的那個星期五獲利。因此在 Black Friday 這一

天，零售業者會從赤字變成獲利。 
    因為網路的到來，Black Friday 受歡迎的程度擴散到

網路購物。因此，Black Friday 也被稱為 Cyber Black 
Friday，就等同於網路上零售的 Black Friday。然而，零售

業者也注意到許多的顧客在感恩節後的星期一，在家或從

公司在網路上購物。零售業者推測這些顧客在感恩節週末

太忙了以致於無法逛街，或是沒有找到他們想要的東西。

因此，在 2005 年，美國的全國零售聯會部門便將這個星

期一稱為 Cyber Monday。 
46. 下列何者為這篇文章適當的題目？ 

(A) 網路購物。 
(B) 聖誕節購物。 
(C) 感恩節的迷信。 
(D) Black Friday 和 Cyber Monday。 

47. 根據這篇文章，Black Friday      
(A) 是不幸的一天並且讓零售業者遭受損害。 
(B) 對零售業者來說暗示了潛在的顧客和獲利。 
(C) 是國定假日，人們放假一天。 
(D) 不是聖誕購物節的一部分。 

48. 根據這篇文章，關於 Black Friday，下列何者不是對

的？ 
(A) 2002 和 2004 的 Black Friday 是最忙碌的。 
(B) 在 1869 年，Black Friday 這一詞是用來形容金融

危機的。 
(C) 在 1981 年，零售業者在 Black Friday 這一天獲利。 
(D) 在 1966 年，費城有大量的交通壅塞以及過於擁擠

的人行道在市中心的商店旁。 
49. 在這篇文章中，“ advant”這一個字的意思最接

近     。 
(A) 缺點  (B) 保護  (C) 到來  (D) 謠言 

50. 根據本文，關於 Cyber Monday 下列何者為真？ 
(A) 人們喜歡 Cyber Monday 更勝於 Black Friday。 
(B) Cyber Monay 一詞直到 2005 年才出現。 
(C) Cyber Monday 就等同於 Black Friday。 
(D) 人們在 Cyber Monday 除了上網購物以外，什麼都

不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