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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字彙題 
 1. 你對這個案子有什麼意圖？你想要大成就嗎？ 

(A) 面具 (B) 目標 (C) 連結 (D) 黎明 
 2. 這個犯人很難指認，他從頭到腳都沒有特色。 

(A) 瞭解 (B) 指認 (C) 欣賞 (D) 鼓勵 
 3. 她不斷提醒學生不要常玩線上遊戲，要多用功讀書。 

(A) 立刻地 (B) 好鬥地 (C) 持續地 (D) 負向地 
 4. 他不知是否要和茱莉亞結婚的混淆思緒讓他整晚未

睡。 
(A) 混淆 (B) 安全帽 (C) 數量 (D) 象徵 

 5. 這些產品是由一家德國公司所製造的，品質保證。 
(A) 旅遊 (B) 架設 (C) 製造 (D) 看見 

 6. 為了保留石油，已開發國家應該少開車、少用冷氣、

夏天多到大自然乘涼。 
(A) 延續 (B) 回答 (C) 允許 (D) 節省 

 7. 他為了改善他的英文做了很多的努力，所以進步很多。 
(A) 小的 (B) 很多的 (C) 著名的 (D) 流行的 

 8. 政府對民眾反核四的要求，回應緩慢。 
(A) 後悔 (B) 事件 (C) 幽默 (D) 回答 

 9. 這個行為對一個十四歲的孩子來說已經夠    ，

當然值得鼓勵。 
(A) 冒犯的 (B) 成熟的 (C) 分開的 (D) 頑皮的 

10.     省長有女朋友，只是沒人相信。 
(A) 避暑勝地 (B) 港口 (C) 羞愧 (D) 謠傳 

11. 我摩托車要加速了，    抱住我的腰。 
(A) 慢慢地 (B) 緊緊地 (C) 直接地 (D) 高地 

12. 學生時代當義工，可    很大。這個經驗可以運

用在你未來的工作上。 
(A) 獲益 (B) 查驗 (C) 勸說 (D) 諮商 

13. 他被發現    走進經理辦公室，然後帶出一份公

文。秘密文件很可能是他偷的。 
(A) 社會性地 (B) 整潔地 (C) 匆匆地 (D) 斯文

地 
14.     那個可憐的乞丐，給他點錢，他已經餓了好

幾天了。 
(A) 報復 (B) 坐在…上面 (C) 同情 (D) 試看看  

15. 傑森去游泳，    圖書館準備下周一的段考。這

次他恐怕會被當。 
(A) 除了 (B) 而非 (C) 因為 (D) 在…旁邊  

二、對話題 
16. 葛拉漢：妳從事什麼工作，愛爾莎？ 

愛爾莎：       
葛拉漢：很有趣啊。 
愛爾莎：沒錯，只是工作內容繁雜。你呢，葛拉漢？ 
葛拉漢：我是警察。 
(A) 我正在準備考試。 (B) 我每天都運動。 
(C) 我是醫生。    (D) 我正在巴黎渡假。 

17. 艾芮絲：七月時，我將到日本的東京。你可以給我一

些建議嗎？ 
羅安娜：你問對人了！我怎麼幫你？ 
艾芮絲：第一個問題，       
羅安娜：沒錯，日本的醫療相當昂貴。 
(A) 我該買旅遊平安保險嗎？ 

(B) 我該帶泳衣嗎？ 
(C) 我該重新簽證嗎？ 

(D) 我得帶著護照嗎？ 
18. 克莉絲汀：紐約人如何過新年？ 

克勞蒂亞：嗯，我們有時會去市中心，那裏有放煙火，

非常美麗。其他人會邀朋友到家裡開派對。 
克莉絲汀：       
克勞蒂亞：沒有，我們從來不會在新年給禮物。 
(A) 那天你們會一起吃飯嗎？ 
(B) 我們在台灣用同樣的方式過西洋新年。 
(C) 我們卻是絕對不會在農曆新年時邀朋友到家裡

來。 
(D) 那時你們會交換禮物嗎？ 

19. 卡蘿：渡假還愉快嗎？ 
尼爾：       
卡蘿：怎麼了？發生什麼事？ 
尼爾：嗯，首先是天氣很糟，兩個星期雨一直下個不

停。而且旅館很髒，到處是蟑螂。 
卡蘿：天啊，真慘。 
(A) 超乎你的想像，棒極了！ 
(B) 我當然會一直想再去！ 
(C) 恐佈極了！真希望我沒去。 
(D) 下次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 

20. 艾德恩：你為什麼喜歡攀岩？ 
克里斯：我不喜歡老待在室內。 
艾德恩：我也一樣，可是攀岩好像很危險，我可不想

死。 
克里斯：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用繩子啊。

有了繩子，很安全的，別擔心！ 
(A) 勇敢一點，去做就是啦！ 
(B) 我也不想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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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別多管閒事！ 
(D) 你說得到，我就做得到！ 

21. 薇菈：我們這個周末要去海邊，你要不要一起來？ 
艾莉娜：嗯，      。 
薇菈：來啦，不要猶豫。丹尼也會去。 
艾莉娜：我想去啊，可是我得準備考試，而且還得洗

衣服。 
薇菈：噢，你不去真可惜！ 
(A) 算我一份 (B) 相信我的話 
(C) 太棒了  (D) 我不確定 

22. 凱芮：看看這雙黃鞋，看起來不錯。 
麗茲：噢，的確不錯。可是，       
凱芮：這雙黑鞋如何？這雙當然可以穿去上班。 
麗茲：太棒了！這雙很適合上班女性了。 
(A) 我要穿這雙鞋到邁阿密渡假。 
(B) 我需要比較正式的鞋子，穿去上班的那種。 
(C) 這雙鞋看起來很休閒，在家穿起來會覺得舒服。 
(D) 我正是要這樣的鞋子。我要買。 

23. 金：你看起來氣色很好。 
派特：謝謝你。       
金：你是說你吃很多麵包和水果？ 
派特：沒錯。 
金：你早餐可以吃多少麵包？ 
派特：我可以吃兩片雜糧麵包。 
(A) 我每餐都吃麥當勞。 
(B) 我全年都吃得起豪華餐廳。 
(C) 我現在只吃高纖食品。 
(D) 我午餐吃得少。 

24. 丹尼：我成天覺得疲勞，可是到了睡覺時，卻又睡不

著。 
醫生：嗯，      ？ 
丹尼：從這個學期開學起。 
醫生：你大學主修什麼？ 
丹尼：我是三主修。我主修了法律、生化以及土木工

程。 
醫生：難怪你總覺得疲倦。你要放慢生活步調。 
(A) 你有這問題已經多久啦 
(B) 你每天晚上睡幾小時 
(C) 你是否工作過量，把自己累垮了 
(D) 你是不是功課很重，還去兼差。 

25. 吉姆：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我想去渡假，又想買新相

機。 
大衛：      如果你買了新相機，就不會有足

夠的錢去渡假，是這個意思嗎？ 
吉姆：你說中了。 
大衛：所以，你儘管去渡假，不要買相機。 
吉姆：那麼，我回來時，一張照片都拍不到。 
(A) 好主意。  (B) 我瞭解。 
(C) 你辦得到。 (D) 兩樣都去做。 

三、綜合測驗 
Question 26-30 
    準備應徵工作的 26 時，你得先認識自己、把自己

準備好、然後好好練習。你得知道你的技能和經驗如何連

結到這個職位、你能為老闆帶來什麼貢獻以及這個職位將

在你的生涯目標中 27 (佔什麼樣的位置)。在瞭解自己

之後，你需要把自己準備好。 28 ，你需要在網站上蒐

集與雇主有關的資料、需要向已經從事類似職務的人請

教、然後根據所蒐集的資料 29 恰當的問題並提出解

答。最後，你需要練習。就像俗話 30 (所說的)一樣：

「熟能生巧」，花在準備的時間永不嫌多。 
26. (A) 陶瓷器 (B) 入口 (C) 面試 (D) 觀念 
27. (A) fit (B) fitting (C) fits (D) to fit 

由上下文判斷此句應該用現在簡單式；而此子句的主

詞 this position 為第三人稱，故動詞應選三單動詞 
(C) fits。 

28. (A) 然而 (B) 也就是說 (C) 總之 (D) 儘管 
根據上下文(B)答案文意最合邏輯，結構也對，故選

(B)。 
29. (A) 列出一系列 (B) 做成 (C) 追蹤 (D) 扮演一

個角色 
30. (A) make (B) take (C) spend  (D) let 

花時間做事，可用動詞 spend 或 take，take 後面的動

詞要用 to V，而 spend 後的動詞為 Ving，故選(C)這個

答案。 
Question 31-35 

從一九四零到一九七零年代，九份幾乎被正在工業化

的台灣給完全遺棄和 31 了。在那些年當中，這整座島

上單層紅磚的建築被現代化的建築所取代。 32 安靜的

街道擠著九百萬輛叫囂的機車，以及兩百萬輛轎車、公車

和卡車。曾經閃閃發亮的河水變成家庭廢水排放的地方。

到了一九八零年代，台灣人愈來愈懷念過去的好日子。拍

電影的人敏銳於 33 這個趨勢，便以往日情懷為主題來

拍片。這一類型的電影當中，有幾部好的片子都是在九份

拍攝的， 34 這個地方被開發者所忽略，所以這些年來

改變不大。這個特色引起了藝術家的注意，他們無時不在

尋找能啟發靈感而且房租便宜的地點來做工作室。所以，

如今來自台北的觀光客， 35 來九份追思陳年歲月，同

時也來拜訪台灣一些出色的藝術家。 
31. (A) 答應 (B) 創造 (C) 忽略 (D) 拓展 
32. (A) Its (B) It’s (C) Whose (D) That 

此處 It 指的是台灣島，因為是所有格，故選(A)。 
33. (A) on (B) in (C) for (D) to 

「對…敏感」片語是 be sensitive to，故選(D)。 
34. (A) for (B) because (C) 直到 (D) 正當 

根據此處文意，選「因為」最洽當。(A)(B)都可當「因

為」解，可是 for 當「因為」時為對等連接詞，句型

為 「子句，for 子句」，故選(B)。 
35. (A) 不只是 (B) 僅僅是 (C) 不禁 (D) 只有 

(A) 答案從結構 not only… but also，以及文意來看都

是最佳答案。 
Question 36-40 

全世界的政府都在努力打擊非法販售人口。美國政府

在六月出版了二零一一年非法人口販售報告書，此事引起

極大關注。非法人口販售報告書從二零零一年開始，每年 
 36 被出刊一次，報告書中記錄一百七十五個國家以上

已知的人口販售實例， 37 不論是性交易、綁約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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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工、或是童兵，通通包括在內。報告書同時也記錄新的

立法、有多少人因販售人口受起訴、以及有多少人口販子

受到處分。美國政府把這份報告書形容 38 成國家與國

家之間談論非法人口販售時可用的「工具」。這份報告書

由駐外單位、非政府機關、救災團體、以及 39 提供資

料和個人紀錄的個別人士所協助蒐集完成。 40 因此，

這份報告書成為全世界對現代版奴隸制度最完整的研究

調查。報告中同時也探索對抗非法販售人口，可行與不可

行的方法。 
36. (A) To publish (B) Publishing (C) Having published 

(D) Published 
此句為分詞構句，因為報告是被出版的，故選(D)。 

37. (A) whether  (B) 天氣 

(C) 羽毛   (D) 兩者皆非 
(A)答案從意思上來看：「不論」，和結構上來看：「連

接詞」都符合本句要求，故選之。 
38. (A) for (B) on (C) as (D) onto 

句型 describe+A+as+B 的意思是「把 A 形容成 B」，故

選(C)。 
39. (A) when (B) who (C) where (D) which 

先行詞 individuals 是人，故選關係代名詞(B)who。 
40. (A) 然而   (B) 也就是說 

(C) As a result (D) 除此之外 
從意思和結構來看，「as a result 因此」都是明顯最佳

答案，故選(C)。 

四、閱讀測驗 
Question 41-43 
    北極狐住在所有狐狸中的最北方，牠們對北極嚴寒的

天氣適應十分良好。北極狐可以獵到藏在冰雪下牠們眼睛

看不到的旅鼠。如果牠們所捕殺的動物不夠吃時，就會去

吃其他動物吃剩下的食物。北極狐不是灰藍色就是白色，

藍色比白色少見。夏天一開始，北極狐什麼都吃，包括北

極熊一餐吃不完的東西。北極狐會脫去白色毛皮，換上棕

色毛皮，那是最適合夏天的顏色。換回冬天毛色要從九月

和十月開始，到十一月時會換回全部白色毛皮。藍色北極

狐全年保持暗色或木炭色，只是冬天顏色稍淡。 
41. 本段的主題是甚麼？ 

(A) 北極狐    (B) 北極狐和北極熊 
(C) 北極狐的顏色 (D) 北極狐的飲食 

42. 白色北極狐夏天是什麼顏色？ 
(A) 白色 (B) 棕色 (C) 黑色 (D) 灰藍色 

43. 北極狐獵殺不足時，會吃甚麼？ 
(A) 旅鼠        (B) 牠們所換下的毛皮 
(C) 其他動物吃剩的食物 (D) 牠們所獵殺的動物 

Question 44-46 
國立台灣博物館成立於一九零八年，是台灣最古老的

博物館。日本殖民政府於一九零八年十月二十四日成立台

灣總督博物館，用來慶祝南北鐵路開始營運。在開始的階

段，該館擁有超過一萬項的館藏。一九一五年這個博物館

蓋在台北新公園的新館成為日據時代最重要的公共建築

之一。在國民政府統治的時代，由台灣省政府教育廳於一

九四九年接管，重新命名為「台灣省立博物館」，一直到

一九九九年才又更名。該館分別於一九六一年及一九九四

年經歷兩次重大整修。該館自一九九九年改由中央政府掌

管，更名為「國立台灣博物館」。這座博物館是台灣唯一

日據時代成立還留在原址的博物館。 
44. 國立台灣博物館座落在甚麼地方？ 

(A) 在南北鐵路上  (B) 在台北新公園裡 
(C) 在台北火車站裡 (D) 在教育部裡 

45. 國立台灣博物館在一九八零年代叫什麼？ 
(A) 國立台灣博物館 (B) 台灣省政府 
(C) 台灣總督博物館 (D) 台灣省立博物館 

46. 下列有關國立台灣博物館的陳述，哪一項是不正確

的？ 
(A) 該館是日本人成立的 
(B) 該館成立於一九零八年十月二十四日 
(C) 該館於一九六一年整修兩次 
(D) 中央政府從一九九九年開始接管該館 

Question 47-50 
數千年以前，位於喀斯開山脈、海拔一萬兩千英呎山

頂上的火山爆發了。爆發後所留下的大窟窿就成了人們所

知的克雷特湖。這湖位於俄勒岡州南部國家公園的中央，

風景十分險峻豪邁。湖邊環繞滿是參天大樹的森林以及兩

千英呎高的懸崖，湖深有一千九百四十三英呎，是美國最

深的湖泊。如果你不喜歡健行和鄉間滑雪，那就等到七月

再去造訪，那時馬路及小徑都已清理乾淨。雷姆公路是一

條三十三英哩長的環湖公路，公路上所有路段都可見到絕

佳風景。若要把湖看仔細一些，可循著一英哩長的克里特

塢小灣道路前往湖濱。潛水前可得做好準備：湖水水溫很

少超過華氏五十五度。此外，一百一十二英哩外、生活步

調緩慢的山城班德，是克雷特湖一日遊的最佳休憩站。 
47. 你可以在甚麼地方找到文中所提到的這個湖泊？ 

(A) 北美 (B) 東南亞 (C) 中國大陸 (D) 中非 
48. 克雷特湖是如何形成的？ 

(A) 是多年前美國大兵所炸開的 
(B) 是毀滅性大地震所造成的 
(C) 是火山爆發後所形成的 
(D) 是數千年前自己形成的 

49. 下列有關克里特塢小灣道路的描述，何者正確？ 
(A) 這是條環湖道路 
(B) 此路三十三英哩長 
(C) 各個路段都可見到絕佳美景 
(D) 如果你想到湖濱，可循此路 

50. 克雷特湖一日遊後，哪裡是最佳過夜的地方？ 
(A) 俄勒岡州北部 (B) 山城班德 
(C) 雷姆公路   (D) 喀斯開山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