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C00-1-2

四技二專聯合複習考試
共同科目 英文 詳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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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部分：選擇題
一、字彙題

史帝夫賈伯斯相信，適用於普通人的原則不適用於
他。他一向想要做點不同、創新的事。
(A) 起初的 (B) 官方的、正式的
(C) 真實的 (D) 普通的
2. 由於政治動盪，自從 2013 年以來至泰國旅遊的外國
觀光客人數已減少。
(A) 增加 (B) 使…尷尬 (C) 減少 (D) 期待
3. 為了給當地居民創造足夠的工作機會，台東縣政府
策劃了一年一度的國際熱氣球嘉年華，結果很成功
且廣受歡迎。
(A) 足夠的 (B) 積極的 (C) 必要的 (D) 暫時的
4. 在開車或騎摩托車的時候，不該使用電子設備或講
電話。專心看前方道路是非常重要的。
(A) 偶遇 (B) 專心 (C) 依靠 (D) 拒絕
5. 愛麗絲很擅長理財及存錢。她從來不買她負擔不起
的東西。這就是她從未負債的原因。
(A) 忽視 (B) 雇用 (C) 負擔 (D) 代表
6. 為了調查空難失事原因，專家們需要收集並分析飛
航記錄器，即黑盒子上的重要資料。
(A) 調查 (B) 需要 (C) 操作 (D) 攻擊
7. 科學家試著善用太陽能以克服能源不足的問題。
(A) 推翻 (B) 俯瞰 (C) 追、趕上 (D) 克服
8. 穆勒鼓勵梅西不要失去信心，儘管梅西輸掉了最重
要的比賽。
(A) 成就 (B) 信心 (C) 作業 (D) 選舉
9. 這位富商捐了很多錢給慈善機構。幸虧有他的慷
慨，數以百計貧窮的孩子才得以去上學。
(A) 慷慨 (B) 好奇心 (C) 少數人 (D) 優先
10. 一個三歲大的男孩能在幾分鐘之內正確無誤地背誦
整首詩，真令人驚呀。
(A) 消極地 (B) 典型地 (C) 巨大地 (D) 正確地
1.

二、對話題
11.

服務生：可以為您點餐了嗎？
蘇珊：我不知道要吃什麼。你可以推薦什麼嗎？
服務生：
蘇珊：聽起來不錯。我想要試試看。
(A) 我馬上回來。
(B) 我們的牛肉麵是鎮上最棒的。
(C) 內用還是外帶？
(D) 你吃什麼像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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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社：有什麼我可以為您服務？
蓋瑞：我想要訂去金門的套裝行程。
旅行社：
蓋瑞：兩個大人和兩個小孩。
旅行社：知道了。這是我們提供套裝行程的清單。
如果你在三天內付款，可享 5%的折扣。
(A) 你的旅遊預算是多少？
(B) 你有偏好住哪家旅館嗎？
(C) 你要待幾天？
(D) 有多少人和你同行？
13. 比爾：嘿！麗莎。我有兩張最新電影的免費門票。
我們一起去看吧！
麗莎：你是指變形金鋼嗎？我已經看過囉！
比爾：真的嗎？你喜不喜歡？
麗莎：
比爾：好酷哦！那我要邀艾薇一起去看。
(A) 比我想的還要刺激。
(B) 你從哪裡得到免費門票？
(C) 我沒有評論。
(D) 你絕不會想再看一遍。
14. 海關官員：請給我你的護照。
史黛西：在這兒。
海關官員：
史黛西：我來拜訪我姐姐，並在這裡度過暑假。
海關官員：祝你假期愉快。
(A) 這是你第一次到美國嗎？
(B) 你來訪的目的為何？
(C) 你要待多久？
(D) 你有攜帶任何水果、蔬菜或動物製品嗎？
15. 潔西卡：你好像變瘦了。發生了什麼事？
艾蜜莉：我現在每天騎單車上班，而不搭捷運了。
潔西卡：
艾蜜莉：其實不然，我只是想要運動，希望能變得
更健康。
(A) 你會不會開車？
(B) 我很遺憾知道這個消息。
(C) 你是不是刻意要減重？
(D) 熟能生巧。
16. 喬安娜：我想要退這件裙子。
店員：這件裙子有什麼問題？
喬安娜：它洗過以後縮水了。
店員：
喬安娜：在這兒。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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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歉。裙子一旦洗過就不能退換了。
你有帶收據嗎？
不要用熱水洗。
我覺得這件裙子很適合你。
17. 莎拉：哈囉，路易斯。你暑假怎麼過的？
路易斯：我在餐廳打工，賺了一點錢。你呢？
莎拉：我就宅在家打電動。
路易斯：
莎拉：的確，和你比起來我浪費了太多寶貴的時間。
(A) 你該做點更有意義的事。
(B) 說來容易作來難。
(C) 你罪有應得。
(D) 這是小事一椿。
18. 醫生：你的問題是什麼？
提摩太：我的脖子痛，背也很痛。
醫生：很多年輕人和你有同樣的背痛問題，因為他
們長時間滑手機或用電腦。
提摩太：
醫生：我會開一些藥給你吃。你用電腦半小時，記
得要休息一下。
(A) 我需要動手術嗎？
(B) 我可以請幾天病假嗎？
(C) 我真的不喜歡吃藥。
(D) 我該做什麼才不會背痛？
(A)
(B)
(C)
(D)

三、綜合測驗

題
研究顯示，在氣候變遷的威脅之下，有一些美國的
地標正處於危險中。科學家透露，紐約附近現在的海平
面比上一個世紀高了三十公分。如果情況繼續惡化，有
一天上升的海平面將會淹沒紐約港的自由女神像和愛麗
絲島。2012 年珊迪颶風襲擊紐約，造成了嚴重的破壞，
淹沒了街道、隧道和地鐵，並造成 160 人罹難，使得珊
迪成為史上襲擊美國傷亡最慘重的颶風。據估計財務損
失將近 650 億美金。紐約正在重建電力、加熱、空調系
統以抵擋洪水。在珊迪颶風之後重建的系統將會超出海
平面將近 20 呎高。政府警覺要花錢重建，因為他們相信
雖然重建花費不貸，但是如果什麼都不作，花費將高得
更多。
19. 空格前的 it 指上一個世紀的海平面高度，故此處 be
動詞應用過去式 was
20. (A) 修改 (B) 競速 (C) 上升 (D) 高舉
21. (A) 極好的 (B) 嚴重的 (C) 宗教的 (D) 優雅的
22. 據估計，用 It is estimated 句型
23. 用過去分詞修飾 systems，指在珊迪颶風之後被重建
的。(原句為 The systems which are built after…)
24. (A) 在…以內 (B) 橫越 (C) 在…之下 (D) 在…之上
25. even 修飾形容詞比較級 higher，指「高的更多」
26-32 題
臉書是世界上最大的社群網站。人們用臉書有各種
不同的理由。舉例來說，他們用它來和朋友聯絡，分享
生活經驗，或僅僅打發時間。信不信由你！臉書可以幫
忙救一個僅僅一天大女嬰的命。這個新生兒在魁北克一
間醫院裏，被一位佯裝成護士的女人綁架，她還聲稱要
19-25

替女嬰量體重。幾分鐘之內，嫌疑犯和她車子的照片就
被臉書傳送到全國各地。一位女士得知了綁架消息，把
照片傳給她的朋友艾妮塔，她發現嫌疑犯就是她的鄰
居。三小時以後，警察找到了毫髮無傷的女嬰。女嬰的
母親很感謝那些幫她找回寶寶的人。她在臉書上 po 文：
「這是我生命中最棒的時刻，謝謝你們，你們按的每一
電腦按鍵和每一則分享都造就不凡。」
26. (A) 然而 (B) 否則 (C) 舉例來說 (D) 此外
27. baby 被綁架，應為 be + p.p.「被動語態」
28. 原句為 and said，省略了連接詞 and 後，改用 saying
的分詞構句用法
29. 關係代名詞，who 指先行詞的人
30. (A) 遲到 (B) 信件 (C) 後者 (D) 之後(較晚)
31. those 為代名詞作先行詞用，指那些人
32. make the difference 產生不同
四、閱讀測驗

題
中國的一胎化政策目標是要控制人口，以減輕經濟
和環境問題。然而，卻導致了許多問題，其中之一就是
新生兒遭遺棄。根據統計，中國每年至少有十萬個新生
兒被遺棄，且大部分都是生來有缺陷。為了救這些嬰
兒，2014 年在天津開設了公辦的棄嬰島。兒童福利局長
表示：「過去棄嬰可能在任何地方被發現，像公園、公
廁、或公車站。有些幾乎被凍死。棄嬰島提供一個安全
溫暖的地方，防止他們被傷害並增加他們的存活率。」
很多人認為棄嬰島具爭議性，因為給了父母藉口棄
嬰而無罪惡感。棄嬰在中國是違法的。然而，很多父母
是被迫放棄孩子，因為他們無法負擔沉重的醫藥費。因
此，專家建議政府建立全國性的健保制度，幫助父母為
缺陷孩童付醫藥費。和棄嬰島相比，或許這更能有效並
實際的救助家長和嬰兒。
33. 根據文章，中國每年至少有多少嬰兒被遺棄？
(A) 一萬 (B) 一百萬 (C) 十萬 (D) 一千萬
34. 下列何者是設立棄嬰島的目的？
(A) 使棄嬰更容易存活下來。
(B) 給父母一個藉口棄嬰。
(C) 將棄嬰合法化。
(D) 為病童付醫藥費。
35. 根據文章，父母為何被迫丟棄嬰兒？
(A) 他們想要男孩，不想要女孩。
(B) 他們不負責任。
(C) 他們孩子太多，負擔不起。
(D) 他們太窮，付不起醫藥費。
36. 第一段中的「alleviating」是什麼意思？
(A) 使事情變更糟。
(B) 使事情變得比較不嚴重。
(C) 使事情變得更重。
(D) 使事情變得更困難。
37-40 題
Sebastian Thrun 和他的團隊正在從事一項能改變世
界的計劃。他們稱之為機器人車，又被 Google 稱之為自
動駕駛車。在車頂上有雷射偵側器，能針對車身四周環
境產生出詳細的 3D 地圖。車子再將之和車上的衛星導
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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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產生出高解析度的地圖結合，而製作出不同的資料模
式。車上的電腦和雷達系統會根據這些資料，感應並自
動駕駛。車上的配備要價高達 15 萬美金。
自動駕駛車的上市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未來潛力
無窮。自動駕駛車可以多方改善目前的交通。例如：盲
人、喝醉的人、老人、很疲累的人都將可以安全行駛。
因此，車禍將可減少。停車問題也可解決，因為自動駕
駛車可以自己停車，且再自己回來接乘客。雖然這聽起
來很神奇，但仍有障礙。自動駕駛車太依賴衛星導航，
如果訊號中斷，車子的運作就會受影響。
儘管這些限制，越來越多人期待試乘上路。Google
的自動駕駛車已經完成 70 萬英哩道路駕駛測試。在美
國，內華達州首先於 2011 年通過自動駕駛車上路法案。
目前自動駕駛車在佛羅里達州、加州、密西根州、德州
都能上路。在歐洲德國、荷蘭、西班牙都已經許可自動
駕駛車測試上路。芬蘭計畫在 2015 年通過立法。
37. 本文大意為何？
(A) 一位創造機器人車的聰明工程師。
(B) 簡介 Google 最新的汽車科技。
(C) 描述自動駕駛車的行銷上市。
(D) 允許自動駕駛車上路的法律。
38. 在美國，自動駕駛車可以在好幾個州行駛，除了下
列何者以外？
(A) 華盛頓州 (B) 加州 (C) 德州 (D) 密西根州
39. 下列何者不是自動駕駛車的優點？
(A) 讓盲人可以開車。
(B) 減少車禍。
(C) 價格親民。
(D) 解決停車問題。
40. 下列敘述何者為真？
(A) Google 計劃在 2015 年上市自動駕駛車。
(B) 歐洲國家反對自動駕駛車。
(C) Google 的自動駕駛車右側有雷射偵測器。
(D) 自動駕駛車非常倚賴衛星。
第貳部份：非選擇題
一、填充

/

；
； /

1. turn turned into
2. plays role part

二、英譯中

世界盃足球賽是全世界最多人觀賞(看)的體育/運動
盛事/賽事。
2. 對每一個/任何想要成功的人來說，具備創造力 ( 創
意)和能力都很重要。
1.

三、句子重組
1. Mr. Wang baked some delicious bread for his students.
2. Singing English songs is not only interesting but also
entertaining.(interesting
entertaining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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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位置可對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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