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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字彙與片語 
1. 捍衛人民免於暴力是警察的工作。 

(A) 保護  (B) 停留  (C) 預測  (D) 生產 
2. 身為男人，我必須承認蘇珊是非常吸睛的。她是那種

男人一直都夢寐以求的女人。 
(A) 慷慨的  (B) 加總的 

(C) 自動的  (D) 有吸引力的 
3. 亞當很正向。他總是看人生的光明面。 

(A) 焦急的  (B) 睿智的 (C) 樂觀的  (D) 憂鬱的 
4. 在旅遊之前不要忘記做好旅館預約。 

(A) 革命  (B) 資訊  (C) 影響  (D) 預約  
5. 提姆因為一直換伴侶而有不好的名聲；他就是無法跟

人有穩定的關係。 
(A) 直接的  (B) 具體的 (C) 穩定的  (D) 可靠的  

6. 在找工作之前，傑克請他的老師幫他寫一封肯定他的

信。 
(A) 經驗  (B) 廣告  (C) 交換  (D) 推薦 

7. 我並不是很認識他，我們只是點頭之交。 
(A) 乘客  (B) 陌生人  (C) 相識的人  (D) 路人 

8. 這個網站的低價和迅速寄送，提供一個在家購物的方

便方式。 
(A) 恐怖  (B) 遞送  (C) 知識  (D) 大學 

9. 我們英文老師要求我寫一篇關於我最喜歡的運動的文

章。 
(A) 領帶  (B) 化學  (C) 生物學  (D) 作文  

10. 颱風季節單獨登山不但不智，也是具有風險的舉動。 
(A) 慢的  (B) 懶的  (C) 想睡的  (D) 危險的  

11. 他們相當親近，所以他們總是分享一切秘密。 
(A) 親密的    (B) 永久性的 
(C) 受干擾的  (D) 信服的 

12. 如果我買五雙襪子，你可以給我一個折扣嗎？ 
(A) 特權  (B) 折扣  (C) 減少  (D) 勝利 

13. 這個演員在上臺前變換他的戲服，他穿上一件新的襯

衫。 
(A) 戲服  (B) 運輸  (C) 小手冊  (D) 文化 

14. 寫報告時請使用這些書做為參考資料。 
(A) 信心  (B) 意義  (C) 參考  (D) 無罪 

15. 這部電影造成轟動，因為其如此精確地描繪人性，而

引起很多人的興趣。 
(A) 溫和地  (B) 精準地 (C) 根本地  (D) 糟糕地 

 

二、對話題 
16. 曼蒂：現在在華納兄弟上映什麼最新的電影？ 

詹姆士：我上週剛看了《暮光之城：暮色》。 
曼蒂：        
詹姆士：是部愛情故事。 
(A) 你喜歡嗎？ 

(B) 是哪類的電影？ 
(C) 這部電影改編自什麼？ 

(D) 你有什麼想像？ 
17. 安：今晚颱風即將侵襲台灣。 

包伯：你準備了水、食物和手電筒了嗎？ 
安：        

包伯：你沒聽過一個古老的諺語說「曬草趁日照；把

握時機」嗎？ 
(A) 我找不到它們。 
(B) 沒有它們你沒辦法活。 
(C) 放輕鬆！便利商店到處都是。 
(D) 相信我！它們是無用的。 

18. 歐文：哈囉！我可以跟賴瑞說話嗎？ 
賴瑞：        

歐文：嗨！我是歐文。今天下午帶一下籃球，我的球

不見了。 
(A) 你在哪？ (B) 我就是。 
(C) 請稍待。 (D) 隊上還有什麼人？ 

19. 安娜：我們要辦一個聖誕節餐會。你要加入我們嗎？ 
布萊恩：當然啦！ 
安娜：        

(A) 我期盼到時見到你！  (B) 你確定嗎？ 
(C) 那聽起來是個好點子。 (D) 我樂意去。 

20. 約翰：氣象報告說有暴風雨要來。 
吉娜：你在開玩笑嗎？天空跟鏡子一樣亮！ 
約翰：        

吉娜：好吧，我最好早點回家。 
(A) 他們耍了個把戲。 
(B) 一個清新的鏡子需要清洗。 
(C) 天氣會變好。 
(D) 每年這個時候我們的天氣很善變。 

21. 麗莎：你寒假要去日本嗎？ 
托瑞：是的，我想去看雪。 
麗莎：你要去什麼地方？ 
托瑞：        

(A) 在東京有這麼多百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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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北海道是其中之一。 
(C) 我會在大阪降落。 
(D) 你可以在京都看到傳統的日本廟宇。 

22. 彼得：你喜歡你的工作嗎？ 
傑克：        

彼得：太可惜了！ 
(A) 我還沒找到工作。 
(B) 我非常喜歡這份工作。 
(C) 我不喜歡它。因為這個工作，每天早上我都不想

起床。 
(D) 我在報紙上看到一則徵人啟事。 

23. 比爾：我在線上遊戲比賽贏得獎項。 
爸爸：你真棒，讓我請你。 
比爾：        

(A) 不客氣。   (B) 你欠我一次。 
(C) 請客或搗蛋？ (D) 就這麼約定。 

24. 賈許：水果被 ABC 工廠的農藥殘餘所污染。 
米雅：不真的是這樣！這個報告說農夫所用的化學肥

料也是可能的原因之一。 
賈許：你確定嗎？ 
米雅：        

(A) 這裡也一樣。 (B) 我不擔心。 
(C) 毫無疑問。  (D) 我同意。 

25. 提姆：這附近有任何便利商店嗎？ 
路人：       你看到了嗎？ 
提姆：是的，我看到一間 7-11 了，謝謝你。 
(A) 它就在那。 
(B) 你可以在公車站坐十號巴士。 
(C) 在下一個路口左轉，然後直走五分鐘。 
(D) 那是毫無疑問的。 

三、綜合測驗 
最近一個對數以千計歐洲人的研究發現在宗教信仰

與快樂之間有一有趣的聯結。這個研究查看戶口普查來找

出人們對自己快樂的評分，以及他們對失業和離婚等議題

的反應。結果發現，整體上基督徒比較快樂，處理起人生

問題也比較沒有壓力。 
還不是很清楚是什麼部分的信仰生活型態引發這種

增加的快樂。一個宗教領袖認為是因為宗教給予人們一種

一體感、給生命一種目的感，其他人相信是因為有信仰的

人擁有比較穩定的個人關係。 
研究者暗示快樂可能是由於宗教信仰似乎在遇到生

命問題時能提供某種緩衝。基督徒相信每件事都在神的計

畫中，是為了他們的好處，而且神愛他們。因此，當問題

發生時，他們仍然有信心，相信事情會互相效力，使愛神

的人得著益處。 
26. (A) thousands of 數以千計的  
27. (B) turns out =turn out to be 結果是… 
28. (D) what 什麼部份 
29. (D) along with=together with=with 伴隨著… 
30. (B) are thought to  被認為   
31. (C) against 防…；反… 
32. (A) Therefore 因此   
 

    由何楠西創作，處理真實生活議題與心事的「動手作

系列」的自助電子書提供你五個容易照做的步驟。平凡像

瑪莉、強尼和傑克這樣的人發現他們自己身處於你在人生

不同階段也會遭遇到的問題。在「動手作系列」中的情境

是基於真實的事件與人物。在以小說匿名重述他們的故事

時，楠西提供人們不同解決問題的方法，讀者會在所描繪

的故事人物中發現自己的身影，他們的學習與自我發現旅

程反射了我們自己的。這些中心人物面對廣泛的問題如自

我懷疑、焦慮、低自我自尊、負面思想、憤怒與恐懼。楠

西根據自己與每個人物的對話帶領讀者走過這些情感狀

態並以簡單易懂的 Q and A 的方式解釋其成因與動機。 
    使「動手作系列」如此獨特的是每一本電子書都是一

自助式的操作手冊，讓你可以在任何時間和任何地方來使

用。藉由跟著這些步驟，你將經驗到觀點與精力上的轉

變，而這樣的轉變把你帶到一個更高的覺察水平。在追求

真相的路上，你將找到更具說服力的論述與答案。 
33. (C) deals with=manage 處理  
34. (D) be based on 建立在…之上 
35. (C) depicted=which are depicted 的簡化而成為分詞補

語，補充說明其先行詞 characters   
36. (A) wide-ranging 廣泛的，此為複合形容詞 
37. (B) takes….through 帶…走過 
38. (D) The thing which=what 
39. (C) in=in the respect of 在…方面  
40. (A) in your quest for 在你對…的追求裏 

(B) at the cost of 以…為代價 
(C) by the same token 同理可證 
(D) for the sake of 為了…的緣故  

四、閱讀測驗 
    宜蘭縣羅東鎮的國立傳統藝術中心是一適合本地人

和外國人參訪了解台灣文化的絕佳地點。此一中心以一些

方法向大眾介紹台灣的傳統藝術：首先，該中心的展覽廳

展示大量由一般平民所製作的傳統手工藝品。它也展示台

灣傳統藝術的一些代表作，館內中文與英文導覽都有。在

展覽館隔壁的是劇院，在那來自台灣各地的團體都可以演

出他們的作品，這些表演包括台語或北京語的歌劇和布袋

戲。 
    這個中心也有一個民俗藝術大道，沿著大道有各式的

商店，由一些創作的藝術家們所經營、展覽並販買他們的

作品，應有盡有，包括皮製品、陶瓷製品到玉飾品和串珠。

藝術大道也突顯台灣各地老城所特有的建築特色，給了訪

客視覺上的享受。 
    透過展覽館、劇院、民俗大道和其他的設施，這個中

心保存了台灣藝術與文化。在這同時，中心也創造了一種

台灣本地與來自國外訪客都能經歷與享受的生動藝術氣

氛。 
41. 本篇文章的目的為何？ 

(A) 檢視台灣藝術與文化的根源 
(B) 介紹一個知名的台灣藝術與文化中心 
(C) 鼓勵人們捐獻東西給一個藝術中心 
(D) 針對一個藝術與文化中心的歷史作一摘要介紹 

42. 根據這篇文章，訪客在什麼地方可以買到各式的台灣

藝術品？ 



99-2 共同考科 英文 

共 3 頁 第 3 頁 

(A) 在劇院旁的展覽館 
(B) 博物館旁的羅東鎮鎮上 
(C) 在沿著民俗大道上的商店裡 
(D) 在劇院大廳的訪客中心 

43. 根據第二段，如果某事物是“available”，它是 
      

(A) 準備好好表演 (B) 不貴 
(C) 準備好被買  (D) 非常特別 

44. 根據本文，台灣各地舊城的哪個方面可以在民俗藝術

大道上被看到？ 
(A) 建築風格  (B) 傳統的食物 
(C) 特殊的習俗 (D) 自然的風景 

45. 下列何者不能在這個中心被找到？ 
(A) 看傳統表演的地方 
(B) 要賣的漂亮串珠 
(C) 台灣師傅所製作的藝術品 
(D) 街頭表演者表演一些令人讚嘆的魔術 

    伴隨著人們常常尋找減重維持健康的努力的，是廣泛

的各式各樣的飲食。其中有很多是一時流行且來的快也去

得快，但其中有一種飲食法已經存在了超過六十年了。 
「清潔大師」是在 1941 年由史坦利．包羅氏所發展

出來的。它原來是用來治療潰瘍的，但是包羅氏很快就瞭

解到這可以用在其他疾病上。「清潔大師」以檸檬餐為人

所知，是一種可以幫身體清潔並解毒的液態飲食，是由新

鮮的檸檬或萊姆果汁、楓漿和辣椒所組成。此一組合與水

混合，每天喝 6~12 次，有助於排便的植物性通便茶也是

每天喝兩次，在吃排便餐期間不能吃其他食物。 
    這樣的排便餐通常持續十天，但是可以持續 40 天或

更久，端視個人的體質而定。在守「清潔大師」餐之後短

期內會有幾項明顯的好處，精力增加、壓力減少、疼痛舒

緩、好的睡眠品質都是可能的。 
46. 下列何者是本篇文章最好的標題？ 

(A) 清潔大師的好處 
(B) 論流行節食文化 
(C) 節食變得容易了 
(D) 史坦利．包羅氏：科學大師 

47. 下列何者為堅守一節食計畫的好處之一？ 
(A) 比較好的視力 (B) 強健的骨骼 
(C) 比較有精力  (D) 清新的皮膚 

48. 一個人要清潔身體多久？ 
(A) 只要他們想要 (B)  48 小時 
(C) 兩週     (D) 十天或更久 

49. 這個節食法何時被開創？ 
(A) 二十年前 (B) 上一世紀 
(C) 十年前  (D) 在 1800 年代 

50. 下列何者不是檸檬餐的原料之一？ 
(A) 萊姆果汁 (B) 辣椒 
(C) 楓漿   (D) 楓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