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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字彙與片語題 
1. 在台灣很多勞工(員工)在工作時間不准上臉書這個的

社交網站。 
(A) 建築師 (B) 勞工 (C) 專家 (D) 面試官 

2. 今年比往年有更多的人擠進台北 101，為了參加新年

的倒數計時。 
(A) 慶祝 (B) 剝奪 (C) 參加 (D) 高興 

3. 雖然薪水微薄，她仍喜歡買 LV 的鞋子。 
(A) 交換 (B) 買 (C) 包括 (D) 保持 

4. 詹姆士卡麥隆因導演兩部賣作的電影(阿凡達和鐵達

尼號)而受到全球的矚目。 
(A) 各種的 (B) 創造的 (C) 全球的 (D) 聰明的 

5. 金字塔為古代的埃及文明中最易辨認的標誌。 
(A) 優雅的 (B) 複雜的 (C) 古代的 (D) 相反的 

6. 麗姿背的名牌包有她名字的開頭的“L”印在上面。 
(A) 漂亮的 (B) 第一個的 

(C) 重要的 (D) 珍貴的 
7. 我為昨天所做的事覺得非常的抱歉。 

(A) 知識地 (B) 親切地 (C) 懷疑地 (D) 非常地 
8. 社交網站特和臉書為全世界所廣泛使用，在現代通訊

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A) 重要的  (B) 樂觀的 

(C) 受歡迎的 (D) 保守的 
9. 瑪莉贏了四千萬的樂透獎金，捐贈了一百萬給慈善機

構。 
(A) 捐贈 (B) 合作 (C) 伸展 (D) 偵測 

10. 酒醉駕駛是造成很多開車事故的主要原因。 
(A) 造成 (B) 飼養 (C) 疲累的 (D) 合適的 

11. 她的薪水讓她經濟獨立，不必依靠家庭。 
(A) 忠貞的 (B) 獨立的 (C) 拚命的 (D) 明顯的 

12. 雖然聽障奧運的運動員都有聽力障礙，他們的比賽仍

然像國際性的比賽一樣很激烈，很多人打破世界紀錄。 
(A) 負責任的 (B) 原來的 

(C) 心理的  (D) 激烈的 
13. 有些台灣飲料茶是由越南進口的茶葉所製造出來的。 

(A) 激發 (B) 進口 (C) 融化 (D) 吸收 
14. 市長同意要在整個城市，蓋運動設施，包括運動館和

運動公園。 
(A) 學費 (B) 世代 (C) 設施 (D) 收藏品 

15. 在這個寒冷的冬天，玉山已積雪到 60 公分。 
(A) 值得 (B) 抵抗 (C) 折磨 (D) 堆積 

 

二、對話題 
16. 海倫：請問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離這裡很遠嗎？ 

彼得：走路約一個鐘頭，我建議你去搭巴士。 
海倫：     ？ 

彼得：有很多，像 2 號、103 號、和 106 號公車 
(A) 我可以安排一個觀光行程嗎 
(B) 我可以慢跑到那裡嗎 
(C) 最近的公車站在哪裡 
(D) 我可以搭哪輛公車 

17. 馬丁：要我陪你嗎？ 
辛蒂：你人真好，但我還是待在家裡休息一下。 
馬丁：好啊，如果你需要我，就立刻打給我， 
        。 

(A) 我非常的忙 (B) 我都有空 
(C) 我累死了  (D) 不要來煩我 

18. 艾娃 ：你認為傑克的新專輯如何呢？ 
克里斯：嗯，     ，我覺得沒有以前的那麼好。 
艾娃 ：是呀，我也這樣覺得。不過我仍然要說他是 
    我所見過最好的歌手。 
(A) 祝你好運 (B) 老實說 

(C) 說話算話 (D) 他也包括在內 
19. 亨利 ：你今天晚上想去看阿凡達電影嗎？ 

安琪拉：抱歉，我恐怕不行。我被禁足了。 
亨利 ：你到底做了什麼事，受到這樣的處罰？ 
安琪拉：     。 

(A) 我得到獎學金 
(B) 我月考拿到第一名，所以可以買模型飛機 
(C) 我和朋友出去閒逛幾天，媽媽非常生氣 
(D) 我計畫去美國旅行 

20. 維克托：可以幫個忙嗎？ 
法蘭克：     。有什麼事嗎？ 
維克托：我可以借你的摩托車騎一下嗎？ 
法蘭克：當然沒問題，如果你答應晚上可以還我。 
(A) 看狀況  (B) 我真不敢相信 
(C) 恐怕不行 (D) 那是不可能的 

21. 服務生：您想吃個點心嗎？ 
泰得 ：     。 

服務生：太可惜了，我們的布雷是台中最棒的。 
(A) 布雷已賣光了 (B) 我的胃口很好 
(C) 不，我飽了  (D) 我餓扁了 

22. 羅恩 ：我可以借你的手機嗎？我要打電話給我媽請 
他來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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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莉絲：沒問題，但你的手機怎麼了？ 
羅恩 ：     ，所以就沒電了。 
(A) 我昨天忘了充電 
(B) 藍芽手機比較貴 
(C) 我用手機傳了一些圖片給麗茲 
(D) 我上個月買了一支流行款的手機 

23. 布里安：你喜歡哪一類型的電影呢？ 
珍妮弗：我喜歡驚悚片，刺激的喘不過氣來。 
布里安：但是，     。你知道的，驚悚片有時 
    非常的血腥。 
(A) 看電影很花錢   (B) 看電影很無聊 
(C) 我比較喜歡喜劇片 (D) 我很少有空 

24. 雷娃米：你看起來氣色不佳，有什麼事嗎？ 
大衛 ：     。 

雷娃米：看起來你似乎應該多補眠一下 
(A) 考試快到了，所以我熬夜 
(B) 我的薪水不差 
(C) 晚餐很美味 
(D) 冰淇淋是我的最愛 

25. 服務生：您準備要點餐了嗎？ 
顧客 ：還沒好。 
服務生：     。 

(A) 我的胃不舒服  (B) 慢慢來，不急 
(C) 鮭魚已經烤好了 (D) 鹽和胡椒請傳過來 

三、綜合測驗 
談到台灣的夜市，台中的逢甲夜市毫無疑問是台灣名

列前矛的大夜市之一。26.位於逢甲大學附近，這裡有熙

熙攘攘的大學生，夜市是他們閒逛和逛街的天堂。 
主要幹道和街道旁都擠滿了商店，攤販，餐廳，簡餐

店和茶館，27.提供飲食給年輕人。夜市滿足了所有人的

28.味蕾，有各式各樣和異國風的 29.美食，包括起司馬鈴

薯，超級綿細低卡路里冰淇淋，炒麵麵包，火鍋等等。除

此之外，只要你可能想的到的，夜市都會找得到，最熱賣

的東西，例如用合理的價錢可買到品質好的衣服，用超級

便宜的價錢可買到 30.最新流行的手機。 
如果你想要玩的很盡興，你可能需要一雙好鞋和一個

31.飢腸轆轆的肚子，慢慢逛不只讓你感受那令人興奮的

氛圍，32.而且可以體驗那逛街殺價的樂趣。 
26. (A) As the market is located near the Feng Chia 

University, the place is ever-bustling=Located near the 
Feng Chia University, the place is ever-bustling. 故選(A) 
位於，(B) 代表 (C) 靠近 (D) 尊敬  

27. (A) 提供 (B) 慶祝 (C) 持續 (D) 混合 
28. (A) 種子 (B) 味蕾 (C) 舌頭 (D) 嘴 
29. (A) 同伴 (B) 美食 (C) 比賽 (D) 發明 
30. (A) 最可怕的   (B) 最活潑的 

(C) 最笨手笨腳的 (D) 最流行的 
31. (A) 相等的 (B) 宗教的 (C) 空的 (D) 感染的 
32. (A) 取代 (B) 像 (C 雖然 (D) not only…but also 

不但…而且 = not only…but = not only…also，故選(D) 
日月潭是台灣最大的淡水湖，在 921 大地震之後擺脫

陰霾，穩定的成長成為一個國際性觀光 33.風景區，光是

去年此風景區就吸引了超過 2 百萬的遊客，日月潭 34.充

滿了很多的昆蟲和鳥類，昆蟲包括各式各樣的甲蟲，蜻

蜓，蝴蝶，蜜蜂，蟬和螢火蟲。35.常來探訪的鳥類有小

白鷺，夜鶯，翠鳥，白秧雞和鷓鴣。水生動物包括蝦子，

鯉魚和當地有名的總統魚。 
曾經被叫作德化社(現稱伊達邵)，是邵族人主要聚居

地，提供邵族表演和文化展覽，以及充滿 36.原住民的氣

氛的購物區，國內外旅遊人士可約略一窺傳統的邵族村落

大概像 37.什麼樣子。豐年祭，播種節和特別的手工藝展

覽會 38.保存邵族文化習俗。 
雖然日月潭通常是不 39.允許游泳的，但每年中秋節

左右舉辦全程三公里的比賽 40.叫做泳渡日月潭，這幾年

達到上萬人參加，其他的慶祝活動包括放煙火，雷射水幕

音樂表演和音樂會。 
33. (A) 情況 (B) 直覺 (C) 展示 (D) 風景區 
34. (A) 取代 (B) 充滿 (C) 描述 (D) 挑戰 
35. (A) 逃脫 (B) 獲利 (C) 震驚 (D) 常來拜訪 
36. (A) 有野心的 (B) 身體的 

(C) 原住民的 (D) 大陸的 
37. 前面無先行詞，故選(A) what 
38. (A) 破壞 (B) 保存 (C) 橫掃 (D) 選擇 
39. (A) 允許 (B) 鏈住 (C) 凍僵 (D) 面試 
40. which is called= called，故選(D) 

四、閱讀測驗 
因為大氣層中二氧化碳含量增加，使海洋酸化越來越

高。二氧化碳溶解在水中，使海水酸性變高。科學家過去

認為海洋酸化會使海洋生物的殼變得愈來愈脆弱，但是最

新出版的雜誌 “地質”顯示：海洋生物因二氧化碳所造成

的海洋酸化影響，其反應似乎不是過去所認為的那樣，而

是差異性很大：有些可能變得更虛弱，有些則變得更強壯。 
根據調查， 研究員將 18 種不同的海洋生物，放入二

氧化碳濃度不同中觀察牠們生長差異，研究結果顯示當酸

性增加時，其中 7 種生物(螃蟹，龍蝦，蝦，紅藻，綠藻，

笠貝，溫帶海膽) 的殼長得更大，當酸性增加時，有 4 種

生物(牡蠣，扇貝，溫帶珊瑚和管蟲)，殼明顯縮小，另外

有 6 種生物(軟殼蛤礪，硬殼蛤礪，螺貝，玉黍螺，娥螺

和熱帶海膽)，當酸性增加時，他們的殼會融化，只有貽

貝這種生物對酸性是無反應的。 
海洋學家警告：“海洋酸化對所有生物的影響，將是

一個很大的災害”。“只有一種方式去阻止海洋的破壞，

最重要的事，就是限制二氧化碳的排放”。 
41. 這篇的主題為      ？ 

(A) 全球暖化對海洋溫度的影響 
(B) 全球污染對氣候改變的影響 
(C) CO2對全球暖化的影響 
(D) 海洋酸化對海洋生物的影響 

42. 依據文章，在酸性的水中，      會長更大的殼。 
(A) 螃蟹和龍蝦 (B) 牡礪和蛤蠣 
(C) 海膽和貽貝 (D) 珊瑚和蝦 

43. 我們可從文章推論，      

(A) 海洋生物在充満 CO2的環境中，殼會縮小。 
(B) CO2含量增加會影響海洋生物殼的形成。 
(C) 全世界的海洋吸收愈多的 CO2，海洋會變得愈不

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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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海洋生物暴露在酸性中，殼會變大。 
44. 下面哪一個字和最後一段的“catastrophic”字義相

近？ 
(A) 災害的 (B) 暫時的 

(C) 永遠的 (D) 難以忘懷的 
45. 這篇的主題是屬於哪一類？ 

(A) 化學 (B) 汙染 (C) 天氣 (D) 環境 
親吻一隻青蛙或許不會讓你碰到一個英俊的王子，但

可能會讓你很悲慘。 
美國衛生署官員從 2009 年四月開始著手調查，有 31

州因接觸水蛙所爆發的沙門氏菌感染，在 85 個案例中，

77%的病人年齡小於 10 歲，沒有任何死亡案例，雖然爬

蟲類，特別是烏龜造成之前全國沙門氏菌的大爆發，這次

卻是首次大家才知道兩棲動物會造成多州的爆發感染。在

這次的案例中，兩棲動物是非洲矮蛙。 
最有可能的傳染來源是接觸到青蛙水族箱的水。非洲

矮蛙很小，所以他們往往會在水族箱底層休息。幾乎 35%
受到汙染的家庭將水族箱放在廚房清洗，衛生署官員提

醒，「這是造成在準備食物時交叉感染的原因。」 
衛生署官員說，「免疫系統較弱，小於五歲的小朋友，

還有老人家應避免和爬蟲類及兩棲動物接觸」，醫生警

告，「預防措失包括接觸動物，或清理水族箱之後，手一

定要小心清理乾淨。」 
46. 這篇文章大意是什麼？ 

(A) 烏龜是導致沙門氏菌感染的原因。 
(B) 親吻一隻青蛙會有一個快樂的結局。 
(C) 有效預防沙門氏菌危險的方法。 
(D) 沙門氏菌感染與青蛙有關。 

47. 作者並未提到      (動物)與沙門氏菌感染有

關。 
(A) 烏龜 (B) 兩棲動物 (C) 爬蟲類 (D) 雞 

48. 在 2009 年期間，沙門氏菌感染與       有關。 
(A) 烏龜 (B) 兩棲動物 (C) 雞 (D) 蛇 

49. 依據文章，下面哪一個敘述是不對的？ 
(A) 小孩感染的危險性比大人更大。 
(B) 大多數沙門氏菌案例，通常是那些免疫系統受到 
  傷害的人。 
(C) 親吻青蛙會造成健康的危險。 
(D) 由兩棲動物所感染的沙門氏菌，造成一些人的死 
  亡。 

50. 如何預防沙門氏菌感染 
(A) 直接接觸寵物。 
(B) 在廚房的洗碗槽清洗水族箱。 
(C) 摸到寵物後，立刻將手小心清洗乾淨。 
(D) 將水族箱的水放在浴缸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