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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年度四技二專第一次聯合模擬考試
共同科目 英文 詳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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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部分：選擇題
一、字彙題

我的奶奶在她八十二歲時才開始習畫，但是很不可
思議的，她被發現非常的有天份，而且也開始籌畫
她在著名畫廊的
。
(A) 實驗 (B) 展覽 (C) 藉口 (D) 期待
了英國文化，其影響的
2. 莎士比亞的作品已
範圍從劇院到文學，一直到當代的電影和英文語
文。
(A) 創造 (B) 想像 (C) 打擾 (D) 影響
3. 我的指導教授在我暑假期間給了我一些
，
像是訪談專家及完成最後的報告。
(A) 威脅 (B) 專長 (C) 需求 (D) 作業
4. 雖然巴西正在適應失去著名的明星選手，內馬爾，但
是巴西仍然設法讓它的人民對於 2014 世界盃的
保持樂觀。
(A) 前景 (B) 多樣性 (C) 標準 (D) 回應
5. Amber 很友善也很隨和，她總是對於任何改變抱持
正向樂觀的態度。
(A) 專業 (B) 有希望 (C) 懷疑 (D) 不確定
6. Dom 的健康狀況持續惡化，他的醫生說葯物對於他
現在的狀況也許不是最好的治療方式。
(A) 治療 (B) 維他命 (C) 設備 (D) 部份
7. 既然我那麼愛接觸不同的人，我肯定會去那個派
對。
(A) 馬上 (B) 因此 (C) 絕對 (D) 官方
8. 現今的天氣似乎很不尋常。許多科學家認為是全球
暖化導致極端氣候。
(A) 導致 (B) 養育 (C) 散開 (D) 代表
9. George 和 Mary 無法受孕生小孩；因此，他們渴望領
養一個。
(A) 例如 (B) 因此 (C) 此外 (D) 可謂
10. Jessica 必須要在媽媽不在家時照顧她的弟弟。
(A) 照顧 (B) 找尋 (C) 產生 (D) 巧遇
1.

二、對話題
11.

父：去穿衣服，我們要出去吃晚餐囉！
子：
父：Jason’s 那間。
子：拜託，又要去那間？這個月我們已經去很多次
了耶！
(A) 你說什麼？
(B) 不然…我們在家吃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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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歉，我要和 Jason 出去。
我們要去哪裡吃？
：我明天要參加鋼琴比賽。
：真的嗎？
：謝謝。我好緊張，而且我希望我能表現得和我
在家練習的一樣好。
Jimmy：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全力以赴吧，Tim。
(A) 祝你好運！
(B) 好好玩喔！
(C) 休息一下。
(D) 為什麼不放棄？
13. Migo：老媽前幾天要我和她去晨泳。
Cherry：聽起來不錯呀，為什麼不和媽去？你不正說
你要減肥？
Migo ：這個…我是這麼說沒錯，不過我以為我只要
控制好飲食就好了。
Cherry：
你也要多運動才是。
(A) 睡得好也是很重要的。
(B) 說得好。
(C) 只靠節食是不夠的。
(D) 游泳是個很棒的運動因為它可以燃燒很多卡路
里。
14. Jessica：不好意思，我找不到我的登機門。
服務員：
Jessica：X307 班機到北京，新加坡航空。
服務員：請往這邊走，它會在您的右手邊。
(A) 別擔心，放鬆。
(B) 我可以看一下您的護照嗎？
(C) 快跑，你遲到了，飛機再一分鐘就要起飛了。
(D) 請問您搭的是哪一班飛機？
15. Pam：外面好冷喔！
Cindy：對呀，我們一起去吃火鍋吧。
Pam：好主意。我知道市中心有一間新開的。
Cindy：
Pam ：別擔心，我爸可以開車帶我們去。我們走
吧！
(A) 那間什麼時候開的？
(B) 對不起，我忘了我要先寫完我的功課了。
(C) 但是我們要怎麼去呢？
(D) 我的男朋友也可以跟我們一起去嗎？
16. Police：請給我駕照。
Jimmy：對不起！我忘了帶駕照。
Police：
(C)
(D)
12. Tim
Jimmy
T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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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的身份證。
你剛闖了紅燈。
任何身份證明文件？
算了，你可以走了。
騎
上高速公路真的很危險。
17. 老婆：看一下這珍珠項鍊，好美呀！
老公：是呀，這條項鍊跟你新買的洋裝好搭。
老婆：
老公：沒錯，我們現在可能買不起。
(A) 看一下價格吊牌。天阿，好貴呀！
(B) 我的洋裝是什麼顏色的呢，親愛的！
(C) 別擔心，有樣東西叫做「信用卡」。
(D) 我想我們可以賣了這條項鍊。
18. 銀行行員：有什麼需要服務的嗎？
Zoe：我要存美金進我表哥的帳戶。
銀行行員：沒問題，小姐。
Zoe：沒問題，他叫 Adam Hok. H 是 Henry 的 H，O
是 Obama 的 O，還有 K 是 Kim 的 K。
(A) 在這裡。
(B) 您有許可信嗎？
(C) 請在這裡簽名。
(D) 我需要知道他的姓氏。
Jimmy
(A)
(B)
(C)
(D)
Ubike

三、綜合測驗

題
新聞指出婚姻可以真的治療癌症並活得更久。根據
一項哈佛大學的研究發現，有伴侶的已婚者比起單身、
離婚及失去另一半的人得到癌症的可能(19)少了百分之
二十。這項研究是針對超過 73 萬人所執行的研究，並
(20)出版於最新的一期醫學期刊之中。研究指出這些已
婚者較容易 (21)在初期發現罹患的可能，並接受合適的
治療。哈佛大學放射腫瘤治療醫生 Ayal Aizer 指出：「我
們的資料 (22)指出婚姻對有罹癌的病人在健康方面有明
顯的影響力。」(23)事實上，研究者並不是把他們的研究
視為婚姻的倡導，而是透過這份研究傳遞了一項訊息給
任何身邊有朋友或摯愛者罹癌的人：為了病人在身邊陪
伴著他，(24)給他支持。這項研究的結果(25)指出配偶或
親密的另一半能夠催促病人尋求醫療幫助，並在他們化
療、放射及其他治療辛苦奮戰的同時能給予他們支持。
19. (B) 少。此題可從第一句主旨句了解婚姻對於癌症病
人的幫助，或是全盤了解文章內容後，知道有婚姻
的另一半得到癌症的可能較小
20. (D) 出版
21. (A) at 在…階段，以 at 為介係詞
22. (B) suggests，指出。因在對話當中，以現在式呈現
23. (B) Actually 語氣轉折
24. (C) giving 對等連接 and 連接兩個分詞： being 與
giving
25. (A) that，以 that 形成之名詞子句
26-32 題
安德烈洛依韋伯(Andrew Lloyd Webber)的「歌劇魅
影」即將於今年九月在臺北小巨蛋演出。這齣知名的音
樂劇是根據 Gaston Leroux 的小說改編，故事主要是在訴
說一個帶著面具的(26)神祕男子擄走了歌劇歌手 Christine，
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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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她帶到歌劇院的地窖。這個魅影希望 Christine 能夠
愛上他。但是在 Christine(27)揭開他的面具以及揭露他
的祕密之後，魅影生氣了。同時他(28)害怕 Christine 會
離開他，於是他決定永遠地拘留她。這部音樂劇 (29)自
從 1986 年在倫敦 West End 劇院首演以來，已經成為世界
最知名的音樂劇之一。有 Webber 的音樂(30)以及 Charles
Hart 的歌詞，讓這部音樂劇成為百老匯有史以來演出最
久的一齣。據(31)估計，這部音樂劇已有超過 145 城市十
三億人觀賞。它的營收超過五百六十萬美金，(32)至今
可稱為最成功吸金的娛樂音樂劇。此外，它的音樂一直
感動世界各地的人們，也將會持續地讓人感動下去。
26. (A) 極好的 (B) 人工的 (C) 慷慨的 (D) 神祕的
27. (A) 摧毀 (B) 受傷 (C) 揭開 (D) 分析
28. (A) Fearing 分詞構句，原句為
Because the phantom fears that Christine will leave him,
the phantom decides to keep her forever. 由於主詞相
同，連接詞和主詞省略，並將主詞 fears 改為分詞
fearing，成為分詞構句
29. (A) since 自從，後面接過去簡單式，形成現在完成式
30. (D) along with 動詞 makes 為第三人稱單數，因此推
論主詞為單數，在此選 along with，使真正的主詞為
music
31. (A) 切分 (B) 提高 (C) 估計 (D) 區分
32. (A) 不安 (B) 至今 (C) 立刻 (D) 徒勞
四、閱讀測驗

題
被指派一項任務，要到肯亞北部的
國家公園拍攝影片。他和他的同事清晨出發，並
抵達他們的目的地，這是一個偏遠的水泉。在那裡他們
看到一隻被泥土覆蓋，很雄偉的公象，他一步步前進水
泉旁汲水。這隻象安靜且大口地喝著水。牠可能是走過
五十公里才到達這座水泉。牠慢慢地喝著水，一邊喝著
一邊在旁邊的樹蔭下休息。但是，這隻公象開始顫抖並
突然間倒下。牠在短短幾分鐘內死去了。Michael 走近這
隻巨象，接著拔掉公象側身裡毒箭的頭。Michael 非常驚
訝看到這一幕，他按下快門。
令人震驚的是在非洲有許多為了象牙而殺害大象的
方式。光是去年一年，在非洲的大象就被自動萊福槍或
毒箭射殺，或者是被受污染的水所害。許多大象近期皆
是受到毒箭所害，慢慢且折磨地死去。Michael 和他的同
事非常難過知道這樣的事發生。但是他們還是必須在這
水泉旁再待上一個月，拍攝這來來去去的象群們來喝水
又離去的畫面。
。
33. 本文的主旨是關於
(A) 有毒的水泉
(B) 一位攝影師的旅程
(C) 非洲的獵食
(D) 美國國家公園內之大象
34. Michael 在拔掉毒箭上的頭後，他做了什麼事？
(A) 他拍下照片。
(B) 他按壓著大家的傷口。
(C) 他打給獸醫。
(D) 他向上帝祈求。
33-36
Michael Alfred
Tsa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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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者不是本文所提到殺害大象的方式？
口香糖
(B) 槍炮
受污染的液體 (D) 有毒的長條物
36. 本文中 collapsed 指的是什麼？
(A) 中止 (B) 倒塌 (C) 屈服 (D) 睡去
37-40 題
網路已經成為獲得資訊的革命性來源了。只要在滑
鼠按一下，成千上萬條的訊息即湧入網路的世界。我們
想一下這個問題：為什麼那些人那麼願意在網路上分享
訊息呢？事實上，這有很多不同的答案。有些人放上錯
誤的訊息是因為他們也是被誤傳，然而有些人卻是刻意
放上這樣不是真實的訊息，因為這些人不需要為內容負
責，也沒有任何機構需要為這樣的正確訊息負責。
網路謠言絕對不是一件小事。世界經濟論壇在 2013
年將網路謠言列為為十大世界所要面對的危機，伴隨著
這十大危機的還包括：日益增加的中東與北非社會緊張
局勢、擴大的貧富差距、持續的結構性失業以及對於氣
候改變的無所做為。這項由一到五分的調查，結果發現
網路謠言的調查值為 3.35，亦即代表這個議題被視為「有
點到非常重要」。
然而，要如何打擊網路謠言呢？首先，大家應該要
停止轉寄沒有經過確認的電子郵件。不要輕易散佈來自
陌生人的信給我們的朋友。此外，訊息的來源最好是來
自值得信賴的消息或政府網頁。同時，我們要教導孩子
具有批判性的思考非常重要。其實不只在網路上，連電
視、報紙、廣播或是我們的朋友都可能傳達錯誤的訊
息，因此在現代化的時代，我們必須要思考我們所見及
所聞，如此才能辨別什麼是我們應該注意，而什麼不是
我們要關注的事情。
37. 本文的主旨為何？
(A) 世界經濟論壇將網路謠言視為一項重要的世界問
題。
(B) 現今先進的科技帶來了好處，也同時帶來了生活
的困擾。
(C) 網路上錯誤和不正確的訊息儼然已成為重要的問
題，並應該被妥善處理。
(D) 人們刻意散佈錯誤訊息因為他們想要藉此散播惡
意病毒。
38. 根據本文，下列何者並不是打擊網路謠言的方式？
(A) 我們應該要有批判思考的能力。
(B) 我們應該要在轉寄郵件時確認資料的來源。
(C) 我們被期待要安裝防毒軟體來確保資料的正確與
安全。
(D) 我們或許想要從值得信賴的網址取得資訊。
39. 下列何者是被世界經濟論壇列為十大世界問題？
(A) 愈來愈小的貧富差距。
(B) 短暫的結構性失業。
(C) 中東及北非的國際貿易。
(D) 氣候問題的被動處理。
40. 最後一段中的 discern 最接近下列哪一個單字？
(A) 決定 (B) 抵抗 (C) 貢獻 (D) 辨別
35.

(A)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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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部份：非選擇題
一、填充
1.

就是德國贏得了 世界盃。
強調句

2014
It was Germany that won the champion of 2014 FIFA
World Cup. (
)

二、中翻英
2.

如果你讀書再用功一點，你就會有較好的成績。

If you study harder, you will have better grades.

三、英譯中
3.

許多環保人士鼓勵民眾多買醜水果以減少食物浪費。

四、句子改寫
 Kim is talking to the man.
4. 
The man wears a red ribbon on his coat.

提示：請以關代合併改寫以上句子。

Kim is talking to a man who wears a red ribbon on his
coat.

五、句子重組
5. Cherry as well as her parents has planned to move back
to Tai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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