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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四技二專第一次聯合模擬考試 

共同考科 英文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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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字彙題 

 1. 台灣有一名普通的菜販，由於她無私捐贈給需要幫助的人，因而被選為世界上前百大最有影響力的人。 

(A) contagious有傳染性的(adj) 

(B) influential有影響力的(adj) 

(C) profitable可獲利的(adj) 

(D) cautious小心的(adj) 

 2. 官員承認他收受賄絡，因而最後被判終身監禁。 

(A) expected期待(v) (B) exaggerated誇大(v) 

(C) admitted承認(v) (D) suspected懷疑(v) 

 3. 羅傑．費德勒是一位傑出的職業網球選手，因為他已經獲得有史以來創紀錄的十七座大滿貫單打冠軍。 

(A) awful可怕的(adj) 

(B) awkward笨拙的(adj) 

(C) amateur業餘的(adj) 

(D) outstanding傑出的(adj) 

 4. 老師在上課時，看漫畫的學生最後終於將注意力轉向在老師身上。 

(A) gesture手勢(n)  (B) attention注意力(n) 

(C) ignorance忽略(n) (D) emotion情感(n) 

 5. 那位被丈夫虐待的妻子，在丈夫似乎要再毆打她後立即離開她家。 

(A) immediately立即地(adv) 

(B) leisurely悠閒地(adv) 

(C) exactly確切地(adv) 

(D) separately分開地(adv) 

 6. 潔西卡熱愛甜食。她偏愛甜的零食勝過鹹的點心。 

(A) produces製造、生產(v) 

(B) promotes促銷(v) 

(C) advertises登廣告(v) 

(D) prefers較喜歡(v) 

 7. 許多人參加此次活動以增加社會大眾對於非洲嚴重饑荒的認識。 

(A) contact聯絡(n)  (B) challenge挑戰(n) 

(C) campaign活動(n) (D) punishment懲罰(n) 

 8. 湯姆與漢克是同卵雙胞胎。他們對於服裝有相同的品味，甚至想法都是一樣地。 

(A) differently不同地(adv) 

(B) alike一樣地(adv) 

(C) considerably相當地(adv) 

(D) individually個別地(adv) 

 9. 美術老師利用不同的畫作來激起學生們的創意且希望他們能想出獨特的東西。 

(A) creativity創意(n) 

(B) suffering令人痛苦的事(n) 

(C) behavior行為(n) 

(D) complaint抱怨(n) 

10. 在遊樂園裡，許多善心人士幫忙走失男童找到他的父母。 

(A) sought尋找(v) (B) found發現(v) 

(C) helped幫忙(v) (D) provided提供(v) 

11. 在得知此令人難過的消息後，許多人立刻捐錢給這名患有罕見疾病的小孩。 

(A) curable可治療的(adj) (B) positive正面的(adj) 

(C) serious嚴重的(adj)  (D) unusual稀有的(adj) 

12. 2009年發生的莫拉克颱風，使得許多人無家可歸也奪走了許多條性命。 

(A) exploded爆炸(v) (B) happened發生(v) 

(C) moved搬動(v)  (D) vanished消失(v) 

13. 很明顯的，許多台灣人對於林書豪為之瘋狂。 

(A) doubtful懷疑的(adj) (B) amazing驚人的(adj) 

(C) obvious明顯的(adj)  (D) colorful多采多姿的(adj) 

14. 艾蜜莉努力試著去實現她成為一名成功芭蕾舞蹈家的目標。 

(A) aim目標(n)     (B) project計畫、方案(n) 

(C) determination決心(n) (D) performance表現(n) 

15. 毫無疑問地，中國對於世界經濟有重要的影響。 

(A) optimistic樂觀的(adj) (B) unique獨特的(adj) 

(C) efficient有效率的(n)  (D) significant顯著的(adj) 二、對話題 

16. 店員：我能為你服務嗎？ 顧客：是的，你可以拿櫥窗裡那件洋裝給我看嗎？ 店員：當然可以！請問妳穿什麼尺寸？ 顧客：我穿 S號的。 

(A) 你要付現金嗎？ 

(B) 你們店有我的尺寸嗎？ 

(C) 請問你穿多大尺寸的？ 

(D) 這洋裝多少錢？ 

17. 賈斯汀：對不起請問一下，我在哪裡可以搭接駁車前往火車站？ 潔西卡：直走過兩條街，然後右轉，接駁車站牌就在你的左手邊，你不會找不到它的！ 

(A) 你將會迷路。   (B) 你不會找不到它的。 

(C) 這個店有大拍賣。 (D) 這火車十分鐘後到站。 

18. 服務生：我可以幫你點餐了嗎？ 客人：好的，我要點份沙朗牛排和一份田園沙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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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生：你牛排要幾分熟？ 客人：五分熟，謝謝！ 

(A) 我可以幫你點餐了嗎？ 

(B) 你喜歡哪一種沙拉醬？ 

(C) 你想要點一些甜點嗎？ 

(D) 要點些飲料嗎？ 

19. 妮娜：漢克，怎麼了？你看起來悶悶不樂的。 漢克：喔！我的右手臂因為一些原因疼痛。 妮娜：你去看醫生了嗎？ 漢克：還沒耶！但我已經預約了。 

(A) 你在哪裡弄傷你手臂的？ 

(B) 你看起來悶悶不樂的。 

(C) 你額頭上好像有些疼痛的抓痕。 

(D) 你的牙齒怎麼了？ 

20. 莎蕾娜：強生，你有幫你媽媽做家事嗎？ 強生：沒有，我很少在家裡做家事。我媽媽經常不讓我做。 莎蕾娜：為什麼？ 強生：她怕我把每個東西弄壞。 

(A) 你是多麼害怕啊！ 

(B) 我真的很羨慕你！ 

(C) 洗碗如何？ 

(D) 為什麼？ 

21. 珊卓拉：你看過“女朋友 男朋友”這部電影了嗎？ 傑克：還沒，它是哪一種電影類型？ 珊卓拉：它是部愛情喜劇。當你在看這部電影時，你可以感覺朋友間複雜的關係。 

(A) 這部電影有獲得好評嗎？ 

(B) 它是哪一種電影類型？ 

(C) 電影的結局為何？ 

(D) 誰主演這部電影？ 

22. 詹姆士：嗨，你好，請問艾咪在嗎？ 喬安娜：抱歉，她目前出差不在。 詹姆士：她什麼時候回來呢？ 喬安娜：下星期，你要留言嗎？ 

(A) 這裡沒有艾咪這個人。 

(B) 你可以再說一次是什麼名字嗎？ 

(C) 你打錯電話了。 

(D) 她目前出差不在。 

23. 學生甲：你昨晚參加派對玩得愉快嗎？ 學生乙：還不錯啦，但是我認為它可以再更好一點。 學生甲：你的意思是…… 學生乙：我意思是說派對所有任何的一切都很棒，但除了它沒有提供足夠的食物之外。 

(A) 它可以再更好一點。 

(B) 應該邀請更多的女生。 

(C) 我沒有機會與女生交談。 

(D) 派對氣氛相當嚴肅。 

24. 老師：你如果有十億元，你想做什麼呢？ 學生：我想成立一個基金會提供獎學金給貧窮的學生。 老師：為什麼你想這麼做？ 學生：我認為教育能改變一切。 

(A) 基金會的目的為何？ 

(B) 你為什麼想申請獎學金？ 

(C) 你如何運用獎學金？ 

(D) 為什麼你想這麼做？ 

25. 學生甲：畢業後，你有計畫出國讀書嗎？ 學生乙：有啊，我計畫出國攻讀電子工程碩士。 學生甲：那碩士畢業後，你有考慮留在哪裡嗎？ 學生乙：如果我有找到工作，我就會留在那裡。 

(A) 你想主修其他科目嗎？ 

(B) 你想繼續攻讀博士嗎？ 

(C) 你有考慮留在哪裡嗎？ 

(D) 你會在那旅行嗎？ 三、綜合測驗 

Question 26-30 無論你走到哪，你一定會看到許多人低著頭在使用手機。毫無疑問地，手機的發明的確對於人們有重大的影響。有了手機，人們可以做許多不同的事情。舉例來說，人們可以玩有趣的遊戲、看電影、獲得有用的資訊，甚至可以將手機當作電子票券。由於手機是多麼的實用與有教育性的，所以全世界幾乎每個人都至少有一支手機，這件事一點都不令人驚訝。然而，手機對於視障人士也一樣能有所幫助嗎？答案當然是肯定的！雖然盲人無法看到手機上的內容與利用手機打出任何他們心中想表達的話，但是他們仍然可以使用手機與別人溝通。給盲人使用的手機配有布拉耶點字法所組成人性化的介面，並且利用了好幾千個的微別針，它們不斷地升起形成了很炫的可觸碰式螢幕讓盲人操作。由於手機變得越來越多功能，所以他們在未來人們的生活裡將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26. 此題根據前後文，選出(B) impact影響、衝擊 
(A) values價值觀(n) 

(C) wonder驚奇、奇觀(n) 

(D) crash碰撞(n) 

27. 此題根據前後文，選出(D) as 動詞 use用法：use A as B使用 A當作 B 
(A) of……的 (B) by藉由 (C) with和……；有了 

28. 此題根據前後文，選出(A) at least至少 
(B) less than少於 

(C) at best最多 

(D) no longer再也不 

29. 此題根據前後文，選出(C) whatever = anything that凡……事；為複合關係代名詞 
(A) whenever無論何時 

(B) however無論多麼 

(D) wherever無論在哪裡 

30. 此題根據前後文，選出(D) which關係代名詞，當主格用，代替前面提到的 micro pins 
(A) where關係副詞，表地點 

(B) who關係代名詞，表人物，為主格 

(C) what複合關係代名詞，表示凡……東西 

Question 31-35 當你看到一幅畫中出現柔軟、融化的鐘錶時，你可能認為這幅畫很怪異並且認為它是畢卡索所創作的畫。事實上，它是薩爾瓦多．達利的畫作。這幅畫－《記憶的堅持》是達利最可辨認的畫作。薩爾瓦多．達利出生於 1904 年
5 月 11 日在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亞。當他 5 歲時，達利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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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往他哥哥的墳墓而且被他父母告知他是他哥哥的化身，這個概念深深地根植於他的腦海裡。直到過世前，達利從來不會忘記那時父母跟他說過的話，達利也有一個比他小三歲的妹妹－安娜．瑪利亞。在達利的作品裡，他運用了大量的象徵主義。例如，融化的鐘錶這個首度出現在《記憶的堅持》畫作裡的特徵暗示了愛因斯坦的理論，告知了時間是相對的並且沒有固定。富有象徵意義之鐘錶出現在達利畫作裡的這個概念，是因為當他有一次在八月炎熱的夏天裡，他盯著一個鬆軟的卡門貝爾起司所給予他的靈感。如果你對於達利的畫作感到興趣的話，你可以前往達利博物館欣賞他的作品。 

31. 此題根據前後文，選出(B) consider認為 
(A) imagine想像(v) 

(C) disguise假裝(v) 

(D) suggest暗示(v) 

32. 此題根據前後文，選出(A) recognizable可辨認的 
(B) thoughtful體貼的(adj) 

(C) considerable相當大的(adj) 

(D) gradual逐漸的(adj) 

33. 此題根據前後文，選出(C) deeply深深地 
(A) scarcely幾乎不(adv) 

(B) recently最近地(adv) 

(D) occasionally偶爾地(adv) 

34. 此題根據前後文，選出(D) For instance例如 
(A) Yet然而 

(B) However然而 

(C) Moreover此外 

35. 此題根據前後文，選出(A) when當 
(B) once一旦 (C) unless除非 (D) because因為 

Question 36-40 是否要在馬祖設立賭場不僅已經引起馬祖人民的注意，連住在台灣的人民也關心此計畫。在馬祖人公投結果宣布之前，這個議題仍然引起熱烈討論。為了說服馬祖人民同意設立賭場在馬祖，負責這計畫的公司──懷德公司提供許多福利，例如每個月的津貼補助、設立很棒的機場與成立頂尖的大學。這些表面上看起來很完美的誘因真的發揮效果！大部分的馬祖居民投票贊成在馬祖設立賭場。這個設立賭場的提案似乎對於馬祖地區的經濟發展是有助益的，但其實也對於馬祖居民的生活也會有不好的影響。不過既然大部分的馬祖居民已經同意賭場的設立，現在政府相關當局所要做的事情應該就是要去制訂適合的政策來減少任何因為賭場設立所帶來的傷害。 

36. 此題根據前後文，選出(B) not only…but also不僅…連 
(A) not…but不是…而是 

(C) neither…not既不是…也不是 

(D) either…or不是…就是 

37. 此題根據前後文，選出(D) announced宣布 
(A) seized抓住(v) 

(B) raised提高(v) 

(C) divided區分(v) 

38. 此題根據前後文，選出(A) benefits福利 
(B) directions指示、說明(n) 

(C) comments評論(n) 

(D) opportunities機會(n) 

39. 此題根據前後文，選出(C) economic經濟的 
(A) agricultural農業的(adj) 

(B) separate分開的(adj)  

(D) optimistic樂觀的(adj) 

40. 此題根據前後文，選出(B) what = the things that複合關係代名詞 
(A) where表地方的關係副詞 

(C) while正當 

(D) which關係代名詞 四、閱讀測驗 

Question 41-45 海燕是所有海鳥裡最小型的鳥種，身體長度在 13與
26 公分之間。所有的海燕都有長條型的黑色鳥嘴。海燕分為兩個亞科：一種是 Oceanitinae 亞科，這種海燕是短翅膀、方型尾巴、長型的頭顱和長腳。另一種是 Hydrobatinae亞科，這種海燕有較長的翅膀、叉型或楔型尾巴與短腳。海燕可以在世界各地的海洋找到蹤跡。在海燕繁殖的季節，在西印度洋是無法看到它的蹤跡。大部分的海燕都會群聚在小島築巢，然而一些物種的海燕則會在大陸上繁殖，特別是在南極洲。這種海燕都在夜間餵食幼燕，這樣幼燕才不會容易被掠食者鎖定目標並且攻擊。然而，築巢在加拉巴哥群島的Wedge-rumped海燕是個例外，他們通常在白天回巢餵食幼燕。在繁殖季節後，好幾種物種的海燕都會遷徙。他們會定期遷徙至遠至北方的北極海、地中海東部地區、黑海與鹹水地區。Wilson海燕是最喜歡遷徙的海燕物種，他們在南極洲與其它南極洲小島嶼繁殖後，固定會橫跨赤道往北抵達太平洋與大西洋的北部水域。令人遺憾的是，好幾種的海燕都因為人類活動而遭受威脅。
Guadalupe與 New Zealand海燕就被列為嚴重瀕臨絕種的物種。 

41. 海燕被區分為多少亞科？ 

(A) 兩種 (B) 四種 (C) 六種 (D) 沒有提到 

42. 以下哪一種特徵不是屬於 Hydrobatinae亞科海燕？ 

(A) 他們有短腳。   (B) 他們有長翅膀。 

(C) 他們有方型尾巴。 (D) 他們有叉型尾巴。 

43. 以下哪個單字的意思最接近第八行 nocturnally的意思？ 

(A) 在白天 (B) 在晚上 (C) 在下午 (D) 在黎明 

44. 根據這篇文章，以下哪個敘述是正確的？ 

(A) 在繁殖季節，在西印度洋可以看到海燕的蹤跡。 

(B) 大部分的海燕都在大陸上繁殖，特別是在南極洲。 

(C) 在繁殖季節結束後，好幾種海燕就會開始遷徙。 

(D) 很少海燕被列為嚴重瀕臨絕種的品種。 

45. 這篇文章可以在哪種期刊看到？ 

(A) 建築期刊  (B) 物理學期刊 

(C) 語言學期刊 (D) 生物學期刊 

Question 46-50 詹姆士．保羅．麥卡尼爵士出生於 1942 年 6 月 18日。作為披頭四的成員，保羅．麥卡尼與約翰．藍儂、喬治．哈里森和林哥．史達一起取得世界性的知名度，特別是他與藍儂形成了 20世紀非常成功而且影響力深遠的創作組合之一。最近，他在 2012 年夏季倫敦奧運開幕典禮表演節目後段時，演唱了“Hey Jude”這首歌曲並且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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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一同高歌這首歌曲。如果你碰巧本人在現場或是透過
YouTube觀賞此表演短片時，你一定會被當時的氣氛所感動。“Hey Jude”是一首由保羅．麥卡尼所創作的歌曲。這首歌曲原本的歌名為“Hey Jules”。保羅．麥卡尼寫這首歌曲是為了安慰約翰．藍儂的兒子朱利安．藍儂。他希望朱利安．藍儂的心情不要受到他父母親離婚的影響。在
1968 年，約翰．藍儂與他的妻子辛西亞．藍儂分開，因為約翰．藍儂與小野洋子有婚外情。約翰．藍儂與他妻子離婚沒多久後，保羅．麥卡尼就開車去拜訪他的妻子辛西亞．藍儂與他的兒子朱利安。在保羅．麥卡尼前往約翰．藍儂家的途中，他在車上創作出這首歌曲“Hey Jude”。歌曲的一開始就是在鼓勵朱利安，要他不要讓生活變得更糟，唱首悲傷的歌，然後就要讓生活過得更好。後來保羅．麥卡將歌名“Hey Jules”改為“Hey Jude”是因為他覺得這樣歌名聽起來比較好聽。下次，當你在聆聽這首歌曲與讀歌詞時，你就會感受到這首歌曲背後的意義了。 

46. 為什麼詹姆士．保羅．麥卡尼爵士在世界各地受到如此的歡迎？ 

(A) 他是披頭四的成員之一。 

(B) 他與小野洋子有婚外情。 

(C) 他將歌名“Hey Jules”改為“Hey Jude” 

(D) 他參加了 2012年夏季倫敦奧運開幕典禮。 

47. 保羅．麥卡尼創作這首歌曲的目的為何？ 

(A) 他想要在 2012年夏季倫敦奧運開幕典禮表演。 

(B) 他想要安慰朱利安．藍儂。 

(C) 他計畫要阻止約藍．藍儂與他妻子離婚。 

(D) 他希望這首歌曲能幫他取得世界性的知名度。 

48. 以下哪一個單字的意思最接近第二行單字 

collaboration的意思？ 

(A) popularity知名度  (B) admiration崇拜 

(C) cooperation合作  (D) talent天份、才華 

49. 根據這篇文章，以下哪個敘述是正確的？ 

(A) 歌名更改是因為這樣聽起來比較好聽。 

(B) 詹姆士．保羅．麥卡尼爵士有個兒子叫做朱利安。 

(C) 約翰．藍儂與他妻子辛西亞於 2012年再度結婚。 

(D)“Hey Jude”這首歌曲是保羅．麥卡尼在飛機上創作的。 

50. 從這篇文章我們可以推論？ 

(A) 約翰．藍儂與保羅．麥卡尼吵過架。 

(B) 辛西亞．藍儂愛上了保羅．麥卡尼。 

(C) 保羅．麥卡尼對待約翰．藍儂的兒子很好。 

(D) 只有約翰．藍儂與保羅．麥卡尼兩人組成了披頭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