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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學年四技二專第二次聯合模擬考試 

共同科目 英文 解析 
1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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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字彙題 
 1. 在她去拉斯維加斯旅行之前，她用陳的名字    了旅館房間。 

(A) 預防 (B) 觀察 (C) 預訂 (D) 情況 
 2. 那個壞人    成一位警官，站在那裡質詢乘客。 

(A) 感染 (B) 拋棄 (C) 消耗 (D) 假裝 
 3. 經理在休息時刻和他的商業夥伴討論這個建設    。 

(A) 計畫 (B) 堅持 (C) 香水 (D) 大多數 
 4. 德瑞克嘗試去    她不要購買這產品，但是她堅持她的決定。 

(A) 說服 (B) 維持 (C) 操作 (D) 要求 
 5. 湯尼不想要讓自己    於政治中，因為他認為政治事務對他而言太難掌握了。 

(A) 後悔 (B) 寵壞 (C) 牽扯/捲入 (D) 解決 
 6. 在她模稜兩可的解釋之後，我們對待會兒要做什麼都感到    而要求她再解釋一遍。 

(A) 謙虛的 (B) 困惑的 (C) 防禦性的 (D) 偽裝的 
 7. 這位警探從證據上判斷而推論出有人    謀殺了布朗先生。 

(A) 迷信地 (B) 偶而地 (C) 謙虛地 (D) 蓄意地 
 8. 有關這位巨星死亡的謠言已經擴散    於全國之中。 

(A) 代表 (B) 流傳 (C) 忍受 (D) 遲疑 
 9. 人類歷史上一項偉大的    就是輪子的發明，這使得人們能夠輕易地運送貨物。 

(A) 創新 (B) 定義 (C) 熱情 (D) 懷疑 
10. 他們    想法是要去球場打籃球，但他們改變主意決定要打桌球。 

(A) 令人失望的 (B) 有效率的 
(C) 廣泛的   (D) 起初的 

11. 這位王子住在那遙遠山上一座高聳且華麗的城堡裡。 
(A) 正式的 (B) 強大的 (C) 遙遠的 (D) 持久的 

12. 這公司為他們全新的產品發起一個廣告活動。 
(A) 活動 (B) 挑戰 (C) 羅曼史 (D) 發生 

13. 儘管天氣不佳，快遞公司設法及時地運送這份包裹。 
(A) 重視 (B) 侮辱 (C) 嘗試 (D) 預測 

14. 這次宴會太過於擁擠，因為主人未能將大量的客人數目給考慮進去。 
(A) 犧牲 (B) 考慮 (C) 潮流 (D) 表演 

15. 這本書描述孔子和其弟子的一生，特別是他們對教育系統的影響。 
(A) 容器 (B) 追隨者 (C) 哲學家 (D) 羽毛 

 

二、對話題 
16. (電話中) 秘書：河馬語言中心。您好，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嗎？ 柴克：我想要知道有關你們夏天密集課程的一些資訊。 秘書：       我將為您轉接到我們的課程經理。 

(A) 您可以留言嗎？ 
(B) 請等一下。 
(C) 您可以接收我們經理的留言嗎？ 
(D) 我就是。 

17. (大門響鈴中) 瓊安：艾倫，我現在正忙於家務事。你介意幫我應門嗎？ 艾倫：        瓊安：感謝幫忙。 
(A) 當然會啦。 
(B) 大門壞了所以我要去請求協助。 
(C) 一點都不會。 
(D) 君子一言，駟馬難追。 

18. 莎莉：謝謝你在我生日的時候送我這件襯衫。 大明：沒什麼。我只是認為這顏色和波紋設計真的很適合妳。 莎莉：我也是這麼認為。        大明：謝謝妳的稱讚。 
(A) 你永遠無法預料。 
(B) 你總是愛拐彎抹角。 
(C) 你忘記拿收據了。 
(D) 你的確對時尚有好品味。 

19. 珍妮特：怎麼啦，羅伯特？ 羅伯特：沒什麼。 珍妮特：但是你看起來臉色蒼白。你還好吧？ 羅伯特：喔，我只是得了流感生病了，感覺很糟。 珍妮特：多休息，        
(A) 你會很快復原的。 
(B) 你早晚會死的。 
(C) 別煩我。 
(D) 你罪有應得！ 

20. 傑森：蘿拉，我剛買了一隻小貓咪。妳可以給我一些如何照顧小貓的建議嗎？ 蘿拉：        傑森：真的嗎？我以為我只要跟它玩和餵它就好了。 蘿拉：你錯了！你必須要讓它運動，如此一來，它才能保持健康。而且你還要清理它的排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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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森：天呀！聽起來好噁喔。你可以幫我做這件事嗎？ 
(A) 這是另一個你需要詳細思考的建議。 
(B) 你不能像士兵一樣訓練你的小貓。 
(C) 我不太確定是否我準備好了要養寵物。 
(D) 事實上，照顧小貓是件非常困難的工作。 

21. 艾妮塔：嗨，艾蜜莉。好久不見了。報社的工作還順利嗎？ 艾蜜莉：事實上，我上個月辭職了。我跟那裡的人相處不來。所以，我現在選擇和動物工作。 艾妮塔：妳說什麼？ 艾蜜莉：我說我正在動物園工作。 艾妮塔：我知道了。你覺得你的新工作如何？ 艾蜜莉：嗯，你知道的嘛，        
(A) 我聽別人講的。 
(B) 動物們比人類更容易相處。 
(C) 我在當地的報紙裡找到的。 
(D) 我非常喜歡那位動物園飼養員的履歷表。 

22. 店員：你想要看一下我們最新的平板電腦嗎？它在特價中。 艾伯特：它有什麼特別不一樣的地方呢？ 店員：它有十吋可折疊式觸控螢幕。當你外出時，你可以隨身放在你的口袋內。 艾伯特：但是我已經有了筆電了。        店員：你可以用內建聲控來產生字體而不需要使用鍵盤。 艾伯特：嗯，我再考慮一下。 
(A) 買了這個有什麼用處呢？ 
(B) 悉聽尊便。 
(C) 這不是個划算的交易嗎？ 
(D) 平板電腦退流行了。 

23. 珍妮：這餐廳好別緻喔。裝潢不錯，還有浪漫的燭光。我愛死它了。 肯：我們來看看菜單，看看他們有什麼好吃的。 
(過了一會兒，一位服務生走來。) 服務生：        珍妮：是的，我只要一份千島醬沙拉。 肯：嗯，你可以推薦一些特餐給我嗎？ 
(A) 有什麼要推薦的嗎？ 
(B) 要內用還是外帶？ 
(C) 可以點餐了嗎？ 
(D) 你要什麼醬汁搭配你的沙拉？ 

24. 泰德：來，讓我們從這裡過馬路。 傑米：什麼？你想要自殺嗎？這裡附近沒有斑馬線。         泰德：你看。那裡！很多人正在過這條馬路。此外，這附近又沒有警察。 傑米：隨便你。我要走地下道。那比較安全。 
(A) 有人可能會被罰款的。 
(B) 你為什麼覺得你可以這樣做呢？ 
(C) 我做那之前，你先幫我祈禱好運。 
(D) 警察怎麼可能這樣做而不會被車撞到呢？ 

25. 警察：那麼，跟我講你現在要前往哪裡呢？ 艾麗卡：我在找這附近的海德公園。 警察：沿這街道再往下走約三個街區，你會在右手邊

找到它的。 艾麗卡：感謝妳的幫忙。 警察：        
(A) 待會見。 
(B) 我早就知道了。 
(C) 真的假的？ 
(D) 這沒什麼。 三、綜合測驗 

Question 26-30 你曾經親自送禮給外國友人嗎？你知道處理禮物的方式隨著文化間的不同而有不一樣的方法嗎？例如，為了要展現出他們對贈禮者的尊敬和他們有多喜愛這些東西，西方人喜歡在贈禮者面前打開禮物。但是對中國人而言，情況可能不是如此，他們喜歡獨處時打開禮物。所以，一個中國人可能會驚訝地發現他的美國朋友立即在生日派對時打開禮物，而感到困惑。此外，給中國人的禮物通常用紅色來包裝，因為這顏色在中國文化中代表著是好運。然而對西方人而言，他們多半著重在禮物的包裝方式，勝過於包裝的顏色。因此，缺乏文化了解可能導致相互間的尷尬或者甚至是冒犯。有一句俗語是這樣說的，入境隨俗。下一次，當你為你的外國朋友買禮物時，記得要查看一下他們的文化。 
26. (A) 處理對待 (B) 調查 (C) 和…有關 (D) 理解 
27. 考間接問句當作 show的受詞，間接問句句型： 

wh + S + V，故選(A) 
(C) 語意不合適 

28. (A) 情感上 (B) 有創造性地 
(C) 立即地 (D) 瘋狂地 

29. in + 顏色，表穿著或包裝的顏色，故選(C) 
30. (A) 然而 (B) 因此 (C) 反而 (D) 然後 
Question 31-35 感恩節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紀初，當時五月花號載送著 102位英國清教徒到新英格蘭。可悲的是，五月花號的這趟旅程是非常悽慘的。幾乎有一半搭乘五月花號的乘客死於飢餓與疾病。正當那些倖存者在 1621 年春天準備在新英格蘭定居時，他們一直以來都害怕的印地安人伸出了援手。實際上，有一位叫司光投的印地安戰士教導他們如何種植玉米和何處捕鰻魚。1621 年的收成結果是場大豐收。為了要慶祝這場豐盛的收穫，清教徒邀請了印地安人到他們所舉辦的宴會。後來，清教徒總督威廉布雷德宣告一天為感恩日來感謝上帝於 1621年所給予的祝福。 現今，全美國各地的人於十一月第四個星期四慶祝感恩節。家人和朋友通常聚集在一起吃火雞大餐，談論近況。此外，對美國橄欖球聯盟粉絲迷而言，他們可以在感恩節下午觀賞轉播的足球比賽。甚至有許多粉絲會熱切地去足球場為他們球隊加油，當作假期活動的一部分。而對購物狂而言，黑色星期五是他們最興奮的時候，因為感恩節後的第一天已成為典型且家喻戶曉的耶誕節購物季的第一天。 
31. 搭乘的動作在死亡(過去式)之前，故選過去完成式(B) 
32. (A) 出現 (B) 拒絕 (C) 繳交 (D) 結果是… 
33. (A) 祝福；恩惠 (B) 對話 

(C) 感激    (D) 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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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A) 鬆散地 (B) 慷慨地 
(C) 熱切地 (D) 無知地 

35. 由 the day which follows Thanksgiving is…轉變而成，故選(B) 
Question 36-40 癮君子們要注意啦!特別是青少年抽菸者。根據一項最新的研究，抽菸會讓他們的外表看起來比實際年齡還要老。 這項研究的研究者檢驗了約一千對雙胞胎的皮膚。每對中有一位是抽菸者，但是另一位不抽菸。研究結果顯示出抽菸對人體皮膚的負面影響。事實上，測試者發現抽菸受試者的臉上有更多的皺紋，而且他們的皮膚也比非吸菸者薄了百分之四十五。更糟糕的是，受試者越早開始抽菸，他們的臉上就有越多的皺紋。這實驗的結果的確震驚了那些青少年癮君子們。 我們都知道現在有很多男性的青少年開始抽菸，因為他們認為抽菸會使他們看起來更酷。有些人甚至相信抽菸會使他們看起來更成熟，這樣可以吸引異性的眼光。然而，上述的研究的確證實了抽菸帶來人體外觀的一些後果。既然大部分的青少年真的關心他們的外貌，也許抽菸會使人老化的消息可以阻止他們點燃香菸。 
36. (A) 所以 (B) 雖然 

(C) 然而 (D) 因為；隨著；當…時候 
37. 整句應為 The testers discovered (that) the smoking 

subjects… and (discovered) that their skin… 所以答案應選(A)，that 引導兩個名詞子句當 discover  的受詞時，第二個 that不可省略 
(B) 顯示出 
(C) 唯恐 
(D) 事實 

38. (A) 總而言之 (B) 另一方面 
(C) 更糟的是 (D) 即便如此 

39. (A) 察覺的 (B) 成熟的 (C) 真誠的 (D) 優先的 
40. (A) 導致      (B) 由…引起 

(C) 使…失敗/倒下 (D) 帶來 四、閱讀測驗 
Question 41-43 

 產品特性  本產品是由環保醫療材料製成且已通過生物相容性測試。本產品符合人體工學的 U 型設計有助於減緩頸部僵硬和肌肉疼痛。本產品舒適柔軟。且它容易儲藏，攜帶方便。 
  如何使用該產品  使用前請先充氣，然後放在肩膀上。如此一來，便能支撐和保護頸椎，有效減少頸部壓力，舒緩頸部痠痛。此外，放在椅子上，也能當作腰部或背部靠枕使用。本產品適合使用於家中、辦公室或睡眠、開車時。 
41. 下列哪一個最有可能是短文中敘述的產品？ 

(A) 圍裙 (B) 護頸枕 (C) 腰包 (D) 頸部圍巾 
42. 本產品可以減少身體部位壓力，除了    例外。 

(A) 腰部 (B) 頸部 (C) 背部 (D) 頭部 
43. 根據短文，下列敘述何者為真？ 

(A) 本產品不吹氣無法使用。 
(B) 開車時候，使用本產品很危險。 
(C) 本產品主要是製作來保護環境。 
(D) 本產品太柔軟而無法儲存和攜帶。 

Question 44-46 當談論到生物絕種時，在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裡展示的度度鳥絕對是我們必須要汲取的教訓。牠們約在西元
1600 左右在模里西斯島第一次被荷蘭水手發現，卻於不到八十年後被迫絕種。科學家相信，和博物館內展示的模型 (短硬的翅膀和笨拙的身軀暗示著牠們不會飛行)不同，度度鳥的祖先事實上是會飛翔的。他們推斷當度度鳥的祖先降落在模里西斯島時，牠們發現有許多食物和沒有敵人的棲息地。牠們因此開始在地面上定居，因為飛行需要耗費大量體力。此外，從土地所找到的骨骸來看，科學家發現牠的胸骨太小而不能支撐同體型鳥類在空中飛行所需要的胸肌。因此，不會飛行的度度鳥慢慢演化而成了。不過，不會飛翔並非導致度度鳥絕種的主因。荷蘭水手的牽連介入例如砍伐森林而切斷牠們的食物供應，和水手們所帶來的動物摧毀了牠們的巢穴才是要歸咎的主因。 度度鳥從第一次被發現短短不到一世紀到滅亡，引起了全球關注人類活動對環境的衝擊。科學家們希望度度鳥的消失能夠幫我們預防類似的絕種情況，並保存地球上其他瀕臨絕種的生物。 
44. 根據本文，度度鳥可能在    絕種。 

(A) 1520年代 (B) 不晚於 1600年 
(C) 18世紀中 (D) 1700前 

45. 下列何者不是度度鳥滅絕的主因？ 
(A) 食物短缺  (B) 巢穴破壞 
(C) 無飛行能力 (D) 水手帶來動物的餘波 

46. 我們可以從本文中推論出什麼？ 
(A) 度度鳥的教訓清楚顯示出人類活動對物種的影響。 
(B) 遠在度度鳥降落在模里西斯島前，牠們就不會飛行。 
(C) 劃線的字“ungainly”可能是指「纖細又靈巧的」。 
(D) 度度鳥的胸骨和其他鳥類的一樣小，可以支撐巨大的胸肌。 

Question 47-50 你也許之前在廣告傳單上看過一個充滿模糊小點狀的正方形。你看到的這個東西稱之為 QR條碼是快速回應條碼的縮寫。和傳統商品通用條碼不一樣，快速回應條碼很快地在消費廣告中流行開來，原因在於，它具有較大的儲存容量和快速讀取資訊能力。 快速回應條碼起初設計於日本車輛製造業用來追蹤汽車的零件，但現在被使用在較廣泛的應用中，像是產品行銷、交通票務和個人資訊儲存等等。隨著智慧型手機的逐漸普及，廣告商知道可以善用消費者掃描的行為而刺激他們購買更多的產品。因此，快速回應條碼已經變成購物行業的一種行銷策略，因為它提供了快速而且毫不費力便可到產品網站的途徑。此外，它也可以用來當作一種儲存個人機密資料的工具。其中一個著名的例子便是菲律賓政府規定國家調查局的無犯罪紀錄證明都必須伴隨著快速回應條碼。 現今，安卓和蘋果系統的使用者可以將他們的智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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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轉換成條碼掃瞄器，用於掃描資料和將之轉換成像是標準網址之類的有用形式。使用者可以在掃描條碼後接收簡訊或者撰寫電子信件。除此之外，他們可以透過下載一些免費的條碼產生軟體，製造和列印屬於自己的快速回應條碼給其他人掃瞄和使用。是不是非常有趣呢？如果你等不及要體驗快速回應條碼的魔力，到谷歌商店裡下載些快速回應條碼的應用程式，你一定會上癮的。 
47. 本文章最適合的標題是？ 

(A) 快速回應條碼的起源 
(B) 快速回應條碼的使用 
(C) 快速回應條碼的設計 
(D) 快速回應條碼的定義 

48. 第二段劃線代名詞“it”指的是？ 
(A) 商品的網站 
(B) 掃描的行為 
(C) 快速回應條碼 
(D) 購物業 

49. 快速回應條碼起初使用在     
(A) 智慧手機業 
(B) 消費者廣告 
(C) 個人資訊儲存 
(D) 汽車工業 

50. 根據本文，下列敘述何者為真？ 
(A) 有智慧型手機的人可以使用應用程式來掃描及製造快速回應條碼。 
(B) 和快速回應條碼相較，傳統商品通用條碼實際上可以儲存較多的資料。 
(C) 快速回應條碼因為一些安全問題而被禁止儲存個人資料。 
(D) 快速回應條碼可以被應用在廣泛的領域中，但不包括汽車工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