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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 1: Part 1

第一部份： 聽力測驗
I. 看照片聽答案 (Sentences about Photograp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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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 這位男士正在閱讀財經雜誌。
(B) 這位男士正在畫布上繪畫。
(C) 這位男士戴著閱讀(老花)眼鏡。
(D) 這位男士是右撇子。
答：D

6. (A) 這個房間裡有許多的學生。
(B) 這些椅子在桌子上面。
(C) 投影機在地上。
(D) 這些椅子一張張地疊在一起。
答：D

2. (A) 參觀者在畫廊裡。
(B) 人們正在作圖畫素描。
(C) 博物館正在展覽埃及古文物。
(D) 許多照片掛在牆上。
答：A

7. (A) 雪人比小孩子們高。
(B) 雪人正在後院走動。
(C) 雪人戴著一頂帽子。
(D) 小孩子們站在雪人前面。
答：C

3. (A) 這些車輛正在通過收費站。
(B) 這些廂型車正在進入隧道。
(C) 飛機正飛過控制塔的上方。
(D) 這些巴士正在排隊。
答：A

8. (A) 這艘船在水裡。
(B) 這艘船正在被拖走。
(C) 這艘船在湖裡。
(D) 有一個男人正在開船。
答：B

4. (A) 這隻狗坐在板凳上。
(B) 這隻狗在對陌生人叫。
(C) 這隻狗坐在地上。
(D) 這隻狗在喝水。
答：C

9. (A) 這位生意人正在傳真一份文件。
(B) 這位生意人正在寫一封電子郵件。
(C) 這位生意人正在講電話。
(D) 這位生意人正在整理櫃子上的文件。
答：C

5. (A) 那位伴娘在幫助新娘。
(B) 這些夫妻在交換結婚戒指。
(C) 神父在為這一對可愛的夫妻證婚。
(D) 花童在走道上走。
答：C

10. (A) 參觀者正在購買入場卷。
(B) 顧客正在等待餐點。
(C) 人們正在蓋房子。
(D) 觀光客正在享受現場表演。
答：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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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問與答 (Question – Response)
11. 妳把文件放在哪裡?
(A) 我明天下午五點將會離開。
(B) 我把它放在你的桌子上了。
(C) 我今晚會到機場送你離開。
答：B

20. 代客泊車在哪裡?
(A) 停車場已經滿了。
(B) 這附近沒有收費錶計時停車。
(C) 左轉後，在你的右手邊就可以看到。
答：C

12. 你的主餐要加一些起士嗎?
(A) 是的，我喜歡吃起士蛋糕。
(B) 是的，我點的是烤起士三明治。
(C) 不用，謝謝。
答：C

21. Eric是一個很好的傾聽者，不是嗎？
(A) 是的，這也是為什麼他會是這麼好的一位朋友。
(B) 是的，他每天喜歡聽古典音樂。
(C) 是的，他是這家醫院的病人。
答：A

13. 有多少人要去禮拜六的遊覽?
(A) 遊覽早上九點離開。
(B) 我上次確認是有15個人。
(C) 我會去參加遊覽。
答：B

22. 我明天要面試一個銀行職員的職位。我應該穿什麼?
(A) 穿套裝。
(B) 去游泳。
(C) 去渡假。
答：A

14. 當你去高爾夫球練習場，你通常打多少顆高爾夫球？
(A) 我今天打了一個一桿進洞。
(B) 兩桶，每桶有80顆球。
(C) 我今天買了兩包高爾夫球。
答：B

23. 我聽說活動結束的時候會有一個驚喜。
(A) 我會搭公車回家。
(B) 是的，開幕儀式即將開始。
(C) 是的，我也這樣聽說。讓我們拭目以待。
答：C

15. 妳要我如何寄這些包裹?
(A) 請用DHL。
(B) 我昨天就把它們寄出去了。
(C) 郵差還沒來。
答：A

24. 你去過杜拜嗎?
(A) 是的，我曾經去那裡出差過一次。
(B) 是的，明年將會是一個好時機去。
(C) 怎麼了，你還好嗎?
答：A

16. 我們單位有多少電腦需要升級?
(A) 電腦現在正在促銷。
(B) 那款型式已經過時了。
(C) 技術人員建議全部升級。
答：C

25. 螢幕上的圖片很真實，不是嗎?
(A) 是的，我非常同意。
(B) 是的，我把我的電腦留在實驗室裡了。
(C) 你是對的。它壞掉了。
答：A

17. 妳什麼時候出發?
(A) 可能是在去年。
(B) 我非常希望如此。
(C) 下午5點15分。
答：C

26. 為什麼這麼多人在排隊?
(A) 有人在我前面插隊。
(B) 沒有人在這裡。
(C) 那裡有人在給免費的樣品。
答：C

18. 哪種人可以加入這個社團?
(A) 我們歡迎任何想要加強他們公眾演講技巧的人。
(B) Jake也曾經考慮要加入那個社團。
(C) 不，我不是那樣的人。
答：A

27. Jill有比較舒服了吧，不是嗎?
(A) 是的，外面非常冷。
(B) 不是的，你這麼做實在是沒有必要。
(C) 事實上，她已經痊癒了。
答：C

19. 家事是誰在做的?
(A) 我們大家有空的時候都會幫忙。
(B) Wayne正要買一棟新房子。
(C) 這家店裡有許多家庭用品。
答：A

28. 這個有包括終生保固嗎?
(A) 是的，海邊有救生員。
(B) 請稍候。讓我查一下。
(C) 不，合約在下個月之前仍然有效。
答：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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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那裡我可以找到一些餐點飲料?
(A) 在吧檯那邊。
(B) 魚看起來很新鮮。
(C) 電池完全沒有電了。
答：A

35. 這個點子妳是從哪裡抄來的?
(A) 我們很抱歉計畫A沒成功，所以我們有計畫B給你。
(B) 不，那真的是我的點子，我沒有抄襲任何東西。
(C) 是的，你的想法很棒。
答：B

30. 我在想你今晚可不可以幫我女兒補習英文。
(A) 好，我今晚可以跟妳和妳的女兒出去吃飯。
(B) 演唱會好像很好玩。
(C) 可以，我7點到9點有空。
答：C

36. 所有的座位都訂滿了。你願意坐下一班飛機嗎?
(A) 不要擔心。我會幫你找到座位的。
(B) 飛機下午4點起飛。
(C) 好的，謝謝你。我想那是我唯一的選擇。
答：C

31. 你是不是想要嚇我？
(A) 不，我只是在告訴你真相。
(B) 是的，我真的很怕你。
(C) 不，請不要再嚇我了。
答：A

37. Kevin有很多問題要解決。
(A) 餐巾紙在桌上。
(B) 我希望他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
(C) 維他命在水裡會溶解。
答：B

32. 我現在必須要離開了。可以幫我叫一輛計程車嗎?
(A) 我不會道歉的。他才應該道歉。
(B) 好啊，這是我的榮幸。
(C) 是的，接駁車30分鐘將會離開。
答：B

38. 房東何時會到？
(A) 坐火車來。
(B) 下午六點
(C) 每個月450美元
答：B

33. 我很怕經濟變的更壞，我可能會遭到解雇。
39. 我們可以捐二手書到圖書館嗎?
(A) 不要擔心!我們公司還在賺錢。一切都會沒事的。
(A) 不，很抱歉。我沒有錢可以捐。
(B) 是的，那節目可怕到我把電視機關掉。
(B) 是的，我覺得200塊的捐款很足夠了。
(C) 是的，我不是很舒服。我需要躺一下。
(C) 是的，只要確定它們的狀況良好就可以。
答：A
答：C
34. 明天一定要做出決定。
(A) 小冊子已經準備好可以發放了。
(B) 我們今天下午就會優先處理這件事。
(C) 今天不是一個外出的好日子；明天會比較好。
答：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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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這些貨品你可以給我更多的折扣嗎?
(A) 抱歉，目前我只能給妳這樣。
(B) 好的。新的貨品一到，我們就會立刻通知妳。
(C) 對不起，我們沒有妳的尺寸。我們庫存裡現在
只有L和XL。
答：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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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簡短會話 (Short Conversations)
問題41至43 [會話]
女：早安。您今天想要點什麼?
男：我要一號套餐，有咖啡和可頌麵包的那一個。
女：你要加點一個起士蛋糕嗎?只要2美元。這是今天的促銷。
男：我不認為我可以吃的下那麼多。 但是，還是謝謝了。
41. 這些說話的人是在什麼地方?
(A) 在理髮廳
(B) 在咖啡店

(C) 在超級市場

42. 這位女士建議這位男士什麼?
(A) 加購一個起士蛋糕，因為今天有促銷。
(C) 點少一點，因為他吃不完。

(B) 把可頌換成起士蛋糕，因為比較便宜。
(D) 再等3分鐘，直到蛋糕準備好了為止。

答：A

43. 當這位男士說『我不認為我可以吃的下那麼多。但是，還是謝謝了。』可以推斷出什麼?
(A) 這位男士要把1號套餐換成2號套餐。
(B) 這位男士不會加購起士蛋糕。
(C) 這位男士會買更多的起士蛋糕。
(D) 這位男士會取消點餐，因為他不餓了。

答：B

(D) 在馬戲團

答：B

問題44至46 [會話]
女: Swisher先生，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收到我的電子郵件，但我想要提醒你我下禮拜沒有辦法參加公司的銷售業
務會議。我需要出國參加一個國際會議。
男: 喔!我有收到妳的電子郵件。就如妳所知道的，這是今年最重要的銷售業務會議。我想知道妳住的旅館有沒
有電腦和網路。
女: 有，我有一台筆記型電腦而且旅館有網路。你希望我在網路上參加銷售業務會議嗎?我可以很容易就設定好
並且排入我的行程。
男: 那太棒了。那麼，我們在網路上見了。
44. 這位女士為什麼下禮拜需要出國?
(A) 為了參加一個試演
(C) 為了參加一個國際會議

(B) 為了休假
(D) 為了參加一個網路會議

45. 這位女士需要旅館裡有什麼設施才可以參加網路會議?
(A) 一個游泳池
(B) 一間會議室
(C) 網際網路連線
46. 這位女士會參加下禮拜的公司銷售業務會議嗎?
(A) 是的，她將會透過網路視訊參加會議。
(C) 不，她將僅會專注於那項國際會議。

(D) 代客泊車

答：C

答：C

(B) 是的，她將會取消她的出國行程並出席會議。
(D) 不，她不需要參加會議因為她被開除了。
答：A

問題47至49 [會話]
男：Jane，妳看起來精神不太好耶。妳是不是熬夜在準備簡報?
女：其實，不是為了簡報。我大學最好的朋友來找我，我們整晚都在外面跳舞。所以我很緊張我在會議裡的表現會
不好。
男：不要擔心! 妳把所有的事情都已經準備好了啊，妳只需要加強妳的流暢度就可以了。妳希望我再聽一次，多
給妳一些建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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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為什麼Jane看起來精神不太好?
(A) 她和她的同事吵架了。
(C) 她要發表一個演講簡報。

(B) 她睡眠不足。
(D) 她打算去找她大學最好的朋友。

答：B

48. Jane在擔心什麼?
(A) 她沒有辦法參加會議。
(C) 壓力是很容易就可以克服。

(B) 她會睡眠不足。
(D) 她的講演不好。

答：D

49. 男士建議了Jane去做什麼?
(A) 多練習，熟能生巧。
(C) 回家休息。

(B) 請病假。
(D) 出去跳整個晚上的舞。

答：A

問題50至52 [會話]
男：謝謝您來電TRS公司。我是Clark。我能如何協助妳?
女：我是Maryann Jones。總經理在辦公室嗎?
男：是的。妳要我幫妳轉接嗎？
女：喔，不用。我只想確定他在辦公室因為我想要去給他一個生日驚喜。
男：喔!其實我們今天下午3點要給他辦一個小型的慶祝派對。妳想要參加嗎?
女：聽起來很棒。我會到場。
50. 這個派對的目的是什麼?
(A) 慶祝總經理的升職
(C) 歡迎Maryann Jones成為公司新的一員

(B) 慶祝總經理的生日
(D) 慶祝Maryann Jones升任為總經理

答：B

51. 為什麼這位女士要到公司去?
(A) 她想要做慶祝派對的主人。
(C) 她想要給總經理一個生日驚喜。

(B) 她想要帶朋友和家人到慶祝派對。
(D) 她下午3點會再打電話來。

答：C

52. 對於這位男士的建議，Maryann Jones的回應是什麼?
(A) 她會參加慶祝派對。
(B) 她想要進一步討論慶祝派對。
(C) 她不同意這位男士的建議。
(D) 她沒有辦法參加慶祝派對。

答：A

問題53至55 [會話]
女：嗨。我可以協助你選擇適合你的手機嗎?
男：事實上，我需要。我正在想，智慧型手機和一般手機有什麼差別。
女：簡單的說，主要的差別在於操作系統。一個智慧型手機就像是一個可以隨身攜帶的小巧電腦，而且大部分都
有觸控式的螢幕。一般的手機主要是用來通電話而且比較便宜。當然，兩個手機的目的都是用來打電話和
接電話。如果你不需要一個花俏的手機，你應該買一般的手機。但是如果你喜歡一個功能稍為強大的手
機，你應該買智慧型手機。
男：喔，我瞭解了，我想我只需要一般的手機。妳可以建議一些不錯的一般手機給我選擇嗎?
53. 這位女士的職業是什麼?
(A) 顧客

(B) 銷售人員

(C) 警衛

(D) 女服務生

54. 下列哪一項是這位女士的建議?
(A) 如果你需要較多的功能就選擇一支智慧型手機。 (B) 選擇智慧型手機，因為它比較便宜。
(C) 兩種都買。
(D) 買一台筆記型電腦。
55. 從這段會話裡可以推測出什麼?
(A) 這位男士對新手機的科技不熟悉
(C) 這位男士是電腦工程師
6

答：B

答：A

(B) 這位女士企圖說服這位男士買一般的手機
(D) 這位女士看不起這位男士因為他缺乏科技知識 答：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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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56至58 [會話]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嗨！Barbara，我打算從工作上休假一下。妳有什麼建議可以去的地方或做的事情嗎?
要休假多少天?
我在想三天兩夜。
以許你可以去Tahoe湖滑雪。
聽起來是一個很棒的主意，但是我沒有滑雪器具。
沒有關係。你在渡假村可以租到所有的器具；但是，你最好是自己帶滑雪衣褲除非你想要在那裡買。

56. 這段對話是在談什麼?
(A) 關於Tahoe湖的氣候
(C) 關於休假去那裡和做些什麼

(B) 關於滑雪板的技巧
(D) 關於渡假的費用

答：C

57. 這位男士的假期有多長?
(A) 三天兩夜。
(C) 他正在辭去他的工作。

(B) 在Tahoe湖。
(D) 他正在休假。

答：A

58. 下列哪一項是這位女士的建議?
(A) 不要休假。
(C) 在家休假。

(B) 在渡假村租滑雪器具。
(D) 坐公車去渡假村。

答：B

問題59至61 [會話]
女：James你好，你有打電話給我嗎? 對不起，我那個時候正在開會。
男：是的，我打給妳是要問Mindy的地址。我搞丟了她寄給我的生日邀請函。
女：Mindy 的生日是今天嗎?我的天！我完全忘記了。
男：妳忘了妳最好朋友的生日？妳要怎麼辦？
女：我無法相信我忘了。也許去派對前我可以先去百貨公司。我知道她一直想要一對耳環。
男：但是妳會遲到的。派對在30分鐘就要開始了。
女：也許我晚一點到總比空手去要好。我就說，我工作繁忙、又被卡在車陣中。不說了，我會把她的地址簡訊傳
給你。我現在要離開了。
男：這個主意不錯。待會兒在派對見。
59. 為什麼這位女士打電話給James?
(A) 她搞丟了Mindy的地址。
(C) 他們30分鐘後有一個約會。

(B) 她剛才沒有接他的電話。
(D) 今天是James的生日。

答：B

60. 為什麼James稍早前打電話給這位女士？
(A) 他在辦公室很無聊。
(C) 他想要和她在電話中聊天。

(B) 他想要約她出來吃晚餐。
(D) 他需要Mindy的地址。

答：D

61. Mindy會收到這位女士什麼禮物?
(A) 一對耳環。
(B) 一條項鍊。

(C) 一個手提包。

(D) 一個智慧型手機。 答：A

問題62至64 [會話]
女：Matt你現在有時間嗎？我需要你的幫忙。我要用這個蒸氣護髮機幫客戶做染色但是無法使用。我之前看到你
在用它；現在不知道是怎麼了。
男：是的。我剛才用還好好的。我幫妳看一下。
女：謝謝。我很感激你的幫忙。
男：喔，Lauren 妳忘記插電源了。我幫妳插上。現在應該沒有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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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這些說話的人是從事什麼事情來謀生？
(A) 他們是髮型設計師。 (B) 他們是機械工程師。 (C) 他們是油漆工。
63. 為什麼Lauren需要Matt的幫忙？
(A) 她沒有染髮劑了。
(C) 她找不到蒸氣護髮機。

(D) 他們是裁縫師。

(B) 蒸氣護髮機故障了。
(D) 她不會染頭髮。

64. 當Lauren在用蒸氣護髮機的時後，它為什麼不能使用?
(A) 沒有插電源。
(B) 因為過熱它燒壞了。 (C) 機器故障。

(D) 插座壞掉了。

答：A

答：B

答：A

問題65至67 [會話]
女：請問，Clark先生，你現在有空講話嗎?
男：有。什麼事嗎?
女：我想要請一個長假。我想要出國讀碩士，但是我不想要辭職。
男：妳想要主修什麼。
女：我的背景是電機，但是我的興趣是企業管理，因此我想要申請就讀企業管理碩士學位。
男：聽起來是一個很棒的規劃！其實，在過去這些年，妳證實了妳對這個公司的貢獻。如果妳願意跟我們簽一個
長期合約，我們可以保留這個職位2年，甚至可能補助妳的教育經費。
65. Clark先生對這位女士的讀書計畫有何想法?
(A) 他覺得這個讀書計畫很好。
(C) 他建議這位女士讀一個不同的領域。

(B) 他覺得學位是沒有必要的。
(D) 他不同意這位女士的提議。

答：A

66. 這位女士打算讀什麼?
(A) 企業管理

(C) 機械

答：A

(B) 電機

67. 這位女士要做什麼才可以留住她的工作?
(A) 和公司簽一個長期合約。
(C) 向法院提出上訴。

(D) 會計

(B) 繳交一封辭職信。
(D) 和公司進入法律訴訟。

答：A

問題68至70 [會話]
男：請問，我們有點迷路了。我們問了很多人但沒有人知道這個義大利餐廳在哪裡。
女：喔。The Galileo餐廳？只要往前走兩條街、當你到了交叉路口時右轉。如果我記的沒錯的話，它是第四
棟。好像是黃色的。
男：謝謝。終於有人知道它在哪裡了。
女：嗯。它是一家非常道地的義大利餐廳。它沒有太多的宣傳，但是所有這裡的義大利人都知道。你很幸運。我
剛好是義大利人。
68. 這位男士在做什麼?
(A) 開一家義大利餐廳
(C) 在找他掉的東西

(B) 問路
(D) 寫一篇宣傳這家義大利餐廳的文章

答：B

69. 這位女士對The Galileo餐廳有何感想?
(A) 它非常的道地。
(C) 它非常的遠。

(B) 那餐廳很小。
(D) 那棟建築物是黃色的。

答：A

70. 為什麼大部分的人不知道The Galileo餐廳在哪裡?
(A) 因為它是一個非常道地的義大利餐廳
(B) 因為距離只有兩條街
(C) 因為它的宣傳不多
(D) 因為她是義大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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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簡短敘述 (Short Talks)
問題71至73
歡迎大家。我們即將抵達我們的目的地：壯麗且驚人的大峽谷Skywalk。我們停下來之後，大家在這個
景點約有50分鐘的時間。我也要提醒大家，要小心不要離懸崖太近。那是非常危險的，所以請記住在心
裡。好了。我們現在要進站停車了。把你的相機準備好並享受這壯麗的風景。祝玩得愉快!
71. 這段話是在哪裡廣播的？
(A) 在火車上
(B) 在飛機上

(C) 在遊覽車上

(D) 在餐廳裡

答：C

72. 在這個景點大家有多少的時間？
(A) 5分鐘
(B) 10分鐘

(C) 50分鐘

(D) 2小時

答：C

73. 廣播提醒了旅客什麼安全警告?
(A) 要記得準時跟上行程
(C) 小心不要靠懸崖太近

(B) 20分鐘後要離開這個觀光景點
(D) 儘快辦理旅館退房

答：C

問題74至76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我想要藉由這個機會感謝大家。在這過去的三年，我很慶幸能在這家公司工作。我得到了許多的專業知識以
及個人的成長。我很感謝大家如此的幫忙，尤其是Gary，在我需要的時候永遠助我一臂之力。雖然我討厭說再
見，但是我下個月將會開始在Jones Corporation上班。我很榮幸和你們在一起工作、而且我的友誼將會永遠和你
們在一起。謝謝並保持聯絡。
74. 在什麼場合下，這位說話的人說出這些話？
(A) 在一場開幕儀式
(C) 在一場新產品宣布會

(B) 在一場歡送會
(D) 在一場股東年度會議

75. 這位說話的人什麼時候將會開始去新公司上班?
(A) 明天
(B) 下星期

(C) 下個月

76. 在演講裡什麼沒有被提到？
(A) 這位說話的人升職了。
(C) 這位說話的人會和大家保持聯絡。

(B) 這位說話的人很感激大家的支持。
(D) 這位說話的人得到了許多的專業知識。

答：B

(D) 在三年

答：C

答：A

問題77至79
做為一位父母親，當你把小孩留在家裡給褓母，擔心是很正常的。有了www.professionalnanny.com，忙
碌的父母親可以很容易就找到最好的褓母。這個網站可以讓父母親張貼尋找褓母的工作機會。它也可讓父母親找
到並了解當地的褓母的資料。每一個褓母在網站上有一個非常詳細的簡介，包括推薦、特殊技能表列、背景調
查、以及曾擔任過褓母的工作評鑑。由於安全是第一優先的考量，我們提供了一個快速且簡單的步驟來幫助父母
親找到他們最好的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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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這個網站提供的是什麼?
(A) 一個家庭和褓母的配對服務
(C) 嬰兒產品

(B) 一個求職論壇
(D) 褓母的訓練課程

答：A

78. 以下哪一項資料可以在網站上找到?
(A) 褓母的背景調查
(C) 褓母的黑名單

(B) 做為一個好褓母的秘訣
(D) 做為一位好母親的訓練課程

答：A

79. 這個網站的主要賣點是什麼?
(A) 小孩可以上這個網站去玩。
(C) 提供兒童一個美好了遊樂區。

(B) 讓父母親可以輕鬆的認養小孩。
(D) 一個比較簡單的方式讓父母親和保母配對。

答：D

問題80至82
我們都愛夏天，但有時候夏天可能對我們的寵物是很危險的 - 無論是貓、狗、鳥、倉鼠或雪貂。在夏天的時
候，我們的動物朋友可能會遭受到中暑和脫水。這裡有一些辦法可以讓你的寵物朋友保持安全！給牠們多喝乾淨
的水！給牠們一個有陰影的地方以避開太陽或把牠們留在室內。最重要的是，絕對不能把寵物單獨留在汽車裡，
無論是一分鐘或是一個小時都有可能在炎熱的太陽下致命。採取一些預防措施以及基本常識，這個夏天可以是你
和你的動物朋友們最愉快的夏天。
80. 這段話的目的是什麼?
(A) 教育人們如何保護他們的寵物在夏天不要中暑或脫水。
(B) 警告動物夏天外面很熱。
(C) 播報天氣預測。
(D) 保護動物不要受虐待。

答：A

81. 在炎熱的夏天，你可以把你的寵單獨留在車裡多久?
(A) 至少30分鐘
(B) 一個小時
(C) 多久都可以

答：D

82. 從這段話裡可以推斷出什麼?
(A) 炎熱的夏天對你的寵物可能是非常危險的。
(C) 人們不應該溺愛他們的動物朋友。

(D) 絕對不可以

(B) 動物不應該單獨在街上。
(D) 現在的人們對他們的寵物很殘酷。

答：A

問題83至85
各位女士、先生午安，你現在正在收聽FM300電台。現在是下午3點。我是James Petro，我將是你們這個下午
的主持人。在我們開始播放你最愛的音樂之前，我想要通知你一項5萬美元獎金的比賽！是的，5萬美元。那麼，
要如何贏得5萬塊美元？Lizac公司正在製作一個電視廣告。如果你有才能，製作一個1分鐘廣告他們新飲料Cherry
Pop的影片，在6月23號以前寄到liza@lizacompany.com。這個比賽是向社會大眾開放，所以好好利用這個機會！
要了解更多的資訊，請上他們的網站www.lizacompany.com。現在，讓我們來播放一些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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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你在哪裡最有可能聽到這個訊息?
(A) 在電視上
(B) 在火車站

(C) 在電話交談裡

(D) 在廣播電台上

答：D

84. 比賽冠軍的獎品是什麼?
(A) 5百美元
(B) 5千美元

(C) 5萬美元

(D) 5千萬美元

答：C

85. 這位說話的人的職業是什麼?
(A) Lizac公司的職員
(C) 活動推廣人員

(B) 廣播電台主持人
(D) 一個廣播電台節目的贊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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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86至88
親愛的員工,
我們的部門在Memorial Park的年度烤肉就要到了。它將於3月5日下午5時至晚上9時舉行。我們誠摯的歡迎所有的
員工參加。朋友和家人都歡迎。欲參加者請在2月27號以前向活動承辦人Jane登記，並告知出席的人數。整個活
動是免費的。
86. 本項公告的目的是什麼?
(A) 招募新的公關人員
(C) 詢問有多少員工無法來參加這次活動

(B) 提醒員工一項計畫的到期日
(D) 通知員工有一項烤肉活動

答：D

87. 參加這個活動要多少錢?
(A) 5美元
(B) 9美元

(C) 10美元

(D) 免費

答：D

88. 這項活動將在哪裡舉行?
(A) 在公園
(B) 在公司的會議室

(C) 在飯店

(D) 在豪宅

答：A

問題89至91
我們感謝Gibson女士這些年來跟我們一起工作。身為一位執行業務總裁，她為公司奉獻了她的專業和職業
精神並且持續地幫助了我們的公司成長。從只有10位員工的公司，到現在超過3千位的員工。從一個工廠擴大
到現在的3個工廠。雖然我們都希望她繼續和我們在這個競爭激烈的商場上並肩打拼，但我們都知道她退休後
會有更多的時間享受人生。因此，我們祝福她一切順利。我們也必需從她所教我們的技巧繼續為我們的公司打
拼。這也許就是她最想要得到的退休禮物。
89. Gibson女士在公司裡的職位是什麼?
(A) 一般員工
(B) 執行業務總裁

(C) 教授

90. 為什麼Gibson女士要離開公司?
(A) 她要退休了。
(C) 她要搬去另外一個州居住。

(B) 另一家公司給她比較好的條件。
(D) 她被開除了。

答：A

91. 現在公司有幾個工廠?
(A) 1個

(C) 10個

答：B

(B) 3個

(D) 經理

(D) 3000個

答：B

問題92至94
由於冷鋒南下以及從波特蘭延伸來的一個低氣壓，壞天氣將會持續一整天直到星期日。這幾天環繞著這個低氣
壓從南部拉進了許多濕氣，而且即將來到的暴風雨也只會幫忙拉進更多的濕氣。這個組合將會使得舊金山整個周末
潮濕。大雨預計將在今天下午5時後開始並且會持續。我們也預料沿海會有強烈的海風，因此不要在海邊停留。
92. 這項宣布的目的是什麼?
(A) 更新最新的天氣預報
(C) 報告全球的氣候變化

(B) 警告即將來臨的海嘯
(D) 回顧上禮拜的氣象

93. 大雨預期什麼時候開始?
(A) 在舊金山地區
(B) 今天下午5時以後

(C) 幾天之後

94. 為什麼人們周末不應該在海邊停留?
(A) 壞天氣將會在星期日離開。
(C) 海邊將會擠滿了遊客。

(B) 將會有一個陽光燦爛的一天。
(D) 在沿海地區預計會有強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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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A

(D) 兩天後

答：B

答：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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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95至97
在Bravo飯店，從您抵達開始就會感到輕鬆。我們樂於助人的工作人員會在那裡歡迎您並準備隨時為您服務。
您可以找到舒適和設備齊全的房間以及乾淨又舒服的床。每一個房間都有免費高速網路。我們的免費歐式早餐不僅
只是提供牛奶、麥片和甜甜圈，我們也提供熱騰騰的自助早餐，包括蛋、香腸或培根、新鮮水果、麵包、牛奶、果
汁、鬆餅…等。在Bravo飯店，您會感到所有的東西都適合您的需求並且所有的這些，住一個晚上才55美元。
95. 這飯店的名字是什麼?
(A) Golden Hotel

(B) Bravo Hotel

(C) Ritz Hotel

(D) Regent Hotel

答：B

96. 什麼樣的服務在廣告中沒有提到？
(A) 免費高速網路
(C) 免費停車

(B) 免費熱騰騰的自助早餐
(D) 樂於助人的工作人員隨時為您服務

答：C

97. 住在這個飯店一個晚上多少錢?
(A) 40美元
(B) 45美元

(C) 50美元

答：D

(D) 55美元

問題98至100
定期健康檢查和檢驗可以幫助提早發現問題，因此你的治療和痊癒的機會較大。你需要什麼檢查決定於許多的
因素，包括你的年齡、健康、家庭病史和生活方式。所有的成年人即使他們身體健康都應該經常去拜訪他們的健
康護理。這些拜訪的目的是為了找出疾病、評估未來醫療風險、鼓勵健康的生活方式、追加施打疫苗等。Mary’s
Memorial醫院提供了每一位病人依據年齡、性別、醫療狀況和風險而量身訂做的各種醫療方案。想要取得更多的
資訊，請上網www.mmh.net或撥電話310-294-2222。我們一個星期7天每天24小時都隨時服務。
98. 定期健康檢查會如何協助你保持健康?
(A) 及早找到問題，因此治療和痊癒的機會較大。
(C) 在工作上得到一個昇遷。

(B) 你可以從事一個較高薪的工作和有壓力的生活方式。
(D) 節省了美容和化妝品的錢。
答：A

99. 下列哪一項不是做定期健康檢查的目的？
(A) 找到疾病
(C) 鼓勵有一個健康的生活方式

(B) 評估未來醫療風險及問題
(D) 防止掉髮

100. 下列哪一項敘述是真的?
(A) 只有生病的人需要定期健康檢查。
(C) 我們沒有任何人需要做定期健康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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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成年人即使身體健康也要做定期健康檢查。
(D) 如果你健康，你不需要做定期健康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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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D

答：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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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閱讀測驗
V. 句子填充 (Incomplete Sentences)
101. 我已經取消了我的旅行安排。我要 _____ 取消我的保險?
(A) 哪一個
(B) 什麼
(C) 那個

(D) 如何

答：D

102. 如果你是在 _____ 中，我們提供免費的服務將你聯繫到適合你的工作。
(A) 援救
(B) 回收再利用
(C) 失業

(D) 陪伴

答：C

103. 沒有你們的 _____，我們無法做這件事。
(A) 停止
(B) 抵抗

(D) 協助

答：D

(C) 距離

104. 大部分開發中國家的人賺取的收入 _____ 高所得國家的人。
(far less「遠少於」；less和more是形容詞的比較級；形容詞的比較級不能用very來修飾，但可以用
far, much, a lot ...來修飾。所以答案(A) (C)皆是錯誤；文法書. 256-257。答案(D) more or less 是
「或多或少、大概」的意思。)

答：B

註：本題解分析所稱之文法書係指「英文法：只是一些規則而已」
105. _____ 以55英里而不是以70的時速會節省你相當於每一加侖約7角的費用。
(A) 開車
(B) 潛水
(C) 游泳
(D) 慢跑

答：A

106. 資料顯示借貸已經 _____ 去年的低點反彈了。
(A) 在…之中
(B) 自
(C) 至

(D) 關於

答：B

107. 在1980年代末期，每年有超過35萬的兒童由於小兒麻痺症而 _____。
(A) 癱瘓
(B) 平行
(C) 遊行

(D) 天堂

答：A

108. 我們正在 _____ 更多的教學計畫成為電子學習和其他形式的遠距教學。
(A) 確定
(B) 通知
(C) 轉換

(D) 傳達

答：C

109. 有超過14億的人，差不多約
1/5
世界上的人口，生活在極端的貧窮中。
(1/5：分子是1，分母要用單數的序數fifth，不能用複數的序數 fifths；文法書p.282；
答案(B) C) 中的分母five和fifteen都不是序數)

答：A

110. 剩飯菜可以被利用 _____ 有機耕種的堆肥。
(本句的as是「當作」的意思)

答：C

111. 在全世界，閃電每年殺死數以打計和 _____ 數以百計的人。
(A) 毒害
(B) 造成
(C) 兩倍
(D) 傷害
(Lightning kills dozens and (lightning) injures hundreds of people annually around the world.
主詞

動詞

受詞 對等連接詞 主詞

動詞

受詞

對等連接詞後面相同的部分(lightning)可以省略，文法書p.330；主詞lightning是動名詞，
是不可數名詞，文法書p.152，所以現在式動詞kills和injures 的字尾要加s或es)

答：D

112. 來自工業和醫療的有毒廢棄物正在 ____ 環境。
(A) 危害
(B) 生氣
(C) 危險的
(D) 污染
(Toxic wastes from industries and medical facilities are endangering the environment.
主詞

現在進行式

本題要選A，不能選D，因為are polluted是被動式，意思不符)
113. 世界性的 _____ 已經造成全球貿易量的急遽下降。
(A) 定義
(B) 獲得
(C) 衰退
Copyright © Amstar Creative Ltd

答：A

(D) 暗殺

答：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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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許多小生意的 ____ 在他們的店中每週工作7天。
(A) 貸款
(B) 擁有者
(C) 搬家者

(D) 除草者

答：B

115. 膽固醇是一種蠟質的 物質 。你的身體製造它來協助維持細胞的健康，但製造太多就會是一個問題。
(A) substance(名詞)
(B) substantial(形容詞) (C) substantially(副詞)
(D) substantive (形容詞)
(waxy是形容詞，後面接名詞，成為一個名詞片語，文法書p.12
a
waxy substance
冠詞
形容詞
名詞
答：A
116. 在去年，航空公司 _____ 從未有過最嚴重的旅客需求衰退。
(A) 享受
(B) 遭受
(C) 提供

(D) 建立

答：B

117. 一項最近的研究顯示，一個每天抽二包香煙的人很可能在40年後有癌症的問題。
(two packs of cigarettes；一包香菸中有許多支香菸，cigarette是可數名詞，所以字尾也要加s；
文法書p.184-187)

答：B

118. 所有的 _____ 是100%可抵稅的。
(A) 形式
(B) 討論

(D) 捐款

答：D

(D) 期待

答：A

(C) 困難

119. 許多公司正在互相合作去 _____ 它們對顧客提供的服務。
(A) 擴大
(B) 解釋
(C) 誇大

120. 我們不能回答每一個申請者。______，已經被列入候選名單的人將會被一位我們的招聘人員直接連絡。
(A) 無論何處
(B) 無論什麼
(C) 然而
(D) 無論是何人
(1. 答案中只有however是連接性副詞。
2. 連接性副詞however是將we are unable to reply to each applicant和applicants who have been short
listed will be contacted directly by one of our recruiters 二個句子的意思連接起來；文法書p.307)
答：C
121.

過去的50年來，能源的有效利用已經改進了非常的多。

(A) 屬於

(B) 從一點到另一點的橫越

(C) 在...上面

(D) 在...下面

答：B

122. 在別的國家 做 生意可能會是一項挑戰。
(Doing business in another country can be a challenge.
主詞

助動詞 動詞

動名詞是當作名詞使用，動名詞片語doing business是本句的主詞；文法書p.152)
123. 有些人 ____ 世界上最羅曼蒂克的城市是巴黎。
(A) 拋棄
(B) 插入
(C) 警示
124. 有一個 _____ 共識 - 創新的企業家是經濟成長的引擎。
(A) 正常的
(B) 規則的
(C) 普遍的

(D) 主張

(D) 小的

125. 現今，我們面臨著一系列 包括 能源安全、愛滋病和氣候變遷的新挑戰。
(分詞片語including energy security, HIV/AIDS, and climate change是當作形容詞片語使用，
修飾名詞challenges；文法書p.142)

答：B

答：D

答：C

答：A

126. 隨著氣候變遷，乾旱的 頻率 非常有可能會增加。
(With climate change, the frequency of droughts is very likely to increase.
主詞

動詞

動詞是is，所以主詞必須是單數名詞frequency；文法書p. 205-206)
127. 在可見的未來，我們的經濟 _____ 看起來很好。
(A) 展望
(B) 罪犯
(C) 被拋棄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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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C

(D) 出路

答：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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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貪腐是以扭曲了經濟成長所 依賴 的法規來破壞發展。
(Corruption undermines development by distorting the rule of law which economic growth depends on.
關係代名詞

介系詞

= Corruption undermines development by distorting the rule of law on which economic growth depends.
介系詞 關係代名詞

片語動詞 depends on 的介系詞on可以放置於關係代名詞which之前；文法書p.225)

答：B

129. 近年來，人類開發利用深海和海洋的能力已經快速地加速了。
(Humankind's ability to exploit the deep oceans and high seas has accelerated rapidly over recent years.
主詞

現在完成式

主詞ability是第三人稱單數，現在式的動詞是accelerates；現在完成式是has accelerated；
答案中只有C是正確；文法書p.56)

答：C

130. 沿海的城市通常 較 內陸城市溫暖。
(warmer … than是形容詞的比較級；文法書p.249)

答：B

131. 義工可以經由加強公民 _____ 的信任、團結和互惠而對社會和自己都獲益。
(A) 在…之後
(B) 在…周圍
(C) 經由
(D) …之間

答：D

132. 自倫敦到莫斯科，歐洲 _____ 是一本理想渡假地點的百科全書。
(A) 重要地
(B) 實際上
(C) 懷疑地

(D) 懷疑地

答：B

133. 經濟成長是 _____ 貧窮的一項先決條件。
(A) 飛行
(B) 結盟

(D) 疏遠

答：C

(C) 減輕

134. 在面談時，建議要避免 抱怨 前任雇主。
(complaining是動名詞；avoid後面要接動名詞當作受詞；文法書p.154)
135. 貿易 _____ 各國自世界其他各地進口技術和知識。
(A) 遵守
(B) 承認
(C) 禁止

答：A

(D) 允許

答：D

136. 在出國之前，你應該要熟悉 _____ 遇到需要醫療緊急時要採取什麼步驟。
(A) 有利於
(B) 代替
(C) 儘管
(D) 萬一

答：D

137. 二十年前，資本流動較目前的情況少20%。
(Twenty years ago, capital flows were less than twenty percent of what they are today.)
介系詞

主詞 動詞
名詞子句

介系詞後面要接名詞(單字、片語或子句)，文法書p.362；
what they are today是由不定關係代名詞what所帶領的一個名詞子句，文法書p.362)
138. 每個人做了好事都想要 被肯定 。
(to be recognized是不定詞的被動式；文法書p.220)
139. Jones先生教導學生如何做肉類產品 _____ 香腸和火腿等。
(A) 和...一樣
(B) 例如
(C) 因此以便

答：C

(D) 和…一樣多

140.在法國所有的旅館都收取一項每人每夜約1法郎 附加的 房間稅，有時候是包含在房價中。
(additional是形容詞，用來修飾名詞tax；文法原理和第115題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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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A

答：B

答：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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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文章段落填充 (Text Completion)
問題141至144
這個展覽是設計來 141 資訊科技、通訊和電子等產品。它針對所有 142 人來推展生意，同時也提供論壇給專
業的工程師和科學家在科技應用上去展示和互動他們的經驗。和來自超過30個國家相關的參展者在一起，你可
以：
• 跟上 143 最新的科技、創新和服務。
• 與供應商、工廠代表和消費者建立關係。
• 透過一個橫跨全球的 144 尋找新的商機。
• 與專家面對面討論重要的技術問題、挑戰和解決方法。
這個展覽是對所有的參觀者免費。
141. (A) 公事包
(B) 如果發生
(C) 展示
(D) 逗弄
142. (It targets all interested parties in promoting business...
interested「有興趣的」是當作動狀詞使用的過去分詞，當作形容詞使用，用來修飾名詞parties
；文法書p.140)
143. (up-to-date「至目前 」)
144. (A) 制服
(B) 一致
(C) 平台
(D)變型

答：C

答：A
答：D
答：C

問題145至148
從計劃你的旅行到儘可能愉快地 啟程145 通關，你應該預定在班機起飛至少三個小時前抵達機場以便有 146
的時間辦理報到手續。同時，在你前往機場前，請務必查一下你的班機 147 資訊並且 148 影響國際和國內
隨機行李費用的各種變動。
145. (From planning your trip to making your way through the airport as enjoyable as possible ….
介系詞

系詞

動名詞片語

from…to…「從…到…」；to是介系詞，後面要接名詞，動名詞是當作名詞使用；文法書p.362之10)
146. (A) 另一個
(B) 充滿的
(C) 額外的
(D) 其他的一個
147. (A) 國家
(B) 雕像
(C) 統計
(D) 現況
148. (A) 女性化
(B) 熟悉
(C) 飢餓
(D) 有名

答：A
答：C
答：D
答：B

問題149至152
你也許聽過這句老 149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是的，現在有了。在目前不景氣的經濟中， 150 一家好的餐
廳用餐是一件很好的家庭經驗，但是緊縮的預算有時會讓這些家庭改變主意。在另一方面，不景氣的經濟也刺激
了許多餐廳以提供兒童免費用餐去拉回短缺現金的家庭以便繼續經營生意。不論你是擔心預算或只是想在這個不
景氣中生存，為何不利用這項 151 一下呢？不要 152 ，那些幾個具有魔力的字"兒童免費吃”是家長們最愛聽
到的了。
149. (A) 午餐
150. (A) 從…走出去
151. (A) 好處
152. (A) 閒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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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告訴
(B) 不要停留在…
(B) 開胃菜
(B) 感到奇怪

(C) 走
(C) 出去到…
(C) 冒險
(C) 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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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諺語
(D) 撕開
(D) 訴求
(D) 侍者

答：D
答：C
答：A
答：B

Test 1: Part 7

VII. 文章閱讀 (Reading Comprehension)
問題153至154
幾年前，我們看到了網路生意的曙光。現今，全球每年網路交易金額約有10兆的生意。儘管有這樣的成功，
網路上的威脅看起來就像網路的機會一樣快速的在蔓延增加。資料侵入、惡意軟體、身分偷竊和垃圾郵件都只是
一些眾所周知對使用者隱私和安全的侵害。各式各樣的安全威脅繼續演進而且變化多端。由於蓄意駭客不斷找目
標從事攻擊並發展出更富變化的欺騙方式，它變得愈來愈複雜。電腦威脅是我們所面臨最嚴重的經濟挑戰之一。
事實上，除非當使用者和消費者上網都感到比今日更安全的時候，電子商務將不會達到它全部的潛力。
153. 下列敘述哪一項不是真的?
(A) 全球每年網路交易金額約有100億的生意。
(B) 網路上的威脅看起來是在蔓延增加。
(C) 惡意軟體是一些眾所周知對使用者隱私和安全侵害其中的一項。
(D) 電腦威脅是我們所面臨最嚴重的經濟挑戰之一。

答：A

154. 什麼時候電子商務才會達到它全部的潛力發揮?
(A) 當人們停止在網上購物的時候。
(C) 當人們感覺上網有更多威脅的時候。

答：D

(B) 當人們停止上網的時候。
(D) 當人們感覺上網更安全的時候。

問題155至157
事項：逾期未付賬單號碼2985，金額487美元
親愛的Wilson先生,
謝謝你的惠顧，你和我們的生意往來對我們十分地重要。不過，我們的紀錄顯示，上列帳單迄今仍未支付。
如果你已經付清，請忽略本信。如果沒有，請在5月30日前匯出款項，否則將會有50美元的延付罰金。
誠摯的祝福
Ortega Hidalgo
會計經理
155. 這是什麼性質的信?
(A) 銷售信

(B) 收帳信

(C) 詢問信

(D) 善意信

答：B

156. 下列哪一項敘述是真的?
(A) 如果你在5月30日之前付款，你必須匯款$487。 (B) 逾期未付的金額是$50。
(C) 延付罰金是$487。
(D) 如果你不想支付延付罰金，你必須在5月30日之後匯出款項。

答：A

157. 如果你已經付款，當你收到這封信時應如何處理？
(A) 總共支付$537
(B) 總共支付$487
(C) 僅支付延付罰金$50

答：D

(D) 忽略本信

問題158至160
科學和醫藥的進步已經延長了人類的壽命。現今，老年人是世界上成長最快速的人口族群。1/10的人
是60歲或更老，而且到了2050年，這個比率會是1/5。這是一個快速的變化、需要快速的應付。我們不能將老年
人挑出來分開來對待。我們所看到的是一個整體的社會。我們必須同時處理年輕人和老年人的各項挑戰才可以達
到最大的利益。隨著較高的壽命，老年人希望保持經濟上的活躍和對進步做出貢獻的意願持續增加。喚起大眾了
解老年人所代表的珍貴資源是有必要的。社會需要去認知老年人的力量並善用這些力量。我們的確是生活在前人
的餘蔭下，而且今天對健康、教育和創造工作所做的投資將會是為經濟成長打下堅實的基礎以便孕育一個在未來
能保護和照顧我們老年人的互助社會。
158. 至2050年，60歲或以上的人將佔人口的比例約為多少?
(A) 10%
(B) 20%
(C)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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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100%

答：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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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下列哪一項是錯的？
(A) 老年人希望保持經濟上的活躍。
(C) 我們可以將老年人分別處理。

(B) 我們必須同時處理年輕人和老年人的各項挑戰。
(D) 社會需要去認知老年人的力量。
答：C

160. “to foster” 這個片語是什麼意思?
(A) 去造假
(B) 去和…對抗

(C) 去促進…成長

(D) 去使…喪失勇氣

答：C

問題161至165
世界發展報告
世界銀行每年的世界發展報告是今日全球經濟、社會和環境狀況一項珍貴的指引。自1978年起，這本書是由
一位首席作者領導的一個專家團隊所撰寫。它每年會專注在農業、國家角色、經濟成長、勞工、基礎建設、健
康、環境和貧窮發展等一項特別的層面上。這麼多年來，它已經成為國際組織、各國政府、學者和民間社會查閱
以協助提供他們與日俱增的決策過程一本非常有影響力的刊物。更多的訊息，請上網www.worldbank.org在「資
料和研究」項下查看。你也可以查閱或下載完整的文章、概要或背景資料，取得各種媒體資源或購買這些報告。
161. 這個字“annual”是什麼意思?
(A) 每星期
(B) 每個月

(C) 每年

(D) 每二年

答：C

162. 這個字“invaluable”是什麼意思?
(A) 沒價值的
(B) 珍貴的

(C) 便宜的

(D) 廉價的

答：B

163. 誰最有可能查閱參考這本書?
(A) 一位政府官員
(B) 一位小偷

(C) 一隻猩猩

(D) 一位和尚

答：A

164. 下列哪一項對世界發展報告的敘述不是真的?
(A) 它每年出版。
(C) 它是一本非常有影響力的刊物。

(B) 它自1978年開始一直出版到現在。
(D) 它不能上網查閱或下載。

答：D

165. 下列哪一項議題有可能在報告中被討論?
(A) 音樂
(B) 漫畫

(C) 歌劇

答：D

(D) 貧窮

問題166至168
現今，將近1/3的兒童是過重或肥胖，它增加罹患糖尿病、心臟病、高血壓、癌症和氣喘的可能性。許多
人吃了超過他們所需要的卡路里。更且，2至18歲的人有將近40%熱量是來自垃圾卡路里。垃圾卡路里到底是甚
麼呢？它們為什麼對你這麼不好，你要如何避免他們呢？
垃圾卡路里是來自那些含高卡路里但低營養價值的食物，例如炸薯條、炸雞、洋芋片、糖果、飲料、啤酒、餅
乾、甜餅乾等。那些固體脂肪和添加的糖分的食物缺乏維他命、礦物質和抗氧化劑使得你感覺很好，但是卻提供
非常少的營養。吃多了只會讓你生病和肥胖。維持健康的方法並不是要吃更多的卡路里而是要吃優質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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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在第一段第四行“empty” calories指的是什麼?
(A) 沒有卡路里
(C) 高營養價值的卡路里

(B) 低營養價值的卡路里
(D) 有用的卡路里

167. 下列哪一項敘述不是真的?
(A) 多吃垃圾卡路里食物會讓你遠離生病和肥胖。
(C) 垃圾卡路里對你的身體不好。

(B) 垃圾卡路里食物缺乏維他命、礦物質和抗氧化劑。
(D) 肥胖會導致糖尿病、心臟病或高血壓。
答：A

168. 下列哪一項會讓你保持健康？
(A) 多吃
(C) 吃更多的卡路里

(B) 吃垃圾卡路里食物
(D) 不要吃更多的卡路里而是要吃優質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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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B

答：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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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169至173
我們有時都會遭受到壓力。這就是我們的生活。很不幸的，在遇到這些壓力的時候，許多人求助於酒精或
毒品以求得興奮而不是去找出方法來消除造成壓力的這些問題。有些人發覺自己喝酒比以前喝得多。抽菸的人通
常發覺他們在有壓力的時候會抽二倍的菸。有些人甚至求助於大麻、海洛因、古柯鹼等非法毒品或搖頭丸等刺激
品以逃避現實的生活。
研究顯示長期服用毒品會導致腦部功能顯著變化，這個變化即使長期停用了毒品之後也會持續。那些和
毒癮掙扎的人並不是一開始就設定要摧毀自己。他們求助毒品是因為毒品消除痛苦和扭曲知覺的效用變成了他們
的一種解決不愉快的辦法。它協助他們感到興奮。然而，當藥力一旦開始消退，他們只有沮喪、陷於渴求更多。
遲早他們會完全陷於無法自拔墮落的毒癮漩渦，而且會喪失了他們使用毒品的控制能力。
幾乎所有上癮的人一開始都相信他們可以自己停止使用毒品，而且大多數都沒有接受治療就嚐試著停
用。然而，大多數這些嚐試的結果都是無法達到長期的戒絕而失敗。上癮的人應該求助於支援諮詢的團體和治療
的計畫。最重要的是，不要成為一位上癮的人最好的方法就是永遠"向毒品說不"。
169. 當我們遭受到壓力，什麼是適當的處理方式？
(A) 變成一位酗酒者
(C) 抽更多的菸

(B) 變成一位街頭販賣毒品者，賣毒品給需要的人
(D) 消除造成壓力的原因
答：D

170. 下列哪一項是非法毒品？
(A) 海洛因
(B) 飲料

(C) 酒精

(D) 菸草

答：A

171. 有些人為什麼會開始使用毒品？
(A) 去摧毀他們自己
(B) 去逃避現實生活

(C) 去交朋友

(D) 去賺錢生活

答：B

172. 當毒品藥力開始消退時，使用者會如何？
(A) 感到逃避了現實生活的事實
(C) 感到沮喪並渴求更多的毒品

(B) 感到興奮
(D) 感到從未有的舒暢

答：C

173. 避免成為一位毒癮的人最好的方法是什麼？
(A) 自己停止使用毒品
(C) 要和朋友一起嘗試毒品

(B) 求助於諮詢支援的團體和治療的計畫
(D) 永遠不要嘗試毒品

答：D

問題174至178
煙燻 – 增添風味的秘訣
煙燻是烤肉的一種烹飪過程。一個好的溫度控制會使得肉質柔軟和美味。煙含有硝酸鹽會在肉裡產生化學反應，
它會提升味道並分解連結的組織以便食用。這裡有一些各種煙燻過程的提示：
冷煙燻：在華氏70度至華氏100度煙燻，給予香味、蛋白質不會凝固。肉品可以在烤箱中煙燻，烤肉店平均的溫
度是80度。這會有一些脫水，但實際上的燒烤非常地少。
熱煙燻：在華氏160度至華氏225度煙燻，給予香味並且燒烤東西。
幾個主要的燒烤和煙燻的溫度：
華氏103度
蛋白質開始凝固或改變本質
華氏137.5度
旋毛蟲病菌被殺死
華氏155度
政府要求烹飪豬肉的溫度
華氏155度
所有的肉類
華氏160度
所有的蛋白質都凝固
華氏165度
政府要求烹飪所有禽類的溫度
174. 什麼會增加肉的風味？
(A) 將肉品煙燻
(B) 將肉品冷凍

(C) 將肉品切碎

175. 在第五行和第八行中，這個字“imparting”最接近的意思是 _____。
(A) 烹飪
(B) 拿取
(C) 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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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銷售肉品

答：A

(D) 感覺

答：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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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下列哪一項有關冷煙燻的敘述不是真的?
(A) 它是在華氏70度以下煙燻。
(C) 它不會凝固蛋白質。

(B) 它給予香味。
(D) 它是最少的實際燒烤過程。

答：A

177. 下列哪一項敘述不是真的?
(A) 煙燻是烤肉的一種烹飪過程。
(C) 熱煙燻在攝氏160度至攝氏225度煙燻。

(B) 煙含有硝酸鹽會在肉裡產生化學反應。
(D) 熱煙燻給予香味並且燒烤東西。

答：C

178. 政府要求烹飪雞肉的溫度是多少？
(A) 華氏103度
(B) 華氏137.5度

(C) 華氏155度

答：D

(D) 華氏165度

問題179至180
借閱規定
借閱期間：
書籍………… 28天(可延長1次)
光碟和影片… 10天(不可延長)
保留品 …… 2小時(限圖書館內使用)
逾期通知信將會於借閱品到期1日之後寄出。借閱品在
期寬限期7天內還回免罰金。
如果借閱品在寬限期內未還回，你將會被收取$55重購
成本費用和$10不可退還的費用。當帳單寄出之後借閱
品才還回，重購費用可以免收，但不可退還的費用$10
仍要繳付。
顧客應對在他們名下所有的借閱品負責。你可以上網在
’你的借出紀錄’項下查看你的借閱現況。

179. 當你借的光碟逾期通知信被寄出，你必須做什麼才
可以免除被收費？
(A) 在7日之內歸還光碟
(B) 在10日之內歸還光碟
(C) 忽略通知信
(D) 將光碟據為己有
答：A
180. 當帳單寄出之後借閱品才還回，你必須要付多少錢？
(A) $55
(B) $10
(C) $65
(D) $28
答：B

問題181至185
部門間備忘錄
事由：DV-X398的電纜線延遲到運
由於冰島的火山爆發，擔心從Eyjafjallajokull噴出的火山灰會傷害到噴射機的引擎，這個星期飛機不能在大部分
的歐洲上空飛行。結果，應該於本週就會運達給DV-X398裝配的電纜線將至少會延後二週。這意味的是，任何
DV-X398的訂單至少在六週後才會運出。
檢附暫定的生產時間表一份，請卓參。
部門間備忘錄
事由：DV-X398的電纜線延遲到運
我跟顧客們連絡了，大部分的顧客都要求我們加快速度在四個星期內運出。他們不能等待六個星期，如果我們不
能符合他們的期限，他們可能必須會取消他們的訂單並尋找其他的供應商。我們有可能在四個星期之內出貨嗎？
我們在下午四點的會議再做進一步的討論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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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第一個備忘錄的目的是什麼？
(A) 通知由於天災生產會延遲
(C) 討論及時出貨的計劃

(B) 通知由於人為錯誤生產會延遲
(D) 要求在下午四點鐘開會

182. 是什麼原因造成了運送延遲？
(A) 海嘯將會襲擊歐洲的海岸
(C) 飛機不能在大部分的歐洲上空飛行

(B) 冰島發生了嚴重的地震
(D) 一個地震即將在意大利爆發

答：C

183. DV-X398的定單多久才可以出貨？
(A) 一個星期
(B) 至少二個星期

(C) 至少四個星期

答：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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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至少六個星期

答：A

Test 1: Part 7

184. 大部分顧客對於延遲出貨的反應是什麼？
(A) 他們瞭解情況接受延遲出貨。
(C) 他們會找一艘船去運送零件。

(B) 他們希望能在四個星期內出貨。
(D) 他們將會在下午四點鐘開會討論細節。

答：B

185. 他們在下午的會議將討論什麼？
(A) 找出加速出貨的解決辦法
(C) 向歐洲各國政府抗議

(B) 開發新客戶
(D) 雇用更多的勞工

答：A

問題186至190
徵求營地服務員
服務事項：
• 執行例行維護，包括以勞力整理廁所、清洗桌子和營地、割草、除草、樹葉清理和例如換置標示牌、油漆桌子
等簡單的修理等。
• 注意任何公園的設備、服務缺失和任何遊客可能有的或所製造出來的問題並且反應給公園的職員。
• 可能會被派駐在有需要的入口站值勤，歡迎遊客、回答問題、維持秩序和收取每日使用費。
工作時間：
每星期需要的時數：可調整
每星期需要的日期：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日
開始日期：五月
結束日期：九月
適用條件：
服務員必須體能良好。無經驗可。
服務員必須要有良好的溝通技巧、態度良好和服務精神。
住宿：
服務員的營地就在公園主要的入口附近。
設備：所有的水電掛接都有。
如果你對我們提供的這個職務有興趣，請按這裡現在就線上申請！
所有的申請資料都會保密，在三日內，我們的招募人員將會連絡你。

快速表格
工作申請
x

名字：

Leyster Ramon

男性

電話:

239-1234

電子信箱：

你有18歲以上嗎？

有

x

你曾經在露營區擔任過管理員嗎？
列出你目前擁有的有效執照：
緊急救護技術員

x

游泳救生

rey23@leyon.com

沒有
有

心肺復甦術急救

女性

出生年份：
x

x

沒有
x

急救

營區管理員

高級急救

其他

在最近的七年內，你是否曾經被判重罪？
你是在申請？

1990

有
x

維修

沒有

經理

你是在找哪一類的工作？

兼職

如果是兼職，哪些日期可以工作？

星期六和星期日

x

x

翻譯
全職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請在下面填入你的留言。
你們是否提供週末工作者薪津和保險？
送出

重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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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下列哪一項敘述不是工作項目之一？
(A) 割草
(B) 整理廁所

(C) 逮捕遊客

(D) 收取每日使用費

答：C

187. 在廣告中，“to man”是什麼意思？
(A) 去駐守服務
(B) 作為一個男人

(C) 去服務一個人

(D) 變成一個大人

答：A

188. Leyster Ramon先生什麼時候有空工作？
(A) 星期三和星期四
(C)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日

(B) 星期六和星期日
(D) 星期一至星期五

189. Leyster Ramon先生是在找甚麼樣的工作？
(A) 營區管理員
(B) 節目主持人

(C) 招募人員

190. 在快速表格中，這個片語“a felony”是什麼意思？
(A) 一項重要的工作
(B) 一位好朋友
(C) 一項善意

答：B

(D) 電工

答：A

(D) 一項重大罪行

答：D

問題191至195
主旨: 你想要增加你的網站流量嗎？
你好,
你是否因為網站缺乏流量而生氣？網站流量爆炸是一個可以按一個鍵就將你的網站提交到超過30個搜尋引擎的
自動工具。安裝簡單！超級快！沒有比這個更簡單的了 - 提供一個真正的自動工具給你。
網站流量爆炸的特色
• 提供你寶貴的網站曝光、有人點閱你的網站、你免付費用。
• 改善你的網站在許多搜尋引擎的排名，你可以檢閱網站排名報告，幾週內就看到改善的情形。
• 你不需要每年付費，付一次費就可以永遠使用！
• 每周7天每日24小時線上技術支援我們的顧客！
限期的優惠！更多的訊息，請按這裡參觀我們的網站。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請隨時寫信給我們，我們會立刻回答你。
誠摯的祝福

主旨: 回覆：你想要增加你的網站流量嗎？
我是一位企業老闆，我一直在尋找一套低成本的軟體來提升我的網站流量。我簡直無法想像會有比你們更好的提
案，我有一些問題如下：
1. 這個軟體只有英文版嗎？
2. 它是否能安裝在Linux作業系統上?
3. 它是否能保證我的Google搜尋在第一頁?
4. 使用這個軟體的網站有什麼資格條件?
你最快速度的回答將會被非常地被感謝。
誠摯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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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下列哪一項是這個軟體的特色？
(A) 更容易搜尋網站
(C) 更容易設計網站

(B) 吸引更多的訪客到你的網站
(D) 更容易連接到網路

答：B

192. 這個軟體的付款方式是什麼？
(A) 每年付費
(B) 分期付款

(C) 一次付費

答：C

193. 在這個廣告中，“24/7” 是什麼意思？
(A) 24元7分
(B) 24除7

(C) 每天24小時、每週7天

194. Jeffery是做什麼賴以維生的？
(A) 他是一位生意人
(C) 他是一位消防員

(B) 他是一位軍人
(D) 他銷售網站流量爆炸軟體

195. 下列哪一項敘述是真的?
(A) Jeffery不希望得到回覆
(C) Jeffery對他的網站流量不關心
(D) Jeffery在問：這個軟體有其他的語言版本嗎？

(D) 頭期款

(D) 24.7%

答：C

答：A

(B) Jeffery有興趣銷售這個軟體
答：D

問題196至200
親愛的顧客們,
我們都知道全球的經濟正在經歷困境，我們會隨時向你們報告。有三個來自亞洲的主要因素正在影響我們的成本。
1. 亞洲貨幣對美元升值了10%以上。
2. 生產工人薪資上漲了35% 。
3. 石油價格上漲了55% - 衝擊了以石油為基礎的初級原料和運輸成本。
我們想盡辦法提升工廠效能並導入了精實的方法來減輕這些上升的成本。目前我們計畫維持價格至少四個月(至
十月份)並且向你保證我們正在努力設法去延長這個價格至假日季節。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或意見請讓我們知道。
最好的祝福
Viersen Donald
董事長

主旨: 你的價格聲明
附件：價格詢問
Viersen你好,
謝謝你6月30日的信和你的努力維持價格至10月。
謹此告知，我們第二季的銷售下降了30%。在即將來臨的假日季節，這個市場看起來仍將會陷於不景氣的泥沼中。
因此，目前我們僅能購買最低的數量。附件是我們希望為即將來臨的假日季節購買的一份產品項目清單。你最好
的報價一定可以協助我們增加銷售。同時，請讓我們知道這些貨物可否於8月前出貨。
我們期望能迅速接到你的回音。
你最誠摯的朋友
Steven Malone
市場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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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 1: Part 7

196. 供應商將如何能夠維持目前的價格？
(A) 關閉工廠
(C) 採取有效措施去降低成本

(B) 購買更多的石油
(D) 停止銷售產品

197. 目前的價格將至少會維持至哪個月份？
(A) 10月
(B) 11月

(C) 12月

198. 在Steven Malone的電子信件中“第二季”指的是什麼?
(A) 7月至9月
(B) 10月至12月
(C) 1月至3月

答：C

(D) 9月

答：A

(D) 4月至6月

答：D

199. 依據供應商的信，下列哪一項敘述不是真的？
(A) 亞洲貨幣對美元升值了10%以上
(C) 石油價格上漲了55%

(B) 生產工人薪資上漲了35%
(D) 運輸成本下降了55%

答：D

200. 這封買方的信最主要的目的是什麼？
(A) 確認出貨日期
(C) 為他的新訂單取得最好的價格

(B) 向Viersen Donald先生問候
(D) 表示經濟仍然是不景氣

答：C

New TOEIC 9 Full Practice Tests
戰勝 新多益：9 次完全測驗
第 1 次完全試題 題解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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