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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考

 命題趨勢

1. 廣泛取材：

詞彙題的命題內容涵蓋廣闊，舉凡人文歷史、科學新知、時事舊聞、食衣住行都能成為題目敘述

的內涵。因此，平時要大量閱讀，在真實文本中理解詞彙語意、掌握詞彙用法。

2. 靈活運用：

遇到新詞彙，除了熟悉該詞彙在原句子或文章裡的用法之外，也要同時學習其他用法，包含語意

的衍生（同義詞、反義詞）、語法的使用（搭配詞、詞性變化）。

怎麼準備

1. 廣泛閱讀學新詞—溫故知新勤筆記：

養成固定閱讀各種英文文本的習慣，從基礎的教科書、英語雜誌，到文學作品、學術文章、廣告

影音等，都能汲取不同主題的詞彙。學習一套自己慣用的筆記習慣，把不同詞彙記錄下來、定期

整理歸納，遇到反覆出現的高頻詞，更需另外彙整、熟悉用法。

2. 理解單字靠情境—邏輯推論真功夫：

英文詞彙的學習，絕非只是把大量的中英單字對照表拿出來生吞猛嗑而已。平常學習每一個單

字，都要踏實地閱讀例句和上下文，養成用情境來推敲單字語意的習慣，在大考答題時才能得心

應手，而不會遇到四個選項都知道中文意思，卻選不出正確答案的窘境。

3. 養兵千日終有用—考前練習決勝負：

面對需要背誦數千個單字，卻只有十五道詞彙題目的大考，難免讓人覺得投資報酬率很低。為了

提高詞彙題的學習成就感，建議考前半年開始就要規律做詞彙題模擬測驗，用大量的練習題來鍛

鍊閱讀速度，偵測自己學習的盲點，歸納高頻率詞彙與常見主題。

詞彙題Wee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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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1　詞彙題

1

怎麼解題

以下用 109 學年度學測英文詞彙題舉例，來說明解題的五大攻略！

攻略 1  語意拼圖湊完整

一道詞彙題的敘述，就是在描述一件完整的事情。當句中出現空格導致語意不完整，這時就該依

循題目提供的語境，在四個選項中判斷哪一個詞彙的語意，最能拼湊出全句完整且合理的內容。

答題技巧仰賴對日常生活事物的邏輯推理能力。以 109 學測詞彙第 1 題為例：
(   ) 1. After hours of discussion, our class finally reached the     that we would go to Hualien 

for our graduation trip.
  (A) balance (B) conclusion (C) definition (D) harmony

本題前半句有關鍵詞 After...discussion，後半句空格前有 finally reached，結合日常生活的情境與理

解，能合理推理出「討論是為了得到結論」，所以答案為選項(B) conclusion。

攻略 1 解析

攻略 2  找近義詞不陌生

為了協助考生理解題幹語意，並藉此尋找相關答題線索，題目敘述裡往往會出現正確選項的同義

詞，答題時只要能找到該同義詞，就可以提高答對率。以 109 學測詞彙第 4 題為例：
(  ) 4. Due to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the country’s exports     by 40 percent last month, the 

largest drop since 2000.
  (A) flattered (B) transformed (C) relieved (D) decreased

題目最後用同位語 the largest drop since 2000 補充說明前面的敘述內容，只要知道 drop 是減少、

跌落的意思，就能推敲句中空格的動詞，也需有相近的語意，故知答案應選(D) decreased 減少。最

後搭配 financial crisis（金融危機）的主題情境與知識，就能驗證答案(D)無誤。

攻略 2 解析

攻略 3  因果關係是佐證

要理解一個句子，除了詞彙本身之外，用來銜接句子的各種連接詞、轉承語（transition words）
也有助於閱讀當下的理解與判斷。例如，當題目敘述裡出現 because 這個連接詞，除了引導子句
用來解釋事件原因，也是提供考生判斷語意關係並找出正確答案的關鍵。以 109 學測詞彙第 15 
題為例：

(  ) 15. The claim that eating chocolate can prevent heart disease is     because there is not 
enough scientific evidence to support it.

  (A) creative (B) disputable (C) circular  (D) magnifi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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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題由 because 引導的子句，協助考生推論：當某種研究或說法因為沒有充分科學證據支持

時，會怎麼樣？根據這樣的語境，可從四個選項中判斷(B) disputable 有爭議的，最能使整句的敘述

表達完整合理，故選答案為(B)。

攻略 3 解析

攻略 4  具體抽象皆可能

考生看到詞彙題選項時，如果只能理解該字詞的單一語意，卻忽略其他可能的衍生用法或抽象語

意，就可能會很困擾而選不出答案。所以答題時要讓腦袋彈性靈活，思考該選項是否有其他相關

的語意存在。以 109 學測詞彙第 9 題為例：
(  ) 9. Ancient Athens, famous for its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democratic system, is often said to 

be the     of democracy.
  (A) mission (B) target (C) cradle (D) milestone

學測 109 年第 9 題，正確答案(C) cradle 本意是搖籃，乍看之下題目裡並未提到嬰兒、育兒等相關

詞彙，但因為搖籃具有「培育幼兒、孕育新生命的處所」這一層衍生詞意，且本題也出現 early 

development of 的關鍵詞，所以答案為(C)。

攻略 4 解析

攻略 5  高頻搭配不必等

單字使用常常有固定的搭配詞或用法，只要考生平時閱讀多整理、牢記，詞彙題作答時就能迅速

結合生活經驗，利用題目裡的提示找出高頻搭配的正確用詞。以 109 學測詞彙第 7 題為例：
(  ) 7. The students in Professor Smith’s classical Chinese class are required to _____ poems by 

famous Chinese poets.
  (A) construct (B) expose (C) recite (D) install

學測 109 年第 7 題，可由題目敘述裡的 students、Professor、Chinese class、require 等字，以及

空格後面 poem（詩詞）的關鍵字，先連結到考生自己的學習經驗：國文課老師要學生 　 　 詩

詞。這時就能立刻想到「背誦（詩詞）」這個符合語境的高頻搭配用法，故可迅速選出答案為(C)，

不必花費太多時間思考。

攻略 5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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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1　詞彙題

1

動詞

(  ) 1. In chemistry classes,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wear goggles and protective robes when they 
have to closely     the changes in an experiment.

  (A) estimate (B) monitor (C) summarize  (D)  prescribe
(  ) 2. The coastguard in Penghu has successfully stopped a group of people posing as fishermen 

from     illegal cigarettes worthy of half a billion dollars into the country.
  (A) accumulating (B) anticipating (C) switching (D) smuggling
(  ) 3. Whenever I heard news reports that jobless adults     money out of their old parents, I 

would think of the saying, “Spare the rod and spoil the child.”
  (A) translate (B) invest (C) squeeze (D) donate
(  ) 4. Even the most experienced magicians have to     numerous times before they begin their 

show in a new auditorium.
  (A) rehearse (B) bargain (C) assume (D) bounce
(  ) 5. Flash photography is strictly     in an aquarium because the strong light may do harm to 

the eyes of fish or cause fish to flee in panic.
  (A) encouraged (B) prohibited (C) recognized (D) evaluated
(  ) 6. With the advance of genetic technology, the     of dinosaurs in a laboratory may move 

from a film plot to the daily news.
  (A) breeding (B) burying (C) digging (D) dodging
(  ) 7. During the quarantine, Cindy couldn’t stop binge-watching TV shows, and she particularly 

enjoyed seeing Sherlock Holmes     about the motives of murderers.
  (A) evacuate (B) irritate (C) renovate (D) speculate

名詞

(  ) 8. To ensure social justice, we should spare no effort to lend a helping hand to those who live 
under social, economic, or religious    . 

  (A) oppression (B) narration (C) civilization (D) conclusion
(  ) 9. Daisy dreams of starting her career as an aroma     because she firmly believes that the 

scent of natural herbs can help people relax and heal from pain.
  (A) architect (B) pioneer (C) therapist (D) opponent
(  ) 10. After heated debates, the board of directors came to the     that they would cut 20% of 

everyone’s yearly bonus rather than lay off staff members.
  (A) diversity (B) consensus (C) prejudice (D) debris
(  ) 11. To boost the economic revival in Taiwan, the government has released triple stimulus    , 

a three-thousand-dollar coupon for only NT$1,000.
  (A) tablets (B) trophies (C) tissues (D) vouchers

得分﹕

即 時 練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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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 Hearing is a sensation produced by     or sound waves which are converted into nerve 
impulses by the ear and transmitted to the brain.

  (A) vibrations (B) fabrications (C) motivations (D) reservations
(  ) 13. Kyle had a hard time getting used to his new life in Saudi Arabia not only because of different 

dietary habits but also because of the huge language    .
  (A) ceiling (B) division (C) barrier (D) basement
(  ) 14. Esther kept tossing and turning last night because of her sense of    . She regretted 

having cheated on the exam but dared not tell her parents.
  (A) humor (B) fulfillment (C) relief (D) guilt

形容詞

(  ) 15. Teenagers in Taiwan may find it pleasant to have a holiday on February 28, but few of them 
understand how the     event traumatized many older people here.

  (A) neutral (B) dreadful (C) imaginary (D) global
(  ) 16. Affordability, combined with accessibility, makes this bazaar almost     to those who 

discover it.
  (A) conservative (B) systematic (C) irresistible (D) artificial
(  ) 17. The new mayor carried out his promise of building a     city by constructing more smart 

homes, developing green energy, and improving transportation.
  (A) sustainable (B) suspicious (C) sentimental (D) superficial
(  ) 18. Students should select courses that they are truly interested in rather than based on whether 

the course is required or    .
  (A) compulsory (B) virtual (C) optional (D) invisible
(  ) 19. In Taiwan, only those over 20 are     to vote, but legislators are currently proposing to 

lower the age limit to 18 as most othe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do.
  (A) reluctant (B) alert (C) flexible (D) eligible
(  ) 20. Figure skaters have to undergo     training beyond our imagination before they can 

dazzle the audience with their skills and elegance.
  (A) rigorous (B) disposable (C) patriotic (D) monetary
(  ) 21. People often quarrel or fight over trivial things. To avoid this, we should learn to be 

more   　 to others and tolerate unintentional mistakes.
  (A) consistent (B) courteous (C) controversial (D) confidential

副詞

(  ) 22. Some scientists claim that it is   　 possible for the population to achieve “herd immunity” 
against COVID-19 as long as 80% of people get a vaccination. 

  (A) incredibly (B) precisely (C) originally (D) theoretically
(  ) 23. My cousin’s family are   　 caught in a traffic jam now, or they would have arrived by 5:00 

pm for the New Year’s reunion dinner as they usually do.
  (A) occasionally (B) rarely (C) properly (D) presuma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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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1　詞彙題

1

(  ) 24. Mr. Chen found himself     obligated to raise the only child of the people he killed while 
driving drunk.

  (A) physically (B) morally (C) merrily (D) potentially
(  ) 25. When investigating a bribery case, the prosecutors have to question suspects     to 

prevent them from getting together to conspire to deceive.
  (A) consequently (B) desperately (C) individually (D) considerably
(  ) 26. To strengthen the bonds and accelerat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two countries have signed 

a     beneficial treaty this month.
  (A) mutually (B) partially (C) exclusively (D) independently
(  ) 27. My first trip to Mountain Ali was a bad experience. Because of the heavy fog, I could   　 

see the famous sunrise. That’s why I will definitely go again.
  (A) scarcely (B) peacefully (C) logically (D) frequently
(  ) 28. Self-driving cars bring much convenience to our lives. The autopilot system can free drivers 

from having to     control their vehicles.
  (A) remotely (B) roughly (C) manually (D) mentally

攻略 1  語意拼圖湊完整

以第 2 題為例，文句中出現 coastguard（海巡人員）、illegal cigarette（私菸）、posing as 

fishermen（偽裝成漁夫）等名詞，已經可初步拼湊出新聞中常見的走私與查緝事件。加上主要動詞 

stop...from...（阻止⋯⋯做⋯⋯）以及最後 into the country（進入國家內），就能確定答案要選(D)

smuggling（走私），才能讓全句語意完整描述這個事件。

攻略 2  找近義詞不陌生

以第 11 題為例，空格後面描寫這項物品等同於用新臺幣一千元換到等值三千元的 coupon（贈券、

配給券），故可推論該題在描述的也就是 coupon 的同義詞，答案選(D) vouchers。

攻略 3  因果關係是佐證

以第 5 題為例，後半句提到「因為強光會傷害魚的眼睛」等負面影響，故可推論得知前半句提到的

「閃光燈」在水族館裡應該是被嚴格禁止的，所以選(B)禁止。

攻略 4  具體抽象皆可能

以第 3 題為例，正確答案(C) squeeze 原本是一個具體的動作「擠壓」，但此處須理解他的抽象衍生

詞意，已經由擠壓變成「壓榨、勒索」，搭配後半句的俚語「孩子不打不成器（閒了棍子就寵壞孩

子）」，可理解前面 squeeze money 意思是勒索錢財、把老父母的財產榨乾。

攻略 5  高頻搭配不必等

以第 13 題為例，句子前半已經敘述 Kyle 對適應新生活有困難，所以可推論後面空格在講原因，除

了飲食習慣不同之外，語言障礙也是。而 language barrier 在使用上是高頻率的搭配詞，掌握大致

句意及因果關係後，就可快速選出正確答案。

小題解析

01-龍騰-四-(61736)A版-210×300-【新全勝】英文學測18週-L1-(p1-7)-WW-4校.indd   7 2021/3/19   上午 11:45:43



8

怎麼考

 命題趨勢

1. 文法誠可貴：

綜合測驗題仍舊需要有紮實的文法基礎，才能判斷動詞時態；有廣泛的詞彙、動詞片語、轉承語

用法記在腦中，才能精準搭配使用。

2. 文意價更高：

近年學測的綜合測驗命題，已較少出現介系詞、代名詞、疑問詞的題目，反而增加形容詞的空格

選項。可知命題趨勢已經由文法取向，漸漸轉為偏重文意理解的取向。

怎麼準備

1. 整理筆記厚實力—區分詞性與句型：

平時累積英文實力，就要養成分類整理筆記的習慣，將不同詞性、句型的綜合測驗考題選項，歸

納出常考重點。例如：動詞型態變化、常見轉承語、片語動詞大補帖。

2. 詞語反覆熟記誦—文法觀念不含糊：

每次做完綜合測驗的題目，都要針對不熟悉的詞彙、片語、文法觀念，把握黃金時間盡快從頭複

習與釐清，設法把考過的、答錯的都熟記弄懂，才能減少下次犯錯的發生率，而且可以提高整體

學習的融會貫通。

3. 文章內容不錯過—答題同時增廣見聞：

深入理解每道題目的答題邏輯後，再用五分鐘把文章連貫起來讀一次吧！養成閱讀習慣，透過短

篇文章學習新知，甚至可以大聲朗讀出來，反覆強化自然語感，讓文法融入語言使用，不須費心

死記硬背。

綜合測驗Wee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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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2　綜合測驗

2

怎麼解題

以下用 109 學年度學測英文綜合測驗題舉例，來說明解題的五大攻略！

攻略 1  文章從頭仔細看

文章第一句通常點明主題，掌握主題才能在閱讀時理解內容，有助題目判斷，切忌跳過文章開

頭，只看空格前後詞句。以 109 學測綜合測驗第一篇 16-20 題題組第一段為例：
The art and tradition of using all-natural paste from the henna plant to create temporary henna 

tattoos goes back to ancient Asia and the Middle East. Over the centuries, henna tattoos 16.  used in 
weddings and holiday celebrations because they are thought to carry blessings from the gods. Today, the 
ancient art form has found a new 17.  in the hands of contemporary artists.
(  ) 16. (A) were being (B) have been (C) will be (D) had to be

由文章第一段第一句可以先掌握關鍵字詞：tradition...goes back to，意即某種傳統可以回溯到什麼

時間。藉此可以判斷，文章可能會談及源頭、歷史、演變、現況，文法上也確實出現完成式的應用

（第 16 題）。所以要讀懂第一句，才能理解文章脈絡與主題。

攻略 1 解析

攻略 2  固定用法可速判

善用單字習慣用法與基本句型結構、文法概念，可以快速判斷正確答案。平時須牢記各種搭配

詞、慣用語、常見句型與動詞型態。以 109 學測綜合測驗第 24 題為例：
The researchers noticed that small drops of water on the wheat leaves would move to combine and 

form a larger drop. As they were moving, the energy of the droplets in motion would be released. This 
energy allowed the water 24.  into the air, which looked just like sneezing!
(  ) 24. (A) jump (B) to jump (C) jumping (D) jumped

學測 109 年綜合測驗 24 題，空格前使用 allow（允許、讓），因為 allow 固定用法要在受詞後加 to 

VR 不定詞，所以答案可立刻判斷為(B)。

攻略 2 解析

攻略 3  前後語境助推斷

順著文章脈絡，搭配空格前後句的敘述，可選出最相關、符合情境的答案，讓文章合乎邏輯、容

易理解。以 109 學測綜合測驗第 25 題為例：
However, not all plants can sneeze. The ability is 25.  to those with leaves that are hydrophobic, 

or repel water—a special feature that forces the liquid to move away when the leaf is exposed to it.
(  ) 25. (A) curious  (B) relative (C) unique  (D) prim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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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測 109 年綜合測驗第 25 題，空格前句已經出現 not all... 的字眼，顯示出作者想要表達的是一種

「並非所有⋯⋯都是⋯⋯」的獨特性或特殊性。空格句的後半，更用到 special feature，強化獨特性

的語意，所以第 25 格選 unique 最符合邏輯情境。

攻略 3 解析

攻略 4  慎選片語使連貫

片語在綜合測驗每個題組中，平均出現一到二題。片語動詞、介系詞片語、副詞片語等，只要牢

記意思，並在閱讀時靈活判斷語意，就能依著文意關係找出答案，進而順利閱讀與理解。以 109 
學測綜合測驗第 23 題為例：

They found that the sick plants could “sneeze” and 23.  tiny water drops filled with leaf rust 
germs, spreading the disease to neighboring plants.
(  ) 23. (A) shoot out (B) hold on (C) come across (D) give up

學測 109 年綜合測驗第 23 題，空格前面提到 sneeze，後面有 water drops，根據日常生活經驗可

推知，這句是在說明打噴嚏「噴出了」水珠的語意，所以答案為 shoot out。

攻略 4 解析

攻略 5  轉承通順是答案

轉承語功能在銜接前後文句或段落，使文意順暢合邏輯，作答時要先仔細閱讀空格前後句，判斷

之間是否為因果關係或轉折對照等，再選出最適切答案。以 109 學測綜合測驗第 28 題為例：
Many scientists, however, say there is no evidence that Blue Monday causes any more sadness 

than other specific days of the year. 28. , the idea of Blue Monday persists. According to 
psychologist Dean Burnett, people feel down in January 29.  post-holiday discontent, and the Blue 
Monday claim makes it seem like there are scientific reasons for this. 
(  ) 28. (A) If so (B) And yet (C) On that (D) With this

學測 109 年綜合測驗第 28 題，空格前句出現否定的論述（沒有證據能證明憂鬱星期一會特別造成悲

傷感），其後卻出現 persist（堅持），而且使用支持細節說明心理學家仍然認為憂鬱星期一的憂傷

似乎有科學依據。因此可判斷第 28 格會呈現前後句語意轉折的變化，所以答案選(B) And yet 才能合

理連貫。

攻略 5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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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2　綜合測驗

2

練習一

Opened in 1889 on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Eiffel Tower in Paris remains 
one of the most magnificent and inspiring creations of the 19th century. In addition, it is one of the most 
visited tourist destinations in the world. The structure was 1.  built to serve as the main entrance to 
the 1889 Exposition Universelle, a major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Now, more than 130 years later, it 
stands 2.  a reminder of French creativity and a great source of French pride.

The tower was 3.  its designer, well-respected bridge engineer Gustave Eiffel. Built almost 
entirely of iron, the tower displays many of the same techniques and features Eiffel had previously used 
in his bridge designs. Rising 300 meters into the Parisian sky, the Eiffel Tower remained the highest 
structure in the world until 1929, when the Chrysler Building was constructed in New York City. 4. , it 
remains the tallest structure in Paris to this day.

Although now considered one of the architectural wonders of the world, the Eiffel Tower 
experienced a mixed reception when it first opened. Many intellectuals and artists criticized its design; 
others simply found the tower strange. 5.  came slowly, but it finally came. In 2015 alone, nearly 7 
million visitors made their way to the top of the tower. Gustave Eiffel’s creation has clearly stood the test 
of time.
(  ) 1. (A) originally (B) permanently (C) reluctantly (D) gradually

對應攻略 3

(  ) 2. (A) with (B) after (C) in (D) as
對應攻略 2

(  ) 3. (A) linked to (B) devoted to (C) named after (D) looked after
對應攻略 4

(  ) 4. (A) Nevertheless (B) Therefore (C) Otherwise (D) Thereafter
對應攻略 5

(  ) 5. (A) Resistance (B) Acceptance (C) Substance (D) Appearance
對應攻略 1

得分﹕

即 時 練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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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第 1 題： 攻略 3  前後語境助推斷

文章開頭描述鐵塔於 1889 年落成，第一題句子也說明 1889 年時鐵塔的用途，下一句則是現代的用

途，故可推論第 1 題為 originally（原本；起初）。

破解第 2 題： 攻略 2  固定用法可速判

第二題後面為名詞片語，語意內容則說明鐵塔現存的歷史意義與表徵，選擇 as （作為）最能表達鐵

塔作為法國人創意與驕傲來源的身分象徵。

破解第 3 題： 攻略 4  慎選片語使連貫

第三題空格前主詞是鐵塔，後面是設計者，並且提到設計者的名字，所以答案選 named after

（以⋯⋯命名）最能貼切銜接前後文，讓文章主題轉換到建造的過程。

破解第 4 題： 攻略 5  轉承通順是答案

第四題前句提到，1929 年後鐵塔已經不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築物。後一句說明，鐵塔依舊是巴黎最高

的建築物。所以兩句之間要用具有轉折語氣的轉承語銜接，故選答案 Nevertheless（然而），才能

讓語意連貫。

破解第 5 題： 攻略 1  文章從頭仔細看

文章從頭就強調，艾菲爾鐵塔一直以來都是廣受喜愛且深具歷史意義的建築。但第 5 題前句卻顯現

出當時人們批判鐵塔的負面感受。第五題引導的句子作為文章的轉折，再次說明鐵塔經歷了時間考

驗，廣獲人們認同與接受（Acceptance），故答案選(B)最貼切文意。

小題解析

練習二

Fashion is a multibillion-dollar industry. Whether you are a Hollywood star, an international athlete, 
or simply a common man on the street, chances are you want to look your best. 1.  you may not be 
able to afford top-of-the-line designer clothes, there is one fashion accessory that almost everyone can fit 
into their budget: sunglasses! And what is the most trendy, stylish brand of sunglasses? Ray-Ban!

In 1929, the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signed a 2.  with Bausch and Lomb, a manufacturer of 
medical equipment, to design sunglasses for its pilots that would reduce glare and discomfort when 
flying under difficult conditions. Out of this cooperation came the Ray-Ban line of sunglasses, which the 
company 3.  the public in 1937. The first design featured plastic frames and green lenses, but the 
plastic frames were soon 4.  with metal ones. During World War II, American pilots wore Ray-Bans 
almost exclusively. After the war, consumers, wishing to capture the classy and heroic look of WWII 
fighter pilots, began purchasing the same model of sunglasses, appropriately named Aviators.

The demand for Ray-Bans then continued to grow. New designs came to the market, each 5.  a 
different type of buyer. In 1999, Bausch and Lomb sold Ray-Ban to an Italian eyewear company for $640 
million. For many consumers, Ray-Ban sunglasses remain an essential part of their daily wardrobe.
(  ) 1. (A) Whether (B) As long as (C) Even though (D) In order that

對應攻略 5

(  ) 2. (A) contract (B) schedule (C) diploma (D) diagram
對應攻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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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2　綜合測驗

2

(  ) 3. (A) translated into (B) introduced to (C) derived from (D) negotiated with
對應攻略 4

(  ) 4. (A) satisfied (B) associated (C) compared (D) replaced
對應攻略 3

(  ) 5. (A) accounting for (B) amounting to (C) appealing to (D) applying for
對應攻略 1

破解第一題： 攻略 5  轉承通順是答案

第一題前句說明每個人都想穿得體面好看。在這個前提之下，該空格後面的兩個句子：「可能負擔

不起昂貴設計款服飾」，以及「有一款能符合預算的配件」，就要用轉折語意的連接詞片語 even 

though（即使），來銜接兩句以符合文意脈絡。

破解第二題： 攻略 2  固定用法可速判

第二題空格前有動詞 sign (簽訂)，搭配文意「軍方與製造商簽了一個⋯⋯」，可迅速判斷答案應為

簽訂合約的意思，故選(A) contract（合約）。

破解第三題： 攻略 4  慎選片語使連貫

第三題前面提到雷朋系列的太陽眼鏡原是軍方訂製的產品，空格後面則是大眾，所以可判斷答案(B) 

introduced to（引進）最能適切銜接文意。

破解第四題： 攻略 3  前後語境助推斷

第四題前半句提到原本使用塑膠鏡框，後半句語氣轉折，故可從上下文推斷，空格前的塑膠鏡框是

被空格後面寫的金屬鏡框所取代，答案選(D)。

破解第五題： 攻略 1  文章從頭仔細看

文章開頭即說時尚產業是以數十億計的產業，意味著各種時尚衣物配件，對人們有強大的吸引力，

新款設計上市後也會吸引不同的消費族群，故第五題答案選(C)。

小題解析

練習三

As the number of Taiwanese families that keep pet cats continues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leopard 
cats, Taiwan’s only remaining wild cat, is steadily decreasing. There remain three primary population 
centers of these wild creatures, in Miaoli, Taichung, and Nantou. However, the situation in Miaoli is 
most 1. . The leopard cat is on Taiwan’s list of endangered species, with only an estimated 500 
animals left in the wild. Furthermore, this species still boasts healthy populations in other countries, so 
their threatened existence in Taiwan 2.  receive the attention it deserves.

About the size of regular house cats, leopard cats live in hilly areas bordering rice fields, where they 
hunt their favorite prey: field mice. It is this diet of field mice, however, 3.  is causing harm to these 
cats. Rice farmers use many chemicals in their fields to improve their harvests. When leopard cats feed 
on field mice, they consume the chemicals that have been absorbed by the mice. This 4.  sickness 
and often death.

5.  cause of the leopard cat’s declining population is also related to its diet. Leopard c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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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asionally feed on free-range chickens raised by farmers. To preserve their valuable source of income, 
many farmers encourage the hunting and poisoning of leopard cats. At present, the future looks 
increasingly desperate for these cats.
(  ) 1. (A) sentimental (B) critical (C) artificial (D) magical

對應攻略 1

(  ) 2. (A) decides to (B) manages to (C) promises to (D) fails to 
對應攻略 3

(  ) 3. (A) that (B) this (C) what (D) which
對應攻略 2

(  ) 4. (A) results from (B) leads to (C) brings up (D) breaks down
對應攻略 4

(  ) 5. (A) The other (B) Others (C) Another (D) One
對應攻略 5

破解第一題： 攻略 1  文章從頭仔細看

文章開頭說明臺灣石虎的數量在逐漸減少，第一題後面又提到瀕危動物，可見該空格想表達的是這

個問題在苗栗最為嚴重，故選(B) critical（危急的；關鍵的）。

破解第二題： 攻略 3  前後語境助推斷

第二題前半句開頭 Furthermore（再者），表明尚有其他原因是讓臺灣石虎瀕危的狀況，故「無法」

得到應得的大眾關注，所以選(D)。

破解第三題： 攻略 2  固定用法可速判

第三題使用分裂句的句型：It is...that...，強調「正是這種吃田鼠的飲食習慣」為石虎帶來危害。所以

選(A) that 形成固定的句型搭配。

破解第四題： 攻略 4  慎選片語使連貫

第四題前面描述石虎因為飲食習慣也間接吃進大量化學物質，後一句是疾病與死亡，故需選擇片語

來呈現兩者間的因果關係，答案選(B) leads to （造成；導致）。

破解第五題： 攻略 5  轉承通順是答案

第五題前兩個段落，描述造成石虎數量減少的一個原因，此段要說明另外一個，且文章並未明說原

因只有兩個，因此須選(C) another （另一個）才能使語意連貫。

小題解析

練習四

Italians love cheese. They eat it plain or serve it on pizza, pasta, or bread. There are hundreds of 
different 1.  of cheese from Italy’s many distinct regions. On the island of Sardinia, however, there 
is one unique type of cheese that has become known as “the world’s most dangerous cheese.” It’s cal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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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asu Marzu, and it is so strange and shocking that selling it is illegal throughout the European Union. 
2. , the demand for this sought-after food remains unbelievably high.

Casu Marzu is made from sheep’s milk, and its name means “rotten cheese.” Many traditional 
cheeses are soaked in brine, smoked, and then stored in a cool cellar to age. 3.  being stored in a 
cellar, Casu Marzu is placed outdoors and left uncovered. Flies then lay their eggs inside the cheese. 
When these eggs hatch, the small white maggots that emerge from them live inside the cheese and feed 
off it. This final stage of the production process is 4.  generates the cheese’s unique taste and smell.

Experts agree that Casu Marzu should only be eaten when the maggots are still 5. . In fact, they 
believe that once the maggots have died, the cheese is no longer fresh enough to consume. These experts 
also claim that reports about the dangers of eating Casu Marzu are best ignored.
(  ) 1. (A) varieties (B) features (C) regulations (D) identities

對應攻略 1

(  ) 2. (A) Or else (B) Or otherwise (C) And yet (D) And thus
對應攻略 5

(  ) 3. (A) Instead (B) Instead of (C) In addition to (D) Similar to
對應攻略 4

(  ) 4. (A) that (B) it (C) which (D) what 
對應攻略 2

(  ) 5. (A) alive (B) asleep (C) aware (D) amateur
對應攻略 3

破解第一題： 攻略 1  文章從頭仔細看

文章開頭即說義大利人有不同食用起司的方式，下一句更提到其中某種特殊的類別，故可推知第一

題要呈現的是起司有很多不同的種類，故選(A) varieties。

破解第二題： 攻略 5  轉承通順是答案

第二題前句提到販賣這種起司是違法的行為，下一句卻說這種起司的需求仍高，故需選出具有轉折

語氣的轉承語 (C) And yet（然而），才能讓語意連貫。

破解第三題： 攻略 4  慎選片語使連貫

第三題前句先說明，起司一般都放在地窖熟成，該題銜接的句子裡卻出現兩種不同的放置方法：放

於地下室、放於戶外。再細讀下文，知道這種起司的熟成方式與傳統類別不同，所以第三題須選(B) 

Instead of（而非），使語意正確連貫。

破解第四題： 攻略 2  固定用法可速判

第四題空格前後各有一個動詞，故可迅速判斷，該空格應該具有引導後面子句的功能，而且這個名

詞子句又能作為主詞補語，說明最後這個熟成階段的特性，故選複合關係代名詞(D) what。

破解第五題： 攻略 3  前後語境助推斷

第五題先讓讀者注意，這種起司須在某種狀態下吃，所以看到下句「一旦蛆死掉，起司就不新鮮

了」，就能立刻回推，必須趁蛆還活著的時候吃，故選(A) alive。

小題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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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1 解析

1 

為飲食習慣差異，也是因為有著巨大的語言障礙。

(A) 天花板　(B) 分開　(C) 障礙　(D) 地下室

14. Esther 昨晚因她的罪惡感而輾轉難眠。她很後悔考

試作弊，但卻不敢告訴她的父母。

(A) 幽默　(B) 實現　(C) 寬慰　(D) 罪惡

形容詞

15. 臺灣年輕人可能會很開心在二月二十八日放一天

假，但他們幾乎都不知道這個可怕的事件是如何造

成這片土地上許多老一輩人的心理創傷。

(A) 中立的　(B) 可怕的　(C) 想像的　(D) 全球的

16. 可負擔性再結合上易到達性，使得該市集對於發現

它的人來說幾乎不可抗拒。

(A) 保守的　(B) 有系統的　(C) 不可抗拒的　(D) 人
工的

17. 這位新任市長藉由建造更多智慧住宅、發展綠能，

並改善交通，兌現了他要打造一座永續城市的承諾。

(A) 永續的　(B) 可疑的　(C) 多愁善感的　(D) 表面

的；膚淺的

18. 學生應該選擇自己真正感興趣的課程，而非只根據

這門課是必修還是選修來決定。

(A) 強制性的；必修的　(B) 實際上的　(C) 選修的；

供選擇的　(D) 看不見的

19. 在臺灣只有年滿二十歲的人才有資格投票，但是立

法委員們目前正在提案，希望跟世界上其他多數國

家一樣，把年齡限制修至十八歲。

(A) 不情願的　(B) 警覺的　(C) 有彈性的　(D) 有資

格的

20. 花式滑冰選手都要先經歷我們難以想像的嚴酷訓

練，才有辦法以他們的技巧與優雅讓觀眾驚艷。

(A) 嚴酷的　(B) 可拋棄的　(C) 愛國的　(D) 貨幣的

21. 人們常因為瑣碎小事而爭吵或打架。為了避免這種

狀況，我們應該學會對人更有禮貌並包容無心之過。

(A) 一致的　(B) 有禮的　(C) 有爭議的　(D) 機密的

副詞

22. 有些科學家宣稱，只要人群中有百分之八十施打疫

苗，理論上就可達到對新冠肺炎的群體免疫。

(A) 難以置信　(B) 精準地　(C) 原先地　(D) 理論上

23. 我堂哥他們一家大概正困在一陣車潮當中，否則他

們早就會如往常一樣，在下午五點前到家準備吃年

夜飯了。

(A) 偶爾　(B) 很少　(C) 適當地　(D) 大概

24. 陳先生認為他道德上有義務須扶養這個喪生於他酒

駕之人唯一的一個孩子。

(A) 身體上　(B) 道德上　(C) 愉悅地　(D) 潛在地

25. 調查收賄案件時，檢方必須個別質詢嫌犯，以防止

他們聚集起來串供欺騙。

(A) 因此　(B) 不顧一切地　(C) 個別地　(D) 相當地

26. 為了鞏固邦誼並加速經濟成長，這兩國在這個月已

簽署了一份雙方互利的協定。

(A) 互相地　(B) 部分地　(C) 專有地　(D) 獨立地

27. 我第一次造訪阿里山的體驗很糟糕。因為濃霧，我

幾乎沒看到那知名的日出。這也是為什麼我一定會

再去一次的原因。

(A) 幾乎沒有　(B) 和平地　(C) 合邏輯地　(D) 頻繁

1Week
．試題內容請見 p. 5

即時練習答案

 1. (B)  2. (D)  3. (C)  4. (A)  5. (B)  6. (A) 
 7. (D)  8. (A)  9. (C) 10. (B) 11. (D) 12. (A) 
13. (C) 14. (D) 15. (B) 16. (C) 17. (A) 18. (C) 
19. (D) 20. (A) 21. (B) 22. (D) 23. (D) 24. (B) 
25. (C) 26. (A) 27. (A) 28. (C)

動詞

1. 在化學課堂上，當學生們需要近距離監視實驗中的

變化時，他們都得穿戴護目鏡及防護袍。

(A) 估計　(B) 監視　(C) 摘要　(D) 開藥方

2. 澎湖海巡人員已成功阻止了一群漁民假冒者走私價

值五億元私菸進入國內。

(A) 累積　(B) 預期　(C) 轉換　(D) 走私

3. 每當我聽新聞報導無業的成年人從他們老父母身上

壓榨錢財時，我就會想到這句俗諺：「孩子不打不

成器」。

(A) 翻譯　(B) 投資　(C) 壓榨　(D) 捐獻

4. 即使是最有經驗的魔術師，在一個新場地表演開始

前也要彩排很多次。

(A) 彩排　(B) 討價還價　(C) 假設　(D) 彈跳

5. 在水族館拍照嚴禁閃光燈，因為強光可能會對魚類

眼睛造成傷害，或導致魚群驚恐亂竄。

(A) 鼓勵　(B) 禁止　(C) 認出　(D) 評價

6. 隨著基因科技的進步，在實驗室裡培育恐龍的畫面，

可能就會從電影裡搬至現實生活中上演。

(A) 培育　(B) 掩埋　(C) 挖掘　(D) 閃躲

7. 隔離期間，Cindy 不斷追電視劇，而她特別愛看福

爾摩斯推測謀殺犯動機的橋段。

(A) 撤退　(B) 激怒　(C) 翻修　(D) 推測

名詞

8. 為了確保社會正義，我們必須不遺餘力伸出援手，

幫助那些生活飽受社會、經濟或宗教壓迫的人們。

(A) 壓迫　(B) 敘述　(C) 文明　(D) 結論

9. Daisy 夢想著展開她作為一位芳療師的事業，因為她

堅信天然草本植物的香氣能夠有助人們放鬆並自痛

苦中療癒。

(A) 建築師　(B) 先驅　(C) 治療師　(D) 對手

10. 在激烈爭論後，董事會達成共識，將刪減每個人

20% 的年終獎金，而不解僱員工。

(A) 多樣性　(B) 共識　(C) 偏見　(D) 殘骸

11. 為了促進臺灣經濟復甦，政府發放振興三倍券，

一千元就能換到等值三千元的兌換券。

(A)刻寫版；平板電腦　(B)獎盃　(C)面紙；（細胞）

組織　(D) 兌換券

12. 聽力是由振動或聲波產生的感覺，這些振動或聲波

被耳朵轉換為神經衝動並傳輸到大腦。

(A) 振動　(B) 編造　(C) 動機　(D) 保留

13. Kyle 很難適應在沙烏地阿拉伯的新生活，不僅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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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2 解析

2

艾菲爾的創作顯然能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1. (A) 起初　(B) 永久　(C) 不情願　(D) 逐漸

2. (A) 和　(B) 在……之後　(C) 在……裡面　(D) 作為

3. (A) 與……有關　(B) 獻給……　(C) 以……命名　

(D) 由……照顧

4. (A) 然而　(B) 因此　(C) 否則　(D) 此後

5. (A) 抵抗　(B) 接受　(C) 物質　(D) 外表

重要字詞
anniversary　n. 週年紀念日

remain　v. 依然是、維持

tourist destination　n. 觀光景點

originally　adv. 原本、起初

be named after　以……命名

feature　n. 特徵

nevertheless　adv. 然而

consider　v. 認為

criticize　v. 批評

acceptance　n. 接受、接納

練習二

　　時尚是一個以數十億計的產業。不論你是好萊塢明

星、國際運動員，或只是平凡的路人甲，你都很可能想

呈現自己最棒的一面。即使你可能負擔不起高檔的設計

師服飾，但有一款時尚配件是能夠符合幾乎每個人的預

算的：太陽眼鏡！那麼哪一個品牌的太陽眼鏡最時尚、

最有型呢？答案非「雷朋」莫屬！

　　美國空軍在 1929 年跟一家醫療器材製造商 Bausch 
and Lomb簽約，要為他們的飛行員設計一款太陽眼鏡，

能夠在困難的飛行情境中降低眩光與不適。這次的合作

案催生了雷朋系列的太陽眼鏡，該公司並於 1937 年將

之引進大眾市場。第一款設計標榜塑膠鏡框與綠色鏡

片，但是塑膠框很快就被金屬框取代了。二戰期間，美

國飛行員幾乎只戴雷朋眼鏡。戰後，想要仿效二戰時期

戰鬥機飛行員那種時髦英姿的消費者，也開始購買名稱

就叫 Aviators（飛行員）的同款眼鏡。

　　雷朋眼鏡的需求量持續成長。新款設計不斷上市，

每一種都吸引不同領域的買家。1999 年，Bausch and 
Lomb 以六億四千萬美金將雷朋賣給一家義大利的眼鏡

公司。對許多消費者來說，雷朋一直是他們每日服裝行

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A) 是否　(B) 只要　(C) 即使　(D) 為了

2. (A) 合約　(B) 時間表　(C) 文憑　(D) 圖表

3. (A) 翻譯成　(B) 引進　(C) 源自　(D) 與……協商

4. (A) 滿意　(B) 聯想　(C) 比較　(D) 取代

5. (A) 說明　(B) 總計　(C) 吸引　(D) 申請

重要字詞
industry　n. 產業

chances are　很有可能

afford　v. 負擔得起

budget　n. 預算

reduce　v. 減少

cooperation　n. 合作

replace　v. 取代

purchase　v. 購買

demand　n. 需求

appeal to　吸引

地

28. 自駕汽車為我們的生活帶來許多便利。自動駕駛系

統讓駕駛人不必親手控制他們的車輛。

(A) 遙遠地　(B) 大略地　(C) 用手地　(D) 心理上

重要字詞
worthy of　價值等同……

experienced　adj. 有經驗的

flash　n. 閃光燈

advance　n. 進步、進展

quarantine　n. 隔離

lay off　解僱

dietary　adj. 飲食的

toss and turn　輾轉難眠

avert　v. 避開

tolerate　v. 容忍、寬恕

herd immunity　群體免疫

obligated　adj. 有義務的

conspire　v. 同謀、密謀

accelerate　v. 加速

autopilot　n. 自動駕駛儀

2Week
．試題內容請見 p. 11

即時練習答案

練習一

 1. (A)  2. (D)  3. (C)  4. (A)  5. (B)
練習二

 1. (C)  2. (A)  3. (B)  4. (D)  5. (C)
練習三

 1. (B)  2. (D)  3. (A)  4. (B)  5. (C)
練習四

 1. (A)  2. (C)  3. (B)  4. (D)  5. (A)

練習一

　　巴黎艾菲爾鐵塔，在法國大革命滿一百週年的

1889 年開放，是十九世紀最壯觀與最具有啟發性的創

作之一。此外，它也是全世界遊客最常造訪的觀光景點

之一。鐵塔的結構原本設計用來作為 1889 年世界博覽

會的入口。在一百三十多年後的今天，它的存在提醒著

世人法國的創造力，也成為法國人光榮的來源。

　　鐵塔的名稱來自其設計者，深受尊重的橋樑工程師

古斯塔夫 ‧ 艾菲爾。整座塔幾乎全部由鐵建成，顯示

著和艾菲爾在設計橋樑時所使用的相同技術與特徵。艾

菲爾鐵塔以三百公尺的高度劃破巴黎天際線，成為世界

上最高的建築，直到 1929 年紐約市的克萊斯勒大樓建

成。儘管如此，艾菲爾鐵塔一直都是巴黎的最高建築

物。

　　雖然現在艾菲爾鐵塔被認為是世上的一項建築奇

蹟，但在剛開放時，卻經歷了一段褒貶混雜的聲音。很

多知識分子與藝術家批評它的設計，還有人則認為它很

詭異。人們的接受度慢慢提升，但最終總算到來了。在

2015 年，將近七百萬遊客登上鐵塔頂部。古斯塔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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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再也不夠新鮮了。這些專家還聲稱，凡是關於食用

Casu Marzu 會有危險的報導，都應該被忽略。

1. (A) 種類　(B) 特徵　(C) 規範　(D) 身分

2. (A) 否則　(B) 或其他方法　(C) 然而　(D) 因此

3. (A) 而是　(B) 而非　(C) 除……外　(D) 就像

4. what 引導名詞子句，其後面的子句為不完整句；若

用 that 引導名詞子句，其後面的子句為完整句

5. (A) 活著的　(B) 睡著的　(C) 意識到的　(D) 業餘的

重要字詞
variety　n. 種類

region　n. 地區

illegal　adj. 違法的

brine　n. 濃鹽水；滷水

cellar　n. 地窖

hatch　v. 孵化

maggot　n. 蛆
production　n. 生產製造

generate　v. 產生；發生

claim　v. 聲稱

3Week
．試題內容請見 p. 19

即時練習答案

練習一

 1. (E)  2. (A)  3. (H)  4. (J)  5. (D)
 6. (F)  7. (C)  8. (I)  9. (B) 10. (G)
練習二

 1. (B)  2. (J)  3. (C)  4. (H)  5. (D)
 6. (E)  7. (G)  8. (I)  9. (A) 10. (F)
練習三

 1. (D)  2. (F)  3. (E)  4. (H)  5. (B)
 6. (G)  7. (A)  8. (J)  9. (I) 10. (C)

練習一

　　Wojtek 大兵二戰期間在波蘭陸軍服役的故事，既令

人難以置信卻又感人。當軍隊 1942 年春天正行經伊朗

的 Hamadan 地區時，遇見了 Wojtek。一聽說他的母親

已經遇害，部隊經過討論與各種考量後，決定讓 Wojtek
加入他們的隊伍。在這位新士兵加入後，部隊繼續執行

任務，最後到達了埃及。

　　讓這個故事很特別的地方在於，Wojtek 是一頭熊。

他的同袍們幫他取這個名字的意思是「快樂戰士」。在

接下來整個二戰期間，他一直跟著波蘭第二軍團前進。

為了支應他的開銷，Wojtek 被收編為軍團的正式成員，

而且獲得二等兵的軍階。他的名字跟其他士兵一樣出現

在所有的官方文件上，而且他也跟其他士兵一樣吃飯、

喝啤酒、摔角，並跟他的同袍們共寢。

　　最後，1944 年，波蘭第二軍團來到義大利，並參

與了著名卻死傷慘重的 Monte Cassino 戰役。戰場上

Wojtek 大兵表現得非常英勇。當他看到士兵們搬運所

需物資送到作戰的前線，他模仿他們並開始自己搬運物

資。實際上，他能搬動需要四個男人才搬得動的同樣物

資。因為他的努力，Wojtek 獲得晉升成為下士。此外，

練習三

　　臺灣有愈來愈多的家庭會養貓當寵物，但是臺灣最

後的野貓「石虎」的數量卻正在逐漸減少。這種野生動

物還有三個主要的群居地：苗栗、臺中、南投。但是苗

栗的情況最危急。生活在野外的石虎數量預估僅剩 500
隻，使牠名列臺灣瀕危物種清單。再者，因為這個物種

在其他國家仍然族群壯大，所以牠們在臺灣瀕危的處境

無法獲取應得的關注。

　　石虎身形與一般家貓差不多，住在與稻田接壤的丘

陵地，獵捕牠們最喜歡的田鼠。然而，也正是捕食田鼠

這樣的習慣對石虎造成傷害。稻農會在田地裡使用許多

化學農藥來提高產量。當石虎吃進田鼠，牠們也同時吃

進田鼠體內吸收的化學農藥。這會導致疾病與常有的死

亡。

　　另一個導致石虎數量減少的因素也和飲食有關。石

虎偶爾會獵食農人放養的雞。為了保護這些珍貴的收入

來源，很多農人會放任各種對石虎的獵捕與毒殺。目

前，牠們的前途看來愈來愈不樂觀了。

1. (A) 多愁善感的　(B) 危急的　(C) 人工的　(D) 魔法

的

2. (A) 決定　(B) 設法做到　(C) 承諾　(D) 無法

3. It is...that... 為分裂句型，固定用法。

4. (A) 起因於　(B) 導致　(C) 培養　(D) 故障

5. (A) 另一個（用於限定的兩者）　(B) 其他的（用於

非限定的兩個群體）　(C) 另一個（用於非限定的兩

者）　(D) 一個

重要字詞
decrease　v. 減少

critical　adj. 危急的；關鍵的

endangered　adj. 瀕危的；瀕臨絕種的

deserve　v. 應得；應受到

chemical　n. 化學物質；化肥

consume　v. 吃；喝；消耗

lead to　導致

occasionally　adv. 偶爾

source of income　收入來源

desperate　adj. 絕望的；情急的

練習四

　　義大利人鍾愛起司。他們直接吃起司，也會搭配披

薩、義大利麵和麵包食用。來自義大利不同地區的起司

有數百種。然而，在薩丁尼亞這座島嶼上，有一種獨特

的起司，以其「全世界最危險的起司」之稱號聞名於世。

這種起司叫做 Casu Marzu，令人感到奇特與驚訝的是，

整個歐盟都把販賣這種起司視為犯法的行為。儘管如

此，人們對這種珍稀食材的需求量卻依然令人難以置信

的強大。

　　Casu Marzu 起司以羊奶製作而成，其名稱意思是

「腐臭的起司」。傳統的起司會泡在滷水裡，然後煙燻，

並放在涼爽的地窖中熟成。但是 Casu Marzu 卻不放在

地下室，而是放在戶外露天擱著。蒼蠅就會在起司裡下

蛋。當卵孵化，細小白色的蛆就在起司裡活動並以起司

為食。這個最後的製作階段，正是讓這款起司具有獨特

口感與氣味的關鍵。

　　專家認為 Casu Marzu 要趁裡面的蛆還活著的時候

才能吃。事實上，他們相信一旦蛆死掉了，起司吃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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