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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文學習過程中，英文字彙是奠定日後學習的基礎。無論是大學學科能力

測驗、指定科目考試或各種英文認證測驗，都必須擁有足夠的字彙量以應戰。根

據大考中心所公布的「高中英文詞彙分級表」，每位高中升大學的考生都應該具備

單字 7000字的程度，才能輕鬆通過大考的英文科目。本套書將大考中心公布的
7000字，依照難易程度與字彙量，編成三冊出版：

《關鍵英單 7000字 Book 1：1~2200》
《關鍵英單 7000字 Book 2：2201~4400》
《關鍵英單 7000字 Book 3：4401~7000》

三冊單字書的難度分別約等同於全民英檢初級、中級與中高級。每冊的單字

皆按照主題來編排，內容完整詳盡，不僅幫助高一及高二學生打造紮實的英語字彙

基礎，高三學生也能達到溫故知新的複習特效。學生只需依序累積初級、中級、中

高級的英文單字，就能由淺入深有效記住所有必考單字。

❶ 分類編排，背誦能觸類旁通，相關單字一次背足
(1)   單字分類：有鑑於 7000單字列表數量龐大，若只是死板地按照 A到 Z順
序背誦，就像背誦字典般龐雜而成效不彰，不但學習無組織目標，也容易

感到枯燥乏味。因此本套書採用主題分類方式編排，每冊皆將該級數的所

有字彙，依照不同領域加以分類，同個主題之下採字母排序。

(2)   類別與單元：本書按照「人類、物品、社會、科學、自然、抽象概念、其
他」分成 7個類別（Part），每個類別之下，再根據不同的主題細分成數個
單元（Unit）。例如：「人類」這個類別下面有「職業與人物、人體、活動、
動作、休閒與運動」五大主題。主題之下，每 20∼30個單字會組成一個單
元（Unit），學生可學習字彙與安排進度，並透過相近字彙串聯學習，加強
記憶，事半功倍。

本系列書特點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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❷ 全方位呈現必考單字資料

完整列出必考字彙的學習重點，包括 KK音標、詞性（包括名詞是否可數）、 
中文字義、動詞三態、應用例句與句子中譯等。另外根據大考範圍，提供字彙的相關

衍生字（如：同義、反義和詞類變化等）與常用片語，協助學生更全面學習。

❸ 字根、字首、字尾強化單字記憶

多數單字依其字根、字首、字尾的原則拆解，並列點加以解說其意義。學生可

藉由單字拆解而達到魔法般的背誦成效，提升認識字彙的能力。另外，若字源有爭

議、較單純的字或是組成較複雜的字（如字源是由拉丁文演變而來），則省略不列出，

避免造成學習負擔。

❹ 單字列舉核心定義

以高中使用的範圍為準，列出英單一至數個常用且重要的字義，並加以編號。 
中文字義的編號與例句編號對應，方便學生參照使用。

❺ 豐富例句兼具活潑、實用與生活化等特色

(1)   生活化例句：為了避免學生死背單字、不懂得靈活運用，根據每個單字、詞
性、不同定義、相關衍生字、常用片語及補充用法等，都提供描述生活情境

的實用例句。每個例句平均在 16∼30字之間，其內容多營造完整情境，而非
簡單直述句。

(2)   多元主題：例句取材範圍多元，涵蓋不同領域，如一般生活、新聞、音樂、科
技、環保、休閒、政治、軍事、商業、旅遊、生活禮儀、運動等，拓展學生

閱讀視野。

(3)   考古題：加入大考字彙考古題曾出現的例句，並在句末標明考試年分與測驗
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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❻ 多樣補充內容，有效延伸學習

根據不同的字彙，會列出同義字、反義字或是相關衍生字等供學生延伸學習。

若補充的單字在本冊範圍之內，除了列出定義外，也會標明「參見 Unit X」以便參
照。此外，字彙下方適時補充常用重要片語，並附上例句，幫助學生迅速掌握該片

語的使用方法。

❼ 單字索引表便於對照

每冊的結尾都附有索引表。單字已先按照等級區分，再按 A-Z排列。本冊分
別將 Level 3和 Level 4的單字按照字母順序排列。

❽ 專業語音MP3

由專業的外籍老師錄製英文單字的讀音與拼音，加上中文字義以及英文例句

的完整誦讀。讀者可利用反覆播放音檔，加深字彙印象與拼寫能力，以收自然背誦

之效。

❶ 按照學年依序學習

全系列共有 3冊，建議一學年讀一冊，如果從高一開始使用，到高三正好完
成 3冊的字彙學習。

❷ 當作課外補充與練習

本書是良好的課外補充教材，適合學生自學。建議每週念二到三個單元

（Unit），老師也可依此當作測驗範圍，每週進行一次小考。 

❸ 當作大考前的複習教材

全系列 3冊分別完整補充 7000字。老師可在課本教學結束後，使用本套書
來複習英文單字。以 87個單元為例，如果每週複習 6個單元，一學期便可複習完
一整冊。假如從高二展開複習，在高二升高三暑假前，便可以複習完第 1、2冊，
以準備學測考試。高三時再開始複習第 3冊，便可在指考前複習完全 3冊。

本系列書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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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 ：名詞

 U ：不可數名詞

 C ：可數名詞

 單 ：單數名詞

 複 ：複數名詞

 

 動 ：動詞

 形 ：形容詞

 副 ：副詞

 介 ：介系詞

 連 ：連接詞

 英 ：英式用法

 美 ：美式用法

❹ 先閱讀內文，再搭配MP3使用

在使用MP3之前，請先閱讀內文。學習單字不外乎兩個重點：背誦與記憶。背誦的

效果無法長久，但是卻能幫助你記得單字的拼寫法。如果希望發展長期記憶，則可搭配字

彙朗讀MP3一起學習，視覺與聽覺雙管齊下，加深字彙印象。

MP3的錄音內容包括朗讀英單的「讀音－拼音－讀音」，以及單字的「中文定義」
和「英文例句」。另外，MP3也可以單獨使用，藉由重複播放字彙的讀音和拼音，交叉

朗誦之下，自然而然便能記熟新單字。

❺ 注意單字、片語在例句中的用法

若只是死背單字的定義，而不加以熟悉實際用法，考試時仍可能無法做出正確的判

斷。本書針對每個單字的定義提供了實用例句，閱讀時須用心注意單字在例句中的用法，

了解用法才算真正學會單字。

❻ 注意字彙的字根、字首、字尾，衍生字與補充片語

許多單字都擁有相同字源，像動詞 offend（冒犯），加上 -sive 就形成形容詞 

offensive（冒犯的），加上 -er又變成 offender（冒犯者）。許多單字延伸出的詞性，具

有相似意義，可以一起記憶，使學習更加快速，也能更有效率累積單字庫，離大考 7000

單字目標更近一步。

❼ 本書詞性代號說明

為了簡短、清楚說明字彙的詞性，本書使用中文的第一個字代表詞性，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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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1 accountant

[3'ka7nt3nt]

account 報帳
-ant 名  表「人」

名 C 會計師
 • Brianna is a retired accountant who now volunteers for a non-
profit organization.   
布麗安娜是名退休會計師，現在在一間非營利機構當義工。

名  accounting會計（學）　 名  account 帳戶（參見 Unit 36）

02 acquaintance
[3'kwent3ns]

acquaint 使認識
-ance 名  表「狀
況，動作」

名  ❶ C 不是很熟的人；❷ U 了解
❶ Keith has trouble remembering the names of all of his 

acquaintances. 基斯記不住所有相識之人的名字。
❷ Sampson has some acquaintance with French, and he also 

knows a little Italian.  
桑普森會一點法文，也對一點點的義大利文有了解。

動  acquaint 使熟悉
相關用法  make the acquaintance of sb.  結識某人
 • At the conference, I made the acquaintance of several 
important business people. 我在會議上認識了幾位重要的企業家。

相關片語  a nodding acquaintance   點頭之交

03 adviser
[3d'va0zQ]

advise 建議
-er 名  表「人」

名 C 勸告者，顧問   
 • Ms. Martinez, one of the president's advisers, specializes in 
foreign trade. 馬汀內茲女士是一位總裁顧問，專精外貿事務。

動  advise勸告  （參見 Unit 60）　 同 advisor 勸告者，顧問

04 amateur
['$m3`tN7r]

形 ❶ 業餘的　 名  ❷ C 業餘從事者 
❶  A group of amateur musicians perform in the park every 

Sunday. 每週日都會有一群業餘音樂家在公園表演。
❷  All of the actors are amateurs. They perform for enjoyment and 

are not paid.  
所有的演員都是業餘的。他們是為了興趣不拿錢參加表演的。

反 professional職業的

05 ancestor
['$nsGstQ]

名 C 祖先，祖宗
 • Chinese people place great importance on worshiping their 
ancestors. 對華人而言，祭祖是非常重要的。

同 forebear, forefather祖先　 反 descendant後裔，子孫

Jobs＆People職業與人物 (1)1

Unit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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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applicant
['$pl3k3nt]

apply申請
-ant 名  表「人」

名 C 申請人
 • There are three applicants for the scholarship this year.   
今年的獎學金有三個申請人。

動  apply 申請　 名  application 申請；申請書 （參見 Unit 7）

07 audience
['Cd03ns]

名 C 聽眾，觀眾，讀者群
 • The audience clapped and shouted "Encore!" after the last 
song of the concert. 音樂會最後一首歌結束時，觀眾鼓掌高喊「安可」！

同  listener 聽眾 / spectator（體育賽事）觀眾； viewer (電視 )觀眾 / reader 讀者

08 author
['CLQ] 

名 C 作者，作家
 • Randal will introduce his favorite Russian author during 
tonight's program. 蘭德爾會在今晚的節目，介紹他最喜愛的俄國作家。

09 beggar
['bGEQ]

beg 動  乞討

名 C 乞丐
 • Melissa always gives food to the beggars on the streets.   
梅麗莎總是送食物給街上的乞丐。

10 being
['bi0H] 

be-表「使」
-ing 名  表「結果，
產物」

名 C 人，生物
 • The movie is about alien beings from another planet who 
invade Earth. 這部電影是關於來自其他星球的外星人入侵地球。

相關片語  ❶ come into being 形成；❷ for the time being 暫時 
❶ After reading a book about the cosmos, Cathy asked her 

professor, "When did the universe come into being?"  
讀完關於宇宙的書後，凱西問她的教授：「宇宙是何時形成的？」

❷ Jake is the manager for the time being, until they hire a new 
one. 傑克暫時擔任經理一職，直到他們僱用新的經理。

11 bride
[bra0d]

名 C 新娘  
 • When the wedding song began, everyone turned around and 
watched the bride enter the church.   
結婚進行曲一響起，大家都轉過頭來，看著新娘步入教堂。

延伸名詞  bridesmaid女儐相

12 bridegroom
['bra0d`Er7m]

bride 新娘  
groom 新郎

名 C 新郎   
 • On their wedding day, the bridegroom went to the bride's 
home to greet her. 婚禮當天，新郎前去新娘家迎娶新娘。

延伸名詞  bridesman男儐相

2 
13 candidate

['k$nd3det]  

名 C❶ 候選人；❷ 應徵者
❶ Virginia favored the Republican candidate for the presidency in 

the last election. 維吉妮雅在上次的總統選舉中，支持共和黨的候選人。
❷ More than 100 people applied for the job, but Lindsay was 

considered the strongest candidate.  
超過一百人應徵那份工作，但是琳賽被認為是最出類拔萃的應試者。

Unit
1

職
業
與
人
物

(1)

1

3

超過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 一百人應徵那份工作，但是琳賽被認為是最出類拔萃的應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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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capitalist
['k$p3t90st] 

capital 資本
-ist 名  表「⋯⋯主
義者」

形 ❶ 資本主義的　 名 ❷ C資本家
❶ In a capitalist country, investment in private businesses is not 

only allowed but also encouraged.  
資本主義國家，不僅允許甚至鼓勵對私人企業進行投資。

❷ The strike resulted from conflicts between the capitalists and 
the workers. 罷工始於資方與勞方之間的衝突。

名 U capital資本 （參見 Unit 28）  名 U capitalism資本主義 （參見 Unit 36）

15 carpenter
['kArp3ntQ] 

名 C木匠
 • Do you know any experienced carpenters who can repair my 
old cabin? 你有認識比較老練的木工，能整修我的舊木屋嗎？

16 civilian
[s0'v0lj3n] 

civil 公民的
-ian 形  名  表
「⋯⋯的（人）」

形 ❶ 平民的，庶民的　 名 ❷ C平民 ，庶民
❶ Vinnie Adams's diary reveals many aspects of civilian life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雯妮．亞當斯的日記顯露出 18世紀法國庶民的生活風貌。

❷ Civilians as well as soldiers were hurt or killed in the battle.  
在那場戰役裡，平民和士兵都傳來傷亡。

形  civil公民的，民事的 （參見 Unit 32）

17 client
['kla03nt] 

名 C❶ （付費給專業人士或機構的）委託人；❷ （商店的） 客戶
❶ Teresa has been a valued client of our firm for many years.  
泰瑞莎是我們公司多年的大客戶了。

❷ This firm believes in treating its clients like they're family.  
公司的原則是對待客戶就像他們是家人一樣。

18 companion
[k3m'p$nj3n] 

名 C同伴，伴侶
 • Mildred has trouble finding travel companions, so she goes on 
trips by herself. 米爾翠德找不到同伴一起去旅行，所以她獨自出發。

名  companionship 交情，友誼

19 composer
[k3m'pozQ] 

com- 在一起
pose 假裝，冒充
-er 名  表「人」

名 C作曲家
 • Jerome is a successful composer who specializes in string 
arrangements. 傑羅姆是位有成就的作曲家，精通弦樂編曲。

動  compose作曲 （參見 Unit 33）　 名  composition（音樂）創作 （參見 Unit 33） 

20 consultant
[k3n'sKlt3nt] 

consult 商議
-ant 名  表「人」 

名 C顧問
 • Mr. Owens is a consultant for a medical technology company.   
歐文斯先生在一家醫藥科技公司當顧問。

動  consult諮詢 （參見 Unit 8） 　 名  consultation 諮詢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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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consumer
[k3n'sjumQ] 

consume 消耗， 
花費
-er 名  表「人」

名 C消費者
 • Flossie always checks the consumer reviews before purchasing 
an electronic product. 
芙洛希在買任何電器產品之前，都會先看看消費者評價。

動  consume 花費 （參見 Unit 18）　 名  consumption 消費

22 coward
['ka7Qd] 

名 C懦夫，膽怯者 
 • Be brave! Don't be such a coward! 勇敢點！別像個懦夫！

反 形  brave勇敢　 形 副  cowardly 膽小的（地）

23 creator
[kr0'etQ] 

create 創造
-or 名  表「人」

名 C創造者，創作者 
 • Matthew Groening is the creator of the popular animated 
series The Simpsons. 馬修．格朗寧是熱門卡通《辛普森家庭》的創作者。

動  create創造　 名  creation創作品，創造 （參見 Unit 8）  
形  creative創造性的 （參見 Unit 33）　 名  creativity創造力 （參見 Unit 58）  
名  creature生物 （參見 Unit 53） 

24 crew
[kru] 

名 ❶ C全體機員；❷ C一組工作人員
❶ All of the passengers as well as the crew died in the plane 

crash. 所有乘客與機組人員都在空難中罹難。
❷ The maintenance crew will fix any mechanical problems that 

arise with a rental car. 維修人員會檢修出租車輛的所有機械問題。
同 staff全體工作人員

25 critic
['kr0t0k] 

名 C批評家，評論家
 • Hannah is a film critic who writes for a weekly magazine.   
漢娜為一家週刊寫影評。

形  critical批評的 （參見 Unit 60）　 
名  criticism批評；評論 （參見 Unit 61）  
動  criticize批評 （參見 Unit 61）　 
同  reviewer

26 darling
['dArl0H] 

dear 親愛的
-ling 名  表
「與⋯⋯有關者」

名 ❶ C親愛的　 形 ❷ 心愛的，寵愛的；❸ 漂亮的，迷人的
❶ Darling, can you pass me the remote control?  
親愛的，你可以把遙控器拿給我嗎？

❷ Tomorrow afternoon, Mr. and Mrs. Wang will host a birthday 
party for their darling daughter.  
明天下午，王氏夫婦將為心愛的女兒舉行一個生日派對。

❸ What a darling necklace! It looks great with that dress!  
這條項鍊好漂亮！而且和那件衣服很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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