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
在現在這個時代，無論是就業、升遷或是轉職，都需要提供各式各樣的
資格證照，當中最不可或缺的證照無疑是多益證書。多益測驗改制後，比
起追求在短時間內獲取高分，更需要的是真正的英文實力。因此，接受專
業的課程、或是透過具公信力的教材輔助，便顯得更為重要。
準備多益的方式務必要採用與個人目標分數相符的學習策略，才能有效
達成目標。若考生的目標設定在800分以上，與其為了答對占全部考題一
成左右的高難度題型，而備感壓力，不如確實掌握好每個月重複出現的題
型，更具得分效果。若是將目標分數瞄準在900分以上的人，則要比其他
考生更加著重在PART 3、PART 4的「圖表整合題」、PART 6的「句子插
入題」和PART 7的「多篇閱讀題」上面。
本書按照最新多益命題趨勢編寫實戰試題，並針對各大題型列出完美
解題線索，有效幫助考生們在短時間內達成目標分數。比起繁雜的理論，
更注重在考試時能即刻派上用場的重點，協助考生熟悉考試臨場感。筆者
精選出與每期多益測驗難易度相當、題型相似的試題，同時在PART 5、
PART 6加入多年來授課及研究所獲得的獨門解題技巧，提供讀者詳盡又清
晰的解說，讓人彷彿置身在現場聽課般。筆者身為YBM學院的多益代表講
師，帶著使命感編寫出此本教材，願讀者們都能快速達成多益目標。
由衷感謝在撰寫本書期間，提供多方協助的NEXUS出版社。同時向對
筆者的授課及研究，不吝給予協助的金宣華院長、朴友川局長、金勇哲會
長、申郁華老師、姜明熹老師表達我們的謝意。

作者 金朗、朴姿恩、NEXUS多益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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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與特色

符合新制多益
最新趨勢的
六回實戰模擬試題
Actual Test 01

▶答案見解析 P. 003

Test 01

1

LISTENING TEST
In the Listening test, you will be asked to demonstrate how well you understand spoken
English. The entire Listening test will last approximately 45 minutes. There are four parts,
and directions are given for each part. You must mark your answers on the separate answer
sheet. Do not write your answers in your test book.

PART 1
Directions: For each question in this part, you will hear four statements about a picture in
your test book. When you hear the statements, you must select the one statement that best
describes what you see in the picture. Then find the number of the question on your answer
sheet and mark your answer. The statements will not be printed in your test book and will
be spoken only one time.
Example

2

Sample Answer

Ⓐ●ⒸⒹ
Statement (B), “The man is working at a desk,” is the best description of the picture, so you
should select answer (B) and mark it on your answer sheet.

GO ON TO THE NEXT PAGE

12

Actual Test 01 13

模擬試題反映最新多益命題趨勢，幫助學習者完整建立
實戰能力。完整涵蓋六回聽力閱讀實戰試題，營造與實際
多益測驗相同的考試環境，讓學習者以此書作為考前最
後的總複習。

5

收錄作者獨門技巧
簡單又詳盡的
中譯解析



PART

1
美M

1

(A) He is taking notes.
(B) He is signing a paper.
(C) He is typing on a keyboard.
(D) He is cleaning the computer monitor.
(A) 他正在記筆記。
(B) 他正在簽文件。
(C) 他正在鍵盤上打字。
(D) 他正在擦拭電腦螢幕。

字彙 take a note 記下

英M

type 打字

approach 接近、即將到達
archway 拱門、拱廊
pavement （英）人行道、鋪過的路面
potted plant 盆栽

美M

(A) A woman is putting on some boots.
(B) A woman is sweeping the driveway.
(C) A woman is grasping a broomstick.
(D) A woman is standing under the tree.

sweep 清掃
driveway 住宅的車道 grasp 抓牢、握緊
broomstick 長柄掃帚、掃帚柄

(A) 正在清掃小徑上的樹葉。
(B) 有些車停在路邊。
(C) 雪沿著人行道堆積。
(D) 車輛們彼此面向相反的方向。
字彙 path 小徑、小路

pile 堆積、累積
walkway 人行道 face 面向、朝
opposite 相反的、對面的 direction 方向

4
澳M

4

(A) Some bicycles have been left on the
street.
(B) A vehicle is approaching an archway.
(C) The roof of a building is being fixed.
(D) The pavement is decorated with potted
plants.

我要去哪裡找財務報表？
(A) 我看到在你桌上。
(B) 店裡正在特價促銷。
(C) 我要去北京。

英M
美W

美W

Who’s in charge of the meeting today?
(A) I’ll stand over there.
(B) It’s Ms. Cortez.
(C) Our aim for the next quarter.

字彙 in charge of 負責管理、負責掌管

(A) A vehicle is stopped at a stop sign.
(B) Shipping containers are being lifted by a
crane.
(C) Rows of containers have been stacked
up.
(D) Workers are smoothing the road surface.
(A) 一輛車停在停止標誌前。
(B) 起重機正吊起船運貨櫃。
(C) 貨櫃成排堆放。
(D) 工人正把道路鋪平。

aim 目標、目的

9
美M

quarter 季度；四分之一

Which train are you catching?
(A) Sure, I’ll catch it.
(B) Yes, aren’t you?
(C) The one at noon.

字彙 catch 搭乘（飛機、火車、公車等）；趕上

10 Where can I get my laptop repaired?
美W

shipping container 船運貨櫃
crane 起重機 row 一排、一列
stack up 堆起、把……放成堆
smooth 鋪平（道路）

pension benefit 退休金津貼
meticulously 非常仔細地；一絲不苟地

12 How many people have registered for the
美W
英M

(A) I didn’t know you were moving.
(B) It’s the newest product.
(C) I gave mine to Andy’s shop.
我的筆記型電腦要送去哪裡修理？
(A) 我不知道你在搬家。
(B) 這是最新產品。
(C) 我的是送去安迪的店。

team game?
(A) It’s a new concept.
(B) About half a dozen.
(C) There are three different lines.
有多少人登記參加團隊運動比賽？
(A) 那是個新的概念。
(B) 大約 6 個。
(C) 有不同的 3 排。

字彙 half a dozen 6 個、半打

line 排、列

13 Let’s finish at lunch today.
美M
美W

(A) Stop it at the end.
(B) That’s a good idea.
(C) I already ate.

我們在今天午餐前完成吧。
(A) 停在結尾的地方。
(B) 好主意。
(C) 我已經吃過了。

你要搭哪一班火車？
(A) 當然，我會趕上的。
(B) 是的，你不是嗎？
(C) 中午那一班。

美M

字彙 stop sign 停止標誌

字彙 talk through 討論……的細節

今天的會議由誰負責？
(A) 我會站在那邊。
(B) 是柯蒂茲女士。
(C) 我們下一季的目標。

美W

6

楊先生和你詳細談過我們的退休金津貼了嗎？
(A) 非常詳細。
(B) 是的，她是。
(C) 謝謝，我很好。

字彙 financial report 財務報表

8

benefits with you?
(A) Very meticulously.
(B) Yes, she was.
(C) Thanks, I feel great.

字彙 at the end （時間、地點的）盡頭

1

PART

(A) Leaves are being cleared on a path.
(B) Some cars are parked at the side of the
street.
(C) Snow is being piled along a walkway.
(D) The vehicles are facing opposite
directions.

美W

字彙 semi-circle 半圓形

folding chairs 摺疊椅
set up 擺放或豎起某物
auditorium 禮堂、會堂

美M

Where can I find the financial report?
(A) I saw it on your desk.
(B) There was a sale at the store.
(C) I’m going to Beijing.

PART

美W

11 Did Mr. Yang talk through our pension
P. 018

美W

7

(A) 座位排成半圓形。
(B) 舞台上排著摺疊椅。
(C) 禮堂裡正在舉行音樂會。
(D) 一名男子背對著一群人。

字彙 put on 穿、戴

3

(A) The seats are being arranged in a semicircle.
(B) Folding chairs have been set up on the
stage.
(C) A concert is being given inside an
auditorium.
(D) A man has his back to a group of
people.

2

Actual Test 1

(A) 一名女子正穿上靴子。
(B) 一名女子正在掃車道。
(C) 一名女子正抓著長柄掃帚。
(D) 一名女子正站在樹下。

PA RT

美M

字彙 leave 留下

5



解答＆中譯解析

2

(A) 有些腳踏車被留在街道上。
(B) 有輛車正接近拱門。
(C) 有棟建築物的屋頂正在整修。
(D) 人行道上有盆栽裝飾。

P. 015

2

14 Dinner yesterday was delightful, wasn’t it?
美W
美M

(A) Sorry, I wasn’t available then.
(B) No, she’s the new creative director.
(C) Yes, the fish was delicious.
昨天的晚餐很愉快，不是嗎？
(A) 抱歉，我當時沒空。
(B) 不是，她是新來的創意總監。
(C) 是的，魚很鮮美。

字彙 laptop 筆記型電腦

5

中譯解析本收錄完整六回試題的中譯解析，讓學習者作
答後能立刻確認答案，進入複習的步驟。同時標示出答題
關鍵字句與重點字彙，幫助學習者輕鬆找出答案，快速理
解內容。

6

架構與特色

107

在莎頂管理顧問公司，我們盡量簡潔地向
客戶解釋我們的意見。
(A) believe 相信
(B) insert 插入
(C) decide 決定
(D) explain 解釋；說明

110

字彙 management consultant 管理顧問

concisely 簡潔地

字彙 explore 探索；探究

111

為了利用較低的利率，現在有越來越多的
屋主為抵押貸款再融資。
(A) number 數量
(B) amount 數量
(C) type 種類
(D) supply 供應品

解析 冠詞 the 前方不能填入形容詞，因
此請先刪去 little 和 few；A few of 後方
要連接複數可數名詞，因此也不適合填
入。(D) little of 後方可以連接不可數名詞
（information），故為正確答案。

112

科崔軟體公布了一款音樂播放器，它可以
容納任何類型的聲音檔。
(A) dispose 配置；布置
(B) contain 包含
(C) reconcile 調停；調解
(D) accommodate 容納；為……提供空間
解析 dispose（丟棄、處理）當作不及

物動詞使用時，要搭配介系詞 of 一起使
用；contain（包含）和 reconcile（調
解）不適合搭配受詞 sound file 使用。(D)
accommodate 的意思為「容納」，最符合
題意，故為正確答案。
字彙 unveil 揭曉；使公諸於眾

208

字彙 be familiar with 熟悉；精通

product line 系列產品
manufacture（大量）製造，加工
cosmetic 化妝品
glossy magazine （通常指內容為名人、
時尚或美容的）高級亮光紙印刷的雜誌

117

字彙 forecaster 預測人員

anticipate 預期；期望
public spending 公共支出

字彙 refinance 再融資

報告一開始好像有些資訊遺失，但很快就
找到了。
(A) little 少的
(B) few of 一些
(C) few 很少；幾乎沒有
(D) little of 一些；幾個

預測人員預期，蘭斯鎮在未來三年公共支
出將會增加。
(A) between 在……之間
(B) upon 在……上
(C) against 反對；與…相反
(D) over 在……期間
解析 本題要選出適當的介系詞。只有 (D)
可以搭配後方的一段時間（three years）
一起使用。另外補充一點，介系詞 for、
during、over、through、within、in、
throughout 皆能放在一段時間的前方使用。

（越來越多的……），有助於作答，因此答
案為 (A)。另外補充一點，A(n) (increasing)
number of 後方只能連接複數可數名詞，請
特別熟記。

mortgage 抵押；抵押借款
interest rate 利率

解析 空格至 magazines 為形容詞子句，用
來修飾前方的名詞，因此答案可能是 which,
whose 或 who。(A) 為關係代名詞所有格，
可以與空格後方的名詞（advertisement）
結合，作為形容詞子句的主詞。who 為關係
代名詞主格，後方要連接動詞開頭的子句才
行；which 為關係代名詞主格或受格，後方
要連接沒有主詞或受詞的子句。

字彙 postpone 延遲

114

115

字彙 cub（獅、熊、狼等的）幼崽，幼獸

insert 插入物
array（軍隊等）列陣；（排列整齊的）一批

價格金融服務的劉先生將使用第一會議室
彙整公司的年度報告。
(A) compiles 彙編
(B) responds 作答；回答
(C) proceeds 繼續進行
(D) realizes 領悟；了解
解析 本題考的是動詞詞彙。根據題意，表
達「在他彙整公司年度報告的期間」最為適
當，因此答案為 (A)。

動物園的主管們預測，稀有白虎出生後遊
客的數量會增加。
(A) insert 插入物
(B) effort 努力
(C) increase 增加
(D) array （軍隊等）列陣
解析 本題考的是名詞詞彙。根據題意，表
達「預估來客數增加」最為適當，因此答案
為 (C)。increase、decrease、rise、fall、
drop 等表示增加或減少的名詞，後方會搭
配介系詞 in 一起使用，因此便能由空格後
方的 in 選出答案。

格蘭瑟姆彩妝在時尚雜誌登廣告，但熟悉
它系列產品的消費者不多。
(A) whose ……的
(B) what 什麼
(C) which 那一個；那一些
(D) who ……的人

字彙 financial service 金融服務

PART

109

解析 空格要填入從屬連接詞，(D) Even 為
副詞，因此並非答案。根據題意，表達「除
非得出結論，否則將會延期」最為適當，因
此答案為 (C) Unless。

解析 建 議 背 下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字彙 structure 結構

116

Actual Test 5

解析 but 前方的子句中需要一個動詞，選
項中的 preserving 並非動詞，因此請優先刪
去該選項。接著再從其他選項中，根據單複
數、主被動語態和時態選出適當的動詞。空
格後方沒有受詞，應填入被動語態，因此答
案為 (D) has been preserved。

除非董事會今天做出結論，否則投票將需
延到下個月的會議舉行。
(A) Whereas 鑑於；反之
(B) If 如果
(C) Unless 除非
(D) Even 甚至

解答＆中譯解析

這棟建築的結構被保存了下來，但內部已
徹底改建。
(A) preserving 正在保護
(B) preserved 保存了
(C) had been preserving 正在保存
(D) has been preserved 已被保存

113

解析 空格置於 to 不定詞（to
manufacture）的中間，應填入副詞，修
飾原形動詞，因此答案為 (D)。另外補充一
點，more 後方可以連接名詞、形容詞、或
副詞，千萬不能只靠 more 來解題，請特別
留意。

解析 本題考的是動詞詞彙。根據題意，表
達「簡潔地說明」最為適當，因此答案為
(D)。

108

哈勒克工業目前正在設法提高空調設備的
產能。
(A) produce 製造
(B) production 製造
(C) productive 多產的；有成效的
(D) productively 多產地；有成效地

5

annual

report 年報
compile 彙編；編輯
respond 作答；回答
proceed 繼續進行

118

「健體人生」促銷的 DVD 標榜各種有益健
康的各種運動，特別著重上半身的肌力。
(A) emphasize 強調
(B) emphasized 被強調的
(C) emphasis 重視；強調
(D) emphasizes 強調

209

針對僅用中譯難以理解的Part 5、Part 6，更詳加分析解
題過程，說明選項正確理由，釐清選項錯誤原因，完美突
破解題障礙。

7

新制多益重點資訊
配合當前的英語使用環境，自2018年3月起開始實施新制多益測驗。總題數與測驗時間
仍維持不變，但是各大題的題數略有變化，同時加入過去未曾出現的圖表、文字簡訊、線上
聊天與多篇閱讀等新題型。

新制多益測驗題型介紹
題型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Part

各大題題型

題數

1

照片描述

6

2

應答問題

25

3

簡短對話

39

4

簡短獨白

30

5

句子填空

30

6

段落填空

16

單篇閱讀

29

雙篇閱讀

10

多篇閱讀

15

Reading
Comprehension
7

Total

7個大題

200題

時間

分數

45分

495分

75分

495分

120分

990分

新制多益題型更動部分
Part 1
Part 2
Part 3
Part 4
Part 5
Part 6
Part 7

8

題數從 10 題減少為 6 題
題數從 30 題減少為 25 題
題數從 30 題增加為 39 題，新增「三人對話」、「來回五次以上的長對話」、
「掌握說話者意圖題」、「圖表資訊整合題」
題數維持 30 題不變，新增「掌握說話者意圖題」、「圖表資訊整合題」
題數從 40 題減少為 30 題
題數從 12 題增加為 16 題，新增「句子插入題」
題數從 48 題增加為 54 題，新增「文字簡訊、線上聊天文章」、
「掌握意圖題、句子插入題」、「多篇閱讀題」

新制多益重點資訊

新制多益重點資訊
掌握說話者意圖題

2–3 題

詢問說話者在對話中說出某句話的意圖

圖表資訊整合題

2–3 題

掌握對話與圖表資訊（表格、圖形等）
兩者之間的關係

三人對話

1–2 篇對話

Part 3

來回五次以上的
長對話

部分對話中出現三名以上的說話者

來回超過五次以上的長篇對話題

掌握說話者意圖題

2–3 題

詢問說話者在獨白中說出某句話的意圖

圖表資訊整合題

2–3 題

掌握獨白與圖表資訊（表格、圖形等）
兩者之間的關係

句子插入題

4題
（一篇文章 1 題）

• 選出符合前後文意的句子填入空格中
• 必須藉由選項列出的句子掌握文意

句子插入題

2題
（一篇文章 1 題）

將題目列出的句子填入適當的空格中

文字簡訊、線上聊天

各一篇

掌握意圖題

2題
（一篇文章 1 題）

多篇閱讀

三組文章

Part 4

Part 6

兩人對話的文字簡訊、
多人進行的線上聊天

Part 7
• 詢問說話者說出某句話的意圖
• 從文字簡訊、線上聊天文中出題

測驗是否理解三篇文章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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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學習計畫表
目標為初級者

具有一定的基礎，但是仍難以考到700分以上。

即使具有一定的基礎，仍有可能未充分練習過模擬試題。在實際進行多益測驗時，經常會有時間不
夠用的狀況發生。這類考生的準備重點在於平常練習時，就要像實際測驗一樣記錄作答時間。
第1天
Actual Test 1
解題＆對答案

第2天

Actual Test 1
Actual Test 1
確認聽力詳解＆ 確認閱讀詳解＆
單字複習
聽寫練習

第7天
Actual Test 3
解題＆對答案

第8天

第9天

Actual Test 3
Actual Test 3
確認聽力詳解＆ 確認閱讀詳解＆
單字複習
聽寫練習

第13天
Actual Test 5
解題＆對答案

第3天

第14天

第15天

Actual Test 5
Actual Test 5
確認聽力詳解＆ 確認閱讀詳解＆
單字複習
聽寫練習

目標為中級者

第4天
Actual Test 2
解題＆對答案
第10天
Actual Test 4
解題＆對答案
第16天
Actual Test 6
解題＆對答案

第5天

第6天

Actual Test 2
Actual Test 2
確認聽力詳解＆ 確認閱讀詳解＆
單字複習
聽寫練習
第11天

第12天

Actual Test 4
Actual Test 4
確認聽力詳解＆ 確認閱讀詳解＆
單字複習
聽寫練習
第17天

第18天

Actual Test 6
Actual Test 6
確認聽力詳解＆ 確認閱讀詳解＆
單字複習
聽寫練習

已掌握考試的重點，但是分數仍徘徊在800分上下。

已認真準備過多益，也考過兩至三次試，但是分數仍舊停滯不前。雖然練習聽力模擬試題相當重
要，但是若能以聽寫練習進行二次複習尤佳。閱讀部分的練習，請按照各大題的建議作答時間，同
時檢視自己的弱點在哪裡。
第1天

第2天

第3天

第4天

第5天

第6天

Actual Test 3
Actual Test 2
Actual Test 1
Actual Test 3
Actual Test 2
Actual Test 1
對答案及確認詳解
對答案及確認詳解
對答案及確認詳解
解題＆對答案
解題＆對答案
解題＆對答案
第7天

第8天

第9天

第10天

第11天

第12天

Actual Test 6
Actual Test 5
Actual Test 4
Actual Test 6
Actual Test 5
Actual Test 4
對答案及確認詳解
對答案及確認詳解
對答案及確認詳解
解題＆對答案
解題＆對答案
解題＆對答案

目標為高級者

目前以900分以上為目標，但是仍覺得難以達成。

有時候以為自己考得不錯，卻在意料之外的地方出錯。曾經答錯的題目，極有可能會再犯同樣的錯
誤，因此請務必再確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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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天

第2天

第3天

第4天

第5天

第6天

Actual Test 1
＆詳解

Actual Test 2
＆詳解

Actual Test 3
＆詳解

Actual Test 4
＆詳解

Actual Test 5
＆詳解

Actual Test 6
＆詳解

自我實力檢測

自我實力檢測
請在每回試題作答完畢後，填寫下方表格。記錄每回測驗的答對題數，並檢視自己是否有進步。

對答案之前
作答日期

作答所需時間

難易度感受

Actual Test 01

難

中

易

Actual Test 02

難

中

易

Actual Test 03

難

中

易

Actual Test 04

難

中

易

Actual Test 05

難

中

易

Actual Test 06

難

中

易

對完答案後
答對題數

Actual Test 01
Actual Test 02
Actual Test 03
Actual Test 04
Actual Test 05
Actual Test 06

聽力：
閱讀：
聽力：
閱讀：
聽力：
閱讀：
聽力：
閱讀：
聽力：
閱讀：
聽力：
閱讀：

分數換算

總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 請參照 p. 270 的分數換算表進行分數換算。
11

Actual Test

01
開始時間 ：
完成時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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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ual Test 01

▶答案見中譯解析本 P. 005

LISTENING TEST
In the Listening test, you will be asked to demonstrate how well you understand spoken
English. The entire Listening test will last approximately 45 minutes. There are four parts,
and directions are given for each part. You must mark your answers on the separate answer
sheet. Do not write your answers in your test book.

PART 1

01

Directions: For each question in this part, you will hear four statements about a picture in
your test book. When you hear the statements, you must select the one statement that best
describes what you see in the picture. Then find the number of the question on your answer
sheet and mark your answer. The statements will not be printed in your test book and will
be spoken only one time.
Example

Sample Answer

Ⓐ●ⒸⒹ
Statement (B), “The man is working at a desk,” is the best description of the picture, so you
should select answer (B) and mark it on your answer sheet.

14

Test 01

1

2

GO ON TO THE NEXT PAGE

Actual Test 01 15



PART

1
美M

1

(A) He is taking notes.
(B)	He is signing a paper.
(C)	He is typing on a keyboard.
(D)	He is cleaning the computer monitor.
(A) 他正在記筆記。
(B) 他正在簽文件。
(C) 他正在鍵盤上打字。
(D) 他正在擦拭電腦螢幕。

字彙 take a note 記下

2
英M

(A) 有些腳踏車被留在街道上。
(B) 有輛車正接近拱門。
(C) 有棟建築物的屋頂正在整修。
(D) 人行道上有盆栽裝飾。

P. 015

type 打字

字彙 leave 留下

approach 接近、即將到達
archway 拱門、拱廊
pavement （英）人行道、鋪過的路面
potted plant 盆栽

5
美M

(A)	A woman is putting on some boots.
(B)	A woman is sweeping the driveway.
(C) A woman is grasping a broomstick.
(D)	A woman is standing under the tree.

(A) 座位排成半圓形。
(B) 舞台上排著摺疊椅。
(C) 禮堂裡正在舉行音樂會。
(D) 一名男子背對著一群人。

(A) 一名女子正穿上靴子。
(B) 一名女子正在掃車道。
(C) 一名女子正抓著長柄掃帚。
(D) 一名女子正站在樹下。

字彙 semi-circle 半圓形

字彙 put on 穿、戴

sweep 清掃
driveway 住宅的車道 grasp 抓牢、握緊
broomstick 長柄掃帚、掃帚柄

3
美W

(A)	Leaves are being cleared on a path.
(B) Some cars are parked at the side of the
street.
(C)	Snow is being piled along a walkway.
(D)	The vehicles are facing opposite
directions.
(A) 正在清掃小徑上的樹葉。
(B) 有些車停在路邊。
(C) 雪沿著人行道堆積。
(D) 車輛們彼此面向相反的方向。

字彙 path 小徑、小路

pile 堆積、累積
walkway 人行道 face 面向、朝
opposite 相反的、對面的 direction 方向

4
澳M

6

(A) Some bicycles have been left on the
street.
(B)	A vehicle is approaching an archway.
(C)	The roof of a building is being fixed.
(D)	The pavement is decorated with potted
plants.

(A)	The seats are being arranged in a semicircle.
(B)	Folding chairs have been set up on the
stage.
(C)	A concert is being given inside an
auditorium.
(D) A man has his back to a group of people.

folding chairs 摺疊椅
set up 擺放或豎起某物
auditorium 禮堂、會堂

6
美W

(A)	A vehicle is stopped at a stop sign.
(B)	Shipping containers are being lifted by a
crane.
(C) Rows of containers have been stacked
up.
(D)	Workers are smoothing the road surface.
(A) 一輛車停在停止標誌前。
(B) 起重機正吊起船運貨櫃。
(C) 貨櫃成排堆放。
(D) 工人正把道路鋪平。

字彙 stop sign 停止標誌

shipping container 船運貨櫃
crane 起重機 row 一排、一列
stack up 堆起、把……放成堆
smooth 鋪平（道路）



PART

2

 id Mr. Yang talk through our pension benefits
11 D
P. 018

美M
美W

7
美M
美W

W
 here can I find the financial report?
(A) I saw it on your desk.
(B)	There was a sale at the store.
(C)	I’m going to Beijing.
我要去哪裡找財務報表？
(A) 我看到在你桌上。
(B) 店裡正在特價促銷。
(C) 我要去北京。

楊先生和你詳細談過我們的退休金津貼了嗎？
(A) 非常詳細。
(B) 是的，她是。
(C) 謝謝，我很好。
字彙 talk through 討論……的細節

pension benefit 退休金津貼
meticulously 非常仔細地；一絲不苟地

字彙 financial report 財務報表

英M
美W

W
 ho’s in charge of the meeting today?
(A)	I’ll stand over there.
(B) It’s Ms. Cortez.
(C)	Our aim for the next quarter.

 ow many people have registered for the
12 H
美W
英M

字彙 in charge of 負責管理、負責掌管

aim 目標、目的

9
美M

W
 hich train are you catching?
(A)	Sure, I’ll catch it.
(B)	Yes, aren’t you?
(C) The one at noon.

字彙 half a dozen 6 個、半打

13 L et’s finish at lunch today.
美M
美W

美M
美W

(A)	I didn’t know you were moving.
(B)	It’s the newest product.
(C) I gave mine to Andy’s shop.
我的筆記型電腦要送去哪裡修理？
(A) 我不知道你在搬家。
(B) 這是最新產品。
(C) 我的是送去安迪的店。

字彙 laptop 筆記型電腦

字彙 at the end （時間、地點的）盡頭

1

PART

 here can I get my laptop repaired?
10 W

(A)	Stop it at the end.
(B) That’s a good idea.
(C)	I already ate.

我們在今天午餐前完成吧。
(A) 停在結尾的地方。
(B) 好主意。
(C) 我已經吃過了。

你要搭哪一班火車？
(A) 當然，我會趕上的。
(B) 是的，你不是嗎？
(C) 中午那一班。
字彙 catch 搭乘（飛機、火車、公車等）；趕上

line 排、列

PART

美W

quarter 季度；四分之一

有多少人登記參加團隊運動比賽？
(A) 那是個新的概念。
(B) 大約 6 個。
(C) 有不同的 3 排。

Actual Test 1

今天的會議由誰負責？
(A) 我會站在那邊。
(B) 是柯蒂茲女士。
(C) 我們下一季的目標。

team game?
(A)	It’s a new concept.
(B) About half a dozen.
(C)	There are three different lines.

解答＆中譯解析

8

with you?
(A) Very meticulously.
(B)	Yes, she was.
(C)	Thanks, I feel great.

2

 inner yesterday was delightful, wasn’t it?
14 D
美W
美M

(A)	Sorry, I wasn’t available then.
(B)	No, she’s the new creative director.
(C) Yes, the fish was delicious.
昨天的晚餐很愉快，不是嗎？
(A) 抱歉，我當時沒空。
(B) 不是，她是新來的創意總監。
(C) 是的，魚很鮮美。

字彙 delightful 令人愉快的

creative director 創意總監

7

解析 本題考的是介系詞。根據題意，表
達「月底之前」最為適當，因此要從 by 和
until 當 中 選 出 答 案。 請 務 必 熟 記：by 用
於表示動作在某個時間點完成，適合搭配
complete、register、pay、submit 使 用；
until 用於表示動作持續到某個時間點，適
合 搭 配 wait、stay、continue 使 用， 因 此
答案要選 (A) by。
字彙 forecast 預測；預言

inform（告知）的後方要直接加上告知的對
象作為受詞，同樣適用兩種句型「主詞＋動
詞＋受詞」和「主詞＋動詞＋受詞 1 ＋受詞
2」。綜合前述，答案要選不及物動詞 (C)
speak。
字彙 representative 代表；代理人

109

entire 全部的；整個的
regeneration 重建；（使）再生

107

一份近期問卷調查顯示，超過 50% 的線上
顧客打算和同一家公司的寬頻連線續約。
(A) them 他們
(B) theirs 他們的東西
(C) they 他們
(D) their 他們的
解析 空格後方為名詞 broadband
connection，扮演受詞的角色，因此空格要
填入所有格，放在名詞前方使用。them 要
放在受詞的位置；theirs 為所有格代名詞，
要放在主詞、受詞或補語的位置；they 要放
在主詞的位置，不能放在名詞前方，因此答
案要選 (D)。

解析 空格前方為由 Even though 引導的子
句，而空格位在主要子句裡，要填入主詞。
人稱代名詞當中，主格（she）和所有格代
名詞（hers）都可以填入主詞的位置，但根
據題意，表示「她」比起「她的」更為適
當，因此答案要選主格 (A) she。
字彙 along with 和……一起

110

字彙 questionnaire 問卷調查

reveal 顯露出；展現
renew 更新；延長……的期限；
給……展期
broadband connection 寬頻連線

108

要和客服專員通話，請撥打列在本表格最
下面的號碼。
(A) tell 告訴
(B) mention 提及
(C) speak 說話
(D) inform 通知
解析 空 格 後 方 沒 有 連 接 受 詞， 因 此 要 填

入不及物動詞。tell 為及物動詞，適用兩種
句型「主詞＋動詞＋受詞」和「主詞＋動
詞＋受詞 1 ＋受詞 2」；mention 也是及物
動詞，適用句型「主詞＋動詞＋受詞」。

30

即使歐納西斯女士無法出席本週的研討
會，她和所有的部門主管也會參加下週的
研討會。
(A) she 她
(B) her 她
(C) hers 她的東西
(D) herself 她自己

收購泰坦工業應該有助太平洋控股的商業
策略多樣化。
(A) diversity 多樣性
(B) diverse 多樣的
(C) diversify 使多樣化
(D) diversely 多樣地
解析 空格要填入 help 的受詞補語。原形動
詞和 to 不定詞皆可作為 help 的受詞補語使
用，因此答案要選動詞 (C) diversify。
字彙 acquisition 收購物（房屋、土地、公司

等）；收購

111

沒有最新的安全軟體，電腦系統容易受到
許多病毒攻擊。
(A) superior 優越的
(B) exemplary 值得仿效的
(C) vulnerable 易受攻擊的
(D) cautious 小心謹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