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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課綱公布高中英文下修到最常用 4500字，加深加廣補充教材為 7000字。雖
然新學測聚焦在最常用的 4500字，但由於新課綱注重英文與生活結合，勢必將涵蓋各
領域的內容資訊，將更加強調跨領域的學習應用，因此出題範圍並不會限於 4500字。
要擁有足夠加深加廣的字彙量，方能迎戰新學測更加靈活多元及跨領域的素養考題，一

舉奪得高分。

本套書將大考中心所公布的「高中英文詞彙分級表」 7000 字，依照難易程度分級
與字彙量，編成三冊出版：

108課綱公告
建議單字量

分冊／分級 全民英檢分級

學測必考常用

4500字

《關鍵英單7000 字 1》 Levels 1–2 
                                     1~2200字

初級

《關鍵英單7000 字 2》 Levels 3–4
                                     2201~4500字

中級

加深加廣7000字
《關鍵英單7000 字 3》 Levels 5–6
                                     4501~7000字

中高級

本套書的設計架構及內容，完全符合 108課綱的素養精神，每冊單字皆按照主題
編排，例句內容涵蓋各領域，學生能結合單字與跨領域的多元例句學習。

內容完整詳盡，能幫助學生打造紮實的英語字彙基礎，學生只需由淺入深依序累積

初級、中級、中高級的英文單字，就能有效掌握大考的閱讀文章脈絡，了解文章觀點及

問題，思考並正確作答。

前言

O-2



O-3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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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無相關的單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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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套書依主題分類方式編排，將同主題的相關的字彙進行

統整彙編，這些單字可構成語意上具關聯性的語意串，有助提升背誦及應用之

效。主題之下則採字母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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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❷ 全方位呈現必考單字資料

學測常考 4500字的學習上，應避免死背單字的字面意義，而要了解該字如何出現
在語境之中，例如該字的搭配詞（collocation），以及它的運用方式，才能靈活掌握該字
在大考中閱讀文章的意義，或能應用在作文中。

本書完整詳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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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字拆解字根、字首、字尾，達到魔法般記憶成效

多數單字拆解其字根、字首、字尾意義，學生在學習單字時若能善用此構詞特色，

就能更快速有效地理解及記憶單字，同時有系統地統整類似構詞的單字，藉由單字拆解

達到魔法般的背誦成效，一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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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重要性及使用頻

率排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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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系列書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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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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可將例句背起來，利用例句記憶單字並加深文法印象外，同時掌握英文

單字或片語的應用，訓練英文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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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整合跨領域的學習重點（含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以發展學生的核

心素養。

(3)   考古題：加入大考字彙考古題例句，並在句末標明考試年分與測驗名稱。

❻ 多樣補充內容，有效延伸學習

根據不同的字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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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字分別按照等級區分，再按 A-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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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可利用反覆聆聽音檔，並跟著唸出來，加深字彙印象與拼寫能力，讀書時唸

出來非常有助於記憶，更能訓練自己口說能力，以收自然背誦之效。

❶ 搭配英文課本一起學習，作為國中複習及高中學習教材

全系列共有 3冊，建議搭配英文課本一起學習。大考中心編製的 Levels 1–2字
彙，與國中 2000字有 1790字 8成的重疊率，因此第一冊非常適合用來複習國中三年
課程，同時也可聚焦超出國中字表中的 410個字彙，加強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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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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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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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❹ 先閱讀內文，再搭配MP3使用

在使用MP3 之前，請先閱讀內文，再搭配字彙朗讀MP3 一起學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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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音

檔同時跟著唸出來，加深記憶字彙，更能訓練口說能力，活化單字在語境中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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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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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效率累積單字庫。

❼ 本書代號說明

詞性

單字分級代號

 未註明   ：國中基本 1200字
      ：國中進階 800字                         ：超過國中字表字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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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人類

Part

1
1   Jobs & People職業與人物
2   The Human Body人體
3   Activities活動
4   Movements動作
5   Leisure & Sports休閒與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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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1 actor

['$ktQ]

act 動做；表演
-or 名表「人」

名 Ｃ（男）演員

 • Carlos Good win used to be the most popular actor in New 
York theaters.卡洛斯  古德溫過去曾是紐約劇場界最受歡迎的男演員。

相關 actress女演員

02 adult 
[3'dKlt]

❶ 名 Ｃ成年人　❷ 形成年人的，成年的
❶ This comic book is popular with both children and adults. 
這本漫畫書廣受小孩與成人的喜愛。

❷ Portia spent her childhood in Taichung; she then spent all of 
her adult life in Taipei.波蒂雅小時候住在臺中，長大後則一直住在臺北。

名 Ｃ Ｕ adulthood 成年期　
同義 ❷ grown-up 成熟的，成人的　 反義 ❶ child 小孩，兒童

03 anybody
['Gn0`bAd0]

any 形任何的
body 名身體

代❶ （用於否定句）任何人；❷ （用於肯定句）無論誰
❶ There wasn't anybody in the theater when I arrived, so I sat 

alone.我抵達戲院的時候沒有半個人在那裡，所以我一個人坐在戲院裡。
❷ Anybody can go to the library; it is open to the public. 
這間圖書館對一般民眾開放，每個人都可以進去。

同義 ❶ ❷ anyone 任何人；無論誰

04 anyone
['Gn0`wKn]

any 形任何的
one 名一個

代❶ （用於否定句）任何人；❷ （用於肯定句）無論誰
❶ There isn't anyone on the street; it is empty. 
街上空無一人，空空盪盪的。

❷ Anyone can join the club; you just have to pay a membership 
fee.只要繳交會費，任何人都可以入會。

同義 ❶ ❷ anybody任何人；無論誰

05 assistant
[3's0st3nt]

assist 動幫助
-ant 名表示「進
行⋯⋯動作的人」，
「⋯⋯者 (人或物 )」
形表示「進行⋯⋯
動作的」，「處
於⋯⋯狀態的」，
「促進⋯⋯作用的」

❶ 名 Ｃ助手，助理　❷ 形助理的，輔助的
❶ Nora works as an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 at the Department 

of Social Policy and Social Work. 
諾拉在「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擔任行政助理一職。

❷ The assistant manager has been hired to help the sales 
manager run the department. 
這位副理被聘請來協助業務經理管理他的部門。

名 Ｕ assistance 援助，幫助

Jobs & People職業與人物 (1)1

Unit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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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art

Unit
1

職
業
與
人
物

業
與
人
物

(1)

1

06 aunt
[$nt]

名 Ｃ伯母，姑媽，姨媽，舅媽

 • My aunt lives in the United States; she is my father's older 
sister.我的姑媽住在美國，她是我爸爸的姐姐。

同義 auntie, aunty伯母，姑媽，姨媽，舅媽

07 baby
['beb0]

名 Ｃ嬰兒

 • Debby had her baby last night—a little girl! 
黛比昨晚生了一個寶寶—是個小女孩！

同義 infant, babe, newborn嬰兒，新生兒

08 barber
['bArbQ]

名 Ｃ理髮師

 • My brother Hal is a barber.我哥哥海爾是一位理髮師。
補充  barber shop理髮店

09 beginner
[b0'E0nQ]

begin 動開始
-er 名表「人」

名 Ｃ初學者，新手

 • Kevin bought his wife an aerobics DVD for beginners. 
凱文為他太太買了一塊初級有氧舞蹈的 DVD。

動 begin 開始，著手 （參見Unit 70）
同義 rookie, apprentice, novice初學者，新手
相關片語  beginner's luck 新手的好運氣

 • Sam's win was just beginner's luck; he barely knows the rules 
of the card game! 
山姆會贏只不過是新手的好運氣罷了，他根本不太懂紙牌遊戲的規則。

10 boss
[bCs]

名 Ｃ上司，老闆

 • Anna is nervous because she is going to ask her boss for a 
promotion today.安娜覺得很緊張，因為她今天要找老闆談升遷的事。

11 boy
[bC0]

名 Ｃ男孩

 • Mr. and Mrs. Jones have two boys and one girl. 
瓊斯夫婦有兩兒一女。

名 Ｃ Ｕ boyhood （男性的）童年
補充  boy wonder神童；boy scout童子軍；boyfriend男朋友

12 brother
['brKMQ]

名 Ｃ兄，弟

 • Do you have any brothers and sisters?你有兄弟姐妹嗎？
名 Ｃ Ｕ brotherhood 兄弟關係，手足之情　 同義 male sibling 兄弟
補充  brother-in-law妻舅，大伯，小叔，妺（姐）夫，連襟

13 captain
['k$pt0n]

名 Ｃ❶ 船長，機長；❷ 隊長
❶ The captain is in charge of this ship.艦長負責指揮這艘船艦。
❷ Susan is the captain of our basketball team. 
蘇珊是我們籃球隊的隊長。

3

p
蘇珊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 是我們籃球隊的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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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4 child

[tNa0ld]

名 Ｃ❶ 小孩，兒童；❷ 孩子，子女（複數形作 children [}tN0ldr3n]）
❶ Henry has lived in the countryside since he was a child. 
亨利自幼就住在鄉下。

❷ The best way to keep children home is to make the home 
atmosphere pleasant. 
要讓孩子乖乖待在家裡的方式，就是讓家庭的氣氛愉快。

名 Ｃ Ｕ childhood 幼年時期，童年時期
形 childish孩子的，孩子般的；childlike 天真的，單純的

15 citizen 
['s0t3z%]

名 Ｃ公民

 • After li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several years, Tommy 
became an American citizen. 
湯米在美國住了幾年後，終於成為美國公民。

名 Ｕ citizenship公民身分；公民權

16 cleaner 
['klinQ]

clean 動清潔
-er 名表「人」

名 Ｃ❶ 清潔工；❷ 乾洗店 ( = cleaner's)
❶ Ms. Morrow has a busy work schedule, so she hires professional 

cleaners to clean her house. 
摩洛小姐的工作行程滿檔，所以請了專門的清潔人員來打掃住處。

❷ At the dry cleaner's, a worker is using chemicals to remove 
stains from a coat.在乾洗店裡，有一名員工在用化學藥品清洗外套。

形 clean清潔的，愛乾淨的 （參見 Unit 9）

17 clown 
[kla7n]

❶ 名 Ｃ小丑　❷ 動扮小丑，開玩笑，裝傻
❶ The clown wore funny clothes and a large red nose; he did 

some silly things to make the audience laugh. 
小丑穿著滑稽的衣服，戴了一個大紅鼻子，做了些蠢事來逗觀眾發笑。

❷ The teacher asked the boys to stop clowning around and get 
back to work.老師要男孩們別再胡鬧，將注意力放回課本。

18 coach
[kotN]

名 Ｃ❶ 教練；❷ 美公車　 英長途公車　❸ 動訓練，輔導
❶ The coach trained the baseball team by making them work 

hard on basic skills.教練嚴格地要求那支棒球隊做好紮實的基本功。
❷ Alex and Diana toured France by coach last month. 
艾力克斯和黛安娜上個月在法國搭乘長途公車遊覽。

❸ After the professional soccer player retired, he coached a high 
school team.那名職業足球員退休後，負責訓練一支高中足球隊。

動詞變化  coached, coached, coaching　 名 coaching訓練，輔導
同義 ❸ train 訓練，培養　 補充 coach station = bus station 公車站

相關片語  coach sb. in/for sth. 輔導或訓練某人（參加考試或比賽）
 • Nigel coached the class for the upcoming GRE*. 
奈傑爾指導班上學生準備即將到來的研究生入學考試。 
*  GRE測驗的全名為 Graduate Record Examinations，係由 GRE委員會委
託美國教育測驗服務社（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ETS）舉辦的世界性
測驗，是美國各大學研究所和研究機構的申請入學參考條件之一。4

託美國教育測驗服務社（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ETS）舉辦的世界性
測驗測驗測測驗測驗測驗測驗測驗驗驗測驗測驗驗驗測驗驗驗測驗驗驗驗測驗驗測驗測驗，是美國各大學研究所和研究機構的申請入學參考條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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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art

Unit
1

職
業
與
人
物

業
與
人
物

(1)

1

19 Confucius
[k3n'fjuN3s]

名孔子

 • In China, Confucius is considered the greatest teacher of all 
times.在中國，孔子被尊為至聖先師。

20 couple
['kKp9]

名 Ｃ❶ 夫妻；❷（一）對，（一）雙 (+ of)；❸ 幾個 (+ of)　 
❹ 動連接，結合 (+ to/together/with)
❶ The young couple got married two years ago. 
這對年輕夫妻在兩年前結婚。

❷ A couple of swans are swimming in the lake.湖裡有兩隻天鵝在游泳。
❸ Bryan and Daphne will stay in Rome for a couple of days. 
布萊恩和黛芙妮會在羅馬待上幾天。

❹ The engineers coupled the carriages of the train together. 
工程師們合力將火車的車廂連接在一起。

同義 ❸ a few 幾個（接可數名詞）

21 cousin
['kKz%]

名 Ｃ表（或堂）兄弟，表（或堂）姐妹

 • Harry is my cousin; he is my uncle's son. 
哈利是我的堂哥，也就是我伯父的兒子。

22 cowboy
['ka7bC0]

cow 名母牛
boy 名男孩

名 Ｃ牛仔

 • Scott, a cowboy who lives on a ranch, is a popular country 
music singer.住在北美大牧場上的牛仔史考特，是一位流行鄉村音樂歌手。

23 crowd
[kra7d]

❶ 名 Ｃ人群　❷ 動擠滿
❶ A crowd of people gathered at the airport to welcome the 

superstar.一群人聚集在機場迎接這位超級巨星。
❷ Since the bus was crowded, I could barely move. 
因為公車上擠滿了人，我幾乎動彈不得。

動詞變化  crowded, crowded, crowding

24 customer
['kKst3mQ]

custom 名惠顧
-er 名表「人」

名 Ｃ顧客

 • The new store across from us has taken away most of our 
customers.對面新開的商店搶走了我們大部分的顧客。

同義 buyer, client, shopper, consumer 購買者，消費者

25 daddy
['d$d0]

名 Ｃ（口語）爸爸

 • The little boy likes his mommy better, since his daddy seldom 
spends time with him.這個小男孩比較喜歡媽媽，因為爸爸很少陪他。

同義 dad, papa, pa, pop爸爸

26 daughter
['dCtQ]

名 Ｃ女兒

 • Mr. Brown has two sons and one daughter. 
布朗先生有兩個兒子、一個女兒。

補充  daughter-in-law媳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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