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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益各大題簡介
PART 5

INCOMPLETE SENTENCE
句子填空
Part 5 的考題會在一句話中挖一個空格，要求從四個選項中選出
一個最適當的詞彙或片語填入，總共 30 題。

題數

30 題（第 101 至第 130 題）
﹝詞類變化題﹞先確認該空格置於句中的位置，再從四個選項中選出一個最適
當的詞性或形態填入。詞類變化題約會出現 10 題，只要具備判斷詞性的基礎，
就能順利解題，因此屬於難度稍低的考題。
﹝詞彙題﹞此類考題考的是詞彙的正確使用方式。選項會出現四個詞性相同的

考題類型

相異詞彙，在 Part 5 中屬於難度偏高的考題。30 題中至少會出現一半以上的
詞彙題，出題比例逐年增加。
﹝文法題﹞考題包含「掌握句型結構」、「判斷片語或子句的差別」、「分辨
介系詞、連接詞與副詞的差異」、「空格應填入連接詞時，判斷應填入名詞子
句、形容詞子句或副詞子句的連接詞」等。一般會出現 6 至 7 題，涵蓋各種
難度的考題，除了難度偏低的考題之外，也會出現高難度考題。

詞類變化題

詞彙題

文法題

101.

If our request for new computer equipment receives
-------, we are going to purchase 10 extra monitors.
(A) approval

(B) approved

(C) approve

(D) approves

102.	After being employed at a Tokyo-based technology firm
for two decades, Ms. Mayne ------- to Vancouver to start
her own IT company.
(A) visited

(B) returned

(C) happened

(D) compared

103.	------- the demand for the PFS-2x smartphone, production
will be tripled next quarter.
(A) Even if

(B) Just as

(C) As a result of

(D) Moreover

答案 101. (A) 102. (B) 103. (C)

4

PART 6

TEXT COMPLETION 段落填空

Part 6 有四篇文章，每篇文章有四道題目，總共 16 題。考題要求填入最適當的詞彙、
片語或句子，近似於 Part 5 和 Part 7 的考題類型。
題數

四篇文章，16 題（第 131 至第 146 題）

文章類型

說明書、信件、電子郵件、報導、公告、引導文、廣告、備忘錄等
﹝詞類變化題﹞先確認該空格置於句中的位置，再從四個選項中選出一個最適當
的詞性或形態填入。與 Part 5 的考題類型相同。16 道題中約莫出現 3 至 4 題。
﹝詞彙題﹞要求從四個選項中選出意思最為適當的詞彙。需先掌握上下文意，才
能順利解題，因此難度略高於 Part 5 的詞彙題。一般會出現 5 至 6 題。

考題類型

﹝文法題﹞考的是對於句子結構的掌握程度。該類考題在 Part 6 中的出題頻率較
低，但是其難度遠高於 Part 5。16 道題中約會出現 1 至 2 題。
﹝句子插入題﹞與 Part 7 的考題相同，需掌握整篇文章的脈絡。根據上下文，從
四個選項中選出最適合填入空格的句子，為難度最高的考題。每篇文章出 1 題，
一共為 4 題。

Questions 131-134 refer to the following e-mail.
To: sford@etnnet.com
From: customersupport@interhostptimes.ca
Date: July 1
Subject: Re: Your Subscription
131.
Congratulations on becoming a reader of International Hospitality Times. ------the plan you have
subscribed to, you will not only have unlimited access to our online content, but you will also
132. your subscription preferences,
receive our hard copy edition each month. If you wish to ------133. may also make updates
contact our Customer Support Center at +28 07896 325422. Most ------to their accounts on our Web site at www.interhosptimes.ca. Please note that due to compatibility
issues, it may not be possible for customers in certain countries to access their accounts online.
134.
------- Your business is greatly appreciated.

International Hospitality Times

文法題

詞彙題

131. (A) Besides
(B) As if
(C) Under
(D) Prior to
132. (A) purchase
(B) modify
(C) collect
(D) inform

詞類變化題

133. (A) subscribe
(C) subscribers

(B) subscriptions
(D) subscribing

句子插入題

134. (A) We have branches in over 30
		 countries around the globe.
(B)	We provide online content that
includes Web extras and archives.
(C)	We are working to make this service
available to all readers soon.
(D)	We would like to remind you that
your contract expires this month.

答案 131. (C) 132. (B) 133. (C) 13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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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UAL TEST

READING TEST
In the Reading test, you will read a variety of texts and answer several different types of
reading comprehension questions. The entire Reading test will last 75 minutes. There are
three parts, and directions are given for each part. You are encouraged to answer as many
questions as possible within the time allowed.
You must mark your answers on the separate answer sheet. Do not write your answers in
your test book.

PART 5
Directions: A word or phrase is missing in each of the sentences below. Four answer
choices are given below each sentence. Select the best answer to complete the sentence.
Then mark the letter (A), (B), (C), or (D) on your answer sheet.

101. Thirty percent of Packerville businesses
operate ------- Broadway Avenue.
(A) efficiently
(B)	along
(C) sideways
(D) apart

102. Most responders to the internet survey

are familiar with Freezey Yogurt, and 65
percent of ------- have purchased it at
least once.
(A) them
(B)	theirs
(C) themselves
(D) they

103. Companies expanding into new -------

frequently encounter difficulty because
they do not understand the local culture.
(A) market
(B)	markets
(C) marketed
(D) marketable

104. The Purchasing Department ------- to

relocate to a larger office next month.

12

(A) predicts
(B)	reports
(C) plans
(D) thinks

105. The construction supervisor expects
Crestview Library to be open to the
public no ------- than next Thursday.
(A) lately
(B)	latest
(C) late
(D) later

106. The water filtration experts will submit
the results of their ------- to the panel.
(A) resolution
(B)	qualification
(C) perception
(D) investigation

107. Emilia Aeronautics acquired an ------young engineering expert last week.
(A) extreme
(B)	accurate
(C) overall
(D) exceptional

108. After ------- the processor of Mr.

Kraven’s computer, the technician
recommended he replace it.
(A) examine
(B)	examining
(C) examined
(D) examination

ACTUAL TEST

PART 6
Directions: Read the texts that follow. A word, phrase, or sentence is missing in parts of
each text. Four answer choices for each question are given below the text. Select the best
answer to complete the text. Then mark the letter (A), (B), (C), or (D) on your answer sheet.

01
PART

Questions 131-134 refer to the following notice.

6

On Friday, June 22, the Department of Public Works (DPW) will perform maintenance on
the main road that passes through the City College campus. This is the stretch of Palm
Avenue ------- Maron Boulevard and Hoover Street. Crews will work to complete all

131.

needed repairs by August 1. -------. This is the time when student traffic on Palm Avenue

132.

is at its minimum. DPW will also have one lane available at all times so that the road
stays ------- during the work. Despite this, drivers ------- alternate routes.

133.

131. (A) between
(B)	from
(C) above
(D) among

132. (A)	Subway service will still be available.
(B)	This project will take place during the
college’s summer vacation.
(C)	They had initially hoped to finish six
months earlier.
(D)	An exact timeline is still being
discussed.

134.

133. (A) opens
(B)	opening
(C) open
(D) opener

134. (A) to be considering
(B)	will have considered
(C) have considered
(D) should consider

GO ON TO THE NEXT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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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s 161-163 refer to the following letter.
ACTUAL TEST

Kamala Williams
Ames Industries
32 Redwood Way

01
PART

Salt Lake City, UT 84104
Dear Ms. Williams,

7

Two weeks ago, your final copy of Micasa Magazine was delivered, but we haven’t
received your renewal request. —[1]—. Over the past decade, Micasa Magazine has
identified trends in flooring patterns, lighting, and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indoor space.
—[2]—. This informative resource for your business is worth much more than the $55
annual subscription fee. —[3]—. However, included with this notice is a renewal offer
marked down 30 percent from the usual yearly subscription rate. Send it back before April
30 to take advantage of this special deal. —[4]—. Don’t lose out on this valuable business
resource. Act now!
Best regards,
Miles Stanford
Customer Services
ENCLOSURE

161. Who most likely is Ms. Williams?
(A) A broadcasting executive
(B)	A magazine editor
(C) A corporate accountant
(D) An interior designer

162. What is offered to Ms. Williams?
(A) A discounted subscription
(B)	Free advertising space
(C) An individual consultation
(D) Some product samples

163. In which of positions marked [1], [2], [3],

and [4] does the following sentence best
belong?
“This is a reminder in case you had not
intended for this situation to occur.”
(A) [1]
(B)	[2]
(C) [3]
(D) [4]

GO ON TO THE NEXT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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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s 168-171 refer to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ACTUAL TEST

Midwest Interior Design Fair (MIDF), Dayton, Ohio
Terms of Use

01
PART

A. Contracts: All approved exhibitors must complete and sign all related documents no later than two weeks

before the event. Participants who fail to meet MIDF’s strict guidelines for appropriate exhibit content will be
denied booth space.

7
B. Costs: Booth spaces in the convention hall are made available to exhibitors from 9:00 A.M. to 7:00 P.M.,

which includes one hour before and after the hall is publicly accessible. Booths cost $435 per day or $800 for
both days. There may be additional costs related to usage (refer to terms C and D).
C. Booths: Spaces provided to exhibitors in the convention hall are 14 feet by 14 feet. One floor outlet
contains 4 sockets (120V). For furnishings, internet connectivity, or sign-printing services, please contact
vendor_info@midf.org. Note that these services will incur additional fees. In addition, any booth that holds
raffles, contests, or other events that might cause a crowd to gather must obtain MIDF’s prior approval to
ensure that the event does not create an excessive burden on fellow exhibitors. For all exhibitors offering
refreshments, a $10 surcharge will be collected to cover the cost of waste removal.
D. Distribution of Materials: Exhibitors are permitted to give away informational materials, product samples,

and promotional items. However, due to security restrictions, attendees are only permitted to carry bags issued
by the convention hall. Therefore, we highly recommend that any distributed items be able to fit into a 5 inch
by 15 inch opening.

168. According to the information, why might
a booth request be rejected?

(A)	An exhibitor’s products are
unsuitable for the event.
(B)	A company did not make a payment
on time.
(C)	Company contact information was
not provided.
(D)	An exhibitor requires a larger booth
size.

169. What is suggested about the Midwest
Interior Design Fair?

(A)	It lasts for two days.
(B)	It offers attendees free internet
access.
(C) It takes place annually in Dayton.
(D) It has a $10 entry fee.

170. According to the information, what is
most likely an objective of MIDF
employees?

(A)	Drawing a larg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B)	Ensuring that all exhibitors use
available space fairly
(C)	Making transportation arrangements
for international attendees
(D)	Grouping companies with similar
products together

171. What is true about the MIDF exhibitors?
(A)	They can have only a certain amount
of employees.
(B)	They must wear their ID badges at all
times.
(C)	Their booths will be inspected one
hour before the fair begins.
(D)	Their promotional items should not
exceed a certain size.
GO ON TO THE NEXT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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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UAL TEST 1
PART 5

P. 12–14

101. 帕克維爾公司有三成事業，均沿著百老匯
大道營運。
(A) 有效地
(B) 沿著
(C) 傾向側邊
(D) 分開地
102. 網路問卷的多數回覆者均熟知「冰炫優
格」，且其中 65% 的人至少購買過一次
此產品。
(A) 其中……的人 他們
(B) 他們的
(C) 他們自己
(D) 他們
103. 拓展至新市場的公司，常因不瞭解當地文
化而遭遇困境。
(A) 市場
(B) 市場
(C) 已上市的
(D) 暢銷的
104. 採購部門打算下個月搬遷至較大的辦公
室。
(A) 預測
(B) 報告
(C) 打算
(D) 認為
105. 營建主管期許克雷斯特韋圖書館對外開放
的時間，最晚不能超過下週四。
(A) 最近
(B) 最新
(C) 遲到
(D) 最晚不能超過……
106. 濾水專家將把調查結果上呈評委小組。
(A) 決議
(B) 資格
(C) 見解
(D) 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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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伊米立亞航太公司上週聘請到一名出色的
年輕工程專家。
(A) 極端的
(B) 準確的
(C) 整體的
(D) 出色的
108. 該名技師檢查過克雷文先生的電腦處理器
後，建議他更換處理器。
(A) 檢查
(B) 檢查
(C) 檢查
(D) 檢查
109. 準 備 所 有 必 要 品 項 所 需 的 人 員 數 量，
均取決於訂單大小。
(A) 取決於
(B) 仰賴
(C) 取決於
(D) 取決於
110. 如果週日的天氣炎熱到令人不適，我們就
會延期陵線公園健行之旅。
(A) 令人不適地
(B) 基本上
(C) 小心地
(D) 幾乎
111. 為了從事專業電工的工作，阮甘納桑先生
有義務每五年更新一次職業證照。
(A) 仍然
(B) 較少的
(C) 每……
(D) 無論到哪裡
112. 為了因應學生的需求，賽維爾大學將舉辦
一系列的職業發展講座。
(A) 許可證
(B) 平衡
(C) 入學
(D) 需求

127.「赫克賽爾工業」雖然降低了營運成本，
但對公司未來更重要的卻是強化了自己的
競爭優勢。
(A) 多元的
(B) 競爭的
(C) 敏銳的
(D) 謹慎的
128. 費茲派翠克女士認為，「可靠」是她所有
員工均應具備的重要特質。
(A) 版本
(B) 特質
(C) 儀器
(D) 作為
129. 我們必須取得最終批准，才能處理這批
貨物。
(A) 正在被處理
(B) 處理
(C) 已處理
(D) （被）處理
130. 系 統 安 裝 費 已 包 含 了 教 育 訓 練 講 師 的
費用。
(A) 含括進去
(B) 來自……
(C) 一起
(D) 到……上面

PART 6

P. 15–18

131–134 公告
6 月 22 日 星 期 五， 公 共 工 程 部 門 (DPW)
將針對穿越市立大學校區的主要道路，進
行養護工程。這段道路是介於馬龍大道和
胡佛街之間的棕櫚路部分路段。工程小組
將於 8 月 1 日前，完成所有必要的維修事
務。此工程案將於大學暑假期間執行，因
為學生於此期間通行棕櫚路的機率最低。
DPW 亦將保留單線車道，讓該道路於施
工期間仍能保持開放。儘管如此，用路人
仍應考慮替代路線。
131. (A)
(B)
(C)
(D)

294

介於……之間
來自……
在……之上
在……之中

132. (A)
(B)
(C)
(D)

地鐵仍開放通車。
此工程案將於大學暑假期間執行。
他們最初希望能提早六個月完工。
確切的工程時間仍在討論中。

133. (A)
(B)
(C)
(D)

開放
開放中
開放
開瓶器

134. (A)
(B)
(C)
(D)

考慮中
將考慮好
已考慮
應考慮

135–138 公告
保護環境是「爾尼馬特公司」所注重的價
值。我們在乎的是為後代建立一個健康的
世 界。 秉 持 這 樣 的 信 念， 我 們 即 將 推 出
「綠色十一月」活動。在 11 月整個月期
間，我們會從客人購買特定商品的利潤中
撥出四分之一，捐給提倡清淨空氣與乾淨
水源的機構組織。
爾尼馬特公司農產品、烘焙品項與多數的
包裝食品，均為符合此條件的商品。糖果
類、個人保養品和飲料均不符資格。爾尼
馬特公司的首頁將列出其他排除在本次活
動之外的產品，以便您參考。
去年的「綠色十一月」活動募得近一百
萬 元， 並 用 於 各 種 環 保 善 舉。 我 們 期 望
今年能達到去年金額的三倍。如需了解
更 多 訊 息， 請 至 www.erniemart.com/
erniecares，或到我們的任何據點索取說
明冊。

135. (A)
(B)
(C)
(D)

穿過
像……一樣
……的
透過

136. (A)
(B)
(C)
(D)

將捐獻
捐獻中
被捐獻
將被捐獻

155. 此公告的目的為何？
(A) 說明政策
(B) 通知顧客某項拓店計畫
(C) 解釋部分資料被移除的原因
(D) 廣告新店面
156. 告示欄出現哪一種資料會被徹下？
(A) 推廣社交活動的資料
(B) 張貼超過七天的資料
(C) 沒有日期貼紙的資料
(D) 包含公司標誌的資料

158. 此文章的主要目的為何？
(A) 簡介某律師
(B) 公布法律助理職缺
(C) 討論近期的審判
(D) 解釋法學院的新政策

157. 關於張貼於 BCH 的資料，文中提及什麼
注意事項？
(A) 不能推廣產品。
(B) 必須提前五天出示資料。
(C) 必須事先付款。
(D) 必須電郵給 BCH 辦公室。

159. 第三段第二行的「informs」，意思最接
近何者？
(A) 指示
(B) 投資
(C) 影響
(D) 互動

158–160 報導
CityBeat.com/local
埃肯．迪亞羅
5 月 30 日

撰

塔芭瑟．林自 15 年前，開始在「吐溫＆
羅斯」擔任記錄員。她因為該公司對當地
社群的付出而受到激勵，因此就讀法學
院。現在她不僅是知名法律事務所的合夥
人之一，還負責領導在緬因大道開立法律
事務所新分處，專門處理財產法的相關事
務。 158
現今林女士經常是第一個抵達公司、又最
晚下班的人。她就算不在公司，也是在搜
尋資料或會見新客戶。不過，她表示自己
很開心能長時間投入工作。她說道：「我
們正在積累特殊的經驗，我很榮幸能參與
其中。」
林女士表示，她在事務所各階層的經歷，
造就了她現今的工作模式。 159 她平易
近人、思慮周到，願意花時間傾聽他人，
上至頂尖訴訟律師、下至新進實習生的想
法。她表示：「每一個人的見解和經驗都
很重要。每個人都需要他人的協助，才能
盡力表現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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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女士認為，雖然事務所因僱用國內頂
尖法學院的畢業生而受惠， 160 但「團
隊合作與溝通能力，一直是成功的最大關
鍵。」

160. 文中提及「吐溫＆羅斯」的哪些資訊？
(A) 會從有聲望的大學徵人。
(B) 近期遷至新辦公室。
(C) 打贏幾件大宗財產官司。
(D) 已僱用一些新實習生。
161–163 信函
卡瑪拉．威廉斯
埃姆斯工業
84104 猶他州鹽湖城玫瑰木路 32 號
親愛的威廉斯女士：
您最後一期的《米卡莎雜誌》已於兩週前
送 達， 但 我 們 尚 未 收 到 您 的 續 訂 要 求。
163 我們只想提醒您一下，以防您遺忘而
發生此事。過去十年來，《米卡莎雜誌》
總是能辨別室內空間的流行趨勢，含括地
板建材圖樣、照明設計，以及有效的室內
空間管理。 161 這種對貴公司生意有用
的資源，其價值遠超於 55 美元的訂閱年
費。不過，本通知內含續訂優惠，相當於
一般訂閱年費的七折。 162 於 4 月 30 日
前回函，便享有此項優惠。別錯過此寶貴
的商業資源，馬上行動！

敬祝

安康

客服部人員
邁爾斯．史丹佛
附件
161. 威廉斯女士最有可能是什麼身分？
(A) 廣電業主管
(B) 雜誌編輯
(C) 企業會計
(D) 室內設計師

奧利佛．費格森〔下午 1:08 〕
資訊科技部的員工通常下午比較忙，所以
週二上午會比較理想。 167
雪倫．威斯特〔下午 1:09 〕
如果會議廳在這幾天都有開放，我們或許
可以分別召開兩場說明會。葛羅莉亞，可
以請妳確認一下，會議廳是否可以使用
嗎？

雪倫．威斯特〔下午 1:14 〕
是否能請妳聯絡已預訂週二上午使用會議
廳的部門呢？請查看他們是否願意更改活
動時間。如果他們同意的話，就請預訂這
兩 天 上 午 10 點 到 上 午 11 點 的 會 議 廳。

163. 「我們只想提醒您一下，以防您遺忘而
發生此事。」 最適合放在 [1]、[2]、[3]、
[4] 的哪個位置？
(A) [1]
(B) [2]
(C) [3]
(D) [4]

葛羅莉亞．福崎〔下午 1:18 〕
聯絡好了。 166 我剛和卡特曼女士講完電
話。我們現在這兩天都能使用會議廳。我
會要求我的團隊參加週三上午的說明會。

雪倫．威斯特〔下午 1:02 〕
希望大家午餐用餐愉快。公司打算在下週
二或下週三召開與近期合併案有關的說明
會。 我 想 了 解 一 下， 各 團 隊 哪 天 可 以 出
席。 公 司 強 制 要 求 所 有 員 工 都 要 參 加。
164

葛羅莉亞．福崎〔下午 1:04 〕
人事部週二全天排滿了職缺面試。 165 不
過，我們週三的行程很彈性。說明會何時召
開呢？
雪倫．威斯特〔下午 1:06 〕
我們還沒訂定確切時間。所有經理必須先
讓我們知道自己偏好的時間。奧利佛，哪
個時間對你來說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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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羅莉亞．福崎〔下午 1:12 〕
根據系統顯示，會議廳週二上午和週三下
午已有活動佔用。

162. 威廉斯女士可獲得什麼優惠？
(A) 訂閱費折扣
(B) 免費廣告版面
(C) 個人諮詢服務
(D) 一些商品樣品

164–167 網路聊天室

TEST

166

奧利佛．費格森〔下午 1:19 〕
我們還是維持週二上午參加。 167
164. 此討論內容的主題為何？
(A) 會見潛在客戶
(B) 更新電腦系統
(C) 分析一些問卷結果
(D) 安排說明會的時間
165. 文中提到關於福崎女士的哪些資訊？
(A) 她這週不會有空。
(B) 她是人事部的員工。
(C) 她將延後她的預約事務。
(D) 她是卡特曼女士的經理。
166. 下午 1:18，福崎女士的訊息「聯絡好了」
意指什麼？
(A) 她已經交出申請表。
(B) 她已設法完成場地預約。
(C) 她已提早完成某專案。
(D) 她已修訂某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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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資訊科技團隊何時會參加說明會？
(A) 週二上午
(B) 週二下午
(C) 週三上午
(D) 週三下午
168–171 資訊
俄亥俄州代頓市，中西部室內設計博覽會
(MIDF)
使用條款
A. 合約：所有批准參展的廠商，務必最晚
於活動開始前兩週，填妥所有相關文件並
簽章。MIDF 針對適切的參展內容制定嚴
格的規範，若參展廠商無法配合，將不提
供攤位。 168
B. 費用：會議廳攤位空間開放給參展廠商
使用的時段為上午 9 點至晚上 7 點，包括
對外開放前後的一小時。攤位單日費用為
435 美元，或兩日 800 美元。 169 攤位的
使用可能會產生額外費用（請參閱條款 C
和 D) 。
C. 攤位：會議廳為參展廠商提供的攤位空
間為 14 英尺 ×14 英尺。一個地板式插座
具有 4 個插孔 (120V)。關於擺設布置、網
路連線或招牌輸出等服務，請洽 vendor_
info@midf.org。請注意，上述服務會產生
額外費用。此外，攤位舉辦抽獎、競賽或
其他活動，可能導致群眾聚集，請務必事
先取得 MIDF 的批准，以確保這些活動不
會給同行帶來過多的負擔。 170 而所有供
應茶點的參展廠商，將被額外收取 10 美
元的垃圾清理費。
D. 資料分發：參展廠商可分發傳單類資
料、樣品和推廣物品。不過，基於安全限
制，觀展者僅能攜帶會議廳所提供的提
袋。因此，我們強烈建議，任何欲分發的
物品必須符合 5 英吋 ×15 英吋的提袋開
口大小。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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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根據此份資訊內容，申請攤位遭拒的
原因可能為何？
(A) 參展廠商的產品不適合該活動。
(B) 公司未準時付款。
(C) 未提供公司聯絡資訊。
(D) 參展廠商要求更大的攤位。
169. 文中提到關於中西部室內設計博覽會的
哪些訊息？
(A) 為期兩天。
(B) 為參觀者提供免費上網的服務。
(C) 每年都在代頓市舉辦。
(D) 入場費 10 美元。
170. 根據此份資訊內容，MIDF 員工的工作
目標最有可能是什麼？
(A) 吸引大量參展廠商
(B) 確保所有參展廠商均能公平使用空間
(C) 為國外參觀者安排交通事宜
(D) 將相似產品的參展公司歸類為同一組
171. 關於 MIDF 參展廠商的描述，何者正確？
(A) 僅能帶來特定人數的員工。
(B) 必須隨時佩戴識別證。
(C) 博覽會開放前的一小時，
攤位將接受視察。
(D) 推廣物品不可超過特定尺寸。
172–175 網頁
倫敦 訊（8 月 8 日）─熱門手機應用
程 式「 美 食 報 報 」 的 創 辦 者「 伊 利 提 公
司」，於週二晚間宣布了新一波的投資計
畫。該投資計畫將此公司的企業價值提升
到五千萬美元。該應用程式的使用量攀升
後，即促成了此投資計畫。該應用程式向
已註冊的本地用戶徵求用餐建議，而非由
匿名用戶推薦。 172
伊 利 提 公 司 執 行 長 安 琪 拉． 莫 斯 表 示：
「我們的想法很單純。我們想引導大家根
據自己的飲食喜好，前往合適的用餐地
點。用戶能透過此應用程式閱讀關於餐廳
菜 單、 地 點 和 環 境 的 深 入 評 價。『 美 食
報報』讓大家能輕鬆選擇最佳的嘗鮮去
處。」 1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