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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字書通常是依照字母順序排列，或是以主題、難度區分，這些方

式有其方便之處，但是每個詞條基本上是一座孤島，跟別的詞條沒有

太大關係。

本書的單字編排是先以主題分類，每個詞條再加入「近義字群」

與「形近字群」，讓單字與單字產生連結，這種連結有助記憶與

統整。例如，在本書中，dominate（支配；統治）是一個重要
詞條。從 dominate 這個詞條衍生出近義字 control（控制；支
配）、command（命令；支配）以及形近字 nominate（提名）、
abominate（痛恨）、dome（圓頂）、domain（領土）等。除此之外，
dominate這個字又因為形近或近義的連結，分別出現在domestic（國
內的）、command（命令；支配）、possess（擁有）等三個詞條中。
這種重複出現、互相連結的單字，自然而然形成一個記憶網絡，經過

反覆背誦之後，當讀者看到一個單字時，就容易從形音義的角度聯想

到其他單字，這樣就能幫助記憶。

學習語言有一條不變的法則：輸入的訊息量足夠才有可能產出好的

結果（The output is largely determined by the input.）。舉例來
說，如果我們讀過很多英文讀物，英文的語感自然會變好。想要擴充

英文單字量也是一樣，大量廣泛閱讀小說及各類文章是最自然的學習

方式。

其他的方法還包括：從字典中學習單字的用法、把生字做成記憶卡

（現在可以善用手機上的 app，如 Quizlet）、寫同義字筆記（也可以
寫反義字、形近字、同源字的筆記）等等，都是增加單字量的好方式。

初遇生字時，可以看音標多唸幾遍（或是使用線上辭典的單字發音

功能，多聽幾遍。YouGlish網站也值得推薦，輸入單字或片語，就
能聽到不同情境下的真人發音），利用讀音約略記憶該字的字形，毋

須精準拼寫（這個階段類似認識字彙）；當單字已經較為熟練時，就

要學習該單字在句子中的呈現，學習單字用法（這個階段類似運用字

彙）。

此外，記憶單字可以在數個月至半年間，尋找合適的單字表（word 
list），進行大量、多次重複的密集式背誦，這種衝刺方式可以讓人產
生不同階段的成就感，對於學習也很有幫助。

作者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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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選字範圍

本書的詞條選字依據為大考中心公布、111學年度起適用的《高中英文參考詞彙
表》。將新版詞彙表和舊版詞彙表相較，新版刪去了舊版中的部分單字，但也新增

了 222個單字。新增的單字幾乎都是 5、6級單字。其中部分屬於專業領域的單字，
在一般的文章中較少出現，讀者須找方法去熟悉這些單字，例如：attorney（律師）、
chapel（小禮拜堂）、cognitive（認知的）、custody（拘留）、verdict（裁決）、
gauge（測量儀器）。

此外，在新增單字中，還有部分屬於GRE標準測驗的常見字，例如：ruthless（殘
忍的）、default（拖欠）、convene（集合開會）、deplete（消耗）、adverse（不
利的）、avert（避開）、constraint（拘束）、entity（實體）、affiliate（使隸屬）、
hamper（阻礙）、amend（修正）、incorporate（包含）、mandate（授權）、
viable（能存活的），這點對於高中生而言，更具挑戰。

本書的編排是根據 111學年度起適用的《高中英文參考詞彙表》，新增的 222單
字（包含 118個核心字）已全部收錄。本書的核心單字著重在中、高階單字，大約

是詞彙表的 4、5、6級單字。近義字、形近字等衍生字則多為 2-6級，和超過 6級
的常見單字。

除了以《高中英文參考詞彙表》為依據之外，編者審酌重要性，在本書中收錄

了一些詞彙表以外的單字。例如，procrastinate（拖延）、Antarctic（南極）、
pandemic（大傳染病）、emoticon（表情符號）等字。

前言

核心字

級數 個數

1 19
2 146
3 165
4 346
5 369
6 257
*** 220

本書共收錄 1574

衍生字

級數 個數

1 208
2 459
3 421
4 514
5 498
6 405
*** 1240
附錄 2

108課綱刪除字 126
本書共收錄 3873

***代表超過 6級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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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排方式

本書共計 60回，以分類方式編排。色字為核心字，衍生出若干「近義字」、
「形近字」與「音近字」，重要的搭配用法亦一併列出。

此外，書中還有 15個「字義辨析」專欄，將意義接近但用法迥異的單字進
行比較（例如，「字義辨析」專欄收錄 prohibit、inhibit、refrain、prevent
等字。這幾個字的意義都是「禁止」，但用法不同），讓讀者能夠更精準用字。

近義字的使用

本書在編排時，收錄大量的 synonym（synonym在字典中譯為「同義字」
或「近義字」），為了避免讀者混淆，本書一律使用「近義字」這個詞，這是

為了提醒讀者，這些字群只是意思接近，並非完全相同，不宜直接互換。對於

沒有例句的近義字，讀者在使用時宜確認字典中的用法。

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是，由於英文這個語言持續吸收其他語言的字詞，因此

使得英文產生大量的近義字，但字與字之間常有些細微的差異。

從以下這組「聰明的」的近義字，就可以知道，我們在使用近義字時應該小心：

wise a  聰明的；明智的（源自古英文，通常指經驗老練所產生的睿智）

intelligent a  聰明的（源自拉丁文，常指思路清晰，能迅速理解一些困 
                      難事項或學科） 

smart a  聰明的（源自古英文，意思接近 intelligent，但也可以表示「機 
              靈的」，暗示聰明但態度稍有不敬）

clever a  聰穎的；機敏的（源自古英文，通常指學習能力很快，擅長運 
              用所學）

talented a  有天賦的（源自古法文，通常指天生的能力傾向）

gifted a  有天賦的（源自斯堪地那維亞語源，通常指天生的能力傾向）

1

2

3

4

5

6

C0349-1624 高中進階英單完全掌握_U1-20 .indd   4 2021/6/18   下午 05:20:03



5

如何使用本書

本書每一個單元的單字量，大約在 100到 140個。一次要熟背 100多個字

的中文釋義，且能夠精準拼寫是不切實際的，如果屢次達不到目標，反而會

讓人心生挫折。所以建議讀者，每個單元應先針對核心字（色字，約 25至

35個），熟悉其拼寫與中文釋義。能準確拼寫核心字以後，就比較容易延伸

學習衍生出來的近義字與形近字。近義字與形近字不用精準拼寫，只要約略

熟悉讀音與大致的拼法即可。

本書各單元後的測驗題，是根據大學學測字彙出題模式來編寫。測驗中的

第一大題字義選擇題，答案與選項出題範圍為該單元所出現的部定高中參考

詞彙；第二大題的中譯搭配題則僅限核心字彙，且範圍同樣為部定高中參考

詞彙。藉由這種模擬學測字彙題的編寫，讀者更容易針對部定高中參考詞彙

加強學習。

符號說明

n  名詞 v  動詞

U  不可數名詞 a  形容詞

C  可數名詞 ad  副詞

S  單數名詞 p  介系詞

pl  複數名詞 conj  連接詞

the S  the+名詞 excl  感嘆詞

N  108課綱字表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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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字按主題分類編排， 
主題式群組記憶更有效

將單字依生活化主題分為 16
大類，包含情緒與感覺、經濟

與金融、日常生活、身心健康

等多元主題，不但查閱方便，

同類主題群組學習，更能加強

記憶。

每主題更細分成 4—5 單元，
分量適中，方便學習。

收錄中高階核心高頻單字，

並標記出 108課綱新字， 
累積大考高分單字力

每單元收錄 25—30 個中高階
核心高頻單字，將其詞類變化

羅列一組，並以 N 標記出 108
課綱新字，一次背齊單字不同

詞性拼法，並重點學習新課綱

單字。

核心單字與例句朗讀MP3， 
用聽力加強印象

由專業外籍老師錄有核心單

字與例句 MP3，藉由隨時反
覆聆聽，加強背誦印象與拼

寫能力。

使用說明

Unit 11 日常生活（3）
11 

01 dedicate  
  

v  奉獻；獻身

She dedicated her life to helping the poor. 
她畢生致力於幫助窮人。

搭配用法 dedicate oneself/one's life to something   
  畢生獻身於某事
近義字 devote v  致力；獻身
 commit v  犯（罪）；做出（錯事）；承諾； 
                           投入；記住
形近字 eradicate v  根絕；消滅
 indicate v  指示；指出；顯示

dedication  
 

n  U  奉獻；貢獻

She worked with great dedication to help the 
homeless.   
她克盡職守，幫助無家可歸的人。

dedicated  
 

a  獻身的；盡心盡力的

The organization is dedicated to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這個組織致力於環境保護。

02 diet  
   

n  U  C  飲食；食物 
v  進規定的飲食；節食 

He decided to go on a diet after Christmas. 
他決定在聖誕節過後節食。

近義字 edible  n  食品；適合吃的東西 a  可食用的
 nourishment  n  食物；營養品
形近字 quiet a  安靜的

04  
   

v   使併入；使隸屬（較大的 
團體）；使緊密聯繫 

  
n  C  隸屬機構；分支機構

Our club is  to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我們的俱樂部隸屬於國家協會。

Our hospital is an  of the university.
本醫院是這所大學的附屬機構。

搭配用法 affiliate oneself to someone/something    
  使自己隸屬於某人／某組織
近義字 associate  v  把⋯⋯聯繫在一起 
 align  v  結盟；使密切合作  
形近字 humiliate  v  羞辱；使丟臉
 initiate  v  開創；創使
音近字 filet  n  無骨肉片 

05   
  

農業 農耕

This country is strong in . 
這個國家的強項是農業。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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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

mm

事

one's

poor

01 adverse    
  

a  不利的；負面的；有害的

The vaccine is thought to have some adverse effects.
這個疫苗被認為有一些不良的作用。

搭配用法 adverse conditions 不利條件
近義字 harmful a  有害的
 detrimental a  有害的；不利的
 unfavorable 
 a  不利的；令人不快的；有害的
形近字 verse n  詩
 diverse n  不同的；互異的
 universe n  宇宙

adversity
 

n  U  C  逆境；厄運

In the face of adversity, he was still optimistic that 
something good would take place.
儘管面對困境，他仍然樂觀面對，認為好事會發生。

N

C0349-1624 高中進階英單完全掌握_U1-20 .indd   10 2021/6/17   下午 02:30:36

實用例句、搭配用法與相關

字彙整理，透過全方位學習

增進實力

核心單字皆配有例句及中譯，輔

以重要搭配用法，輕鬆活用單

字、增進寫作功力。

另針對單字補充近義字及形、音

近字，透過延伸用法輕鬆擴充字

彙量！

1

2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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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與感覺  (1) Unit 1

16

Test 1 選出最符合題意的答案

       1. It         me how much money you had wasted on clothes. 
(A) encouraged (B) annoyed (C) tolerated (D) elaborated  

       2. Garbage can be seen everywhere in the kitchen—it is really        . 
(A) conscious  (B) tempting (C) hesitant (D) disgusting  

       3. The food here is excellent and customers have little reason to        . 
(A) endure (B) complain (C) appreciate (D) disturb 

       4. A sensible person will be         about hiring workers under the age of 14. 
(A) desperate (B) awkward (C) miserable  (D) dubious  

       5. They became         of his identity and contacted the police. 
(A) suspicious (B) considerate  (C) deliberate (D) affectionate 

       6. The idea of physical         in a human being is impossible to achieve. 
(A) perfection (B) despair  (C) impression (D) awareness 

       7. The         trees were soon felled and burned. 
(A) annual  (B) infected (C) desperate (D) contemporary  

       8. The prince         himself as a farmer. 
(A) disguised   (B) endured (C) tolerated  (D) whined   

       9. Finally, he plucked up the         to ask her out. 
(A) scorn (B) courage (C) agony   (D) gear

       10. Can you         to them what to do in case of an emergency? 
  (A) tempt  (B) awe (C) reject (D) explain 

Test 2 選出下列單字的中文定義

       1. agony  (A) 愛慕

       2. annoy  (B) 抱怨

       3. dubious  (C) 忍受

       4. affection  (D) 半信半疑的

       5. complaint  (E) 不利的

       6. bear   (F) 惹惱

       7. adverse   (G) 蔑視

       8. contempt  (H) 極度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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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單元皆設有測驗題， 
立即檢視學習效果

每單元後皆有字義選擇題與

中譯搭配題，學習後立即測

驗學習成效，針對不熟悉的

部分進行補強。

測驗選項均選自該單元字

彙，並模擬學測字彙題出題

方式，針對大考中心所頒布

的字表做複習補強，輕鬆戰

勝字彙題。

forbid禁止；不許某人做某事： 
用法為 forbid someone from doing something
例 He forbade us from mentioning his health.他禁止我們提到他的健康。
亦可寫成 forbid someone to do something
例 I forbid you to use that word again!我禁止你再用那個字眼！  

prohibit禁止；阻止： 
尤指法令規章的禁止，用法為 prohibit someone from doing something
例 to prohibit teachers from striking禁止教師罷工

inhibit阻止；阻礙；使拘束： 
用法為 inhibit someone from doing something
例 Poor health inhibited him from speaking.健康惡化使他無法講話。  

prevent阻止；阻礙；阻擋： 
用法為 prevent someone from doing something
例 to prevent him from speaking out禁止他發表意見

refrain克制；壓抑：指克制自己不做某事，用法為 refrain from (doing) something
例 He refrained from smoking.他克制自己不吸煙。
 to refrain from violence克制暴力舉動

字義辨析
收錄字義辨析專欄， 
輕鬆搞懂意義相近單字

列有 15個字義辨析專欄，將
意義接近、用法迥異的單字

進行比較，並列出用法與例

句，輕鬆釐清同義字的用法

與不同之處。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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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與感覺  (1) Unit 1
01 

01 adverse    
  

a  不利的；負面的；有害的

The vaccine is thought to have some adverse effects.
這個疫苗被認為有一些不良的作用。

搭配用法 adverse conditions 不利條件
近義字 harmful a  有害的
 detrimental a  有害的；不利的
 unfavorable 
 a  不利的；令人不快的；有害的
形近字 verse n  詩
 diverse n  不同的；互異的
 universe n  宇宙

adversity
 

n  U  C  逆境；厄運

In the face of adversity, he was still optimistic that 
something good would take place.
儘管面對困境，他仍然樂觀面對，認為好事會發生。

02 affection  
  

n  U  s  pl  愛慕；情感

These young writers had great affection for this café, 
where they had spent many afternoons talking about 
literature. 
這幾位年輕作家對這家咖啡館有很深厚的情感，他們曾在此度過

許多午後時光，談論文學。

近義字 fondness n  喜愛
形近字 perfection n  完美
 confection n  蜜餞；糖果
 infection n  感染

affectionate   
a  關愛的；溫柔的；深情的

She gave the student an affectionate hug. 
她給這個學生一個關愛的擁抱。

03 agony  
  

n  U  C  極度痛苦 

The soldier was lying on the ground in agony. 
這個士兵痛苦地躺在地上。 
近義字 suffering n  受苦；折磨
 pain n  痛苦
 misery n  悲慘
形近字 agon n  競賽；鬥爭  

agonize   
v   （使）痛苦

He agonized over whether to take this job or not. 
他對是否要接受這份工作感到焦慮不已。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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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annoy
  

v  惹惱；使生氣

It really annoys me when he doesn't listen to what 
I'm saying. 當他不聽我講話時，真的很令人氣惱。

搭配用法 be annoyed with/at someone 對某人感到惱怒
近義字 irritate v  使惱怒；使煩躁 
 upset v  使生氣 
 bother v  煩擾
 disturb v  妨礙；打擾
形近字 annual a  一年一度的

annoying 
a  使人煩惱的；令人討厭的

The loud noises out in the street are really annoying. 
街上的喧鬧聲真讓人心煩。

annoyance
n  U  C  使人煩惱的事；惱怒

The recurrent power failure is a continual annoyance. 
反覆的停電一直是令人厭煩的事。

05 appreciation  
  

n  U  感激；賞識；理解

They invited the guard to dinner in appreciation of 
his many years of service at the club. 
他們邀請這個警衛共進晚餐，以感謝他在這個俱樂部裡服務多年。

搭配用法 show/express one’s appreciation for something 
  對某事表示感激

近義字 gratitude n  感激
  awareness n  理解

appreciate   
v  感激；賞識；理解

His poetic talents were fully appreciated in Europe.
他的詩才在歐洲受到充分賞識。

appreciative
 

a  有鑑賞力的；能確認 
 價值的；感激的

We have been very appreciative of your help. 
我們非常感謝你的協助。

06 awe   
n  U  v  敬畏；驚嘆 

awe. 
我們心存敬畏地看著壯麗的峽谷。  
We were awed by the presence of Michael Jordan. 
我們對麥可‧喬丹的出現感到驚嘆不已。

搭配用法 in/with awe 敬畏地
近義字 reverence n  敬畏
 astonishment n  驚愕
形近字 awkward a  笨拙的；不靈巧的；難處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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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esome
  

a  很困難的；令人驚嘆的

He will be given the awesome task of cutting the 
company's expenses. 
他將承擔削減公司開銷的艱鉅任務。

07 bear  
    

v  承受；忍耐

She couldn't bear to see animals in pain. 
她無法忍受看到動物身受痛苦。 

搭配用法 bear up 挺住；保持振作
近義字 tolerate  v  容忍
 endure v  忍受
 stand  v  忍受 
          put up with 忍受
形近字 rear v  養育；培養  a  後面的
 gear n  齒輪；（汽車的）排檔
 bare  a  裸的；光禿禿的

08 complain  
   

v  抱怨；發牢騷

She constantly complains about how she is treated in 
 

她不斷地抱怨自己在辦公室裡受到的待遇。  

近義字 whine v  嘀咕；發牢騷
 grumble v  抱怨；發牢騷
形近字 plain  a  簡樸的；平易的
 explain v  解釋
 complacent  a  自滿的
 compliant  a  順從的

complaint  
 

n  U  C  抱怨

I'd like to make a complaint about the quality of your 
products.
我想要投訴一下貴公司產品品質的問題。 
搭配用法 make a complaint  投訴；抱怨

09 contempt  
  

n  U  s  輕視；蔑視 

He showed a complete contempt for politicians. 
他對政治人物完全不屑一顧。 

搭配用法 hold someone/something in contempt  
             對某人／某事不屑一顧
近義字 scorn n  輕蔑 v  輕蔑；鄙視
 disdain n  輕蔑 v  蔑視；鄙棄
 disrespect v  不敬；蔑視
形近字 contemplate v  思忖；沈思；考慮
 contemporary 
 a  當代的；同時代的  n  同時代的人
 tempt v  引誘；誘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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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mptuous 
 

a  表示輕蔑的；瞧不起的

She just gave him a contemptuous glance. 
她只是輕蔑地瞥了他一眼。

10 dejected  
  

a  沮喪的；情緒低落的 

She felt dejected because she didn't get the job.  
她因為沒有得到那份工作而感到沮喪。 

近義字 depressed a  沮喪的
 miserable a  悲慘的
形近字 eject v  逐出；噴射
 inject v  注射（藥液）
 project n  方案；計畫；工程
 project v  計劃；突出
 reject v  拒

dejection  
 

n  U  沮喪；灰心；挫折

dejection about him, 
but he soon cheered up.  
起初，他有一點沮喪，但他很快就振作起來。

11 deliberate  
  

a  故意的；深思熟慮的； 
 謹慎的

It was a deliberate attack. 這是蓄意攻擊。

近義字 intentional a  故意的 
 conscious a  有意識的
 willful a  故意的；倔強的
形近字 elaborate a  精巧的； 詳盡的    
                  v  詳述；精心製作
 considerate 
 a  體貼的；體諒的；考慮周到的
 liberate v  解放；使獲自由

deliberate  
 

v  仔細考慮；思考

They deliberated for a week before abandoning  
the project.   
他們仔細考慮了一個星期之後，才放棄這個計畫。

deliberation
 

n  U  深思熟慮；考慮

After much deliberation, they decided to call a 
meeting.  
經過再三考慮後，他們決定召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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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depression  
  

n  U  C  沮喪；情緒低落； 
  憂鬱症；蕭條 

She often suffers from depression at exam time. 
她在考試期間常常情緒低落。

搭配用法 economic depression 經濟蕭條
近義字 low spirits 情緒低落
 despair  n  v  絕望 
 melancholy  n  憂鬱；愁思   
  a  憂鬱的
形近字 compression  n  壓縮；壓擠
 expression  n  表達；表示；表情；措辭
 impression  n  印象
 oppression  n  壓迫；壓制

13 despair  
   

n  U  v  絕望

Jane is in despair about the purse she has lost.  
珍對於找回遺失的錢包已經不抱希望。 
The manager began to despair of him.  
經理開始對他不抱希望了。

搭配用法 be in despair about/over something 對某事絕望 
 despair of 對⋯⋯絕望／喪失信心
近義字 lose heart 喪失信心
形近字 desperado  n  亡命之徒

desperate  
a  非常渴望的；情急的； 
 （因絕望而）拼命的

I was desperate to get a job.  
我非常渴望找到一份工作。

desperation 
  

n  U  絕望；不顧一切

Her sense of desperation made her speechless.  
一股絕望感使她講不出話來。

14 disgust  
  

v  使作嘔；使厭惡 
n  U  厭惡

His crudeness really disgusts me. 
他的粗魯真讓我厭惡。

搭配用法 to someone's disgust 讓某人感到厭惡的是⋯⋯
近義字 nausea  n  噁心；作嘔；暈船 
形近字 disguise v  偽裝  n  偽裝；偽裝物
 gust  n  一陣強風；爆發
 gusto  n  熱情；熱忱 

disgusting  
a  令人噁心的；令人厭惡的

Your room is a disgusting mess. 
你的房間真是髒亂到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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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gusted  
 

a  反感的；感到厭惡的

Some of them were disgusted with your rude and 
dishonest behavior. 
他們當中有些人對你那粗魯、不老實的行為很反感。

15 dubious  
  

a  半信半疑的；懷疑的； 
 猶豫不決的 

In fact, we are still dubious about his promises.  
事實上，我們對他的承諾仍半信半疑。  
近義字 suspicious a  猜疑的
 hesitant a  猶豫的
 doubtful a  懷疑的
形近字 dub v  給⋯⋯取綽號

bear承受；忍受：用於否定句與疑問句，常與 can連用
例 can’t bear the pain無法忍受痛苦

stand經受；承受；經得起：常與 can連用
例 can’t stand the stress無法承受壓力
 The material can stand low temperatures.這種材料可耐低溫。

endure忍耐；忍受
例 to endure hunger and thirst忍受飢渴
 can’t endure the pain無法忍受痛苦 

tolerate容許；容忍；忍受：指允許不喜歡的事物存在
例 to tolerate this sort of behavior容忍這種行為

字義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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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與感覺  (1) Unit 1

16

Test 1 選出最符合題意的答案

       1. It         me how much money you had wasted on clothes. 
(A) encouraged (B) annoyed (C) tolerated (D) elaborated  

       2. Garbage can be seen everywhere in the kitchen—it is really        . 
(A) conscious  (B) tempting (C) hesitant (D) disgusting  

       3. The food here is excellent and customers have little reason to        . 
(A) endure (B) complain (C) appreciate (D) disturb 

       4. A sensible person will be         about hiring workers under the age of 14. 
(A) desperate (B) awkward (C) miserable  (D) dubious  

       5. They became         of his identity and contacted the police. 
(A) suspicious (B) considerate  (C) deliberate (D) affectionate 

       6. The idea of physical         in a human being is impossible to achieve. 
(A) perfection (B) despair  (C) impression (D) awareness 

       7. The         trees were soon felled and burned. 
(A) annual  (B) infected (C) desperate (D) contemporary  

       8. The prince         himself as a farmer. 
(A) disguised   (B) endured (C) tolerated  (D) whined   

       9. Finally, he plucked up the         to ask her out. 
(A) scorn (B) courage (C) agony   (D) gear

       10. Can you         to them what to do in case of an emergency? 
  (A) tempt  (B) awe (C) reject (D) explain 

Test 2 選出下列單字的中文定義

       1. agony  (A) 愛慕

       2. annoy  (B) 抱怨

       3. dubious  (C) 忍受

       4. affection  (D) 半信半疑的

       5. complaint  (E) 不利的

       6. bear   (F) 惹惱

       7. adverse   (G) 蔑視

       8. contempt  (H) 極度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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