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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 
特色

1  介系詞後方只能連接名詞或與名詞同類的詞。
 Any pertinent fire or rescue information should be conveyed to the Fire Department. 
 任何與火災或救援相關的資訊應傳達給消防局。

  再補充一點！

介系詞和名詞中間，可以加入形容詞修飾後方的名詞。因此請特別留意，若空格設在介系

詞後方，則形容詞不一定是錯誤選項。

After a successful presentation, I had dinner with my teammates. 
在完成一場成功的報告後，我和組員共進晚餐。

掌握核心概念！STEP 1

介系詞的位置 
出題頻率

平均每回
4.69題

DAY 10

01

STEP 1   

掌握重點考題類型／核心概念

分析出題趨勢，完全掌握解題重點。

囊括 850分每個 Part最常考的出題類型，

Part 5&6、Part 7更精密分析出題頻率與

題數，依頻率高至低編排，讓你優先學會

必考出題類型，迅速熟悉問題模式與答題

節奏。

When Ms. Joiner fell ------- the other runners, no one thought she would catch up and 

win the race.當喬音兒女士落後其他跑者時，沒有人想到她居然會後來居上，還贏得了比賽。

(A) behind 在⋯⋯之後 (B) among 在⋯⋯之間 

(C) ahead of在⋯⋯之前 (D) near 在⋯⋯附近

字彙   fall behind 落後　catch up 趕上　win the race 贏得比賽　ahead of在⋯⋯之前

解說   本題為文法題，空格位在動詞 fell和受詞 the other runners之間，應填入介系詞。選項中，

只有介系詞 (A)能和空格前方的動詞 fell連接，變成 fall behind（落後），故為正確答案。

(A) behind：介系詞、副詞 (B) among：介系詞
(C) ahead of：介系詞片語 (D) near：介系詞、形容詞、副詞

答案 (A)

一起來解題！STEP 2

STEP 2   

一起來解題

實戰應用解題步驟， 
精熟各考題類型作答技巧。

參考例題，了解核心概念如何應用於考題

中。例題皆附解析說明，確切掌握解題方

式和需要留意的陷阱。

119

1.  Since her retirement in May, Nina Lopez 

has fully committed herself ------- caring 

for her birds. 

(A) for (B) to

(C) from (D) on

2.   After graduation, our students will be in 

a strong position when competing ------- 

high-tech jobs. 

(A) except (B) into

(C) along (D) for   

3.  One of the special gates is located  

------- the dolphin-watching platform at 

the Lacuna Aquatic Center in Porterville.

(A) down (B) to

(C) near (D) except 

4.  When manufacturing electronic 

components for automobiles, the 

cleanliness of the factory is ------- the 

utmost importance.  

(A) in  (B) of

(C) upon  (D) by

◆ 解答 p. 47

實戰測驗！STEP 3

STEP 3   

實戰測驗

再次演練解題技巧，增進答題能力。

請當成實際考試，認真練習各單元實戰考

題。作答完畢後，將能完整吸收 STEP 1

中列出的核心概念，和 STEP 2中說明的

解題技巧。

4

1  精選多益 850分必考出題類型， 
 直指命題核心，迅速熟悉出題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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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正確答案。(A)和 (B)為陷阱選項，分別使用動
詞 reading和 searching for，但前者連接錯誤的物
品，後者的地點有誤，因此皆為錯誤選項。

字彙   searching for 尋找　lean over 俯身向前　
balcony rail 陽台欄杆 
browse 瀏覽；隨便翻閱

3.單人照片★★
(A)  She is standing near a sign.
(B)  She is searching through her bag.
(C)  She is removing her jacket from a bag.
(D)  She is packing supplies into a box.

(A)  她正站在指示牌的附近。
(B)  她正在仔細翻找她的包包。
(C)  她正把包包裡的夾克拿出來。
(D)  她正把用品裝進箱子裡。

解析  本題為單人照片，因此請先確認照片中女子
的動作和外表特徵。由照片可以看出女子圍著圍

PART 1
01 留意描寫「看」的高頻率動詞！ P. 13

STEP 3 |解題實力測驗！

1 (D) 2 (D) 3 (B) 4 (C)

1.雙人照片★★
(A)  They are entering the conference room.
(B)  They are standing next to each other.
(C)  They are stretching their arms out to hold 

hands.
(D)  They are facing each other across the 

table.

(A)  他們正進入會議室。
(B)  他們正並肩站在一起。
(C)  他們正伸出手臂來握手。
(D)  他們正隔著桌子相對而視。

3  考題分類 ＋ 難易度標示 ＋ 解題步驟 ＝ 超詳盡解說！

清楚標示考題類型和難易度，列出各大題

必備基礎概念。同時附上詳細解題說明，

教導如何排除錯誤選項、選出正確答案，

一網打盡所有題目類型。

TEST 2
PA

32. What are the speakers discussing?

(A) An itinerary
(B) A sales goal
(C) A company conference
(D) A short trip 

33. Why is the woman not able to come?

(A) She is visiting his brothers.
(B) She is working on weekends.
(C) She is going out of town.
(D) She is expecting guests.

38. What type of business do the speakers most 
likely work in? 

(A) Newspaper
(B) Publishing
(C) Advertising
(D) Web site manufacturing 

39. What does the man suggest that they do?

(A) Set up online ordering
(B) Open another branch office in Asia 
(C) Advertise their products online

PART 3    10 

Directions: You will hear some conversations between two or three people. You will be asked to answer 
three questions about what the speakers say in each conversation. Select the best response to each 
question and mark the letter (A), (B), (C), or (D) on your answer sheet. The conversations will not be 
printed in your test book and will be spoken only one time.

4  三回模擬試題，真實反映新制多益出題趨勢！

比照新制多益出題方向編寫，符合實際多

益測驗的題型、難易度以及文章長度，並

附完整錄音內容與詳解。透過三回仿真模

擬試題，快速提升解題實力，掌握命題方

向。

5

charity 慈善；慈善機構

choice of salad  沙拉選項

circumstance (= situation) 情勢（情況）

co-worker (= colleague) 同事

commencement 開始

communal area 公共區域

commute to 通勤去⋯⋯

completion 完成

component 要素；零件

diverse furnishings 多種擺設；多樣化家具

diversity 多樣化

down payment 頭期款

draft 草稿

due date 截止日期

durability 耐久性

duty to do 做⋯⋯的職責

early cancellation 提前取消

educational facility 教育場所

下方為測驗中常考的高頻率名詞。請務必熟記以下所有單字。

常考高頻字彙！STEP 3

2  850高分常考高頻字彙與文法要點， 
 一次背齊必備重點，迅速提升應考實力

為目標 850分精選必備高頻單字文法，以

表格或清單羅列，重點一目瞭然，效率掌

握關鍵重點。

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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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方為本書的學習計畫表。請按學習進度優先熟悉各題型的核心概念，再練習模擬

試題。透過實戰演練，檢視自我的學習吸收狀況。原則上排定為四週、共計 28天

內完成本書，但學習者仍可依照自己的程度和學習狀況進行調整。若無法於四週之

內達成計畫，建議可以參考下方表格，擬定一份專屬於你的學習計畫。

學習 
計畫表

第二週

DAY 8 PART 4 01–03

DAY 9 PART 4 04–05

DAY 10
PART 5&6 
文法 &詞類變化 01–06

DAY 11
PART 5&6 
文法 &詞類變化 07–12

DAY 12
PART 5&6 
文法 &詞類變化 13–18

DAY 13
PART 5&6 
文法 &詞類變化 19–24

DAY 14
PART 5&6 
文法 &詞類變化 25–30

第三週

DAY 15
PART 5&6 
文法 &詞類變化 31–36

DAY 16 PART 5&6詞彙 01–04

DAY 17 PART 5&6詞彙 05–08

DAY 18 PART 5&6詞彙 09–12

DAY 19 PART 5&6詞彙 13–16

DAY 20 PART 5&6詞彙 17–20

DAY 21 PART 5&6詞彙 21–24

第四週

DAY 22 PART 7考題類型 01–04

DAY 23 PART 7考題類型 05–07

DAY 24 PART 7文章分類 01–03

DAY 25 PART 7文章分類 04–06

DAY 26 PART 7文章分類 07–09

DAY 27 PART 7文章分類 10

DAY 28 PART 7文章分類 11

第一週

DAY 1 PART 1 01–04

DAY 2 PART 1 05–08

DAY 3 PART 2 01–04

DAY 4 PART 2 05–08

DAY 5 PART 2 09–11

DAY 6 PART 3 01–03

DAY 7 PART 3 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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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力測驗解題技巧

  善用每大題開頭播放題型說明（Directions）的時間。1
●   PART 3 和 PART 4 開頭播放題型說明時，請提前瀏覽該 PART 的
題目，確認答題關鍵字。

  作答 PART 3和 PART 4時，請提前閱讀下個題組的題目。2
●   請於播放第一個題組的第一道題時，將該題組的三道題一次 
作答完畢。

●   在播放該題組的第二和第三道題時，請提前閱讀下個題組的 
三道題。

●    PART 4 的解題方式與 PART 3 相同。

  請按以下指示劃記答案卡：3
●   PART 1 和 PART 2：聽的當下馬上劃卡。
●   PART 3 和 PART 4：以單篇對話或獨白為單位，在播放第一道題 
的當下，畫好該題組三道題的答案。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PART 1搶分密技
如欲考取 850分的成績，要儘可能答對 PART 1所有題目，最多僅能容許
一題失誤發生。為了成功拿下本大題的分數，請認真熟記 PART 1的常考 
出題類型和必考文法，並多加留意本書列出的答題陷阱，做好萬全準備。

目標答對題數 5–6題

每回平均出題比例

30.0%

10.0%

16.6%

16.7%

26.7%

1

2

3

4

5

1 單人照片

2 多人照片

3 雙人照片

4 物品照

5 風景照

13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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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題重點

PART 1會針對人物的某種行為進行描述，最常出現的就是描寫「看」這個動作。當人物處於不
同的情境時，適用不同的觀看方式，有簡單的描述，也有難度較高的描述，因此請務必熟記以

下用法。

掌握重點考題類型！STEP 1 01

1  表示觀看特定對象
The man is  a painting on the wall. 這位男士正在看牆上的一幅畫。
The man is viewing some documents. 這位男士正在檢視一些文件。

2  表示為病患看診
The man is seeing a patient. 這位男士正在替病人看病。

3  表示仔細審視或長時間觀看特定對象
The woman is  the menu. 這位女士正在研究菜單。
Some people are  a presentation. 一些人正在觀看一場簡報。

4  表示一直盯著特定方向或對象
He is  a display. 他正面對著一件展覽品。
The man is  the computer screen. 這位男士正盯著電腦螢幕。
The woman is a monitor. 這位女士正專注盯著螢幕。  
Some people are  a computer monitor. 一些人正專注看著電腦螢幕。

5  表示仔細觀看檢查
He is  items on the rack. 他正在檢查架上的商品。 
The man is  some information on the monitor. 這位男士正在查看螢幕上的資料。
He is  some documents. 他正在審閱一些文件。
The man is his backpack. 這位男士正翻遍了他的背包。

6  表示以欣賞的角度觀看
People are  some works of art. 人們正在欣賞一些藝術品。 
Some people are the scenery. 一些人正凝視著風景。

7  表示藉由工具觀看
The man is a microscope. 這位男士正透過顯微鏡看東西。

8  表示大致瀏覽或稍微看一下
She is the computer screen. 她瞄了一下電腦螢幕。  
She is  some books in a store. 她正在隨意瀏覽店裡的書。

留意描寫「看」的高頻率動詞
DAY 1

01

PART 1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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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題技巧

▶   本題為單人照片，請先仔細觀察照片中人物的動作和
外表特徵。

▶  當照片呈現一個人正在凝視著某樣東西時，答案通常
會是與「看」相關的描述，因此答案極有可能使用

examine、inspect或 look at表示「看著」某商品或
產品。

(A) The woman is focusing on her laptop screen.  (X) 這位女士正專注看著她的筆電螢幕。

▶ 故意描寫女子專心看著某樣東西，為陷阱選項。照片中未出現筆記型電腦，故不是答案。

(B) The woman is shopping for clothing.  (X) 這位女士正在買衣服。  

▶ 雖然女子確實在購物，但是她購買的商品並非衣服，因此不是答案。陷阱選項經常以人物
的正確動作，搭配照片中沒有出現的東西，請特別注意這一點。

(C) The woman is examining items on the shelves.  (O) 這位女士正在檢視架上的商品。

▶ 正確描寫女子看著架上的商品，為正確答案。

(D) The woman is reaching for a can on the rack.  (X) 這位女士正在伸手拿架上的罐頭。

▶ 女子沒有伸手拿商品，因此並非答案。
答案 (C)

 注意！

(A)     (B)     (C)     (D)

一起來解題！STEP 2 02

◆ 解答 p. 2

(A)     (B)     (C)     (D) (A)     (B)     (C)     (D)

3. 4.

(A)     (B)     (C)     (D) (A)     (B)     (C)     (D)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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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和 (B)為陷阱選項，分別使用動詞 reading和
searching for，但前者連接錯誤的物品，後者的地
點有誤，因此皆為錯誤選項。

字彙   searching for 尋找　lean over 俯身向前　
balcony rail 陽台欄杆 
browse 瀏覽；隨便翻閱

3.單人照片★★
(A)  She is standing near a sign.
(B)  She is searching through her bag.
(C)  She is removing her jacket from a bag.
(D)  She is packing supplies into a box.

(A)  她正站在指示牌的附近。
(B)  她正在仔細翻找她的包包。
(C)  她正把包包裡的夾克拿出來。
(D)  她正把用品裝進箱子裡。

解析  本題為單人照片，因此請先確認照片中女子
的動作和外表特徵。由照片可以看出女子圍著圍

巾、肩上揹著背包、站著翻找包包內的物品。(B)
正確描寫女子翻找包包內物品這個動作，故為正確

答案。

字彙   sign 招牌；指示牌 
search through 搜遍；查遍　remove 移開
pack 打包；裝箱　supplies 日用品

4.單人照片★★
(A)  The man is putting on a tie.
(B)  The man is wearing a short-sleeved shirt.
(C)  The man is reviewing a document.
(D)  The man is adjusting a picture frame on a 

table.

(A)  這位男士正在打領帶。
(B)  這位男士穿著短袖襯衫。
(C)  這位男士正在檢視文件。
(D)  這位男士正在調整桌上的相框。

解析  本題為單人照片，因此請先仔細觀察照片中
人物的動作和外表特徵。請記住，選項若描寫與照

片中物品相關聯的動作，通常就是答案。由照片可

以看出男子穿著長袖襯衫、打著領帶，看著手中的

資料。(C)描寫男子正在檢視文件，為正確答案。

陷阱分析：請勿因為男子有打領帶，而誤選 (A)。 
(A)使用 put on的現在進行式，表示他正在打領
帶，但照片中的男子處於打好領帶的狀態，因此

要使用 wear這個動詞，而非 put on。

PART 1
01 留意描寫「看」的高頻率動詞 P. 15

STEP 3 |實戰測驗！

1 (D) 2 (D) 3 (B) 4 (C)

1.雙人照片★★ （★表重要性）
(A)  They are entering the conference room.
(B)  They are standing next to each other.
(C)  They are stretching their arms out to hold 

hands.
(D)  They are facing each other across the 

table.

(A)  他們正進入會議室。
(B)  他們正並肩站在一起。
(C)  他們正伸出手臂來握手。
(D)  他們正隔著桌子相對而視。

解析  本題為雙人照片，因此請先仔細觀察照片中
兩個人是否有相同的動作或外表特徵，接著再確認

雙方在動作或外表特徵上是否有其他特別之處。照

片中的男女分別坐在桌子兩端，面對面交談，兩人

皆穿著長袖襯衫。另外，請特別關注女子手部的動

作。(D)描寫兩人面對面交談的狀態，故為正確答
案。

字彙   enter 進入　conference room 會議室 
next to each other 相鄰　stretch 伸出 
across the table 隔著桌子；在桌子對面

2.多人照片★★★
(A)  Some people are reading newspapers.
(B)  Some people are searching for books in a 

library.
(C)  Some people are leaning over the balcony 

rail.
(D)  Some people are browsing books in a 

store.

(A)  有些人正在看報紙。
(B)  有些人正在圖書館找書。
(C)  有些人正俯身倚著陽台欄杆。
(D)  有些人正在店裡隨意瀏覽書籍。

解析  場景為書店，照片中的人物超過兩人，因此
請先仔細觀察他們是否有相同的動作或外表特徵。

多人照片題的答案可能會針對單一人物，或者其中

一小部分人物的動作或外表特徵進行描寫，請特別

留意相關選項。(D)表示有一些人在店裡看書，為
正確答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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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照片可以看出一名男子在麥克風前方演講，並擺

出手勢，其他的人則坐在位子上拍手。(D)正確描
寫男子站在觀眾前演講，故為正確答案。

陷阱分析：由於 (C)的 dressed和 (D)的 address
為相似的發音，聽到當下可能會不小心搞混。 
因此請從後方的介系詞片語 for the cold weather
和 in front of the audience掌握選項的句意。

字彙   stack 堆疊 
on top of one another 
在彼此之上（三個或更多） 
be dressed for 穿著適合⋯⋯的衣物　
address 演講；演說

3.單人照片★★
(A)  The man is moving some building 

materials.
(B)  The man is putting vegetables into a 

plastic bag.
(C)  The man is removing a loaf of bread from 

the oven.
(D)  The man is wearing a protective helmet.

(A)  這位男士正在搬運一些建材。
(B)  這位男士正把蔬菜放進塑膠袋裡。
(C)  這位男士正從烤爐裡取出一塊麵包。
(D)  這位男士戴著工地帽。

解析  本題為單人照片，因此請先仔細觀察照片中
男子的動作、服裝、身上配件等外表特徵。尤其描

寫使用工具的動作通常會是答案，請務必留意相關

選項。由照片可以看出男子穿著短袖上衣和圍裙，

從烤爐中拿出麵包。(C)正確描寫男子取出麵包這
個動作，故為正確答案。

陷阱分析：由於 (A)的moving和 (C)的 removing
發音相似，聽到當下可能會不小心搞混。因此

請從 (C)後方連接的 a loaf of bread和 from the 
oven來確認答案。

字彙   building materials 建築材料 
plastic bag 塑膠袋 
remove A from B 從 B取出A 
protective helmet 防護頭盔；工地帽

4.風景照★★★
(A)  Some buildings are reflected on the water.
(B)  A ramp extends from the shore to the 

boat.
(C)  Some boats have been secured to the 

dock.
(D)  A lamp is installed next to the entrance.

字彙   put on 穿（戴）上 
short-sleeved shirt 短袖襯衫　review 審查 
adjust 調整　picture frame 相框

02 注意發音相似的陷阱選項 P. 17

STEP 3 |實戰測驗！

1 (C) 2 (D) 3 (C) 4 (B)

1.單人照片★★★
(A)  The man is using a sewing machine.
(B)  The man is bending over a kitchen sink.
(C)  The man is sawing a piece of wood.
(D)  The man is selling some plants in an 

outdoor market.

(A)  這位男士正在使用裁縫機。
(B)  這位男士正俯身在廚房水槽的上方。
(C)  這位男士正在鋸一片木板。
(D)  這位男士正在露天市場販賣一些植物。

解析  本題為單人照片，因此請先仔細觀察照片中
男子的動作、服裝、身上配件等外表特徵。由照

片可以看出男子戴著眼鏡、身穿短袖上衣，動作

為使用電鋸切木板。(C)描寫男子鋸木板的動作，
故為正確答案。請注意千萬不要搞混 sewing和
sawing。

字彙   sewing machine 裁縫機 
bend over 向前彎腰 
kitchen sink 廚房水槽　saw 鋸 
plant 植物　outdoor market 露天市集

2.多人照片★★
(A)  Chairs are stacked on top of one another.
(B)  A man has a microphone in his hand.
(C)  Some people are dressed for the cold 

weather.
(D)  A man is giving an address in front of the 

audience.

(A)  椅子一張張堆疊在一起。
(B)  一位男士手裡拿著麥克風。
(C)  一些人穿著禦寒的衣服。
(D)  一位男士正在聽眾面前發表演說。

解析  照片中出現很多人，因此請先仔細觀察他們
是否有相同的動作或外表特徵。多人照片題的答案

可能會針對單一人物，或者其中一小部分人物的動

作或外表特徵進行描寫，也請特別留意相關選項。

3

(D) A lamp is installed next to the entr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