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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出 Part 5、6的出題走勢！

最近 Part 5、6最大的變化就是增加了字

彙問題的出題比例，目前的多益考試字

彙題目量約占一半，因此本書 20回裡增

加了許多字彙問題，打造得高分率。文法或句型問題

近三年來並未有太大的改變，各位可照舊準備。閱讀

本書可一次理解最近出題的所有問題類型，為了培

養考生的實戰考試能力而精心編排合適的難易度。

Part5、6的學習效果最顯著，但不容易獲得高分，

因此本書提供了 Part5、6最新出題內容共 20回，可

讓各位在短時間之內以考取高分為目標，來集中學習

Part5、6考題。

詳細的解題敘述！

書內詳細記載了 20回的實戰考題與解

說，以讀考題多益特有「親切的解說」

及「有次序的類型分析」來幫考生剖析

較難的題型，條理地告知正確答案選項的解說及其他

錯誤選項的錯誤點，來減少考生在實戰時的失誤。由

「超級強力推薦小組」所編寫，以親切的解說讓出題

核心深植腦海，有就算只看解說也可使分數提升的效

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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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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s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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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rped Board Productions ------- 
several of its newest films at the Tribeca 
Film Festival last month.

(A) presented
(B) will present
(C) was presented
(D) present

102. Mr. Kim can receive a reimbursement for 
travel expenses once ------- submits the 
appropriate paperwork to HR.

(A) him
(B) his
(C) he 
(D) himself

103. Construction crews uncovered the 
remains of an ancient market ------- the 
collapsed building.

(A) to
(B) over
(C) among
(D) beneath   

104. In order to halt the expansion of the 
suburbs, building permits are ------- 
being issued for renovations of existing 
structures.

(A) so
(B) well
(C) still
(D) only

105. Plans have ------- been approved for the 
city’s highest skyscraper, which is to be 
located next to the city’s oldest building. 

(A) final
(B) finally
(C) finals
(D) finalists

106. Chalfont Bank’s new security policy was 
enacted to ------- that customer 
information receives the highest level of 
protection. 

(A) forward
(B) ensure
(C) inform
(D) tell   

Actual Test 01
Part 5

101. 動詞

解說 本句的主詞為 Warped Board Production，空格應填

入動詞。空格後的 several of its newest films為受詞，必須

有主動形的動詞，因此可刪除被動形的 was presented。再

來必須考慮時態，句子最後出現有 last month過去時間點的

副詞片語，所以正確答案為過去時態的動詞 (A) presented。 
答案 (A)

詞彙整理 several 許多的、多個的　　film festival 電影節

翻譯 Warped Board Productions是他們上個月在 Tribeca
電影節中上映的幾部最新作品。

102. 代名詞

解說 題目空格後的 once， 為表示時間之副詞子句的連接

詞，表示「一旦∼之後」之意。故可知空格為 once 連結

子句的主詞、動詞為 submits。受詞 him 及反身代名詞的

himself，接無法擔任主詞。所有代名詞 his （他的東西）雖然

可以擔任主詞，但無法搭配句中動詞 submit。故正確答案為

代表 Mr. Kim 的主格人稱代名詞 (C) he。 答案 (C)

詞彙整理 reimbursement 退款、補償　　expense 費用

submit提交　　appropriate 適當的　　paperwork 文件

翻譯 金先生把適當的資料交給人事部後，就可以收到退還的

出差經費。

103. 介系詞

解說 為尋找適當的介系詞填入空格的題目。among 有

「在 ~之前」之意，其後不可使用複數名詞，故為錯誤選項。

答案需選與 building 名詞相關的介系詞，to 有「往∼方向」

之意；over 有「∼上」的意思； beneath 則有「∼下」的意

思。在崩塌建築物「下」，挖掘出古代市場遺跡的翻譯意思較

為自然，因此正確答案為 (D) beneath。 答案 (D)

詞彙整理 crew （擁有特定技術一同做事的）小組　　

uncover 發現、發掘　　remains 遺物、遺跡　　

ancient 古代的　　collapsed 崩塌的

翻譯 施工人員在崩塌的建築底下，發現了古代市場的遺跡。

104. 副詞

解說 空格為必須填入修飾句子動詞 are being issued（被

發行）的副詞。為了要阻止向郊外擴張，「只」發行給補修現

有的建築物的建築許可。因此答案為有「只」意思的副詞 (D) 

only。 答案 (D)

詞彙整理 halt 使停止　　expansion 擴張　　suburb 郊外

building permit 建築許可　　issue （許可證）發行

renovate 改造　　existing 既有的　　structure 建築物

翻譯 為了阻止向郊外擴張，只發行給補修現有的建築物的建

築許可。

105. 副詞

解說 為現在完成被動語態（have been p.p.） 的句子 〈have 

_______ been approved〉 結構上空格的部分必須填上副詞，

答案為 (B) finally。 答案 (B)

詞彙整理 approve 承認　　skyscraper 摩天樓

be located 位於 ~　　next to ~旁

翻譯 城市裡最高的摩天樓建築物將會蓋在城市裡最古老建築

物旁。

106. 動詞原形

解說 空格後為連接詞 that帶出的名詞子句，空格需要填

入能將名詞子句轉變為受詞的及物動詞。動詞 forward為

〈forward A to B〉的結構，有「把 A傳給 B」的意思，不符

合文意為錯誤。動詞 inform和 tell為 〈inform 人 that子句：

告訴人 that子句〉和 〈tell 人 that子句：跟人說 that子句〉

為錯誤。動詞 ensure有「保障、確認」的意思，是可將 that
子句當成受詞的及物動詞，所以答案為 (B) ensure。 

答案 (B)

詞彙整理 security policy 保安政策　　enact （法） 裁定

protection 保護

翻譯 為了讓顧客資訊受到最高水準的保護，Chalfont銀行

制訂了新的保安政策。

107. 過去分詞

解說 本句的主詞為 A team of architects and engineers，

動詞為 toured，後面的 〈the _______ site〉為動詞 toured的

受詞。空格前為冠詞、後方為名詞，可猜出空格是擔任形容

詞的分詞。現在分詞在名詞前有「名詞作∼」的主動關係；

若為「名詞變成∼」的被動關係則必須要使用過去分詞。

這裡為「參觀現場」的被動關係，所以答案為過去分詞 (B) 

proposed。 答案 (B)

詞彙整理 architect 建築師　　

site 現場　　railway station 火車站

翻譯 一組建築師和工程師去城裡勘查成為新高速鐵路的火

車站。

108. 形容詞

解說 〈________ mailing campaigns〉 為 動 詞 rely on
（依靠）的受詞，因此空格為可修飾名詞子句 mailing 

campaigns的形容詞。內容必須為〈依靠「直接的」郵件廣

告（=DM,直郵廣告）〉，所以答案是一般形容詞 (A) direct。 
答案 (A)

8 _ Actual Test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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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5、6必學攻略！

Part 5、6近幾年並未改變出題方向，

Part 5每次一定會有固定的出題類型，

這種問題一看就可選出答案的話，在實

際考試時可多一些答題時間，本書提供

看題後 1秒內解題的類型和頻繁出現的題目表現，

考生們可在實際應試時應用。

 

由新村第一的「超級強力推薦小組」

所編制！

本書由新村 YBM語言學院第一的「超

級強力推薦小組」編撰而成，由於每位

都是經過實際現場教學、每月考試、被學生們問問

題後統合所編寫的書，考題的品質和詳盡解說比國

內任何教材都更優秀。

3

4

6

Part5、6 得高分學習法

1.一定要練習在限定時間 20分鐘內將所有問題答完！

多益 READING考試時間通常 Part 5、6為 20分鐘；Part 7為 45分鐘，標示出正確答案

約花 10分鐘，當然有人時間很充裕、也有人時間不夠，在回答問題時若有設定目標解題時

間，則會覺得時間較充裕，重點是要訓練在 20分鐘內解題。

2.確認答錯的問題為文法問題還是字彙問題。

所有的學習都一樣，會一再地錯同樣的地方，多益考試大同小異，必須要確認自己答錯的

是何種題目，熟讀多益考試出題重點後掌握自己的缺點，再針對自己所不足的部分進行學

習，才能改善缺失。

3. 解題後，再次檢查問題 101∼ 152！

大部分的考生在對答案後，字彙問題往往會錯的比文法問題還多，想要累積字彙實力，不

是盲目地購買單字本來看例句，應該要邊翻譯題目邊自然地記住字彙，不是只看重點學習

如何解題，而是要了解整體問題並將字彙一併熟記。

4. 最後應該檢查問題 101∼ 200，並自我測驗 2∼ 3次的實戰模擬考題。

將 Part5、6認為是最簡單、容易得分的 Part的話，說不會在這地方失分。最近 Part 7的

重要比例也逐漸增加，須一併學習，在限時之內將實戰問題進行 2∼ 3次的反覆測試，來

熟悉考試感覺也相當重要。

這樣攻破
Part 5、6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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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錄實戰考試的

重點題目！

解答集

仔細的解說，選項錯誤

的理由也一清二楚！



開始測試之前！

□ 是否準備好鉛筆、橡皮擦、手錶？

□ 是否已關閉會妨礙考試的手機、電腦等物？

□ 準備好一次將一回寫完嗎？

□ 準備好的話，就將這當成實際考試後開始作答！

正常答題時間 48分 

開始時間 :

結束時間 :

目標題數 / 52

實際題數 / 52 

※ 將回答正確題數乘5，便可知道大概分數。  

ACTUAL TEST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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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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s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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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rped Board Productions ------- 
several of its newest films at the Tribeca 
Film Festival last month.

(A) presented
(B) will present
(C) was presented
(D) present

102. Mr. Kim can receive a reimbursement for 
travel expenses once ------- submits the 
appropriate paperwork to HR.

(A) him
(B) his
(C) he 
(D) himself

103. Construction crews uncovered the 
remains of an ancient market ------- the 
collapsed building.

(A) to
(B) over
(C) among
(D) beneath   

104. In order to halt the expansion of the 
suburbs, building permits are ------- 
being issued for renovations of existing 
structures.

(A) so
(B) well
(C) still
(D) only

105. Plans have ------- been approved for the 
city’s highest skyscraper, which is to be 
located next to the city’s oldest building. 

(A) final
(B) finally
(C) finals
(D) finalists

106. Chalfont Bank’s new security policy was 
enacted to ------- that customer 
information receives the highest level of 
protection. 

(A) forward
(B) ensure
(C) inform
(D) tell   



Actual Test 01
Part 5

101. 動詞

解說 本句的主詞為 Warped Board Production，空格應填

入動詞。空格後的 several of its newest films為受詞，必須

有主動形的動詞，因此可刪除被動形的 was presented。再

來必須考慮時態，句子最後出現有 last month過去時間點的

副詞片語，所以正確答案為過去時態的動詞 (A) presented。 
答案 (A)

詞彙整理 several 許多的、多個的　　film festival 電影節

翻譯 Warped Board Productions是他們上個月在 Tribeca
電影節中上映的幾部最新作品。

102. 代名詞

解說 題目空格後的 once， 為表示時間之副詞子句的連接

詞，表示「一旦∼之後」之意。故可知空格為 once 連結

子句的主詞、動詞為 submits。受詞 him 及反身代名詞的

himself，接無法擔任主詞。所有代名詞 his （他的東西）雖然

可以擔任主詞，但無法搭配句中動詞 submit。故正確答案為

代表 Mr. Kim 的主格人稱代名詞 (C) he。 答案 (C)

詞彙整理 reimbursement 退款、補償　　expense 費用 

submit提交　　appropriate 適當的　　paperwork 文件

翻譯 金先生把適當的資料交給人事部後，就可以收到退還的

出差經費。

103. 介系詞

解說 為尋找適當的介系詞填入空格的題目。among 有

「在 ~之前」之意，其後不可使用複數名詞，故為錯誤選項。

答案需選與 building 名詞相關的介系詞，to 有「往∼方向」

之意；over 有「∼上」的意思； beneath 則有「∼下」的意

思。在崩塌建築物「下」，挖掘出古代市場遺跡的翻譯意思較

為自然，因此正確答案為 (D) beneath。 答案 (D)

詞彙整理 crew （擁有特定技術一同做事的）小組　　 

uncover 發現、發掘　　remains 遺物、遺跡　　 

ancient 古代的　　collapsed 崩塌的

翻譯 施工人員在崩塌的建築底下，發現了古代市場的遺跡。

104. 副詞

解說 空格為必須填入修飾句子動詞 are being issued（被

發行）的副詞。為了要阻止向郊外擴張，「只」發行給補修現

有的建築物的建築許可。因此答案為有「只」意思的副詞 (D) 

only。 答案 (D)

詞彙整理 halt 使停止　　expansion 擴張　　suburb 郊外 

building permit 建築許可　　issue （許可證）發行 

renovate 改造　　existing 既有的　　structure 建築物

翻譯 為了阻止向郊外擴張，只發行給補修現有的建築物的建

築許可。

105. 副詞

解說 為現在完成被動語態（have been p.p.） 的句子 〈have 

_______ been approved〉 結構上空格的部分必須填上副詞，

答案為 (B) finally。 答案 (B)

詞彙整理 approve 承認　　skyscraper 摩天樓 

be located 位於 ~　　next to ~旁

翻譯 城市裡最高的摩天樓建築物將會蓋在城市裡最古老建築

物旁。

106. 動詞原形

解說 空格後為連接詞 that帶出的名詞子句，空格需要填

入能將名詞子句轉變為受詞的及物動詞。動詞 forward為

〈forward A to B〉的結構，有「把 A傳給 B」的意思，不符

合文意為錯誤。動詞 inform和 tell為 〈inform 人 that子句：

告訴人 that子句〉和 〈tell 人 that子句：跟人說 that子句〉

為錯誤。動詞 ensure有「保障、確認」的意思，是可將 that
子句當成受詞的及物動詞，所以答案為 (B) ensure。 

答案 (B)

詞彙整理 security policy 保安政策　　enact （法） 裁定 

protection 保護

翻譯 為了讓顧客資訊受到最高水準的保護，Chalfont銀行

制訂了新的保安政策。

107. 過去分詞

解說 本句的主詞為 A team of architects and engineers，

動詞為 toured，後面的 〈the _______ site〉為動詞 toured的

受詞。空格前為冠詞、後方為名詞，可猜出空格是擔任形容

詞的分詞。現在分詞在名詞前有「名詞作∼」的主動關係；

若為「名詞變成∼」的被動關係則必須要使用過去分詞。

這裡為「參觀現場」的被動關係，所以答案為過去分詞 (B) 

proposed。 答案 (B)

詞彙整理 architect 建築師　　 

site 現場　　railway station 火車站

翻譯 一組建築師和工程師去城裡勘查成為新高速鐵路的火

車站。

108. 形容詞

解說 〈________ mailing campaigns〉 為 動 詞 rely on
（依靠）的受詞，因此空格為可修飾名詞子句 mailing 

campaigns的形容詞。內容必須為〈依靠「直接的」郵件廣

告（=DM,直郵廣告）〉，所以答案是一般形容詞 (A) direct。 
答案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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