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一
Dr Michael Ayers
(Clinical Scientist, King's College Hospital NHS Foundation Trust)
英國國民保健信託基金會倫敦國王學院醫院 臨床醫學儀器科學家

This book that you have in your hands right now was devised and written by my
dear friend Ann.
I first met Ann in Taiwan in 2014. At that point in time, Ann was considering
studying English literature in my home country, the UK. Even at this early point in
our friendship, I saw in her a level of enthusiasm for the English language that is
rare amongst those that teach it.
Later that year, Ann travelled to Southampton, a city in the South of England, to
commence her studies. In a class dominated by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it was
testament to her dedication and passion that Ann not only persevered in her studies,
but excelled in a way that impressed both her tutors and myself. I read many of
Ann's essays. Each one reflected in it the qualities that had initially brought Ann to
the UK and that led her to receive her Masters degree the following year.
After a year back in Taiwan, Ann returned to the UK for a trip in early 2017.
Together, we visited many places that have now become the inspiration for much of
the content in this book.
This book is different from other language learning books that you may have read.
It does not focus on the details or formal linguistic rules that can often discourage
learners. Instead this book provides scenarios that encourage readers to think about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a more intuitive sense, in the way that you would learn
your native language when growing up.
It is my hope that readers of this book find it as entertaining to read as I did. It is
my wish that this book can instil in others a love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and of
learning it that Ann always shows.

Dr Michael Ay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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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二

李豪英文 高雄鴻揚盛世升大學
鴻揚教育集團 李豪 總經理 / 英文首席

在英語教學這塊領域奔波、走跳數年，歷經學校與補教界的磨練，中級英檢這個
區塊一直是國高中學生求學路上的必經關卡。我與作者大學同班四年，深知作者
專注於教育的精神，這本書絕對是一本正在準備英檢考試的孩子們可以參考的工
具書籍。內容簡單明瞭不複雜，圖片以作者遊歷各國的親身體驗，完整生活化呈
現。題目難易適中，精簡扼要又犀利的點出重點。再者，無論從模擬試題的編排
結構、解答到文法的細膩解析，除了為本書畫龍點睛，也深刻的表達出作者的用
心、細心及耐心—所謂教學三大心和教學態度。
教育無他，唯愛與榜樣。知名藝術家李國修曾說過：「一生只要做好一件事情就
功德圓滿。」這是我一路走來銘記在心的座右銘，我看到同學—也就是作者在
書中投入的熱忱和用心做好一件事的付出讓我非常感動，因為她不僅完美了演繹
這句話，也造福了所有迷惘中的孩子們，替他們指點迷津。因此我由衷、真心的
希望大家不要錯過，在此敬祝大家考試順順利利。

李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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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學語文沒有捷徑，除了一些天賦外，勤勞是必備的要素。身在台灣受教育的我，
在出國念書之前，發覺想要營造英文的學習環境是很困難的，畢竟我們的生活環
境周遭，不是國語就是台語，英文僅能從書中學習到再加上在地文化的影響下，
所謂的台式英文就此產生。而現在資訊發達，學語言有很多的管道及方式，只要
找到合適自己的方法，學英文就能變有趣！
在我的教學生涯中，學生們總喜歡詢問有關句子該怎麼說，或是詞語的正確說
法，舉例來說，「孝順」兩個字在我們的文化當中其實是一個簡單的概念；但是
在西方文化中並沒有這兩個字的說法，更沒有孝順這個概念，當然不是指西方人
不孝順或是不善待自己的父母或家人，而是對於孝順這個概念，東西方的文化觀
念不同。學英文或是其他語言，除了勤背單字和句子的用法之外，該語言的背景
文化也是我們需要學習的重點。因此，此書除了幫助正在學習英文的讀者熟悉英
文考試，也會與讀者們分享英國文化與英式英文詞語的介紹。除此之外，我的英
國朋友們還幫忙錄製了本書的聽力部分，與我們平常聽到的美式發音有些不同，
讀者們可以欣賞到英式英文的迷人之處。

Ann
in London,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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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One：Listening

聽力練習與講解
全民英檢第一部分為聽力測驗，這個測驗涵蓋三種測驗方式：看圖辨義、問答、
簡短對話，滿分為 120 分，最低成績不得低於 72 分。通過此項測驗即表示能聽
懂一般會話，並能大致聽懂公共場合的廣播、氣象預報及廣告等等，同時也能聽
懂簡易的產品介紹及操作說明，或是外籍人士的對話及詢問。

Ann 的小叮嚀
做聽力測驗時必須非常專注，因為不會重複播放，如果播放當中你不小心卡在一個
題目或是一句話，那麼思緒就容易受到影響，甚至可能突然腦袋一片空白。尤其聽
力測驗都在考試的第一部分，注意不要喝太多水分（例如水或是咖啡），也不要吃
太飽（因為吃太飽容易想睡），考聽力測驗時精神才能專注。此外，適當的 taking
notes（邊聽邊記錄重點或關鍵字，例如時間或數字）能幫助選擇正確的答案。

全民英檢中級的聽力內容大致如下：
Content

Questions

Part 1

Picture Listening

15

Part 2

Q&A

15

Part 3

Short Talks

15

第一部分的聽力測驗著重在看圖辨義，首先觀察圖片內容，在聽到「題目」之
後，以 5 W (what, where, who, why when) 和 1 H (how) 找到合適的答案。在開
始我們的課程之前，先來一些有趣的聽力練習吧！

‧聽‧力‧練‧習‧

Let's come some interesting listening!!
🅰  Questions 1-2

1. A B C D
□□□□

2. A B C D
□□□□

🅱  Questions 3-4

3. A B C D
□□□□

4. A B C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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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解析

內容與講解

🅰 
Ann's reminder

照片中，很顯然就是一台巴士，因此，
最有可能出現的問題會和交通工具有
關，或者是和地點有關，例如在哪一
個 城 市、 國 家 或 地 區（ 大 都 市 city/
metropolis (n.)； 市 區 /urban area (n.)
或 是 郊 區 suburb）， 所 以 當 看 到 此 圖
時，可以先想好可能會出現的問題。

1. Look at picture A. What is driving on
the road?
(A)
(B)
(C)
(D)

A cat
A factory
A bus
A post office

2. Look at picture A again. Where do you
think this picture was taken?
(A)
(B)
(C)
(D)

In the city
At the airport
At the theatre
In the hospital

1. 請看 A 圖。何者在路上行駛？
(A)
(B)
(C)
(D)

貓
工廠
巴士
郵局

2. 再看 A 圖。你認為這張照片是在哪
裡拍的？
(A)
(B)
(C)
(D)

在城市中
在機場
在電影院
在醫院

Ann's notes
先將圖中人事物及地點看清楚後，是不是覺得答題沒那麼困難了呢？眼尖的同學們，或許
看到照片中的雙層巴士就已經猜到拍攝地點在哪裡了，當然，這是英國最常見的紅色雙
層巴士，而且也是倫敦的代表。拍照的地點就在 Victoria Coach Station（維多莉亞客運總
站），National Express（全國快車客運公司）可是留學生的最愛呢！ Ann 在英國留學的時
候還辦過 young persons card（一年 10 英鎊），這張卡超好用的，搭一兩次車的折扣，就
可以賺回 10 英鎊的辦卡費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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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ening Module 1
聽力模擬測驗
本測驗分三部分，全為四選一之選擇題，每部分各為 15 題，共 45 題，作答時間
約 30 分鐘。

Part 1：看圖辨義
本部分共 15 題，試題冊上有數幅圖畫和照片，每一個圖畫有 1~3 個描述該圖的
題目，每題請聽錄音播出題目以及 A、B、C、D 四個英語敘述之後，選出與所
看到的圖畫最相符的答案，每題只播出一遍。

🅰  Questions 1-2

1. A B C D
□□□□

2. A B C D
□□□□

Listening Module 1 答案解析
Part 1：看圖辨義
本部分共 15 題，試題冊上有數幅圖畫和照片，每一個圖畫有 1~3 個描述該圖的題目，
每題請聽錄音播出題目以及 A、B、C、D 四個英語敘述之後，選出與所看到的圖畫最
相符的答案，每題只播出一遍。

🅰  Questions 1-2

1. What is the man on the left doing?
(A)
(B)
(C)
(D)

He
He
He
He

is
is
is
is

fishing.
sailing.
having his lunch.
writing his assignment.

2. Where are the men?
(A) They are at the train station.
(B) They are walking along the
riverside.
(C) They are on the water.
(D) They are playing board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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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左邊的男人正在做什麼？
(A)
(B)
(C)
(D)

他在釣魚。
他在划船。
他在吃午餐。
他在寫作業。

2. 這些人在哪裡？
(A)
(B)
(C)
(D)

他們在火車站。
他們在河邊走路。
他們在水上。
他們在玩桌遊。

Section Two：Reading

閱讀練習與講解
全民英檢第二部分為閱讀能力測驗，該測驗涵蓋三種題型：詞彙和結構、段落填
空、閱讀理解，滿分為 120 分。通過此項測驗即表示能閱讀短文、私人信件、廣
告、簡介與使用說明等，也能閱讀工作須知、操作手冊、傳真、電報等。聽力與
閱讀兩項測驗成績總和須達 160 分，且其中任一項成績不低於 72 分。

Ann 的小叮嚀
閱讀測驗中的題型大致為學生在國、高中時期會遇到的題型，例如第一部分的詞彙
與結構，著重在詞彙量、基本文法結構與時態變化；第二部分的段落填空除了單字
用法與時態變化外，介系詞、轉折語氣詞、副詞語氣詞的用法也是考題重點；第三
部分的閱讀理解主要為短文閱讀或資訊擷取，建議閱讀時邊畫重點，以免在作答時
忘記細節。留意詢問文章單字含義的題目，通常會在文章中有補充資訊以利解題。
在閱讀測驗中，最容易讓學生打瞌睡的就是第三部分。因為看不懂文意而挫折只好
猜題作答，或是以自己認知的知識作答。切記！文章提供的是「答題的資訊」，所
以，正確答案當然是從文章中有提到的「資訊」取得。簡言之 Ann 常說「寫閱讀測
驗時，不要在人家的文章中自己加入自己的意思，你又不是在寫作文需要闡述自己
的想法…」。那麼就開始以下的練習吧！

全民英檢中級的閱讀內容配置如下：
Content

Questions

Part 1

Vocabulary & Structure

15

Part 2

Passage

10

Part 3

Reading Comprehension

15

‧閱‧讀‧練‧習‧

Part 1：Vocabulary and Structure
詞彙與結構
說明

閱讀能力測驗第一部分為詞彙與結構共 15 題，全為四選一之選擇題，主要測試考生詞
彙記憶與句子文法結構，選出符合句意的單字或是詞彙用法亦為文法。

I. 詞彙 Vocabulary
For example:
The ISIS is a terrifying
lots of people.
(A) relation
(C) committee

that has launched several attacks to claim the lives of

(B) organization
(D) employment

ISIS 是一個令人驚恐的組織，到目前為止已經發動許多攻擊奪走很多生命。
因此，答案選 (B)，符合句子題意。
★ 補充：(A) 關係 (C) 委員會 (D) 工作
Ann's reminder

熟記中級程度的單字，注意一些外型相像詞彙；除此之外，注意一些時事內容，即使遇到
不是很懂的句子時，能夠大略知道題目要表達的意思。例如 ISIS 是目前國際之間棘手的一
個恐怖組織，相關恐怖攻擊的單字可以一並背誦，以便應付同議題不同詞彙的考題。
例 如 terrorism (n.) 恐 怖 主 義，terrify (v.) 使 恐 懼，launch (v.) 發 動，attack (v. n.) 攻 擊，
claim (v.) 宣稱 / 奪走，organization (n.) 組織等。
1. attack (v. n.) 攻擊
E.g. A woman was attacked and robbed by a gang of youths.
一位婦女遭到一夥年輕人的襲擊與搶劫。
2. attach (v.) 附著 附件（檔案）
E.g. I attach a copy of my notes for your information.
我附上筆記一份供你參考。

Genius is one percent inspiration and ninety-nine percent perspiration./ Edison
天才是一分靈感加上九十九分的努力。（愛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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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Module 1
閱讀模擬測驗
本測驗分三部分，全為四選一之選擇題，共 40 題，作答時間 45 分鐘。

Part 1：詞彙與結構
共 15 題，每題含一個空格。請由試題冊上的四個選項中選出最適合題意的字或
詞作答。
1. My grandparents prefer to live in a(n)
mansion.
(A) cozy

(B) cultural

little house rather than in a big
(C) vivid

2. The white doves are usually used to
some movies.
(A) remove

(B) prevent

peace. We can easily see them in
(C) represent

3. For a college graduate, renting a flat is more
(A) casual

(B) affordable

4. The tainted oil will make a great
(A) chance
5. To my mother's
(A) arrangement
6. This movie is

(B) solution

(D) accurate

(D) thank

than buying a house.

(C) experimental

(D) doubtful

to our bodies.
(C) key

(D) injury

, my dad forgot their wedding anniversary.
(B) appointment

(C) disappointment

(D) surprise

the haunted house.

(A) concerned with (B) weeded out

(C) pulled over

(D) turned into

Reading Module 1 答案解析
Part 1：詞彙與結構
1. 我的祖父母比起住在大房子偏好住在溫暖的小房子。
(A) 溫暖的

(B) 文化的

(C) 活躍的

(D) 正確的

2. 白鴿通常用來代表和平。我們常常可以在電影中看到。
(A) 移除

(B) 避免

(C) 代表

(D) 感謝

3. 對一個大學畢業生來說，租一個公寓比起買房子較負擔得起。
(A) 休閒的

(B) 負擔得起

(C) 實驗性的

(D) 懷疑的

4. 那個有問題的油對我們的身體造成很大的傷害。
(A) 機會

(B) 解決

(C) 關鍵

(D) 傷害

5. 令我媽媽失望的是，爸爸忘記他們的結婚紀念日。
(A) 安排

(B) 預約

(C) 失望

(D) 驚訝

(C) 行駛道路旁

(D) 變成

(C) 打斷 / 中斷

(D) 洩漏

6. 這部電影有關於這棟鬧鬼的房子。
(A) 有關於

(B) 淘汰

7. 你這樣打斷演講是不禮貌的。
(A) 貼標籤

(B) 猛拉 / 用力拉

8. 這門課的設計是要幫助我們欣賞古典音樂之美。
(A) 填塞

(B) 欣賞

(C) 補償 抵銷

(D) 修理

(C) 峽谷

(D) 好處 / 利益

(C) 結構

(D) 循環

9. 旅遊有許多好處，包括放鬆你們自己。
(A) 折扣

(B) 甲板

10. 快樂是主觀的。人人都有不同的定義。
(A) 抱怨

(B) 定義

11. 領養流浪狗比到寵物店買狗來得好。
答案選擇 (A)，以動名詞 (Ving.) 作為主詞，句子的動詞使用第三人稱單數 is。
12. 吸菸對健康造成威脅，更別說是生命了。
(A) 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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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宣布

(C) 限制

(D) 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