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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特色及使用方法

在此階段可以熟悉各主題、各類型的題目及核心

用法。正式開始學習前，先看例題及核心用法有

助於更熟悉多益試題。

先看例題、核心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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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話意圖及暗示性問題KEY 05

先看核心用法

請確認了解多少核心用法。

 chilly 寒冷的  grant  noticeable

 stress  incur  partial

 violation  revenue  exceed

 legal  expenditure  estimate

 loan  gradually  division

 scholarship  steady  evident

 merit

2018 年 3 月實施的改版多益中，新增詢問說話者說話意圖的問題。這不是為了測驗

考生是否可以單純直譯對話內容，而是要測驗考生是否可以掌握整個對話真正意涵。

因此，應理解整體對話的脈絡及重點。

此外，此類題型的命題內容，慣用語使用頻率也較之前高。因此考生不僅側重解題的

方式，而且必須努力掌握實際日常用語的意思。

• What does the man mean when he says, “~”? 男子說「~」時，他的意思為何？

• Why does the woman say, “~”? 為什麼女子要說「~」？

• What does the man imply when he says, “~”? 男子說「~」時，他主要暗示什麼？

代表性問題類型

新 TOEIC 題型

PAR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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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照片題是由人物採取的行動、描寫姿勢的用法、關於場所及背景的描述所構

成。應謹慎掌握照片的核心狀況、人物的視線或動作、衣服。出現 2人以上時，

請仔細聆聽人物共同的狀況、互動，以及個別人物的狀況。

Possible Answers

He is using a copying machine.
他正在使用影印機。

He is standing in the hallway.
他正站在走廊上。

He is making a copy of a 
document.
他正在影印資料。

copy
machine

hallway

先看例題 先看核心用法

請確認了解多少核心用法。

 look 看

 wear

 hold 

 reach 

 stand

 move 

 walk 

 write

 watch 

 stare 

 inspect

 facility 

 shake hands 

 sit

 presentation 

 point 

 show

 put on 

 sidewalk 

人物照片KEY 01

PART 1 

學習核心用法 Step 1 
Step 1 學習主要字彙和片語：只要

確實熟悉各主題和各題型的核心用

法，就能輕易聽懂並理解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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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ok 動  看 looking at some documents 正在看資料

wear 動  穿戴、使用(狀態) wearing a shirt 穿著T恤

hold 動  拿 holding papers 拿著紙

reach 動  延伸 reaching for a cup 正伸手拿杯子

stand 動  站著 standing in front of a bookcase 正站在書櫃前

move 動  搬移 moving a box 正在搬箱子

walk 動  走路 walking up the stairs 正在爬樓梯

write 動  寫 writing something down 正在寫些東西

watch 動  看 watching a panel 正看著儀表板

stare 動  凝視 staring at a monitor 正凝視著螢幕

inspect 動  調查 inspecting a facility 正在檢查設施

facility 名  設施 a research facility 研究機構 

shake hands 握手 shaking hands with the director 正與董事握手

sit 動  坐著 sitting around the table 圍著桌子坐

presentation 名  發表 giving a presentation 正在發表

point 動  指出 pointing to a graph 正指著圖表

show 動  呈現 showing a graph 正呈現圖表

put on 穿、使用(動作) putting on a sweater 穿上毛衣

sidewalk 名  人行道 walking on the sidewalk 正走在人行道

STEP 1-1     默記核心用法 Track P1_1背誦核心用法

PA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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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各階段的學習累積基本技巧

Step 2 接觸實戰問題前先有系統地練習

英文的階段：不只增強多益解題能力，也

能培養在實際生活中運用的英文溝通能

力。依照 Step 2 的各步驟學習，就能自

然地適應各部分的題目及問題特性。

Step 2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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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k P3_2STEP 2   尋找正確答案的線索

Question What are the speakers mainly discussing? 

(A) The upcoming promotion  
(B) Sales of some products  
(C) A contract of employment  
(D) Arrangements for a company meeting

Answer  

Script W  The promotion season will be coming up soon. Do you have any guesses on 
who might get promoted from our marketing department?

M  Well, I know I won’t be. My performance report this quarter is pretty poor for coming 
in late a lot. I was even summoned by the human resources department for it.

W  But you also secured a huge contract for the company that will generate millions 
of dollars in profit this year. I think you have a very good chance of promotion.

M  Do you really think I have a shot? Thank you for saying so, Mary. That’s very kind of 
you.

正解及解析 

問題 說話者們主要在討論什麼？

(A) 即將到來的升遷

(B) 產品銷售

(C) 聘僱契約

(D) 公司會議的安排

題目 W  升遷季即將到來。你猜誰可以從我們行銷部門晉升？

M 嗯，我想我不太可能。我常常遲到，所以我這季的績效考核很糟。我甚至因此被人資
部找去談話。

W 但是今年你也為公司招攬到數百萬美元利潤的大合約。我覺得你很有機會升職。

M 妳真的這麼認為嗎？很感謝妳這麼說，Mary。妳人真好。 

題目分析 對話前半段就出現可以選出正確答案的線索。女子的第一句話中出現「promotion season 

升遷季」、「get promoted晉升」等用法，所以可得知這是在討論關於即將到來的升遷。

接著說到男子升遷的可能性。因此，即使錯過對話前半段，也能選出對話的主題是「The 

upcoming promotion即將到來的升遷」。

PAR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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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閱讀下列句子，並選出畫線部分的正確描述。

1. I can walk you through the set-up process.

(A) go to a place with you by walking 
(B) help you learn by showing the process

2. It is the holiday season so our orders are backed up.

(A) restocked 
(B) delayed

3.  I can definitely help you with finding the perfect laptop to suit your needs.

(A) fail to meet your demands 
(B) meet your requirements

4. I am only handling the sale of the on-air item.

(A) managing the selling 
(B) dealing with purchasing

5.  That’s alright. Things can happen.

(A) Bad things may happen. 
(B) No bad things will happen.

6. We have special discounts available to our bulk buyers.

(A) costing a lot of money 
(B) large amounts

7. What brings you here today?

(A) What do you need? 
(B) Why are you here?

8. Oh thank you for the heads up.

(A) Thanks for raising your head. 
(B) Thanks for letting me know.

STEP 2 短篇對話練習

PAR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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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2 練習照片描述

1.   請看上面的照片並使用字彙回答下列問題。

(1) Where is the table?
the table / the sofa / is / in front of 桌子在沙發前面。

 ⇢                                                                                                                        

(2) What is on the sofa?

  placed / some / are / cushions / on / the sofa  

沙發上有幾個軟墊。

 ⇢                                                                                                                        

(3) Where are the frames?
the frames / above / are / the sofa 沙發上方有相框。

 ⇢                                                                                          

正解及解析 p. 3  

2. 請閱讀下列句子，正確的標上 T，錯誤標上 F。

(1) There are flowers next to the table.  

(2) Someone is sitting on the sofa. 

(3) Some lights are turned on. 

3. 請聽下列選項，並選出正確描述照片的選項。 Track P1_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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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ame

table

cushion

sofa

PART 1 

Step 3 解題

Step 3 可以接觸到多益實戰問題的階段：運用之前階段學習的內容，就能順

利解答多益考題。藉由實際解答多益考題不僅能產生對多益的自信，也能有

效應對實際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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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聽下列句子並選出最適合的回答。 Track P3_28

Schedule
10am Sophia Turner

11am Josh Lane

1pm Devin Stone

4pm Emma Jenkins

1. What does the woman want to talk about?

(A)   Whether he is available to give the 
presentation

(B)   Rescheduling his company board 
meeting 

(C)   A change in his 1 o’clock appointment 
(D)   The details of his lunch meeting with a 

client

2. Who most likely is the woman? 

(A)   A secretary
(B)   A client
(C)   An interviewer 
(D)   An accountant

3.  Look at the graphic. Who is the client the 
man will meet at lunch?

(A)   Ms. Turner
(B)   Mr. Lane
(C)   Mr. Stone
(D)   Ms. Jenkins

4.  Why does the woman initiate this 
conversation?

(A)   To request help for the project
(B)   To scold him for failing to manage the 

team 
(C)   To check on the progress of the project
(D)   To ask him to leave the team

新TOEIC題型+ 

5.  When did the man plan to report to the 
woman? 

(A)   On next Monday
(B)   On last Thursday
(C)   On this Wednesday 
(D)   On this Friday 

6.  What does the man say he can do?  

(A)   Prepare the presentation on time
(B)   Manage a bigger project
(C)   Sell more product
(D)   Fix the problem

7.   What type of business do the speakers do? 

(A)   A real estate firm
(B)   A travel agency
(C)   A software company
(D)   A car company

8.  What does the man have in mind as the 
first order of business?

(A)   To discuss about the new software 
launch

(B)   To put together a team of engineers for 
the project

(C)   To call for a board of directors meeting 
(D)   To call off the new product launch 

9.  What most likely will happen next? 

(A)   They discuss about merits and demerits 
of the proposal. 

(B)   The women prepare for a meeting with 
clients. 

(C)   The man introduces the women to each 
other. 

(D)   The engineer explains the program.  

練習題STEP 3   

PAR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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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解及解析 p. 32

STEP 3 練習題

請聽下列對話並填空。 Track P3_27

1. W  Mr. Thompson, if you have a                     I would like to go                     your 

                    for today. Is this a good                     for you?

 M  Oh yes, Valerie, please                     in. I                     you telling me yesterday that 

I have a lunch                     with a                     . What                     is the meeting 

again?

 W  You are having a                                         today at 1pm. The client’s                     

just called to                     . Also she wanted me to                     you if you would be  

                    the Creative                     to the meeting.

 M  No, I                     it’s going to be                     me. Josh is out on a                     for 

a different                     .

2. W  David, how is the new                        coming                        ? The                         

is fast                        . Is there                     I can do to                     the                     ?

 M  Thank you for the                     . That is very nice of you. But I think we’re                     

it quite                     . We should be                     on                     for the presentation.

 W  That’s                     news. I was getting a little                     because I didn’t  

                    any                     reports from your team                     , and the 

presentation is next Monday.

 M  Oh I’m so sorry. I was going to                     you the final                     at the end of 

this week when we                     the preparations.

PAR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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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多益，最大的變化是？

TOEIC   Test Of English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 國際溝通英語測驗 )

的簡稱，多益測驗乃針對英語非母語人士所設計之英語能力測驗，測驗分數反映

受測者在日常生活或職場所需的英語能力，自 2018 年 3 月的定期測驗起更新了

部分題數。 

1. 新 TOEIC 測驗結構

多益測驗總題數為 200 題，包括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100 題，以及 Reading 

Comprehension 100。測驗內容如下表：

領域 Part 題型 題數 時間 分數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Part 1 照片描述 6

100 45 分鐘 495 分
Part 2 問題 - 回答 25

Part 3 短篇對話 39

Part 4 說明文 30

Reading

Comprehension

Part 5 短篇文章填空 30

100 75 分鐘 495 分
Part 6 長篇文章填空 16

Part 7
單篇文章 29

多篇文章 25

Total 200 題 120 分鐘 990 分

總題數、解題時間及分數與舊多益相同，但變更了 part 的結構。

2. 命題範圍及主題

領域 細節

商業 合約、協商、行銷、銷售、商業企劃、會議

製造 工廠管理、產線、品管

金融與預算 銀行、投資、稅金、會計、收費

開發 研究、產品開發

辦公室
員工會議、董事會、信件、留言、電話、傳真、E-mail、辦公
設備和家具

問候 徵才、雇用、退休、給薪、升遷、就業面試和自我介紹

住宅 / 企業不動產 建築、設計書、購買和租借、電及瓦斯服務

旅行
火車、飛機、計程車、公車、船、郵輪、票券、行程、車站及
機場簡介、汽車租賃、飯店、預約、延期及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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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 TOEIC L/C 分析

2018 年 3 月初次實施的新 TOEIC，其改版的理由是為了與時代同步，以有效反

映在各種環境中可以溝通的能力。 

新舊多益測驗內容差異如下：

(1) Part 1 & Part 2

舊多益 2018新多益

Part 1 題數 Part 1 題數

共 10 題 共 6 題

Part 2 題數 Part 2 題數

共 30 題 共 25 題 

•  題數變更
Part 1 是在 2006 年新多益改版時比重就已經降低，這次改版中比重更下降了。

考生可以知道這是藉由下調最簡單的 Part 1 題數比重，調整逐漸攀升的多益平均

分數。Part 2 的改變與 Part 1 相同，也是題數的變化。題型與舊制相同，因此不

需要特殊的應考對策。 

(2) Part 3 

舊多益 2018新多益

Part 3 問題 Part 3 問題 

共 10 個問題 共 13 個問題

※ 新題型問題

• 加入 3 人對話

•   2 人對話中說話的長度縮短，對話次數

增加

Part 3 題數 Part 3 題數 

共 30 題 共 39 題 

何謂新多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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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數變化

這次改版中 L/C 部分的核心就是 Part 3。Part 3 是整體 L/C Part 中出現與日常可

能接觸的英語會話型態最相似的問題。因此，Part 3 題數比重的增加也可以了解

考生實際對話的溝通能力。此外，隨著 Part 3 比重的增加，解讀題目和選項的負

擔也隨之增加。為了因應這樣的變化，考生必須充實聽力的字彙能力。 

• 新題型

除了題數的變化之外，Part 3 也出現了新類型的題目和問題。

• 3人對話

最令人矚目的新題型是 3 人對話題目。與舊制 2 人對話題目長度相似，主要差別

在於說話的長度縮短，而對話的次數增加了。舊制 2 人對話題目只聽聲音就能簡

單區分說話者。但 3 人對話中出現兩名同性別的說話者，所以應留意說話者的語

調才能區分說話者。3 人對話題目的出題特徵是兩名同性別說話者的共同意見或

計畫等。題目中會出現 the women/the men 這樣的單字，所以先閱讀題目就能知

道對話中出現的說話者是 1 名男性 + 2 名女性，還是 2 名男性 + 1 名女性。 

• 2人對話

另一個改變是 2 人對話題目的變更。舊制 2 人對話題目的型態是 A-B-A、A-B-

A-B，出現 3-4 次對話，新制則增加了對話的次數。對話次數增加，但整體題目的

長度仍相同，因此這部分的改版對考生而言沒有太大變化。 

(3) Part 3 & Part 4

新題型

• 表格及圖形連結問題              • 說話意圖及暗示問題

• 新題型 -說話意圖推論

Part 4 的題數及問題都沒有變化。但有兩種新題型加到 Part 3 及 Part 4 中。其中

之一是說話者的意圖，以及詢問說話者暗示什麼的問題。這不只是測驗英文句子

表面的意思，更考驗考生是否能及時掌握文章脈絡。說話意圖及暗示問題中，考

生必須注意聆聽的句子已經先印在題目卷上，因此只要先閱讀並理解問題，就能

掌握該句的重點。

何謂新多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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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題型 -圖表資料連結

另一種新題型是圖表資料連結。這是運用圖表解題的題型，但資料的題目長度也

不會縮減。因此，請確實把握時間快速閱讀題目、選項及圖表資料。

(4) 給已經準備舊制 TOEIC的考生

相信考生們對於應該如何準備新 TOEIC，以及如何才能取得高分等非常煩

惱。事實上 TOEIC 考試本身並沒有改版，所以不需要尋找全新的準備方法。

重點是除了維持對舊制 TOEIC 的準備，再另外分析新題型，並依此尋找正確

答案的策略。但最重要的觀念是，應以學習英文的心態從基礎開始紮實地累

積實力，才是正確強化聽力的不二法門。如此一來，才能培養出面對任何題

型都毫無畏懼的適應力。

4. TOEIC 測驗相關事項

• 準備物品： 有效身分證件 ( 身分證、駕照、未過期的護照、健保 IC 卡等 )、2B 鉛筆、橡

皮擦、手錶

• 考試時間： 測驗開始前 30 分鐘抵達應試教室。測驗時間（含基本資料填寫）開始時即不

得入場。

• 成績確認： 成績單預計寄送及線上查詢時間，請見官方網站公告為準： 

http:// www.toeic.com.tw ( 考生專區 -> 試後查詢 -> 成績查詢 )

何謂新多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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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 Daily Training Plan

自我診斷測驗 Track Pretest

自我診斷測驗正確答案

1. coffee / copy  2.  holding / folding    3. (A)    4.(A)    5. 休假、放學 6.員工 7.契約 8.保養 9.會計師 10.上市 11.我們

的訂單被推延了。12.你今天晚上有空嗎？13.謝謝你的提醒。14.你應該放輕鬆。15.我需要幫忙。16.我目前仍在職。

17.高速公路完全堵塞了。18.那家店歇業了。19.他將卸下CEO的職位。20.電影馬上就要開演了。

• 請聆聽下列句子並分辨類似的發音。

1. Did you pour                     over the  

original or the                     ? 

2. She is                     a chair.

She is a                     a chair

• 請聆聽下列句子選出合適的答案。

3. 文章中廣告的業者是？

(A) A supermarket 
(B) A library

4. 文章的主題為何？

(A)      
(B)           

• 請寫出下列單字的意思。 

5. vacation: 

6. employee:

7. contract:

8. maintenance:

9. accountant: 

10. launch:

• 請寫出下列句子的中文，並留意底線的應用。

11. Our orders are backed up. 

                                                                          

12. Are you available this evening? 

                                                                          

13. Thank you for the heads up. 

                                                                          

14. You should take it easy. 

                                                                          

15. I need an extra hand. 

                                                                          

16. I´m still held at work. 

                                                                          

17. The highway is completely packed. 

                                                                          

18. The shops are closed for business. 

                                                                          

19. He’ll step down as the CEO. 

                                                                          

20. The movie is about to start. 

                                                                          

答對的題數                 題



UNIT 1

人物/風景/事物照片

PART 1

KEY 01  人物照片

KEY 02  風景及事物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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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天 第2天 第3天 第4天 第5天 第6天 第7天

Week 1  Key 01-02  複習  Key 03-04  Key 05-06  複習  Key 01-03  複習

Part 1 Part 2

Week 2  Key 04-06  複習  Key 07-09  複習  Key 01-02  Key 03-04  Key 05-06

Part 2 Part 3

Week 3  複習  Key 07-09  Key 10-11  複習  Key 01-02  Key 03-04  Key 05-06

Part 3 Part 4

Week 4  複習  Key 07  Key 08-09  Key 10-11  複習  Actual Test  總複習

Part 4

KEY 新多益 Daily Training Book 

4 週 Daily Training Plan

• 一天需讀的 Key 量很多，所以應徹底複習。

• 以踏實累積實力的方法依照各 Key 的步驟有條不紊地學習。

• 複習時蒐集步驟 3 的練習題，模擬實際的考試練習解題，錯誤的部分請再次聽寫並跟讀。

• Actual Test ( 實戰測驗 ) 後回到不足的學習單元再複習一遍。

• 每結束一個單元都制定自己專屬的各 Part 策略。

• 請記住提升聽力最好的方法，就是每天持續練習一定的量。

自我診斷測驗結果

答對題數
15題以上

具備字彙、文法、基礎聽力的學習者

為了培養臨場感，應正確掌握細節事項，
並需要熟悉各國口音的練習。

請 依 照 4 週 Daily Training 
Plan 準備考試，集中提升聽
力實力。

答對題數
0~7題

應熟悉基礎字彙及英文發音的學習者

不只單純背誦單字，更應練習聆聽並複
誦。請以可聽懂本書的所有字彙、片語為
目標來練習。

請 依 照 8 週 Daily Training 
Plan 準備考試，紮實地累積
字彙及聽力實力。

答對題數
8~14題

了解基礎字彙，但聽力練習不足的學習者

此階段最重要的是除了字彙外，要盡可能
試著聆聽更多的片語和句子。

請 依 照 6 週 Daily Training 
Plan 準備考試，強化字彙和
片語，同時集中句子的聽力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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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照片題是由人物採取的行動、描寫姿勢的用法、關於場所及背景的描述所構

成。應謹慎掌握照片的核心狀況、人物的視線或動作、衣服。出現 2 人以上時，

請仔細聆聽人物共同的狀況、互動，以及個別人物的狀況。

Possible Answers

He is using a copying machine.
他正在使用影印機。

He is standing in the hallway.
他正站在走廊上。

He is making a copy of a 
document.
他正在影印資料。

copy
machine

hallway

先看例題 先看核心用法

請確認了解多少核心用法。

 look 看

 wear

 hold 

 reach 

 stand

 move 

 walk 

 write

 watch 

 stare 

 inspect

 facility 

 shake hands 

 sit

 presentation 

 point 

 show

 put on 

 sidewalk 

人物照片KEY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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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ok 動  看 looking at some documents 正在看資料

wear 動  穿戴、使用(狀態) wearing a shirt 穿著T恤

hold 動  拿 holding papers 拿著紙

reach 動  延伸 reaching for a cup 正伸手拿杯子

stand 動  站著 standing in front of a bookcase 正站在書櫃前

move 動  搬移 moving a box 正在搬箱子

walk 動  走路 walking up the stairs 正在爬樓梯

write 動  寫 writing something down 正在寫些東西

watch 動  看 watching a panel 正看著儀表板

stare 動  凝視 staring at a monitor 正凝視著螢幕

inspect 動  調查 inspecting a facility 正在檢查設施

facility 名  設施 a research facility 研究機構 

shake hands 握手 shaking hands with the director 正與董事握手

sit 動  坐著 sitting around the table 圍著桌子坐

presentation 名  發表 giving a presentation 正在發表

point 動  指出 pointing to a graph 正指著圖表

show 動  呈現 showing a graph 正呈現圖表

put on 穿、使用(動作) putting on a sweater 穿上毛衣

sidewalk 名  人行道 walking on the sidewalk 正走在人行道

STEP 1-1     默記核心用法 Track P1_1背誦核心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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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an is looking at some documents. 

男子正在看資料。

A man is                     a shirt. 

男子穿著襯衫。

A man is                     papers in his hands. 

男子兩手拿著紙。
 

She is                     for a book. 
她正伸手拿書。

She is                     in front of a bookshelf. 

她站在書櫃前。

She is                     a box. 

她正在搬箱子。

She is                     up the stairs. 

她正在爬樓梯。

A technician is                      something down. 

技術員正在寫東西。

He is                     panels. 

他正看著儀表板。

He is                     facilities. 

他正在檢查設施。

Two men are                                         . 

兩名男子正在握手。

They are                     around the table. 

他們圍著桌子坐著。

A woman is giving a                     .  

女子正在發表 (簡報)。
A woman is                     to a graph.  

女子正指著圖表。

A woman is                     a graph.  

女子正呈現圖表。

STEP 1-2 確認核心用法 正解及解析 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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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2 練習照片描述

1.   請看上面的照片並使用字彙回答下列問題。

(1) What is the woman in the picture doing?
she / reaching / book / for / a / is 她正伸手拿書。

 ⇢                                                                                                                        

(2) Where is the woman?
she / in / is / library / the 她正在圖書館內。

 ⇢                                                                                                                        

(3) What is she wearing?
glasses / wearing / she / is 她戴著眼鏡。

 ⇢                                                                                                                          

library

glasses

bookshelf

正解及解析 p. 2

2. 請閱讀下列句子，正確的標上 T，錯誤標上 F。

(1) She is standing in front of a copying machine.

(2) She is putting on glasses.

(3) She is reading a book.

3. 請聽下列選項，並選出正確描述照片的選項。  Track P1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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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