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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多益，最大的變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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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稱，多益測驗乃針對母語非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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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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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5 分
Part 2 應答問題 25

Part 3 簡短對話 39

Part 4 簡短獨白 30

Reading

Comprehension

Part 5 句子填空 30

100 75 分 495 分
Part 6 段落填空 16

Part 7
單篇閱讀 29

多篇閱讀 25

Total 200 題 1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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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題範圍與主題

區分 詳細內容

商業 契約、協商、行銷、業務、商業企劃、會議

製造 工廠管理、 產線、品質管理

金融和預算 銀行、投資、稅金、會計、 要求

開發 研究、產品研發

辦公室
人員會議、委員會議、信件、備忘、電話、傳真、E-mail、
事務裝備與家具

人事 徵人、雇用、退休、 報酬、升遷、就業與自我介紹 

住宅 / 企業不動產 建築、設計書、購買與租貸、電力與天然氣服務

旅行
汽車、飛機、計程車、公車、船、郵輪、票務、行程、車站
與機場導覽、租車、飯店、預約、延期和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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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art 5&6 做了何種改變呢？

舊多益    2018新多益

Part 5  句子填空 Part 5  句子填空

共 40 題 共 30 題

Part 6  段落填空 Part 6  段落填空

共 12 題
( 每個提示 3 題，總共 4 個提示 )

共 16 題 
( 每個提示 4 題，總共 4 個提示 )

(1) Part 5的題數減少

在短文中填空的 Part 5，比重降低了，Part 6 與 7 的比重則增加了。新多益 Part 5 的

出題類型並沒有太大的差異，和舊多益一樣主要是文法和語彙問題，語彙問題的比重

稍微減少了一點。

然而，就算題數減少了，和舊多益一樣必須盡可能在短時間內完成 Part 5&6，才能開

始解答 Part 7 的問題。為了達到此一目標，需要有系統的解題能力與應對問題的實戰

訓練，比起猶豫不決地說：「答案好像是 (A) ！」，如果能非常肯定 (A) 一定就是正確答

案的理由，不僅能提升多益成績，英文實力也會大幅度進步。

(2) Part 6有新類型的題目

目前為止 Part 5 和 Part 6 都一樣是挑選適當語彙與文法填入空格的題型，偶爾也會出

現和 Part 5 不同，需要掌握前後文意才能解題的問題，但問題的性質與 Part 5 的句

子填空其實是大同小異。

不過，隨著新 TOEIC 出現的新題型 - 在空格中挑選適當的句子，掌握選項的解讀能力

就變得相當重要。若是想要解決這一類型的問題，因為空格前後的句子都有線索，解

題時一定要先確認！總結來說，想要精準解題就必須閱讀比先前更多的內容，需要著

重語彙和語法磨練成的深厚解讀實力。

4. TOEIC 測驗準備事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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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確認成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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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UNIT 1

句子的結構

CHAPTER 1 句子的結構

代表例題

The company ------- employees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attend a 
safety course. 

(A) providing (B) provides (C) providers (D) provided

KEY POINT

句子的核心要素有“主詞、動詞、受詞、補語＂，在填空的位置處

判斷應加入何項要素。

GRAMMAR



想要解題，就需要辨識組成句子的要素—主詞、動詞、受詞、補語，並且依照詞類理解各個

語彙在句子中扮演的作用。

provide 動 提供                     service 提供服務

provide A with B 提供 B 給 A
                    employees with service
對職員們提供服務

provider 名 ( 服務 ) 提供者
the service                     replied to it
服務提供者回答了

provision 名 供給 housing                     住宅供應

provided 連 倘若 ~
                    that you have the money
如果你有那筆錢的話

1.                     room service    提供客房服務

2. an Internet service                     網路服務供給業者

3.                     of health care 醫療供給

4.                     that you give me a discount    倘若給我優惠的話

5.                     employees with the opportunity    提供機會給職員們

Before the Step

代表例題解答 (B) provides

 從上表中挑選出適合填入下列空格的語彙。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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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ical 
KEY

STEP 1    代表例題

句子的主詞KEY 01

------- regularly look into the factory assembly line for quality control.

(A) Supervising (B) Supervisors (C) Supervision (D) Supervised

1. 句子分析： 由於空格在動詞 look into 前面，這是選出句子主詞的題型。

2. 空格位置分析：由於句子主詞的位置必須填入名詞，動詞 (D) 無法成為答案。

3. 答案推論： 為了管理品質，定期調查生產的是『監督者』，所以答案是 (B)。

解析 為了品質管理，主管會定期檢查工廠的生產線。

解答 (B) Supervisors

(A) 動名詞 Supervising 可以發揮名詞的作用，但意思是『管理』，『管理』本身這件事情是無法

做 look into 檢查這個動作，故不是答案。

(C) Supervision 雖然是名詞，但卻是『管理、監視』的意思，同樣語意不合邏輯。

(D) 空格是名詞的位置，並非動詞過去式或動詞的過去分詞的位置。

Step by Step 

CHECK POINT

主詞的位置放入『名詞』。

選項如果大部分都是名詞時，要進行『解析』！（掌握語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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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native ------- have been introduced 

for those who are not eligible for quarterly 

bonuses, which include extra days off, free 

gifts, and so forth.

(A) rewards (B) rewarded

------- designed for the biannual conference 

were built to take security into account, the

foremost factor since meetings were to be 

frequently held there. 

(A) Spaces (B) Spacing

PRACTICE 1 PRACTICE 2

解答 1. (A)  2. (A)
POINT 1 主詞的位置出現名詞。

 z 可以在主詞位置的是具備名詞作用的

① 名詞 ② 代名詞 ③ 名詞片語 ( 動名詞片語、to 不定詞片語 ) ④ 名詞子

句 (that、whetherr/wh- 疑問子句 )。

 Making our customers stay faithful for a long time is one of our 

primary goals.

讓客戶能長期信賴我們，是我們的主要目標之一。

POINT 2 可能會出現虛主詞。

 z 如果主詞太長時，真正的主詞會擺後方，主詞的位置則會使用虛主詞 it。

 【To obtain seating at the popular restaurant on the weekends】 is 

difficult.
週末時要在受歡迎的餐廳找到位子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It is difficult【to obtain seating at the popular restaurant on the 
            虛主詞 it              真主詞 (to 不定詞片語 )

 weekends】.

：  to 不定詞在句子主詞的位置且太長時，應該要移動到後方，且虛主

詞 It 放在前面。這種時候經常都是在詢問真主詞的形態，最好能彙

整清楚。

 z 虛的主詞 There 的語法是 There + 動詞 + 真主詞的形態。

 There are some pictures of John when he was young. 
         動詞                        主詞

這邊有約翰小時候的照片。

：  因為出現詢問 There + 動詞 + 真主詞語順的問題，試著彙整一下吧。

動名詞 當主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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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ical 
KEY

STEP 1    代表例題

Travelers from Asia ------- the ancient city and explore its diverse tourist attractions of 

tourist interest.

(A) visit (B) visiting (C) to visit (D) visitation 

1. 選項分析：選項有動詞與非動詞的詞語，確認空格是否為動詞的位置。

2. 句子分析：句子的主詞是 travelers( 旅客們 )，from Asia( 來自亞洲 ) 是說明此一主詞的修飾

語，這個問題是要找出放在後面的動詞。

3. 答案推論： 選項中為動詞形態的只有 (A)，所以 (A) 是解答。

解析 來自亞洲的旅客們參觀古代都市，並且探訪各式各樣吸引觀光客的景點。

解答 (A) visit

Step by Step 

(B) 是動名詞，(C) 是 to 不定詞，無法放在動詞的位置。

(D) visitation 是『拜訪』的名詞，無法放在動詞的位置。

CHECK POINT

空格是『動詞的位置』時，尋找能放入動詞位置的選項。

句子的動詞與受詞KEY 02



解答

解說

GRAMMAR



3

UNIT 1        句子的結構

Before the Step

1. provide room service

2. an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3. provision of health care

4.  provided that you give me a discount

5.  provide employees with the 

opportunity

Step 1  PRACTICE 

1. (A) 2. (A) 3. (B) 4. (A) 5. (A) 6. (B)

7. (B) 8. (A)

1. Alternative (A) rewards have been 
introduced for those who are not 
eligible for quarterly bonuses, which 
include extra days off, free gifts, and so 
forth.

解說 由於需要動詞 have been introduced的主詞，

名詞 (A) rewards是正確答案。

解析 不具備領取季獎金資格的人，獲得額外的假日

和免費禮物等替代的獎勵。

2. (A) Spaces designed for the biannual 
conference were built to take security 
into account, the foremost factor since 
meetings were to be frequently held 
there. 

解說 空格位置是主詞，其動詞是被動語態 were 

built，空格後的 designed 是過去分詞當形容

詞用，修飾前面的主詞，故名詞 (A) Spaces 

是正確答案。

解析 空間是為了每年舉辦 2 次的會議而設計的， 因

為經常要在那兒開會，所以建蓋時便考慮了最 

重要的安全因素。

3. Management processes in the company 
(B) are defined as the function of 
converting organizational inputs into 
qualified outputs.

解說 因為需要主詞 Management processes 的動

詞，複數動詞 (B) are是正確答案。

解析 公司管理流程被定義為是將組織輸入轉換為合

格輸出的功能。

4. Please (A) look over your application 
carefully before submitting it to the 
personnel department.

解說 祈使句 Please後接動詞原型，答案是 (A) look。

解析 在呈交給人資部之前，請先仔細檢查你的申請

書。

5. The recent bankruptcy forced most of 
the employees working at SD Bank 
(A) to leave.

解說 為動詞 force + 受詞 employees + to 動詞原型  

的句型。因此答案是 (A) to leave。

解析 最近的破產迫使大部分在 SD 銀行工作的員工

離開。

6. The volunteers from a local software 
company helped students 
(B) to understand how the computer 
works.

解說 為動詞 help + 受詞 students + to 動詞原型的

句型。因此答案是 (B) to understand。

解析 當地軟體公司的志工們幫助學生理解電腦是如

何運作的。

7. No one working at the factory 
(B) relies on the benefits that it provides.

解說 rely 為不及物動詞，需要介系詞 on形成搭配

語後接名詞。

解析 在那個工廠工作的人，沒有任何人是依賴它所

提供的福利制度的。

8. The keynote speaker (A) complained 
about the sound system in the 
auditorium.

解說 complain為不及物動詞，需要介系詞 about 

形成搭配語後接名詞。

解析 主講人抱怨禮堂的音響系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