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韓國多益主辦單位親自編寫的多益題庫書

多益閱讀模擬測驗 10回

YBM過去三十年來主辦韓國區多益測驗，引領多益市場，不斷出版暢銷書。現在推出了《多益閱讀模擬測驗

10回》。

 

YBM 多益，獨樹一格！

懷著對 YBM名聲的自負心編寫！

YBM是自 1982年開始主辦韓國多益測驗的主辦單位，三十多年來以來，出版了 400多本多益暢銷書。憑藉

長久以來分析多益題目和發行教材時累積的專業性與實力，推出了這次的新作《多益閱讀模擬測驗 10回》。 

帶著多益主辦的使命感編寫！

作為多益測驗的主辦單位，YBM身負使命感，完整分析新多益的最新出題方向，撰寫了《多益閱讀模擬測驗

10回》。使用與實際測驗最類似的題型，而且解析本詳細記載出題的核心要點。 

有著出版 ETS教材的能力編寫！

YBM獨家出版出題機構 ETS的多益教材，憑藉一直以來累積的經驗知識撰寫《多益閱讀模擬測驗 10回》。本

書收錄的 1000道考題準確地反映出出題者的用意，因此我們以其他多益教材無法比擬的品質為傲。 

集結 YBM所有經驗的《多益閱讀模擬測驗 10回》讓各位考生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內取得最高的分數。 

YBM 



身分證  只可攜帶規定的身分證

（身分證、駕照、有效期限內之護照、公務員證件等）

2B鉛筆、橡皮擦（禁止使用原子筆或簽字筆）

多益測驗內容與考試資訊

什麼是

TOEIC測驗？

測驗內容

TOEIC 如何報名？

TOEIC是 Test of English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國際溝通英語

測驗）的縮寫，是一種針對非母語英語人士的測驗，評估考生是否具備在

日常生活或商務職場中必備的實用英語構思能力。

TOEIC只可在韓國多益委員會網站（www.toeic.co.kr）線上報名。可在網

站上事先確認每月的詳細報名及測驗日程等資訊並報名。

類型 Part 內容 題數 時間 配分

聽力

(L/C)

1 照片描述 6

45分鐘 495分
2 應答問題 25

3 簡短對話 39

4 簡短獨白 30

閱讀

(R/C)

5 句子填空（文法／詞彙） 30

75分鐘 495分

6 段落填空 16

7 閱讀測驗

單篇閱讀 29

雙篇閱讀 10

三篇閱讀 15

Total 7 Parts 200題 120分鐘 990分

測驗必備之應試用品？

如何確認 TOEIC成績？

TOEIC的滿分是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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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OEIC的分數可分為聽力（LC）分數和閱讀（RC）分數，以及綜合以上兩

者的總分。每個領域的分數以 5分為單位，分數範圍落在 5分到 495分之

內，總分則落在 10分到 990分之內，滿分為 990分。TOEIC成績依各題型

的難易度轉換分數。



PART 5 最新出題方向

詞彙問題

跟動詞、名詞、形容詞、副詞相關的詞彙問

題平均出現 2∼ 3題，通常出現 3題關於介

係詞詞彙的問題。跟連接詞、片語相關的詞

彙問題有時不會出現，有時則出現 3題。

詞性問題

跟名詞和副詞有關的詞性問題出現 2∼ 3

題，跟形容詞相關的詞性問題相對較少。

文法問題

跟時態和代名詞相關的文法問題出現 2題，

跟限定詞和副詞相關的問題出現 1題。若是

時態

問題，可能會跟主動式／被動式或單複數的

一致性有關。除此之外，也會出現與限定

詞、原級／比較級／最高級、主動式／被動

式、不定詞、動名詞等相關的文法問題。

PART 5  句子填空 Incomplete Sentences 共 30題

詞彙

53%

詞性

22%

文法

25%

PART 5 
題型

動詞

8%

名詞

8%
副詞

9%

形容詞

8%

介係詞

10%

連接詞

5%

形容詞

4%

詞彙

53%

詞性

22%

文法

25%

片語

5%

名詞

10%

副詞

8%

時態

6%

代名詞

6%

其他

6%

限定詞

3%

分詞

4%

新多益出題方向分析



PART 6 最新出題方向

除了選出符合文意的句子題以外，題型基本

上跟 Part 5很像。

詞彙問題

跟動詞、名詞、副詞、片語相關的詞彙問題

為 1∼ 2題，跟形容詞、介係詞、連接詞有

關的問題有時不會出現，有時則出現 1∼ 2

題。若是副詞詞彙題，經常出現像 therefore

（因此）或 however（然而）這種能通順地連

接文意的副詞。

詞性問題

比起跟副詞有關的詞性問題，跟名詞或形容

詞有關的詞性問題更常出現。

文法問題

跟文章脈絡密切相關的時態問題為 2題，

有時也會跟主動式／被動式或單複數一致性

有關。除此之外，也會出現與代名詞、原級

／比較級／最高級、主動式／被動式、不定

詞、動名詞等相關的文法題目。

選出符合文意的句子

從由 4道題組成的敘述中找出符合文意的句

子，每回合各出現一題，在四道考題位置中

出現的機率是第二題＞第三題＞第四題＞第

一題。

PART 6  段落填空 Text Completion 共 4篇敘述 16題（每篇敘述 4題）

詞彙

45%

詞性

10%

文法

20%

選出符合文意
的句子

25%

PART 6 
題型

動詞

9%

其他

7%

副詞

6%

形容詞

4%

介係詞

3%
連接詞

4%

名詞

13%

時態

13%

詞彙

45%

詞性

10%

文法

20%

選出符合文意
的句子

25%

片語

6%

名詞

4%形容詞

4%
副詞

2%

每篇由 4道題組成的敘述中，平均包含 2題

詞彙題、1題詞性或文法題、1題選出符合文

意的句子題。



PART 7  閱讀測驗 Reading Comprehension 共 15篇敘述 54題（每篇敘述 2～ 5題）

•   電子郵件／信件、新聞類型的敘述幾乎每次都會出

現，占總體的 50∼ 60%。

•   其他敘述類型包含 agenda, attachment, brochure, 

business plan, comment card, coupon, flyer, 

instructions, invitation, invoice, job-fair posting, list, 

log sheet, menu, newspaper editorial, note, page 

from a catalog, policy statement, program, receipt, 

report, schedule, sign, survey, voucher 等 各 種 資

料，通常平均出現。

詳細的

敘述類型

電子郵件／
信件

33%

新聞

13%

其他

17%

廣告

5%

簡訊

5%

線上聊天

5%

網頁

7%

公告 /
介紹文 /備忘錄

7%

表格

4%

資訊 2%

使用評價 2%

(雙篇閱讀和三篇閱讀之中的敘述全以單

個來計算，Part 7總共 23篇敘述 )

敘述類型 每篇敘述題數 敘述篇數 比重 %

單篇閱讀

2題 4篇 約 15%

3題 3篇 約 16%

4題 3篇 約 22%

雙篇閱讀 5題 2篇 約 19%

三篇閱讀 5題 3篇 約 28%

新多益出題方向分析



•    同義詞的題目通常在雙篇閱讀或三篇閱讀中出現。

• 連結的題目通常在雙篇閱讀中出現一到兩題，在三篇閱讀

中出現兩到三題。

• 掌握意圖的題目通常在有 2題或 4題題目的單篇閱讀閱讀

中各出現一題。敘述類型是簡訊（text-message chain）

或線上聊天討論（online chat discussion）。

• 插入句的問題通常在有 3題或 4題題目的單篇閱讀中各出

現一題。敘述類型通常是新聞、電子郵件／信件。

PART 7 
題型

主旨、目的、理由等

13%

推論

9%

連結

17%

細節

41%

確認事實關係

5%

掌握意圖

4%

插入句子

4%

同義詞

7%

PART 7 最新出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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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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s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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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s. Brooker ------- offered to donate thirty of 
the office computers to a local elementary 
school.
(A) generous
(B) generously
(C) generosity
(D) more generous

102. Employees should remember to log out of  
------- work e-mail accounts when leaving for 
the day.
(A) that
(B) who
(C) their
(D) its

103. Mr. Biden asked his supervisor ------- the 
deadline for this month’s expense reports.
(A) extend
(B) will extend
(C) had extended
(D) to extend

104. ------- this afternoon’s business seminar ends, 
Mr. Kane will have his staff clean the 
conference hall.
(A) Who
(B) When
(C) Why
(D) Which

105. In an ------- to boost annual revenue, Starlight 
Boutique will extend its weekend business 
hours.
(A) account
(B) output
(C) effort
(D) amount

106. To apply for the Web designer position, send 
us an e-mail ------- the appropriate job 
vacancy code in the subject line.
(A) with
(B) from
(C) where
(D) in

107. A recent article on consumer trends claims 
that ------- is increasing in all areas of the 
electronics industry.
(A) spender
(B) spent
(C) spend
(D) spending

108. All Bousquet Garments products, including 
accessories, ------- by us using priority post.
(A) shipped
(B) being shipped
(C) are shipped
(D) shippin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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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5

101 副詞位置 _修飾動詞

解析 動詞 offered前有空格，所以應填入修飾動詞的副
詞。選項中的副詞為（B）generously（寬大地、慷慨
地），其餘選項的詞性不符。

翻譯 布洛克先生慷慨地提出要捐贈三十臺辦公電腦給當地
小學。

詞彙 offer to＋原形動詞 主動提出要∼    donate 捐贈     
local 當地的    elementary school 小學     
generous 寬大的、慷慨的    generosity 慷慨、雅量

102 所有格代名詞 

解析 可以放在名詞前的代名詞只有所有格，而且還要能代
表複數名詞 employees，所以答案不可能是（D）its。
正確答案為（C）their。

翻譯 員工下班前必須記得登出工作信箱帳戶。

詞彙 account 帳號    leave for the day 下班

103 區分動詞  /  動狀詞 

解析 一個句子只能有一個動詞。本句中已有動詞
（asked），所以無法再加入其他動詞。因此，動狀詞
（to不定詞）（D）to extend為正確答案。

翻譯 拜登先生向他的上司請求延長本月開銷報告的繳交截
止期限。

詞彙 supervisor 上司、管理者    deadline 截止期限     
expense report 開銷報告    extend 增加、延長

104 副詞子句連接詞位置

解析 本句的開頭是空格，中間以逗號（,）連接了兩個句
子。由此可知空格為連接兩個句子的副詞子句連接詞

位置。（A）Who和（D）Which是疑問代名詞或關
係代名詞，所以不是正確答案。（C）Why也無法接
副詞子句。因此，正確答案為（B）When（當∼的時
候）。

翻譯 下午的產業研討會結束時，凱因先生會叫員工打掃會
議廳。

詞彙 conference hall 會議廳

105 名詞詞彙

解析 這題問的是「in an effort to＋原形動詞」慣用語，其意
思是「為了、企圖∼」，因此正確答案為（C）effort。

翻譯 星光精品店為了增加年度收益，將延長週末的營業時
間。

詞彙 boost 促進    annual revenue 年度收益、歲收     
extend 延長、增加    business hours 營業時間     
account 帳號、帳簿    output 產量、輸出     
amount 數量、總額

106 介系詞詞彙

解析 此題要選出能表達寄信時必須「一起（包含）」寄出
代號的介系詞。意思是「包含∼、與∼一起」的介系

詞（A）with為正確答案。

翻譯 若想應徵網頁設計師，請在 e-mail 主旨欄寫上該職缺
的代號。

詞彙 apply for 應徵∼    appropriate 合適的、適用的 
vacancy 空缺、空職    subject line 主旨欄

107 區分名詞位置＋可數 /  不可數名詞

解析 that和動詞（is increasing）之間必須填入主詞。選項
之中可以放在主詞位置的詞性是名詞（A）spender和
（D）spending。（A）spender是代表「花錢的人」
的可數名詞，想使用單數形態時，前面必須加冠詞。

（D）spending（支出）是不可數名詞，所以不需要冠
詞。正確答案為（D）。

翻譯 近日一篇有關消費者趨勢的文章主張所有電子產業領
域的消費正在增長。

詞彙 recent 最近的    article 文章    consumer 消費者     
claim 主張    electronics 電子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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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B) 102 (C) 103 (D) 104 (B) 105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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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D) 157 (D) 158 (D) 159 (A) 160 (B)
161 (D) 162 (C) 163 (A) 164 (D) 165 (A) 
166 (B) 167 (C) 168 (C) 169 (C) 170 (C)
171 (D) 172 (D) 173 (A) 174 (B) 175 (A) 
176 (C) 177 (D) 178 (D) 179 (B) 180 (A) 
181 (A) 182 (B) 183 (A) 184 (C) 185 (D) 
186 (B) 187 (C) 188 (A) 189 (D) 190 (C)
191 (C) 192 (C) 193 (A) 194 (B) 195 (C) 
196 (D) 197 (D) 198 (D) 199 (A) 200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