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多益最重要的	

還是語彙能力！

前言

多益是一種要求基本商業英文實力的

測驗，因此它並非困難的測驗。多益

中出現的語彙也大致侷限於商業英文

與生活英文，在理解多益測驗的特性

後學習語彙，能讓學習更具效率。舉

例來說，associate 此一單字在一般

考試中通常作為『聯合』的意思使用，

在多益中則更常作為『職場同事』。

House不當作『家』使用，而是『收

容』的意思；estimate當作『估價單』

使用的情況則高於『估計』的意思。

2018年 3月開始執行的新制多益與先

前多益間的最大差異就是〝語彙力評

價的強化〞。

在 LC中參加對話的話者人數、慣用語

增加，運用的視覺資料也增加了。在

RC中出現許多必須在短時間內掌握文

章脈絡解決的句子或短文，能輕易攻

略的致勝方法就是依照各個主題、各

個詞類學習語彙！



如果透過學習各個主題常出的語彙來

累積實力，無論交談人數的多寡、

在何種情況下交談都能迅速地掌握

情況與內容，理解特定視覺資料中

常出的語彙就能輕易分辨對錯。另 

外，若是能學習各個詞類的語彙累積

實力的話，面對容易混淆的語彙、近

義詞、反義詞、常出的慣用語時就不

會驚慌失措，且能輕易並迅速地掌握

短文的脈絡。面對同時具備實用性與

速度感的新制多益時，致勝的秘訣就

是學習各個主題、各個詞類的語彙。

本書只使用了以多益 730分為目標的

850個常考語彙，若是曾為了學習多

益語彙而準備了一本厚重的書且讀到

相當煩躁，或者是根本就直接打消念

頭的話，建議可帶著輕鬆的心情研讀

本書。本書中的代表語彙都有搭配各

自的詞類變形單字、近義詞、反義詞，

以及常出慣用語，這是為了讓讀者們

在學習一個常出語彙時，就順便一起

學習多個附加的語彙。因此，只要學

習 850個代表語彙，就能同時學會多

上好幾倍的龐大量的單字。

本書將 850個代表語彙分類為 32個

主題、125組詞類 (名詞 動詞 形容

詞 /副詞 )，各個主題的詞類以 6~8個

為一組，一天 5組左右 (代表語彙 40

多個 )為最恰當的學習量。透過例句

熟悉代表語彙，並連同附加語彙和句

子一起背起來吧！記得運用發音讓耳

朵熟悉各個語彙！每一頁上端的多益

Skill問題是考古題的變化題型，請務

必透過預習和複習解題！只要使用這

種單位與方法學習，就能在 25天內學

會達到多益 730分所需要的語彙。

小巧輕便的 < 25天搞定 NEW TOEIC新

制多益的 850個核心單字 >可隨身攜

帶，在咖啡廳或通勤坐車的時候都能

利用時間瀏覽，相信讀者們在不知不

覺中就能學會多益的語彙。

Choi Seon-Ho,Claire Park



結構與特徵

可習得更有效率應對多益

實戰的 Skill。

藉由多益實戰題累積實戰

的臨場感吧！可以在背語

彙前先嘗試解題，也能在

背完語彙後解題。

分類為 32個主題與 125
組詞類 (包含：名詞、動
詞、形容詞 / 副詞 )，每
天帶著輕鬆喝 1∼ 2杯咖
啡的心情學習 5組，只要
25天就能完成！

1

4

➊  /  (B) experience
這個 PA 媒體團隊聘請了三位擁有傑出會計

經驗的新員工，並將他們安置在企畫團隊。

accounting experience 的意思是『會計經驗』，屬於 

複合名詞。(D )  experiment實驗。

008

・	 certificate
	 n.	執照，證書

 v. certify 證明，保證

 adj. certified 有保證的，公認的

The company may request a doctor’s 
certificate to prove your health is 
good.
這家公司可能會要求醫師的 診斷書 來證明

你的健康狀況是良好的。

010

・	 achievement
	 n.	完成，成就

 v. achieve 實現，完成

A great achievement demands years 
of trial and error.
一個偉大的 成就 需要多年的反覆試驗。

011

・	 ability
	 n.	能力

Our sales team is looking for workers 
with strong interpersonal ability.
我們的銷售團隊正在尋找擁有極佳人際 

關係 能力 的工作夥伴。

009

・	 experience
	 n.	經驗，體驗

 v. experience 體驗，經歷

Our new accountants have years of 
accounting experience.
我們新的會計師有多年的會計 經驗。

1 The PA Media Groups hired 3 new employees who have 

outstanding accounting _ and placed them on the 

project team.

(A) experienced (B) experience

(C) experiencing (D) experiment

就業

名詞2

008
-
015

005

・	 requirement
	 n.	必要條件，要求

 v. require 要求

 + meet the requirement 符合要求

Fluency in Spanish is a requirement 
of this job.
西班牙語流利是這份工作的 必要條件。

007

・	 résumé
	 n.	履歷表

Please submit your résumé and 
cover letter for our review.
請提交您的 履歷表 和求職信以供我們審核。

006

・	 reference
	 n.	參考，提及

 v. refer 提到

 + a letter of reference 推薦信 

with[in] reference to ~ 參考

I’m pleased to write you a letter of 
reference.
我很高為您寫 推薦信。

➋  /  (A) position
Anita Wong因為一連串決策失敗，導致她身

為副總經理的職務面臨許多困難。

as vice president為尋找答案的線索，屬於副總經理 

『職責』的 position最為恰當。(B )  estimate 估價單， 

( C )  submission提交物，(D )  package包裝物。

2 Ms. Anita Wong has faced a number of challenges in 

her _ as vice president due to a series of policy 

failures.

(A) position (B) estimate

(C) submission (D) package



代表語彙

先確認提示的代表語彙。

由於各主題的詞類有 6~8
個左右的代表語彙，可以

試著邊聯想邊背。接下來

再確認和代表語彙一起提

示的近義詞、反義詞及語

句。

     說明

 n.    名詞 noun

 v.    動詞 verb

 adj.   形容詞 adjective

 adv. 副詞 adverb

 =    近義詞

 ≠    反義詞

 +    語句

4

➊  /  (B) experience
這個 PA 媒體團隊聘請了三位擁有傑出會計

經驗的新員工，並將他們安置在企畫團隊。

accounting experience 的意思是『會計經驗』，屬於 

複合名詞。(D )  experiment實驗。

008

・	 certificate
	 n.	執照，證書

 v. certify 證明，保證

 adj. certified 有保證的，公認的

The company may request a doctor’s 
certificate to prove your health is 
good.
這家公司可能會要求醫師的 診斷書 來證明

你的健康狀況是良好的。

010

・	 achievement
	 n.	完成，成就

 v. achieve 實現，完成

A great achievement demands years 
of trial and error.
一個偉大的 成就 需要多年的反覆試驗。

011

・	 ability
	 n.	能力

Our sales team is looking for workers 
with strong interpersonal ability.
我們的銷售團隊正在尋找擁有極佳人際 

關係 能力 的工作夥伴。

009

・	 experience
	 n.	經驗，體驗

 v. experience 體驗，經歷

Our new accountants have years of 
accounting experience.
我們新的會計師有多年的會計 經驗。

1 The PA Media Groups hired 3 new employees who have 

outstanding accounting _ and placed them on the 

project team.

(A) experienced (B) experience

(C) experiencing (D) experiment

就業

名詞2

008
-
015

005

・	 requirement
	 n.	必要條件，要求

 v. require 要求

 + meet the requirement 符合要求

Fluency in Spanish is a requirement 
of this job.
西班牙語流利是這份工作的 必要條件。

007

・	 résumé
	 n.	履歷表

Please submit your résumé and 
cover letter for our review.
請提交您的 履歷表 和求職信以供我們審核。

006

・	 reference
	 n.	參考，提及

 v. refer 提到

 + a letter of reference 推薦信 

with[in] reference to ~ 參考

I’m pleased to write you a letter of 
reference.
我很高為您寫 推薦信。

➋  /  (A) position
Anita Wong因為一連串決策失敗，導致她身

為副總經理的職務面臨許多困難。

as vice president為尋找答案的線索，屬於副總經理 

『職責』的 position最為恰當。(B )  estimate 估價單， 

( C )  submission提交物，(D )  package包裝物。

2 Ms. Anita Wong has faced a number of challenges in 

her _ as vice president due to a series of policy 

failures.

(A) position (B) estimate

(C) submission (D) pack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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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➊  /  (B) candidates
當尋求聘請員工時，老闆們比較偏好面試在

相關領域至少有五年經驗的應試者。

interview 是尋找解答的線索，因為答案是『面試』，受

詞的位置應該放人物的名詞，只有 candidates 是人物

名詞。(A) applications 申請書，(C) proposal 提案書， 

(D) assistance 協助。

001

・	 applicant
	 n.	申請人，求職者

 v. apply 申請，請求

 n. application 應用，申請書

All applicants have already submitted 
two letters of reference.
所有的 申請人 已經提交有關會議的兩封信

件。

003

・	 candidate
	 n.	候選人，應試者

 = applicant 求職者

Alice Hong is the most ideal 
candidate for the job.
Alice Hong 是這份工作最理想的 候選人。

004

・	 position
	 n.	位置，職位

 v. position 安置

 + offer a position 提供一個職位 

apply for a position 申請一個職位

The manager thinks Mr. Lee is the 
right person for the position.
經理認為李先生是適合這個 職位 的人。

002

・	 application
	 n.	應用，申請書

 v. apply申請，請求
 n. applicant 申請人，求職者

I’ll review your job application and 
call you soon.
我會審核你的求職 申請書 然後盡快打電話

給你。

名詞1

001_007

1 When seeking to hire employees, employers prefer to 

interview _ with at least 5 years of experience in a 

related field.

(A) applications (B) candidates

(C) proposal (D) assistance

就業



005

・	 requirement
	 n.	必要條件，要求

 v. require 要求

 + meet the requirement 符合要求

Fluency in Spanish is a requirement 
of this job.
西班牙語流利是這份工作的 必要條件。

007

・	 résumé
	 n.	履歷表

Please submit your résumé and 
cover letter for our review.
請提交您的 履歷表 和求職信以供我們審核。

006

・	 reference
	 n.	參考，提及

 v. refer 提到

 + a letter of reference 推薦信 

with[in] reference to ~ 參考

I’m pleased to write you a letter of 
reference.
我很高為您寫 推薦信。

➋  /  (A) position
Anita Wong因為一連串決策失敗，導致她身

為副總經理的職務面臨許多困難。

as vice president 為尋找答案的線索，屬於副總經理 

『職責』的 position 最為恰當。(B )  estimate 估價單， 

( C )  submission 提交物，(D )  package 包裝物。

2 Ms. Anita Wong has faced a number of challenges in 

her _ as vice president due to a series of policy 

failures.

(A) position (B) estimate

(C) submission (D) package



4

➊  /  (B) experience
這個 PA 媒體團隊聘請了三位擁有傑出會計

經驗的新員工，並將他們安置在企畫團隊。

accounting experience 的意思是『會計經驗』，屬於 

複合名詞。(D )  experiment 實驗。

008

・	 certificate
	 n.	執照，證書

 v. certify 證明，保證

 adj. certified 有保證的，公認的

The company may request a doctor’s 
certificate to prove your health is 
good.
這家公司可能會要求醫師的 診斷書 來證明

你的健康狀況是良好的。

010

・	 achievement
	 n.	完成，成就

 v. achieve 實現，完成

A great achievement demands years 
of trial and error.
一個偉大的 成就 需要多年的反覆試驗。

011

・	 ability
	 n.	能力

Our sales team is looking for workers 
with strong interpersonal ability.
我們的銷售團隊正在尋找擁有極佳人際 

關係 能力 的工作夥伴。

009

・	 experience
	 n.	經驗，體驗

 v. experience 體驗，經歷

Our new accountants have years of 
accounting experience.
我們新的會計師有多年的會計 經驗。

1 The PA Media Groups hired 3 new employees who have 

outstanding accounting _ and placed them on the 

project team.

(A) experienced (B) experience

(C) experiencing (D) experiment

就業

名詞2

008
-
015



012

・	 attitude
	 n.	看法，態度

A positive attitude leads to success.
積極的 態度 會導致成功。

014

・	 attraction
	 n.	吸引力，魅力

 v. attract 吸引，具有吸引力

 adj. attractive 有吸引力的

Most of the applicants hold little 
attraction for the interviewers.
大部分的求職者對面試官沒什麼 吸引力。

013

・	 manner
	 n.	 	方式，禮儀

You should respond in a confident 
manner during a job interview.
在工作面試時，你應該以有自信的 方式  

來回應。

015

・	 training
	 n.	培養，訓練

 n. trainee 練習生，實習生

 v. train 訓練，進行鍛鍊

All employees will be offered training 
on the new software.
將會為所有員工提供有關新軟體的 培訓。

➋  /  (C) manner
我們將採取一切措施，及時解決任何投訴，

並讓客戶完全滿意。

記得 in a timely manner 為『及時』的慣用語！ 

慣用語不能隨便加入其他單字。(A )  decline 減少， 

(B )  courtesy 禮貌，(D )  measurement 測量。

2 We will take every measure to resolve any complaints in 

a timely _ and to give customers full satisfaction.

(A) decline (B) courtesy

(C) manner (D) measure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