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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本試卷共兩部份，答錯不倒扣。 

Section 1. 選擇題 26題，每題兩分，共 52分。 

1. I’m done with the work. 
 (A)我的工作做完了 (B)我失業了 (C)我再也不幹這工作了 (D)我被當了 (E)我把工作做得很好 
2. Pull yourself together. 
 (A)往你那兒拉一些 (B)向我靠攏些 (C)天助自助者 (D)請打起精神來 (E)你們要團結 
3. Would you get to the point? 
 (A)請講重點好嗎 (B)你太坦率了吧 (C)行百里路半九十 (D)請說明這一點 (E)請站到畫了記號的位置 
4. I can’t make an exception for you. 
 (A)別寄望於我 (B)為了你，沒有做不到的 (C)不能為你破例 (D)一切沒問題 (E)以上皆非 
5. He’s very hard on me. 
 (A)他對我很有興趣 (B)他對我很壞 (C)他為我堅持到底 (D)我們的情誼堅如金石 (E) 我常給他好看 
6. You have a lot of nerve. 
 (A)你太大膽了 (B)你看起來好緊張 (C)你很細心 (D)你火氣好大 (E)你太多心了   
7. He’s on edge. 
 (A)他焦燥不安 (B)他表現精準 (C)他被邊緣化了 (D)他就快被淘汰了 (E)他游走法律邊緣 
8. He has a short temper. 
 (A)他陰晴不定 (B)他很容易發怒 (C)他處事節奏明快 (D)他動作迅捷 (E)以上皆非 
9. I’m all thumbs. 
 (A)我渾身是勁 (B)我深受肯定 (C)我笨手笨腳 (D)我好做魯仲連 (E)我常指責他人 
10. I’m easy going. 
 (A)我生活散漫 (B)我說走就走 (C)我酷愛旅行 (D)我隨遇而安 (E)我徒步上班 
11. Mr. Lee is on line one. 
 李先生(A)排第一順位 (B)在一線電話上 (C)老愛搶第一 (D)勇奪冠軍 (E)在第一線作戰 
12. I ran into John. 
 (A)我壓死了約翰 (B)我跑進廁所 (C)我突然想通了 (D)我撞到約翰 (E)我和約翰不期而遇 
13. It’s chilly today. 
 (A)今天真高興 (B)今天天氣有點涼 (C)今天是智利的國慶日 (D)今天食物有點辣 (E)今天大減價 
14. I know that too well. 
 (A)我知道會沒事 (B)太好的事不像真的 (C)我想他也會康復 (D)誰知道會這樣 (E)我太清楚這種事了 
15. I can’t keep up. 
 (A)我不能一直站著 (B)早上實在起不來 (C)我跟不上你說話的速度 (D)我不能熬夜 (E)該換人做做看 
16. So far, so good. 
 (A)如此遙遠，如此美好 (B)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C)千里共蟬娟 (D)目前為止還過得去 (E)以上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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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I’m all 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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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我洗耳恭聽 (B)我把他當耳邊風 (C)光說不練沒有用 (D)小孩子有耳無心 (E)我心不在焉 
18. It’s up to you. 
 (A)悉聽尊便 (B)已經上呈了 (C)你的頂頭上司 (D)不是你這個層級可以決定的 (E)爬到你頭上去了 
19. I’ll take a chance. 
 (A)不管了，做了再說 (B)我將掌握時機 (C)我們這裡收零錢 (D)我會試著改變 (E)我不會輕易冒險 
20. You asked for it. 
 (A)這是你要的東西 (B)你自作自受 (C)你心想事成 (D)你的努力開花結果 (E)你得其所哉 
21. Put yourself in my shoes. 
 (A)怕熱就別進廚房 (B)踩我的地盤 (C)站在我的立場想一想 (D)來試試我的鞋 (E)有沒有我的尺寸 
22. Why are you picking on me? 
 (A)別拿我當擋箭牌 (B)幹嘛挑我毛病 (C)怎麼是你來接我 (D)為何選我做這件事 (E)少開我玩笑 
23. You can say that again. 
 (A)好膽你再說一次 (B)請再解釋一次 (C)你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嗎 (D)我也有同感 (E)我可不認為 
24. It’s the last straw. 
 (A)快要完工了 (B)資源已所剩無幾 (C)這是片連綿不絕的麥田 (D)已經忍無可忍 (E)多來幾隻吸管 
25. I’ve run out of patience. 
 (A)專利權快到期了 (B)病人都看好了 (C)我沒法再忍耐下去 (D)我已沒有存貨 (E)終於擺脫那些病態 
26. That’ll be the day. 
 (A)指日可待 (B)望眼欲穿 (C)重獲新生 (D)日新月異 (E)痴人說夢 

Section 2. 翻譯題 16題，每題三分，共 48分。其中英文全稱兩分，中文翻譯一分。 

例如：QCC：Quality Control Circle 品管圈 

 1. EEO 2. WTO 3. MBO 4. QWL 

5. ISO 6. TQM 7. ROI 8. ERP 

9. BPR 10.WWW 11.CEO 12.OEM 

13. FDI 14. JIT 15. MNC 16. OJ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