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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刊暨經驗交流

如果您正在苦腦英文念不好，或

是遇到瓶頸提昇不了分數，請您能撥

冗看看敝人的心得。

回想2009 年剛退伍時，因為受

到班上同學鼓舞一起去參加多益(閱讀

和聽力)考試，那時是敝人人生第一

次去考多益，但收到成績單發現總分

卻只有340，之後我記得有好陣子都

不再接觸英文…然而，驅使我去唸英

文的轉淚點是在正式工作之後，任何

需要英文的場合自己都無法應付，我

記得主管第一次要我發的那封英文書

信花了三小時才完成，那還是參考學

長提供的範例才有辦法完成，隨著自

己的資歷慢慢加深需要負責的事情越

多，有時需要打國際電話給國外廠家

直接溝通整個就是雞同鴨講，講到最

後直接掛掉電話以英文書信往來，因

此壓力越來越大覺得自己辦事不利，

某一天下班通勤時，回想到大學憲政

老師說過一句話：我相信在座各位同

學在這一生英文程度最好的時候應該

就是在高中要考大學指考的時候，考

上大學英文只會慢慢退步；因為他這

句話，讓我下定決心下班要好好的唸

英文扭轉他的結論。

後來每天下班後，只要體力還行

就會去台北車站附近的K書中心看2~3
小時的書，準備的書籍都是針對多益

考試的參考書，包含模擬試題和單字

本，不過在我堅持一年半之後，發現

身體慢慢變差之外，英文的進步也非

常有限，模擬考的成績也在420~450
分之間，遠遠不及自己當初的目標

600分，如此差的成效讓我發現並檢

討出自己唸英文的盲點和心得：

1. 上班一整天頭腦其實需要休息並補

充適當養分，唸書時如果發現剛剛

才背的單字或片語忘得很快，或是

看書會恍神或頭暈頭痛等，那就表

示頭腦已經無法工作需要休息；另

外，在敝人長期K書奮鬥的這段時

間，多少會遇到也是去圖書館Ｋ書

的夥伴，剛開始大家都是非常認真

的衝刺，但通常在三個月之後發現

他們開始準備外套和大包衛生紙，

原因很簡單，因為他們天天到圖書

館報到沒有讓自己充分休息所以開

始生病怕冷，總之，絕對不要勉強

自己並補充對腦部有益和提升免疫

力的食物。

2. 直接拿單字書來背單字絕對不是唸

英文的長久之計，瘋狂背單字這方

法只適用在考試前一到兩個月，用

這種方式背的新單字往往到最後就

忘了7~8成，背這麼多不會用到的

字是沒意義的，最正確的學習應該

要從平常所唸的文章中抓出不會的

單字，同時如果常看文章也會提升

閱讀文章的速度。

3. 英文程度不好的人，我相信很多人

是有上進心準備很多多益的參考書

來看，但是最後發現每一本都唸完

了，但分數始終無法順利衝到目標

如何在一年半內念好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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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瓶頸，這是因為那些參考書最多

最多大概只能幫助您從原本的程

度再往上進步100~150分左右，例

如：假設我的程度原本為340分，

唸完全部的參考書之後再去考一次

大概能進步到500分左右；因此，

平時就要養成閱讀和聽一般生活或

新聞內容的英文才是真正能夠提升

自己實力的方法，因考試而去唸英

文才是無法突破瓶頸的最大元兇。

上述內容是以個人現在狀況回

首看以前的自己，那時候並沒有人

清楚點出自己的問題，那時只知道如

果要在好公司工作，英文程度要好絕

對是必要條件，最後是下了很大的決

心，將工作辭掉於2014年暑假出國遊

學，很多朋友都說：這麼好可以到國

外爽；或是很羨慕能出國唸書，但其

實大家都知道出國遊學要花不少錢，

實際上也比想像中辛苦很多生活瑣事

都要自己來，最重要的是，我在語文

學校看到很多家境很好的公主和公子

哥，他們去國外語文學校是遊玩的心

態走馬看花，但我的目標是非要自己

大幅進步所以才選擇了全英文的學習

環境，回想一下，個人是參加6個多

月的中等程度班級，最後4個多月是

參加劍橋英文FCE程度的語文檢定班

級，同時逼迫自己去參加英國本土劍

橋語文檢定，最後4個多月的課因為

遇到很棒的老師指點迷津才讓自己唸

英文的方式改變，在語文學校選對老

師和課程是非常重要的，並非所有老

師都非常認真負責，所以必須要和同

學相互討論哪個老師好哪個老師不

好；另外，絕對不要認為在全英文的

環境就會進步神速，主要還是要配合

課程規劃自己的念書進度，有數不清

的天數是一天花8小時在唸英文，讓

自己習慣大量英文文章和新聞廣播的

口音，就連在睡覺時英文廣播還是開

著，有機會就多和同學出遊並且參加

學校舉辦的活動才能讓自己的口說大

大進步，別把自己關在房間裡，整體

來說，在國外學英文最大好處是能讓

自己融入當地口音並且無時無刻都要

講英文，另外也因為遇到好老師讓我

知道亞洲學生和母語學生學英文的差

異點：不刻意背單字和學文法。

2015年暑假回台灣之後立刻著手

收集考試資訊並準備多益的考試，不

管是任何考試都有其技巧在，多益考

試更是如此，以下就直接向各位分享

多益聽讀的準備心得：

1. 書本的挑選非常重要，尤其選對正

確的模擬試題能精準測出自己的實

力在哪，下面有幾本參考書是我向

各位推薦的好書：

A.全新！黃金認證NEW TOEIC新

多益閱讀題庫解析(難-國際學村

出版)：
　這本書的評價非常好，因為其難

度比正式考試難很適合衝高分，

裡面共有十組的閱讀模擬試題，

此本書寫完所得的分數會比實際

考多益的成績還低(因為難度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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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每一題都非常有水準，最

後一大題的文章長度夠長內容夠

艱深，很適合給自己磨練一番。

B.全新！黃金認證NEW TOEIC新

多益聽力題庫解析(難-國際學村

出版)：
　此書的評價也是非常好，和上一

本書一樣是必備的考試用書，聽

力速度比實際考試還快且內容更

多，題目的文字也較為冗長，所

以非常適合用來磨練自己考試技

巧和衝高分的讀者使用，強力推

薦！

C.全新！黃金認證NEW TOEIC新

多益聽力題庫大全(極難-國際學

村出版)：這本書主要是依據考

試題型做分類並重點練習，坦白

說使用這本書的初期會很想放棄

挫折感十足且練習題目非常多，

建議要有系統規劃逼迫自己跟上

進度，重複練習整本書兩次後多

益聽力的解題絕對會大幅進步，

適合程度初級和中級的讀者使

用。

D.挑戰新多益閱讀滿分2(中等-寂天

出版)：此書程度非常接近實際

考試難度，寫完的成績也最接近

實際考試，若讀者本身程度還有

較大進步空間或多益初試水溫的

讀者非常適用本書，裡面有十次

的模擬考試題可以充分練習熟悉

度，唯一缺點是答案沒有提供講

解。

E.挑戰新多益聽力滿分2(中等-寂天

出版)：和上一本一樣是同系列

的書，推薦給程度初級和中級的

讀者練習。

F.New TOEIC新多益閱讀大破解

Part5&6(試題本&解題本，知英

文化-難)：
　很多考過多益的讀者應該會發現

閱讀成績很難進步，很大的原因

在於閱讀的第五和第六大題答對

的題目不夠多，有鑑於此個人是

利用這本書來練習自己的文法，

裡面有12組第五和第六大題的

模擬試題完全是針對文法，但使

用這本書也要有非常堅定的意志

和讀書規劃才能發揮這本書的功

效，以我為例，整本寫完後我的

閱讀第五和第六部分答題進步了

6 題左右。

2. 還是要再次強調，平時不要刻意拿

起單字書來背單字，既浪費時間又

沒效率，單字的學習應該要在閱讀

文章時抓出不會的字，再以口說或

寫作使用此字才能真正記住難以忘

記。

3. 使用線上英英字典查不會的單字並

試著看懂英文解釋，若真的不懂再

另外查中文意思，時常使用英英字

典的讀者會發現，英漢字典只會單

調的告訴我們中文意思，但無法直

接告訴我們該注意的文法和使用場

合，舉例來說Accordance 這個字

我們用一般手機英漢字典和線上

Cambridge Dictionary英英字典比

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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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兩張圖是使用手機英漢字

典，左邊那張圖我們會看到它的中文

解釋，但事實上如果要學會這個字的

使用方式要把手機畫面往下滑直到看

到右邊畫面的內容，那才是正確的使

用方法且容易被忽略；如果使用線上

Cambridge Dictionary (http://diction-
ary.cambridge.org)會查出下列資訊：

　 線上字典同時會有非常道地的美腔

和英腔發音，下方標註Formal 表
示此字用在正式的書信和場合，

同時會以藍色字直接告知正確文

法＂In accordance with…＂，最

下面的黑字粗體為Accordance 的
解釋，黑字細體為使用範例。

4. 平時養成看大量文章的習慣使自己

閱讀速度加快，尤其在聽力第三第

四部分題目和選項的快速掃瞄和閱

讀的第七部分單篇和雙篇文章，閱

讀速度顯得極為重要，聽力第三第

四部分最好在下一小題播放前就把

下一小題的所有題目和選項掃描完

畢，等到該小題開始播放時才能專

心聽並一邊作答，當該小題所有題

目答題完畢就要立刻再看下一小題

所有題目和選項，不必等目前口說

講完以避免浪費時間，而閱讀的第

七部分則是先看該題組內每一小題

的所有問題，答案選項可先不看避

免內容太多混淆自己，重點是只需

知道每一小題的問題再回去文章找

出答案即可，這樣可省下很多時

間，不過這是需要時間去練習才能

熟練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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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做模擬試題時可使用電腦答案卡

作答，畫電腦卡上的圓圈時其實會

比想象中還要費時，尤其在聽力測

驗那種分秒必爭的場合畫圈時間一

定要掌握好，並且要避免因為畫圈

時恍神沒聽到另一題的答案。

PS：試想光是在每一題畫滿一個圈其實就要花不少時間。

6. 如果想在短時間內得到最有效的進

步，衝刺聽力的投資報酬率會比閱

讀還高很多，其中一個原因是聽力

和閱讀的計分方式不相同，可參考

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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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圖可知，聽力可以錯到第8
題才會開始扣分，而閱讀錯到第4題
就會開始扣分，且人類與生俱來以聽

覺學習的效率就比較高，所以個人建

議時間有限的讀者可以優先練習聽

力，閱讀則需要較長且有效的讀書規

劃才可看到成果。PS：分數計算若有

更改以官方計算方式為主。

最後，在此要跟所有讀者加油勉

勵，英文要進步只能下苦功花時間，

敝人在2014 年以前英文也是不好，

是在2016年1月才成功把英文唸起

來，中間過程也是跌跌撞撞且經常遇

到撞牆期，但是我能自己摸索並很快

的分析出自己的問題去加強，所以我

非常清楚英文念不好的關鍵，最重要

的是一定要堅持下去不能停下腳步，

一直到現在個人仍然會看和聽BBC和

半島電視台等刊出的新聞，少用的艱

深單字和新聞內容只能多多去看才能

提升並保持英文能力，期許各位能順

利規劃出最適合自己的讀書方式並預

祝各位讀者能考到自己心目中理想的

成績。

7. 認識新單字時一定要會念出正確發

音，念出來可以加深印象，且聽力

練習時聽到該字的發音可以幫助

回想; 另外，如果狀況允許可以用

Excel 表製作自己的單字表，有空

閒的時候可以使用手機開啟Excel 
檔複習。

PS： 在此分享敝人的單字表(擷取畫面)，灰色是新聞文章標題，標題下方從左

到右分別為不會的單字，詞性，不同的英文解釋，中文解釋，黃色的框為

常忘記的單字提醒自己要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