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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288 No.:______ Name:________
一、《歌喉讚 2》
1.請問歌喉讚 2 英文電影名稱是什麼(選擇題) 3% 答案:______
(1) Peach Perfect 2
(2) Pitch Perfect 2
(3) Picky Perfect 2
2.請問各主角的名字:

配合題(請填入適當的英文代號) 12%(一題 2 分)
(A)
(B)
(C)
(D)
(E)
(F)

1.____ 2.____ 3.____ 4.____ 5._____ 6.____

Beca(團長)
Chloe(副團長)
Fat Amy(主唱)
Lily(B-BOX)
Cynthia(黑人)
Emily(新成員)

3. 請問最後總決賽時, Barden Bellas 唱了一首組曲,是由哪三首
歌組合而成?(請填入歌曲代號,一格 5 分) 15%
答案: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A) Price tag

(D) Timber

(B) Flashlight

(E) Run the World

(C) Sugar

(F) What do you mean

4. 電影主題歌曲聽寫 :把適當的單字填入空格中(一格 2 分)20%
frightened

fly

around

sweet

night

sky

own

though

flashlight

eyes

When tomorrow comes
I'll be on my __________

當明日到來
我將會孤身一人

Feeling _______________of the things that I don't know

感受到那些未知的恐懼向我襲來

When tomorrow comes, tomorrow comes, tomorrow comes 所以我總是對明日感到不安
And _______________the road is long

而即使未來的道路如此漫長

I look up to the______________我總會抬頭仰望天空
And in the dark I found, I lost hope that I won't _____________
在黑暗中我發現自己失去了希望 已經無法再展翅飛翔
And I sing along, I sing along, and I sing along 所以我只能隨著心中的旋律開口高唱
I got all I need when I got you and I 當我們在一起時 我像是擁有了全世界
I look ________________me, and see a sweet life 我環顧四周 看見了夢寐以求的生活
I'm stuck in the dark but you're my _______________我雖然身陷黑暗之中 但你總會照亮我
的道路
You're getting me, getting me through the_____________你會在我身邊 陪我度過那些難熬
的夜晚
Can’t stop my heart when you shine it in my________________
當你的光芒耀入我雙眼時 也為我的心揭開了序幕
Can't lie, it's a _____________life 我無法說謊 因為這般人生是如此美好
Stuck in the dark but you're my flashlight 即便身陷黑暗之中 你還是會照亮我的道路
You're getting me, getting me through the night 你會在我身邊 陪我度過那些難熬的夜晚

二、《天菜大廚》
1.請問天菜大廚英文電影名稱是什麼(選擇題) 4% 答案:______
(1) Burnt
(2) Burned
(3) Burn
2. 外國人會固定放在 Food 前面 形容食物的形容詞(把適當的英文
填在對應的空格中,一格 3 分)15%

中文類型

英文說法

速食類食物
垃圾食物
好吃的食物
最喜歡吃的食物
有營養價值的食
物
favorite food
nourishing food
junk food
fast food
tasty food

3. 各種形容食材風味的形容詞 (請填入形容詞的中文意思) 10%
中文意思

英文說法
sweet
spicy
sour
salty
bitter

酸
甜
苦
辣
鹹
4. 用餐途中想要如廁，或是用餐完畢時，刀叉該如何擺放呢？6%

5.請述說看完《天菜大廚》的感想(50 字以上)5%:

三、《腦筋急轉彎》(Inside Out)
1. 各主角的名字:
1.______ 2._____

配合題(請填入適當的英文) 5%(一題 1 分)

3.________

4._______ 5._______

樂樂（Joy）
、憂憂（Sadness）
、厭厭（Disgust）
、怒怒（Anger）、
驚驚（Fear）

2.與家人相處難免有衝突與爭執，想一想：自己常和家人因為那些事
引發不愉快？請把過程與對話紀錄在表格中。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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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