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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4 回 J.TEST  A-D 級 (P285~296) 

讀解試題解說 

Ⅰ文法語彙問題 

A:請從 1.2.3.4 中選出最適合的單字填入(  )裏 

(1) 三個五百日幣。

(2) 「這個房間很明亮呢」。

(3) 早上到現在什麼都沒吃。肚子餓了

(4) 「部長,請讓我去」。

(5)「趁還沒下雨前回家吧」。

(6) 這牛奶味道很香濃。

(7) 用手摘了葡萄吃。

(8) 被寄予期望,卻考出了如此差的成績來。

(9) 「糖,請放少一點」。

(10)提案是提交出去了,但沒被採用。

(11)他的設計是利用黑白對比相當美麗。

(12)他相當迅速地離開了現場。

(13)他的經濟理論普及到了中產階級。

(14)機密文件以碎紙機處理過後丟掉了。

(15)「明天務必 9 點前抵達。可以吧!?」

(16)山口部長真是全身充滿活力。

(17)「你今日的成功完全歸功於努力不懈」。

(18)這東西因看法而異,也可視為是一項藝術作品。

(19)這個酒是精心的傑作。

(20)「以過去失敗的例子為借鏡來擬訂對策」。

(21)這個組織堅如磐石。

(22)會議上如果有人想反駁課長的話,不知接下來會被如何處置。

(23)立刻拒絕了要求。

(24)居然遭到自己關照的下屬所背叛,這簡直就像是被自己養的狗給咬了一樣。

(25)被怒斥說:想說的話就給我說清楚,但說完後又被臭罵了一頓。

(26)凡是人,任誰都希望得到他人的認同。

(27)「請你死心吧,這是自作自受」。

(28)任憑上司要求加了班,結果上個月超時加班 60 個小時。

(29)現在只能盡人事聽天命了。

(30)事到如今還能說些什麼呢?

B.請從 1.2.3.4 中選出最接近    的答案。 

(31)鈴木先生是個和善的人。

(32)這個跟那個有些微不同。

(33)終於天亮了。

(34)資金應該相當充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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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一瞬間流言就傳開了。 

(36)「能再手腳俐落些嗎?」 

(37)井上先生對水墨畫很有鑑賞力。 

(38)吉田先生不論面對任何情況都能泰然自若。 

(39)小川先生是本黨不可或缺的人物。 

(40)就在燈火闌珊處,即是這個寫照吧。 

 

Ⅱ讀解問題 

問題 1 

請看下列的備忘錄回答問題。答案請從 1.2.3.4 中選出一個來。 

 

 

 

12/24   17:30 跟優子一起看電影 

        20:00 用餐 

              交付聖誕禮物 

 

 

12/27   去大阪出差 

        10:00 搭新幹線 

        14:00 在大阪分公司開會 

 

 

 

         

 

12/28  回東京 

       9:00 搭新幹線 

      13:00 開會 

            跟部長報告 

 

12/29~1/4   公司放假 

 

12/30  10:00 優子要到家裡來 

            把優子介紹給父母親 

            大家起吃午飯 

 

 

 

 

 

(41) 這是為了什麼而寫下的備忘錄呢? 

1.要交給優子的備忘錄 

2.開會用的備忘錄 

3.工作用的備忘錄 

4.自己行程的備忘錄 

 

(42)與備忘錄內容相符的敘述為何? 

1.12 月 24 日是優子的生日。 

2.大阪出差為三天兩夜。 

3.如果要去大阪的話搭新幹線比搭飛機便宜。 

4.父母親 12 月 30 日是第一次跟優子見面。 

 

 

 

訂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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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2 

閱讀下列的信件的內容回答問題。答案請從1.2.3.4中選出一個來。 

 

2011年1月12日 

  株式會社友情出版 

  總務部  田中太郎先生 

                                                    株式會社GK印刷 

                                                    營業部  佐藤花子 

 

                                     

                      關於(  A  )要求之答覆 

  敬啟者  時日嚴寒,首先對貴公司業務蒸蒸日上一事謹致賀忱。也對貴公司平日 

  特別之關照愛顧,在此深表感謝之意。 

    有關日前田中先生到社來訪之際,對標題一案,我方將進行檢討希望不辜負貴公司

的期待。唯要削減諸經費一事恐有困難,我們不得不做出維持現行價格的結論。實在

深感抱歉,望能多加諒解,也盼今後能繼續賜教為荷。 

謹上 
 

   

 

(43) (A )裏填入哪個詞彙? 

1.提升品質 

2.延期付款 

3.調降價格 

4.提前交貨 

 

(44) 有關株式會社 GK 印刷之敘述何者與書信的內容相符? 

1.想要與友情出版開始做生意。 

2.想要與友情出版再次進行生意往來。 

3.決定接受友情出版的要求。 

4.決定拒絕友情出版的要求。 

 

問題3 

閱讀下列文章,回答問題。答案請從1.2.3.4中選出一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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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A )確認內容 
                       

電腦中若儲存大量的檔案夾,即使看了檔案名稱,有時候也想不起檔案的內容為何?雖

說如此,不過要一個個打開檔案夾確認內容又相當耗時。此時我們推薦您使用「PRE麥克

斯」。 

(…中略…) 

只要使用「PRE麥克斯」,在打開檔案前,只要做個選擇就可以確認檔案的內容。優點

就在其能簡單且迅速了解檔案的內容。「PRE麥克斯」初期狀態出現非顯示,它可以以簡單

的操作來進行顯示/非顯示的切換。 

 

                                (摘自「Mr.PC」2010年9月號 部份修改) 

 

(45) ( A ) 填入哪個句子? 

1.無須啟動電腦 

2.無須輸入檔案名稱 

3.無須看檔案名稱 

4.無須打開檔案 

 
(46)與文章內容相符的為何? 

1.舊電腦無法儲存大量的檔案 

2.一個一個確認檔案的內容是件很麻煩的工作 

3.「PRE 麥克斯」操作簡單但是相當花費時間 

4.要顯示「PRE 麥克斯」需要別的軟體 

 



289 

 

問題4 

閱讀下列文章,回答問題。答案請從1.2.3.4中選出一個來。 

( A )進步 所改變的意識 
                                      

東大研究所情報學系的橋元良明教授從1990年代起持續對透過網路交流等所帶來的

新樣貌進行研究。 

07年(註)與電通一起共同開始對年輕人的變化進行調查。從09年6-7月,住民的基本資

料記載中,抽選出13-69歲中的1,490人次進行問卷調查。歸納整理出「NEO DIGITAL 

NATIVE之誕生」的著作。 

調查結果的重心之一是,含有對他人的信賴之「一般的信賴度」,結果顯示越年輕的

世代信賴度越高。回答「幾乎所有人都可以相信」的,10-19歲的年齡層最高佔46.5%。20

歲世代跟30歲世代都超過41%,而60歲世代最低佔31.5%。回答「幫助他人的話,自己有困

難時,就會得到他人的幫助」的,10歲世代、20歲世代都是佔最高的69.8%。 

此外,回答:與其直接與人交談,不如用mail聯絡的方式較為輕鬆自在的比率較高,這也

是年輕世代的一項特徵。因有著與人建立關係的強烈希求,為了滿足這個希求,橋元教授

認為:這個部分則轉往無需與人直接見面的一些交流服務以及網拍等方面。 

橋元教授分析說:「越年輕的世代就越相信他人,他們已有奔向更寬廣世界的心理準

備。這樣的性向受到來自網路環境影響的可能性很大」。 

 

(註) 電通…廣告代理商的公司名稱 
 

                                      (摘自「朝日新聞」2010年7月4日 部份修改) 

 

(47)( A )裏填入哪個字彙? 

1.網路 

2.行動電話 

3.電腦 

4.數位 

 

(48) 與文章敘述的內容相符的為何? 

1.不論哪個世代,沒有跟人在一起就會感到不安的人增加了。 

2.很多年輕世代不擅長與人交流。 

3.年輕世代強烈希求與人建立關係,但是卻多以不直接與人碰面的方式進行交流。 

4.對他人一般的信賴度越高,依賴度也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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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5 

閱讀下列文章,回答問題。答案請從1.2.3.4中選出一個來。 

 

地球與生活 
茨城大生物科技燃料社會研究 

 
                                                                     

    生物科技燃料被視為是一項地球暖化的對策而受到注目。然而,也有一些由它所

引發的食品價格高漲、運輸所產生的溫室效應氣體等問題,要如何處理?等負面影響

的指責聲浪。 

為解決這樣的問題,08年起開始致力於將一種原產於非洲的稻科植物「甜高粱

sweet sorghum」種植於茨城縣阿見町的一公頃的耕作放棄地,將所生成的燃料都把它

消費於這個地區內的這樣的一個社會實驗。透過「( A )產地自銷」,可以大幅地抑制

因運輸所帶來溫室效應氣體排放的問題。 

甜高粱是於明治時代帶進日本。糖分儲藏於莖部,收成時長達有5-6公尺之高。耐

低溫,國內幾乎整個地區不論土質如何都可以種植。也有農家是為當作飼料用及土壤

改良而種植的,當作製糖用的話品質不佳,不如甘蔗那般來的普及。 

在地球暖化問題如此嚴重之時,代表者新田洋司. 茨城大教授(46)的「不確定它會

給生態系帶來不良影響。不拿來活用實在太可惜了」這樣的見解受到注目。 

(…中略…) 

所以出現了一些贊同他的宗旨願意給予協助在放棄地上種植甜高粱的農家。油

渣則運用於家畜的飼料上。因為(ア)不是食用之故,新田強調「也不用擔心有招致物

價上漲的隱憂」。其成果越過大學的研究室,開始滲透到各個地方。 

 

(摘自「每日新聞」2010年7月5日號 部份修改) 

 

 

(49)( A )裏填入哪個字彙?             

1.自給自足 

2.產地自銷。 

3.產地直送。 

4.品種改良。 

 

(50)畫線部分(ア)的理由為何? 

1.安全性不受保證。 

2.作為製糖用則品質不佳。 

3.種植耗時。 

4.價格昂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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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與文章內容敘述相符的答案為何? 

1.生物科技燃料並不一定全是好事。 

2.「甜高粱」是茨城縣的特有品種。 

3.從稻作轉為種植「甜高粱」的農家增加的話,恐會招致糧食荒。 

4.「甜高粱」的油渣已成為一種新的公害。 

 

問題6 

閱讀下列文章,回答問題。答案請從1.2.3.4中選出一個來。 

 

無人打擾的清晨 

        應該做自己的事! 
 

    我們訪問到酒卷社長「有效運用清晨的秘訣」。自從任職於佳能電子(株)的首腦

以來,連業界外都知曉的酒卷久社長,就是他讓公司成長茁壯為一個高收益的企業。其

近作「大清早別看mail!」(朝日新書)中,披露了自己的工作習慣,博得相當的好評。他

提及「因一向注意大清早就(ア)從事主動積極性的工作,所以當天工作的『質』與『效

率』就大幅提升」。    

(…中略…) 

    因為一大清早的時間不受任何人的打擾,所以可以以單純的眼光去看事物。會發

覺到「昨天大家跟我說,我是這麼想的,而果然是我自己弄錯了」這樣的情況也不少。

如果能養成這一種以坦率的眼光去回顧自己行為的習慣的話,我認為失誤就會減少,

而人也會隨著成長。我抱持著「企業是始於人而終於人」的論調,沒有工作是與人無

關的。被稱之為熱銷製造者的開發人員們,(イ)虛心為懷地思考著「是誰、何時、要

如何」才能孕育出暢銷的產品來,而能領悟到以坦率方式去思考的人就得以漸漸成長

茁壯。我認為不去鍛鍊人的常識及倫理觀的話,是無法做好工作的。 

(…中略…) 

    在你忙於接收傳送mail的時候,大家一個接著一個的來到公司,被上司問及「昨天

那個,現況如何?這時可以立即回答「我是這麼想的」,不過要是把時間花在mail上的話,

就沒辦法整理歸納自己的想法。就在支支吾吾的同時,被上司先搶著說「我是這麼想

的」的話,就只能順從而別無他法了是吧。 

    總之,早早來到公司整理自己的想法,不受任何人指使,也是為了己的工作。為了

能輕鬆的進行工作,得到周遭的認同,不受對方的牽制是很重要的。為此先馳得點是很

重要的,為了在被上司問及之前,能夠說出「昨天那件事我認為如此,我想要以這樣的

方式進行,不知您意下如何」,所以（ウ）要事先整理好自己的想法。若是一位認真的

上司的話應該一定會對這樣的提案給予很高的評價的。 

 
(摘自「PHP BUSINESS THE21」2010年7月號 部份修改) 

(52)畫線部份(ア) 的例子,何者正確? 

1.要鍛鍊常識跟倫理觀 

 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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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專注於 mail 

3.早上早點到公司 

4.先馳得點 

 

(53)為了劃線部份(イ),什麼事情是有必要的? 

1 提高工作的質與效率 

2.以單純的眼光看事物 

3.減少失誤 

4.跟人有關係 

 

(54) 畫線部份(ウ)對什麼有幫助? 

1.mail 可以很確實的對應 

2.對上司的命令當下順從 

3.不受對方意志的牽制 

4.可以回顧自我 

 

問題7 

閱讀下列文章,回答問題。答案請從1.2.3.4中選出一個來。 

 

三木谷社長所見的未來 

想見 20 年後 
               三木谷浩史 

 

 

至今支撐日本的製造業,今後必須以「服務」來掙錢了。ア  以硬體決勝負的時

代結束了,接下來我們要迎接的是只以「手工細緻」是無法生存的時代。不管是商務

人士或者企業,在實質的意義上,肩負著日本的將來能否國際化。 

日本首先必須思考世界將會如何的變化。只要日本復甦就好,這樣的想法是不太

能夠讓人理解的。世界將如何變化,日本這個國家要以什麼樣的角色存在是好?現在

不是感嘆日本被屏除在外的時候。イ 

"不讓外國人進來,但來買我們的產品"這樣的想法今後是不管用了。必須要接受

全世界的人。或許您會說瞧你一副了不起的模樣,不過我們正想以樂天這家公司來當

第一個示範給世人看。 

(…中略…) 

台灣、泰國、中國、美國、印尼等我們開始展開國際之行,試著到各個別的國家

去。特別也經常去到一些新興國家。那裡所見到的景象,已非10年前所看見的景象。

不管是時尚還是生活,已經完全徹底改變。ウ 

我認為這樣的速度正是網路的力量。這股力量使的他們在一瞬間就可以達成日

本所構築的東西。我們所從事的商務,於一瞬間完全被逆轉。エ在如此的情況下,不能

1965 年生 

樂天株式會社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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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不在乎地說只在日本銷售。 

所以我對開店的人說要賣到全世界。如果只在日本銷售的話,5年左右說不定還

可行,但20年後來看的話就就極為悲觀。 

(摘自「日經BUSINESS」2010年6月21日 部份修改) 

 

(55)( A ) 裏填入哪個字彙? 

1.民營化 

2.擴大化 

3.合理化 

4.國際化 

 

(56)下面的句子填入文章中的哪個地方? 

 

  在如此的情況下,不可能滿不在乎地只有在日本銷售。  

 

1. ア  

2. イ  

3. ウ  

4. エ  

 

(57) 與文章內容敘述相符的答案為何? 

1.日本人絕非「手很靈巧」。 

2.日本應該以真摯的態度來接受日本被屏除在外的事實。 

3.日本企業應該有以世界為敵的決心展開商務活動。 

4.新興國家託網路之福,得以一瞬間就能達到日本辛苦構築而來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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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8 

閱讀下列文章,回答問題。答案請從1.2.3.4中選出一個來。 

 

電子書能創作出「偶然藝術」嗎? 
 

              作者 姜尚中 

                                                                                    

     

    看書時如果不一邊寫下備忘錄的話我就讀不進去。找到身邊像是筆樣般的筆,在

自己在意的地方畫線,並在空白處寫下自己留意的地方。紅、藍、粗的筆等筆的種類

繁多。但是,沒有可以在大家面前公開的訣竅。即使是個( A )愚笨的感想,我也不決害

羞,在閱讀時持續搖動我的筆桿,把它留在書中。 

    所謂的書,一般就是看完後把它收放到書架上,它所扮演的角色就算結束了是吧?

但是如果像這樣把一些東西備忘下來的話,10年後、20年後再次把這本書拿在手中時,

就會想起自己以前當下的想法,相當有趣。可以說它是一本「( B )」思考的紀念集吧?

而這一本書就成了一種不可或缺的東西了。 

    電子書雖受世人的注目,但它畢竟跟紙本不同,無法寫下備忘錄相當令人遺憾。這

在技術上應該不成問題吧。而我是坐在散亂的桌前,偶爾將心思託付於顏色筆上,恣意

地將書頁染上色彩。我誇大的將它稱之為「偶然的藝術」,我認為不能融入這種恣意

習慣的話,我是無法轉而閱讀電子書的。 

    另一個部份。當然電子書是無法品味紙張的質感。這是我從小的一個習慣,每當

看書的時候,我會用拇指跟食指戳柔紙張邊緣,這感覺非常愜意。書會因出版的年代、

發行的出版社、或者保管的狀態而有紙質的不同。恐怕看書這個動作,不只是以眼睛

去觀看印刷字體,也加入了確定紙質的感受,有助於理解書本的內容,留在自己的記憶

當中吧!至少我是這麼想的。 

(…中略…) 

    我特別講究書的紙張,可能是因為我的老家是經營廢紙回收業之故吧?從大量的

紙張當中選出看起來有趣的書,然後閱讀這些書長大。就算現在對收藏書籍感到困擾,

我也絕不會把書丟棄。即便電子書成為當代的主流,只要點擊一下資訊就會立即消失

的時代,我也想要珍惜這樣的感覺。 

 (摘自「AERA」2010年7月26日號  部份修改) 

 

(58) ( A ) 裏填入哪個字彙?  

1.辣口味的 

2.笨劣 

3.捉住要害 

4.傲慢無禮 

  

(59) ( B ) 裏填入哪個字彙? 

1.人生的指標 

Love is 

愛的禮節

法 
1950 年生。東京大學研究所情

報學環.現代韓國研究中心長 



295 

 

2.唯一的好友 

3.思考的紀念集 

4.第二的人生 

 

(60) 與文章內容敘述相符的答案為何? 

1.即便是電子書也可以創作出「偶然的藝術」。 

2.作者為了自己有一天要出書,所以一邊記下備忘錄一邊看書。 

3.作者珍惜紙本書籍的心情,也有部份是受到來自家庭環境的影響。 

4.作者之所以喜歡書籍,姑且不論內容如何,主要是因為紙張的紙感讓人很舒適之故。 

 

Ⅲ漢字問題 

A 請從下面1.2.3.4中選出一個平假名所示的漢字 

問題1 （みやげ＝土産、にんぎょう＝人形、もらった＝貰)收到一個國外旅行回來的 

       娃娃禮物。 

問題2 （ざつだん＝雑談、かんじん＝肝心、わすれて＝忘）閒扯了一下,把要轉達的

重要的事給忘了。 

問題3 （きせい＝帰省、せんぞ＝先祖、まいりに＝参）回家鄉時,去祭拜了祖先。 

問題4 （はだ＝肌、しげき＝刺激、きそ＝基礎）我使用的是對肌膚刺激性較少的基礎

化妝品。 

問題5 （だんな＝旦那、はなれて＝離、ふにん＝赴任）山下太太的先生與家人分離獨

自一人前往九州就任。 

 

B 下列的漢字請仿照例子以平假名書寫。 

  ．用羅馬字書寫不予計分。 

  ．答案紙上只寫畫線部份的唸法。 

問題1 （知人＝ちじん、遠＝とお、訪＝たず）友人遠道來訪。 

問題2 （事故＝じこ、渋滞＝じゅうたい、遅刻＝ちこく）因為交通事故塞車,所以開

會遲到了。 

問題3 （顔＝かお、泥＝どろ、塗＝ぬ）決不可以做出讓我臉面無光之事。 

問題4 （郷土＝きょうど、歴史＝れきし、詳＝くわ）佐藤對鄉土的歷史相當清楚。 

問題5 （速＝すみ、撤回＝てっかい、謝罪＝しゃざい）要求立即撤銷不適當的發言並

謝罪。 

 
Ⅳ記述問題 

A仿照例句在     填入適當的字詞,做出句子。 

．畫線部份的長度以及字詞的長度不拘。 

．如表記、文法有錯誤的話會減分。 

．以羅馬字書寫不予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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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ここは空気がきれいなので、夜に なる と、星が よく見える  。 

（A）      （B） 

這裡空氣很乾淨,所以一到晚上可以很清楚得看到星星。 

(92) 今日夕方から 雨が降るそうだから、かさを持って行ったほうがいいですよ。 

（A）           （B） 

聽說今天傍晚起會下雨,所以最好帶傘去喔。 

(93)この本は 上級者向けなので、これから勉強をはじめる人にはおすすめできない。 

       （A）          （B） 

  這本書是針對高級班而寫的,才剛開始要學習的人不予推薦。 

(94)あこがれの歌手を前にして  感動 のあまり、 泣いてしまった 。 

（A）        （B）  

一心嚮往的歌手就在眼前,令人感動落淚。 

(95) いくら体調が 万全ではない とはいえ、彼ほどの選手が無名の新人に負ける 
（A）   

ことはよもや あるまい 。 

     （B）     

再如何的身體狀況不佳,如他這般的選手,不可能輸給默默無名的新人。 

 

Ｂ 請仿照例句,三個單字全都用上,做出符合會話或文章的一個或兩個句子。は夕方 

  ．如果做出三個以上的句子的話不予計分。 

  ．不可以改變單字的順序。 

  ．有必要的話可以使用其他的單字,及改變字單字的形態。 

  ．用羅馬字書寫不予計分。 

(96) 駅まで車で迎えに来て。お願い。拜託開車到車站來接我。 

(97) 共通の友人を通じて知り合いました。透過共同的友人介紹認識的 

(98) 一月になってめっきり寒くなりましたね。到了一月天氣很明顯的變冷了 

(99) 服を買ってもらい、おまけに昼食までごちそうになった。買了衣服送我,還請吃午

飯呢。 

(100) 人目をはばからずに、化粧をする人もいる。有些人一點都不顧忌他人的目光,在

人前化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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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7 回 J.TEST  A-D 級 (P345~347) 

Ⅱ讀解問題 

問題 1 

請看下列的行程表回答問題。答案請從 1.2.3.4 中選出一個來。 

     7 月     這個月的(  A  )目標 :最少與兩家公司簽約!           8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1 

14:00~ 

開會 

 

16:00 

訪問A公司 

2   

3 

 

 

4 

14:00~ 

開會 

 

 

 

5 6 7 

10:00 
訪問 B 公司 

 

13:00 
訪問 C 公司 

8 

10:00~ 

開會 

9   

10 

 

 

 

 

11 

到中國 

出差 

12 13 14 

去機場迎

接辛查一 

社長 

15 

10:00 

訪問D公司 

 

18:00~ 

與辛察一社

長共進晚餐 

16 

送辛察一 

社長到機

場 

  

         
 

(41) (A )裏填入哪個字彙? 

1.預估 

2.約定 

3.目標 

4.目的 

 

(42)與行程表內容敘述相符的為何? 

1.每週一跟週五舉行會議。 

2.辛察一社長 7 月 5 日要來日本。 

3.有時候會拜訪其他公司。 

4.以 4 天 3 夜的行程到中國去。 

 

預訂泰國辛察

一社長的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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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2 

閱讀下列書信內容回答問題。答案請從1.2.3.4中選出一個來。 

平成23年7月5日 

株式會社櫻花 

    總務部長 木村次郎先生 

株式會社GK 

    代表取締役  田中吉男 

                                     
(  A  )延遲交貨之道歉函 

敬啟者 

    謹祝貴公司日益興隆。 

    本公司向來以低價及快速送達商品為宗旨處理業務,此次為延遲交貨,給貴

公司帶來莫大困擾,在此由衷地表示歉意。在緊急追究原因的同時,我們也會重

新檢討交貨系統不讓此類的疏漏再次的發生。我們所有的同仁會一起振作精神

努力下去,請貴公司予以見諒為荷。 

    今後也請多多的訂購與關照。 

謹上 
        

   

(43) (A )裏填入哪個詞彙? 

1.延遲交貨 

2.產品破損 

3.系統故障 

4.沒有庫存 

 

(44)以關株式會社 GK 與書信內容敘述相符的為何? 

1.想要停止到目前為止的業務。 

2.想要提高產品的價格。 

3.想要請株式會社櫻花也調查一下原因。 

4.今後也想與株式會社櫻花繼續作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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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3 

閱讀下列文章,回答問題。答案請從1.2.3.4中選出一個來。 

新進員工 83%「加班重於約會」 
                       

要是跟情人有約會而被要求加班的話,您會怎麼辦-----。日本生產性總部對今年的新進

員工進行了問卷調查的結果,有8成以上回答以加班為( A )優先。在不景氣的情況下開始工

作的新進員工們,我的腦中浮現出一個,一邊懷抱著會被裁員的不安,而一邊努力工作的畫

面。 

這是從同為參加總部的研修的新進的3172名員工中,所得到的回答。對「要是跟情人有

約會的時候,被要求得加班的話」的這項問題,回答「放棄約會而工作」的人佔83%。這是

開始詢問同一個問題的72年以後回答最多的一次。若再把加班派分成男女別來看的話,女

性有88%,而男性則有79%。 

「拒絕加班而去約會的」為17%,約會派的比率在泡沫經濟後的37%(91年)達到最高後,

有持續減少的傾向。 

                                (摘自「朝日新聞」2009年7月5日號 部份修改) 

(45)( A ) 裏填入哪個字彙? 

1.命令 

2.優先 

3.拒絕 

4.辭職 

 
(46)從文章來看,知道當前的景氣如何? 

1.很好。 

2.很差。 

3.正慢慢變好。 

4.跟泡沫經濟時一樣。 

 
(47) 8 成以上的人回答跟約會相較下,以加班為優先考量,文章中是如何思考其理由的? 

1.因為想要增加社會的收益。 

2.因為不想被裁員。 

3.因為想比其他人早些出人頭地。 

4.因為在公司比跟情人在一起快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