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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rade press  商業出版 31 ambiguous 模糊不清的，引起歧異的 

2 abbreviate 縮寫，使省略，縮短 32 housing 
complex 

住宅區 

3 extradite 引渡回國 33 amenity 適意，舒適，溫和，禮儀 

4 transfer 搬 34 hybrid 混血兒 
5 walkout 聯合罷工 35 anniversary 周年紀念，周年紀念日 

6 translate 翻譯 36 hypocritical 偽善的 
7 abortion 流產，墮胎 37 anguish 使極度痛苦，感到痛苦 

8 treatment 對待 38 identification 辨認 
9 wane 減少 39 anonymously 匿名地，化名地 

10 trigger 板機 40 imminent 逼近的 
11 accumulation 積聚，累積，積聚物 41 appall 使驚恐，使膽寒 

12 unemployment 失業 42 impair 損害 
13 advocate 主張，提倡，支援 43 appease 平息，緩和，滿足 

14 union 聯盟 44 implant 注入 
15 vacuum 真空 45 assault 攻擊，襲擊，譴責，抨擊 

16 wholesale 批發 46 impregnable 攻不破的 
17 vehemently 熱烈地 47 assessment 估價，評價，評估 

18 welfare 福利 48 incite 激勵 
19 

affiliate 
使緊密聯繫，使隸屬

於，接納…為會員 

49 
assuage 緩和，減輕，鎮定 

20 victim 受害者 40 incorporate 結合 
21 zealous 熱心的 51 astronaut 太空人 

22 virus 病毒 52 indigent 貧窮的 
23 aggravate 惡化，加重，激怒 53 atrocity 殘暴，殘酷，殘暴的行為 

24 vivacious 活潑的 54 inertia 慣性，無活力，遲鈍 
25 allegedly 據傳，據宣稱 55 authenticate 證明…為真 

26 voltage 電壓 56 inspire 鼓舞 

27 alleviate 減輕，緩和 57 banish 流放，放逐，消除，排除 

28 volunteer 志願者 58 gullible 易受騙 
29 altitude 高，高度，海拔，高處 59 bedrock 床岩，根底，底部，基礎 

30 wade 跋涉 60 interdependence 互相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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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bemuse 使困惑，使茫然，使發呆 91 cobble 修補，把…草率地拼湊起來 

62 invest 投資 92 merge 合併 
63 bionics 仿生學 93 collusion 共謀，勾結 

64 involvement 連累，包含 94 merit 值得 
65 blemish 玷污，使有缺點，損害 95 concave 凹的，凹面的 

66 journal 日報 96 mineral 礦物 
67 bronchitis 支氣管炎 97 concede 承認，讓步，退讓 

68 landmark 地標 98 mislead 使誤入歧途 
69 

buoyant 
有浮力的，上漲的，心情

愉快的 

99 
concord 和睦，協調，公約 

70 lean 依靠 100 mitigate 減輕 
71 calamity 災難，大禍，不幸 101 condole 哀悼，同情 

72 legacy 遺產 102 monitor 監視 
73 candidate 候選人，求職應徵者 103 confer 商談，商議，授予 

74 liable 可能的 104 monopoly 壟斷 
75 captivate 使著迷 105 confide 吐露，信託，信賴 

76 liberation 解放 106 multinational 多國的 
77 catastrophe 大災難，大敗，慘敗 107 conglomerate 凝聚成一團，使聚集 

78 literary 文學上的 108 mystify 神秘化 
79 chaotic 混亂的 109 conjure 喚起，使想起，變魔術 

80 mainstream 主流 110 nationality 國籍 
81 cholesterol 膽固醇 111 consensus 一致，同意 

82 manufacture 製造 112 negotiation 交涉 
83 chuck 輕擊，扔，放棄 113 constellation 星座，薈萃，建立，任命 

84 margin 餘地 114 nutrient 營養物 
85 

circumference 圓周，周長 
115 

contentious 
愛爭論的，有異議的，引起爭

論的 

86 market 
research 

市場調查 116 observe 觀察 

87 cleanup 大掃除，清除，獲利 117 controversy 爭論，辯論，爭議 

88 mass media 大眾傳播媒體 118 occupation 占領 
89 clientele 訴訟委託人，顧客 119 corrode 腐蝕，侵蝕，損害 

90 merchandise 經商 120 offset 補償，抵銷 
 
 
 



 3 

1061 單字拼拼樂比賽單字表 
 

121 crackdown 壓迫，鎮壓，痛擊 151 dietitian 營養學者 

122 operation 操作 152 portray 描繪 
123 cringe 畏縮，卑躬屈膝 153 dilemma 困境，進退兩難 

124 optional 隨意的 154 potential 潛力 
125 debit 把…記入借方 155 digest 消化，融會貫通 

126 organ 機關 156 precaution 預防 
127 decimate 成批殺死，大量毀滅 157 dioxin 戴奧辛 

128 organization 組織 158 prescription 指示 
129 deduct 減去，扣除，演繹 159 disband 解散 

130 outlive 度過 160 presidential 
election 

總統選舉 

131 defoliant 脫葉劑 161 dismal 憂鬱的，淒涼的，陰暗的 

132 overpower 擊敗 162 primary 主要的 
133 deliberate 仔細考慮，思考，商議 163 disparage 貶低 

134 overtime 加班 164 primitive 原始的 
135 delude 欺騙，哄騙 165 distribution 分配 

136 panic 恐慌 166 prior 居先的 
137 demarcate 定…的界線，區分 167 diverge 分叉 

138 partnership 合夥 168 privacy 隱私 
139 demolish 毀壞，破壞，拆除，推翻 169 dose 使服藥 

140 patient 有耐心的 170 profitable 有利的 
141 density 密度，濃度 171 downturn 景氣 
142 pending 未決定的 172 prominent 突起的，卓越的 

143 deplete 耗盡 173 drainage 排水 
144 percentage 百分率 174 promotion 促進，發揚，提升 
145 depositor 存款人，存放者，沈積器 175 eclipse 消失 
146 periodical 期刊 176 purchase 購買 

147 diabetes 糖尿病 177 eco-friendly 不損壞生態環境的 
148 personnel 職員 178 radical 根本的 
149 diarrhea 腹瀉 179 editorial 編輯的 
150 platform 平台 180 recall 回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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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elite 精華 211 flounder 掙扎 
182 recognize 認出 212 sexism 性別歧視 
183 embargo 禁止船隻出入的港口 213 foist 矇騙 
184 regulation 規則 214 skull 頭骨 
185 embezzlement 挪用 215 fossil fuel 化石燃料 
186 renewal 更新 216 software 軟體 
187 enrapture 使著迷 217 franchise 特權 
188 rental 地租 218 solar 太陽的 
189 entice 誘使 219 free trade 自由貿易 
190 repressive 壓抑的 220 spectacular 驚人的 
191 epidemic 流行性 221 fringe 邊緣 

192 reputation 名譽 222 sponsor 保證人，擔保人 
193 equilibrium 相稱 223 fugitive 逃亡的 
194 reserve 儲藏 224 stock 貯存 
195 equivalent 相等的 225 garnish 裝飾 
196 resist 抵抗 226 string 一串 
197 ethnic 種族上 227 genetics 遺傳學 
198 resource 資源 228 suicide 自殺 
199 euthanasia 安樂死 229 germ 微生物 
200 restore 回復 230 suppress 鎮壓 
201 exclusive 排外的 231 glower 怒目而視 
202 restriction 限制 232 surcharge 裝載過多 
203 exterminate 徹底毀滅 233 gory 沾滿血的 
204 resume 摘要 234 surgery 外科 
205 extravagant 奢侈的 235 grievance 不滿 
206 sacrifice 祭品 236 surroundings 周圍的事物 

207 fascist 法西斯份子 237 grudge 吝惜 
208 salary 工資 238 survival 生存 
209 fleece 騙取 239 gullible 易受騙 
210 secure 安全的 240 suspend 懸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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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habitat 棲息地    

242 telecommunication 通信    

243 hedonistic 享樂的    

244 testify 作證    

245 homosexual 同性戀者    

246 theory 理論    

247 hormone 賀爾蒙    

248 threaten 威脅    

249 tolerant  寬容的    

250 hostage 人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