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oubleDouble 

DoubleDouble 

S6M3A_p20_Tips_Q3(中) 

第三題，Angie的 grandma覺得她的 husband是如何呢？即是 Angie的 grandma

覺得她的丈夫，即是 Angie的 grandpa，是怎樣的呢？答案其實是很容易找到

的，不過找到你也未必知道何解，第三段第二行會見到了：You know, Grandpa 

is getting on a bit these days.，什麼叫做 getting on a bit呢？這一句就真的難少許

了，原來 getting on即是說一個人已經開始有點老態了，其實是 getting old這樣

的意思，不過是用一個比較禮貌的方法去表達出來，所以答案就是：She thinks 

that he is getting on a bit these days.。 

 

S6M3A_p20_Tips_Q4(中) 

第四題，這題答案就是 startled，即是被嚇倒的意思，這裡的第三段很驚險的看

到，就是說了，當 Angie的 grandpa餵飼小鴨的時候，就不小心跌倒了，他一

跌倒就嚇走了全部小鴨了，令那些小鴨飛回湖裡去了，所以這題答案就是

startled。 

 

S6M3A_p20_Tips_Q5(中) 

第五題，通常那些老人家跌倒的時候，他不想別人擔心的就說：我玩玩而已，

Angie的 grandpa也不例外，在第三段她便說了，即是她 grandma便說了，

grandpa 說他跟小鴨玩玩而已，不是真的跌倒，其實，However, the fact is that，

即是事實是如何呢？He tripped over a stone.，即是他摔在石頭上，所以就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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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所以這裡的答案，究竟為什麼 Angie的 grandpa會跌倒呢？答案就是：It is 

because he tripped over a stone.。 

 

S6M3A_p20_Tips_Q6(中) 

第六題，以下句子哪一句是錯呢？c.那句就是錯了，換言之 c.就是正確答案，為

什麼這句是錯呢？因為這裡就說了，Angie的 grandpa就承認，admitted即是承

認，因為真的摔倒在石頭，所以跌倒了，他絕對沒有承認到的，他還嘻皮笑臉

地說，他跟小鴨玩玩而已，而不是真的跌倒，所以他沒有承認到他跌倒的，所

以 c.就是正確答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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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M3A_p23_Tips_Q1(中) 

第一題，這一題未說答案之前一定要先說給你聽 c-o-n-t-e-n-t這個字有哪兩個讀

法，因為兩個不同的讀法將會影響它的意思，第一個讀法是 content，content，

它的重音在第一個音節那裡，content，如果你這樣讀的話，content，就解作內

容，或者解作目錄，內容或者目錄；如果掉轉讀 content，content，即是那個重

音放在第二個音節的時候呢，這個字就不是解作目錄了，而是解作滿意。所以

這一句就是在問你究竟 Cass，她是不滿意那個 dormitory，即是宿舍入面的什麼

東西呢？答案就在第一段的第二句可以找到了，Everything is fine except the air-

conditioner，所有東西都沒有問題，除了那個冷氣機之外，所以答案就是：She 

isn’t content with the air-conditio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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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M3A_p23_Tips_Q2(中) 

第二題，這個 tired就絕對不是疲倦這個意思，tired of一樣東西即是說對那個

東西產生了厭倦的感覺，究竟 Cass對什麼感到厭倦呢？就是西餐了，因為去到

外國讀書，來來去去都是吃西餐，最初她就覺得是可以的，不錯的，那些食物

令她垂涎的，但接著她真的支持不了，所以，這裡的答案就是 western cuisine。

在第三段你也會看到了，她就說 Those are mouth-watering即是說那些西餐是令

人垂涎的，but I already had enough，但我已經吃夠了，所以證明她已經產生了

厭倦的感覺了，已經不想再吃西餐了。 

 

S6M3A_p23_Tips_Q3(中) 

第三題，Where does Cass come from?，即是 Cass是在哪裡來的呢？答案很簡

單，她當然是來自香港的了，第三段最後一句：I will eat them all once I am back 

in Hong Kong.，即是說我回到香港之後就會吃盡這些美食，回到香港，回到香

港，即是她來自香港了，所以答案就是：She comes from Hong Kong.。 

 

S6M3A_p23_Tips_Q4(中) 

第四題，這一題的答案要看回第二段那裡了，究竟 Cass她為了這個 party準備

了些什麼食物呢？她只是懂得弄芒果布甸，所以就只是準備了芒果布甸了，答

案就是：She prepared a mango pud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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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M3A_p23_Tips_Q5(中) 

第五題，以下句子哪一句是正確呢？當然就很簡單了，就是 b. Cass is studying 

abroad.，即是 Cass她在外國讀書的，其實每一段都有貼士說給你知她是在外國

讀書的了，第一段會見到了，她住在宿舍裡的，當然住在宿舍不代表她在外國

的，好了，還有哪裡有提示給你呢？就是第三段那裡了，第三段那裡說：I will 

eat them all once I am back in Hong Kong.，即是最後一句，即是她要回到香港之

後才能夠吃盡她想吃的美食，換句話說她就是在外國了，所以又有 dormitory，

又有宿舍，又在外國，當然她正在外國讀書的，所以 b. Cass is studying abroad.

是正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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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M3A_p24_Tips_Q1(中) 

第一題，What is the function of ear plugs?，ear plugs即是耳塞的意思，耳塞的

功能是什麼呢？你看回這封信便知道了，因為 Cass之前提及過了，因為那部冷

氣機令她睡不了覺，因為那部冷氣機發出了很多的噪音，所以她的媽媽便提議

她用這個 ear plugs，即是用這個耳塞，耳塞有什麼作用呢？她的媽媽便說了：

You can use them to keep out the noise.，keep out the noise即是說用了 ear plugs

之後便聽不到那些噪音了，所以答案就是：Their function is to keep out noise.。 

 

S6M3A_p24_Tips_Q2(中) 

第二題，Anne advised Cass to make mango pudding using什麼 mangoes呢？An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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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 Cass的媽媽了，就建議她去弄芒果布甸的時候可以用些什麼的芒果呢？答

案就在第二段找到了，她在第二行說道：You must have picked some green 

mangoes last time.，上次妳弄的芒果布甸不好吃肯定就是因為妳找來些青芒，

即是不是太熟的芒果，那熟的芒果的熟，英文是怎樣說的呢？就是 r-i-p-e ripe，

ripe，ripe mangoes即是熟的芒果了，所以這裡的答案就是 ripe。 

 

S6M3A_p24_Tips_Q3(中) 

第三題，根據 Cass的媽媽的說法呢，如果妳要弄炒飯的時候，妳需要用些什麼

材料呢？因為之前 Cass提到，說她吃西餐吃到悶了，她的媽媽就很好了，提議

她自己可以弄些炒飯吃，弄炒飯要些什麼材料呀？她媽媽就提到了，Rice, eggs, 

ginger, oil and soy sauce，即是說飯、蛋、薑、油和豉油等等都是需要的，所以

答案就是：Rice, eggs, ginger, oil and soy sauce are required.。 

 

S6M3A_p24_Tips_Q4(中) 

第四題，問你以下 a b c d哪一樣不是 babysitter，一個保姆的 responsibility的責

任呢？其實這一題比較容易混淆的，因為如果你看回這篇文章的話，你會發

覺，naps, baths, meals和 games這四個字都會有提到的，難道全都是一個

babysitter的責任？當然就不是了，雖然有提到這四個字，但是 naps這個字大

家要留意了，naps是小睡或者睡午覺的意思，babysitter的責任不是睡午覺，而

是要看顧小朋友，make sure確保他有睡過午覺的，所以答案不是 Taking n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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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呢，那個 babysitter，你說她要睡午覺是錯的，是要她看顧小朋友睡午覺，所

以 a.這個答案，不是 babysitter的 responsibility。 

 

S6M3A_p24_Tips_Q5(中) 

第五題，以下句子哪一句是錯的呢？當然就是 b. Anne discouraged Cass from 

cooking.，即是說 Cass的媽媽就不鼓勵 Cass煮東西，這當然不是啦，Cass的媽

媽教導 Cass如何弄炒飯，怎會不鼓勵她煮東西呢？所以 b.的答案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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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M3A_p27_Tips_Q1(中) 

第一題，這一題比較深奧少許的字就是 hired，h-i-r-e-d hired，hired的意思即是

被聘請的意思，If Alice is hired, she will work as a 什麼呢？即是說如果 Alice被聘

請的話，她將會做些什麼工作呢？答案就是 flight attendant，flight attendant，

即是空中小姐的意思。 

 

S6M3A_p27_Tips_Q2(中)rev 

第二題，問你了，Jessica她想不想在半空工作呢？答案當然是不想了，因為當

Alice提出要在半空工作的時候呢，她就說了一句說話，她說：I’m afraid I can’t 

go along with you.，即是說，恐怕我不能同意妳了，為什麼不能同意呢？因為

Jessica就有提過，她就說：I always suffer during flights,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landing.，即是說每當她乘搭飛機的時候都不是很好受，尤其是降落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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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了她不喜歡在半空上工作了，所以答案就是：No, she does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