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59 

(1) 

需要判断人物在何处。书架上排列着很多书，因此（A）“一个女人在接待台”、（C）“孩子在操场上”、

（D）“在公园看书”是错误答案。（B）“书店里站着一个人”是正确答案。 

(2) 

重点是判断物体所处状况。万万不可仅听到（B）“柜子”、（D）“架子”就下判断。符合图片情况的（A）

为正确答案。 

 

P.60 

(3) 

重点是判断什么样的情况下在做什么。男人在“站台”上穿着连帽衫、肩膀上背着挎包，因此（A）（B）（C）

都是错误答案。 

(4) 

房子的“门位于台阶上方”，因此（A）（B）是错误答案。照片也不是（D）“神社”，因此（C）为正确答案。 

 

P.61 

(5) 

观察手里拿着的物体。不是（A）“胶水”、（C）“透明胶带”、（D）“橡皮”，拿的是“剪刀”，因此（B）为正

确答案。 

(6) 

判断挂在墙上的两幅画上画着什么。没有“只用人物”的画和“交通工具”的画，两幅画上都画着狗，因此

（A）为正确答案。 

 

P.62 

(7) 

图片上是张贴公寓或集体住宅等社区通知的“告示牌”，因此（B）为正确答案。注意不要误以为是（D）“招

牌”。（A）（C）与图片无关，不正确。 

(8) 

身穿和服的女性正在榻榻米房间里点茶，因此（D）为正确答案。不应该只根据（B）“榻榻米房间”来判断。

注意不要把“茶道”与（C）“书法”混淆。 

 

P.63 

(9) 

重点是什么样的桌子。图片上有白板、多张椅子、会议室用的长方形桌子，因此（A）为正确答案。桌子上

没有准备着饭菜或资料。 

(10) 

观察人物在做什么动作。她伸长手肘，保持前屈姿势。双手向下伸直，没有抓住脚踝，因此（A）（B）（C）

不正确。 



 

P.64 

(11) 

需要判断文字表示的内容。写着人名，但如果是“收件人姓名”的话，需要添加“先生或小姐”。“日期”

下有划线，没有“星期”。文字内容不表示比例，因此（A）（C）（D）是错误答案。 

(12) 

图片上没有“气球”、植物的“芽”、“鞋子”。可以看到桌子上有几台缝纫机，因此（A）是正确答案。 

 

P.65 

(13) 

判断在什么地方。不是“屋顶”、“舞台”、“日式房间”，因此（A）（B）（D）为错误答案。可以看上盖

着罩布的汽车，因此（C）为正确答案。 

(14) 

该图片粗粗一眼很难判断，但往往出题重点位于图片中央。图片中央吊着一只钟，钟上系着绳子，可以用手

持绳敲响，因此（D）为正确答案。 

 

P.66 

(15) 

注意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如果知道用来开饮料瓶子的东西叫“开瓶器”，就可以选择正确的“C”。 

(16) 

图片上没有“列车”或“轨道”，无法判断是否“指示着方向”，因此（A）（C）（D）为错误答案。停车场

的所有汽车都朝向左边停着，因此（B）为正确答案。 

 

P.67 

(17) 

答案选项中有“电线”、“皱褶”、“裂缝”、“水沟”等线状物体，图片中道路旁立着电线杆，电线杆上

有无数“电线”，因此（A）为正确答案。 

(18) 

答案选项中有“音响喇叭”、“水桶”、“照相机镜头”、“置物柜”等片假名单词，图片上是分开放置的

照相机和镜头，因此（C）为正确答案。 

 

P.68 

(19) 

注意图片中心。没有“风铃”“昆虫标本”“乐谱”，可以看到胸部以上的两尊人像，因此（C）为正确答

案。 

(20) 

孩子在草坪上面朝下躺着。如果知道这种姿势叫“俯卧”，那么可以选出正确答案（A）。背朝下躺着的状态

是（B）“仰卧”。 



P.71 

(21) 

问题关于是否吃了午饭。（A）（B）都是交东西或送东西时的回答，（D）是在被问到是否读了书或报纸等时的

回答，所以不正确。 

(22) 

（A）是接待台的地点，（C）（D）是针对跑步和游泳这些行为做出的回答，因此对于是否喜欢在卡拉 OK唱歌

这一问题，以上均为错误答案。 

 

P.72 

(23) 

本题需要选择初次见面时对于他人的自己我介绍进行的对答。（A）是被问到经验与次数时的回答，（C）是对

于别人的致谢做出的回答，（D）是比周围人先回去时打的招呼。 

(24) 

这个问题问的是休息日，重点是星期几。（B）（C）（D）分别对时间、职业、地点进行回答，因此不正确。 

P.73 

(25) 

问题是喝什么，（B）（C）（D）分别说的是生产国、价格、比较，因此不正确。 

(26) 

问题是是否抽烟。（A）回答是否擅长某事，（B）回答某行为是否完成了，（D）回答某人在不在，因此都不正

确。 

P.74 

(27) 

“是日本制造的吗？”对于这个问题，回答“是”的情况，应该接着说“是日本制造”。回答“不是”的情

况，应该接着说“其他国名＋制造”。（D）“是德国的”中的“～的”是照相机的代称，意为在德国制造的

照相机，因此是正确答案。 

(28) 

说话内容为由于工作要去国外。（B）（C）（D）各为对于旅行、留学、分别的寒暄语的回复，因此不正确。 

 

P.75 

(29) 

问题是在问准备资料的份数，（A）说的是金额，（B）说的是座位顺序，（C）说的是时间，因此不正确。（D）

说的是不够时的处理方法，因此是正确答案。 

(30) 

在询问培训报名的截止日期，（B）（C）（D）各自说的是换钱、重写文章、组装家具等的时间和期限，因此不

正确。 

 

P.76 

(31) 



本题是对于店的定期休息日提出的问题。（A）说的是关门时间，（B）说的是标准，（D）说的是休息时间，因

此都不正确。 

(32) 

本题需要判断袋子的状态如何，选择相应的答案。袋子破了，因此很可能可以看到里面的东西。（A）是很多

人拥挤的样子，（B）是降雪量大的状况，（C）说的是两个事物很相似，因此都不正确。 

 

P.77 

(33) 

问题是论文的提交方法。（B）所说的“打折”是价格问题，（C）所说的“加班”是工作，（D）“往返”说的

是邮寄方法或车票购买方法，因此都不正确。电子邮件、邮寄、当面提交等才是恰当的答案，因此（A）是

正确答案。 

(34) 

本题有关会议室的面积大小。（A）说的是重量，（B）说的是食品的热量，（D）说的是食物的味道，因此都不

正确。“十张榻榻米草席”表示房间大小，（C）为正确答案。注：十张榻榻米草席大小约为 16.5 ㎡（约 5

坪）。 

 

P.78 

(35) 

本题询问病人最近的身体情况。（A）是离开拜访的人家时说的寒暄语，（C）是接受指示时的应答，（D）是关

于施工情况的回答，因此都不正确。对于别人的关心，回答已经康复了，因此（B）是正确答案。 

(36) 

本题在询问和服的颜色和花色是素淡还是艳丽。（B）说的是玻璃，（C）说的是某种事物的深度，（D）说的是

某物体燃烧、出现烟雾的情况，因此都不正确。（A）说的是颜色稳重漂亮，因此是正确答案。 

P.79 

(37) 

本题问的是在收银处如何支付。从“一起买单吗”的问题来看，可以知道几个人在一起。（Ａ）“是，姑且

一起去”，（Ｂ）“嗯，目前够了”，（Ｃ）“不，用现金支付”都不是恰当的回答。回答几个人一起支付还

是分开支付的（Ｄ）是正确答案。 

(38) 

"本题说的是餐厅的顾客群。（Ａ）“撒谎是不好的”、 

（Ｂ）“需要有资格”、（Ｃ）“堵车了”不是恰当的答复。“带孩子的顾客很多”，所以说到“带孩子去会

很满意”的（Ｄ）是正确答案。" 

 

P.80 

(39) 

本题关于新入职的职员。“工作情况”是指对于工作的态度与能力。提到这个问题的（B）为正确答案。（A）

说的是商品与产品的质量，（C）说的是年纪大了退休，（D）说的是价格下降的问题，因此都不正确。 

(40) 



本题问的是在公司工作的职员人数，因此正确答案为（A）。（B）“五万日元”为金额，（C）“100年”是时间

长度，（D）说的也是金额，因此都不正确。 

 

P.81 

(41) 

本题关于商品容器的材料征求意见。对于“最好是金属的”这个意见，（B）回答“还是用木材更好”，因此

是正确答案。（A)“国产”说的是生产国。（C）说“我也～”表示赞同，接着却说“金色的布”。（D）说“对”

表示赞同，后文却说“竹子的话”。因此都不正确。 

(42) 

对于“资料总结得很好”，（C)回答“简洁扼要，真不错”，是正确答案。（A）“积极”说的是性格与态度，

（B）“乱七八糟”与“总结得很好”相矛盾。（D）“开朗快活”描述的是性格。因此都不正确。 

 

P.82 

(43) 

本题说的是人的举止、样子、态度。“烦躁”指的是不愉快时不冷静的样子。（Ａ）“马上要出场了”、（Ｂ）

“非常顺利”、（Ｃ）“常常笑眯眯的”都不符合题意，（Ｄ）“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为正确答案。 

(44) 

"本题说的是去年穿的衣服尺寸变大了。换言之，是瘦了的意思，因此（A）为正确答案。（Ｂ）“卫生”、

（Ｃ）“少喝点儿酒”、（Ｄ）“滑溜溜的”，都不是恰当的答复。" 

 

P.83 

(45) 

本题在向部长汇报被指派的工作完成了。恰当的回答是（A）。（B)表示对上级的感谢，（C）表示委婉地拒绝

别人的好意，（D）是先告辞时的寒暄语，因此都不正确。 

(46) 

本题说的是答题活动中奖的事。相应的答案是（B）“运气好”。（A）“棘手的问题”、（C）“需要练习”、（D）

“可怜”都不是正确答案。 

 

P.84 

(47) 

对于“更衣室的衣柜坏了”，（A）回答“马上修理”，因此是正确答案。（B）“进不了更衣室”、（C）“想不

起来”、（D)“买新的鞋柜”都不是合适的答案，因此不正确。 

(48) 

本题提出建议：美术馆人气很高，如果不提前买票，可能无法入场。因此（D）“赶快安排一下”为正确答案。

（A）“完全是外行”、（B)“保守秘密”、（C）“可怕”不是合适的回答。 

 

P.85 

(49) 



本题说的是自己工作时最重视什么。“成就感”是指坚持做完感到满足的意思，因此（B）“感到有意义”为

正确答案。（A）说的是“问题”。（C）表示赞同后却在说别的事“想要遵守时间”。（D)说的是“工作效率”。

因此都不是正确答案。 

(50) 

让父母寄生活费，换言之，即是无法独立生活的意思，因此（C）“啃老”是正确答案。（A）“倒立”与“独

立”似是而非，是陷阱问题。（B）“初次见面”、（D)“亲子欢聚一堂”都不是恰当的回答。 

 

P.87 

(51) 

顾客在服饰店里询问毛衣的价格，售货员在说明红色与蓝色的毛衣。5000日元是红色的毛衣，因此（B）5500

日元是正确答案。 

(52) 

男的在说明天的会议是在“2 楼会议室”，女的纠正他说：“在 5楼会议室”。由此可知，男的不知道会议

地点。（A）说的是会议日期，（B)说的是会议时间，（D)说的是会议目的，因此都不正确。 

 

P.88 

(53) 

女的以为课长跟田中一起去，男的以为一个人去，因此男的向课长确认的事项为（A)。 

(54) 

女的在问电灯开关的位置，男的在回答。开关藏在门后，不是“门的左侧”，也不是“房间里面”，因此（A)

（B)均为错误答案。对话中没有涉及到（D)“走廊的墙壁”，因此（C)“架子后面”是正确答案。 

 

P.89 

(55) 

女的在问男的，发给参会人员的资料怎么办。男的指示说摆在桌子上，因此（A)为正确答案。 

(56) 

男的在拜托女的（中村）为搬迁事务所准备饮料，因此正确答案为（C)。没有提到（A)“搬行李”、（B)“找

帮忙的人”、（D)“准备箱子”。 

 

P.90 

(57) 

女的指令男的询问课长明天能否出席会议，但男的忘了问。男的说马上打电话问一下，因此正确答案是

（D)“给课长打电话”。 

(58) 

男的在问订好的圆珠笔。女的回答在昨天寄来的箱子里，现在拿过来。因此，（D)从箱子里拿出圆珠笔，为

正确答案。 

 

P.91 



(59) 

女的在请求男的指导一下电脑的用法，但男的说午休以后，因此（B）为正确答案。男性不是“午休后”外

出，而是现在外出，因此（A)不正确。 

(60) 

男的不能参加下周的学习会，他要求跟下个月的主持人对调一下。正确答案为（B)。 

 

P.92 

(61) 

女的说通过男的的欧洲导游书可以知道城市的大致情况，因此正确答案为（C)。男的说虽然是 5年前的旧导

游书，下次带来。 

(62) 

他们在谈论说明会的内容。女的打算分发资料后播放录像，男的要求女的在说明会前把发言内容用邮件发

给他，因此（A)为正确答案。 

 

P.93 

(63) 

由于决定参加下个月的祭祀活动，女的希望男的选一下销售的商品，因此正确答案为（D)。 

(64) 

两人在谈论新型号电视机要到货了，旧型号的价格怎么办。男的说好卖的型号也卖得出去，价格就保持原

状，因此正确答案为（A)。 

P.94 

(65) 

男的告诉女的：“一个叫木村的人询问打工的事，他说稍后再打电话”。因此，正确答案为（A)。 

(66) 

两人在说钟的时间准不准。男的跟自己的钟比较一下后，发现时间不对，于是说换一下电池。正确答案为

（D)。 

P.95 

(67) 

两人在谈论付钱的问题。男的付餐费，女的说作为回礼，餐后请他喝咖啡。因此，正确答案为（C)。 

(68) 

两人在谈论女的制作的资料。女的是受安田君的委托，实际上是男的拜托安田君的。因此，正确答案为（B)。 

 

P.96 

(69) 

虽然要求对方把广告颜色调亮，但是成品的颜色没有变亮。实际的成品不符合他们的希望，因此正确答案为

（B)。 

(70) 

两人在谈论积分卡。他们说在其他店也可以积分，用积分购物，所以正确答案为（B)。 



 

P.97 

(71) 

商品由于地址不详被送回来了，女的指示男的马上确认一下，因此正确答案为（C)。 

(72) 

他们在说放资料的袋子的事。女的说，男的准备的袋子是没有使用的旧袋子，应该用新袋子。因此正确答案

为（B)。 

 

P.98 

(73) 

两人在谈论新产品通过媒体介绍后，销量大增，可能来不及生产。来不及生产，换言之就是订货量比生产量

大，因此正确答案为（C)。 

(74) 

男的为了提交某个申请在办事窗口。报名资料上需要盖章，他现在没有带印章，因此他说把资料带回去后再

邮寄。女的说先把需要填写的地方写一下。因此正确答案为（A)。 

 

P.99 

(75) 

他们在说把城里的办公室搬到工厂附近的好处。因此正确答案为（A)。男的说“以前办公室在城里时”，换

言之即为现在办公室不在城里，因此（B）不正确。 

(76) 

女的说让男的负责明年的新入职员工培训工作，男的回答自己也是新员工，无法胜任。对此，女的说他跟新

入职员工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因此正确答案为（C)。 

 

P.100 

(77) 

两人在谈论新款钟的设计方案。男的指示女的在决定设计方案前，先去调查一下是否跟其他公司的产品相

似，因此正确答案为（B)。 

(78) 

他们在说通讯费（电话费）的账单不断寄来，越积越多了。女的建议取消邮寄，男的拜托女的办手续，因此

正确答案为（B)。 

 

P.101 

(79) 

他们在说报告书里的错误。女的制作的报告书里产品名写错了，因此正确答案为（C)。 

(80) 

男女两人在谈论公司成立 50周年之际，社长在计划给公司职员和合作单位赠送礼物，因此正确答案为（D)。

（A)聚会、（B)感谢活动、（C)出版书，都不是给公司职员和合作单位礼物，因此不正确。 



 

P.104 

公司内部广播在通知职工食堂的事。新食堂在 5 楼，从下周开始可以用餐。为了职工们可以精力充沛地工

作，食堂提供 20种以上的食物可供选择，肉、鱼、蔬菜等菜品可以自由地选取。食堂开放时间为除周日以

外，上午 11点到下午 3点。 

(81) 

文中提到“在本大楼 5楼新建成的”（第 1行），因此正确答案为（B)。不是旁边的大楼，也不是 1楼。 

 

P.105 

(82) 

文中提到“本食堂的最大目的是为了各位可以精力充沛地工作”（第 2行），因此正确答案为（D)。 

(83) 

文中提到“肉、鱼、蔬菜等菜品可以少量自由地选取”（第 3～4行），因此正确答案为（B)。 

(84) 

文中提到“食堂除了周日以外，从 11点到 15点都开放”（第 4～5行），因此正确答案为（A)。“下午 3点”

即“15点”。 

 

P.106 

这是电话自动语音通知，内容关于原文具店的联系方式。商品下单按 1，关于商品的问题按 2，想直接与负

责人联系按 3。电话的谈话内容会被自动录音。想重听一遍请按 4。电子邮件的联系方式在公司主页上。 

(85) 

文中提到“商品下单请按 1”（第 2行），因此正确答案为（A)。“想买的人”即“想下单的人”。 

 

P.107 

(86) 

文中提到“为了提高服务质量，现在开始对谈话内容进行录音。请配合协助”（第 3～4行），因此正确答案

为（C)。 

(87) 

文中提到“想重听一遍请按 4”（第 4行），因此正确答案为（B)。“希望再次说明的人”即为“希望重听一

遍说明的人”。 

(88) 

文中提到“希望下单或者有问题的话，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联系我们，详情请参看公司主页。”（第 4～5

行），正确答案为（D)。“咨询”即“询问”。 

 

P.108 

说话人在通知公司内事务科的同事们。明天国际大学的松本老师将来公司。老师在以职业女性为对象进行

调查。明天下午 3点在会议室开始进行访谈，明早通知大家访谈顺序。不必回答访谈的所有问题，也可以中

途退出。 



(89) 

文中提到“老师现在以职业女性为对象进行调查”（第 2 行），因此正确答案为（B）。“工作的女性”即为

“职业女性”。 

 

P.109 

(90) 

文中提到“明早告诉大家访谈的顺序”(第 3～4行)，因此正确答案为（C)。“面试”即为“访谈”。 

(91) 

文中提到“你们不必回答所有的问题，也可以中途退出”（第 4～5行），正确答案为（D)。“中止”意为“中

途停下”。 

 

P.110 

说话人在说参加马拉松大赛的事。大约 3年前，为了支持朋友参加马拉松大赛，自己也开始了跑步。虽然没

有达到预定目标，但跑完了全程。天气晴朗，能清楚看到景色。在桥上看到富士山，很感动。马拉松结束以

后，跟跑友们一起吃了饭。 

(92) 

文中提到“大约 3年前，为了支持朋友参加马拉松大赛，我也开始了跑步”（第 1～2行），因此正确答案为

（D)。“支持朋友参加马拉松大赛”意为“受到朋友的影响”。 

 

P.111 

(93) 

文中提到“顺利跑完全程，我很高兴”（第 3行），因此正确答案为（A)。“跑到最后”即为“跑完全程”。 

(94) 

文中提到“在月见桥上看到的富士山真是美极了，我很感动”（第 4行），因此正确答案为（D）。 

 

P.112 

这是公司内部的通知，内容为从明天开始休假的申请方法将发生变化。不需要直接取得上司的许可或提交

资料。在电脑上输入希望休假的日期。申请后 1周以内邮件通知是否被批准了。在休假日前一个月需要提出

申请。如果是一个月以内，或者时间紧迫的情况，可以直接向上司申请。 

(95) 

文中提到“明天开始休假申请方法发生变化。……一切都用电脑处理了。你只要进入公司内部网络，在申请

休假的页面输入希望的日期就可以了。”（第 1～3行），因此正确答案为（D)。“在电脑上办手续”意为“在

电脑页面上输入”。 

 

P.113 

(96) 

文中提到“申请后 1周以内邮件通知你是否被批准了，请注意查收”（第 3～4行），因此（A)为正确答案。

“被允许”即为“被批准”。 



(97) 

文中提到“不过，这种情况在休假日前一个月需要提出申请。如果超过期限，就无法在页面输入日期了。时

间紧迫的情况，可以直接向上司申请”（第 4～5行），因此正确答案为（B)。“突然想休假”意为“到希望

的休假日不到一个月”。 

 

P.114 

在医院内广播通知探访时间结束。10分钟后结束探访时间。大门晚上 8点 15分关闭。访客名牌请交还至回

收箱内。开车来的访客从西侧的出口离开。需要延长探访时间的访客需要告知护士。 

(98) 

文中提到“您所佩戴的访客名牌请不要遗忘，交还至 1楼综合接待服务台上的回收箱内”（第 2～3行），正

确答案为（C)。“在前台的箱子”即为“接待服务台上的回收箱”。 

 

P.115 

(99) 

文中提到“南侧的出口已经关闭了，开车来的访客请从西侧的出口离开”（第 3～4 行），因此正确答案为

“D”。 

(100) 

文中提到“如果有特别理由，需要延长探访时间的访客，请告知护士”（第 4～5行），因此正确答案为（A)。

“探访时间结束后也留在医院”即为“延长探访时间”。 

 

P.117 

(101) 

发音为长音“れーぼー”，书写为（Ｃ）“れいぼう”。“冷蔵庫（冰箱）”、“冷麺（冷面）”也同样。

训读的例子有“冷える（变冷）”、“冷やす（冰镇）”等。 

(102) 

带促音的读法（B）“しゅっしん”为正确答案。“出発(出发)”、“出席（出席）”、“出産（分娩）”等也同

样。读作“しゅつ”的例子有“出場（出场）”、“出馬（出马）”、“出力（输出）”、“出入（进出）”

等。 

(103) 

意为辞职，训读法“やめる”为正确答案。特例“辞する（辞职）”读作“”。（B)“つめる”意为填入、

装入、塞入等，（C)“ひろめる”意为扩大。（D)“すすめる”意为推荐、推进等。 

 

P.118 

(104) 

“西”有各种读法，请牢记。“西暦（西历）”读作“せい”，“西（西）”读作“にし”，“東西（东西）”

中读作“ざい”，“関西（关西）”中读作“さい”。 

(105) 

意为挑在肩膀上，“担ぐ（挑、担）”读作“かつぐ”。“担う（担、挑）”读作“になう”，“担保（担



保）／担任（担当）”读作“たんぼ⁄たんにん”。（A)“注ぐ”是指水流入，（B)“稼ぐ”是指工作后获得金

钱。 

(106) 

“感嘆”是指感到佩服而赞叹，读作“かんたん”。 

 

P.119 

(107) 

“癒される”是指消除身心的痛苦、痛苦减轻，读作“いやされる”，正确答案为（A)。（B)“降ろされる”

是指从交通工具转移到别的场所，或从某地位发生职责的变化。（C)“揺るがされる”是“揺るがす（摇动）”

的被动态。（D)可能是“交わされる（互相交换）”“買わされる（被迫买）”等。 

(108) 

“縫う”是指穿线的针在布料等的表面与背面交替着穿刺行进，因此正确答案为（D)。（A)“のびて”、（B)“さ

して”都是错误的书写方式。（C)读作“とおって”。 

(109) 

意为计算金额的多少，因此（A)“精算”为正确答案。“清算”读法相同，汉字不同，意为归还借款，使金

额归零。请注意不要用错。不存在（B)（C)（D)的写法。 

 

P.120 

(110) 

意为发言与行动，写作“言動”。正确答案为（B)。不存在类似（A）（C)（D)两个汉字组成的词语。 

(111) 

“太りやすい”是指吃了东西马上发胖的体质。正确答案为（C)。反义词是“太りにくい（很难发胖）”。

（A)“多分（大概）”表示预测，如“明日は多分、雨がふるでしょう（明天大概会下雨吧）”等。（B)“少

し（一点儿）”是表示比率，是“たくさん（很多）”的反义词。（D)“時々（有时）”是指次数不多。“い

つも（常常）”、“毎日（每天）”、“しょっちゅう（经常）”等是指次数多。 

(112) 

“にこにこ”是指发生高兴或愉快之事时的面部表情。正确答案为（D)。（A)“祝う（祝贺）”表示用语言

与行为来表示愉快的心情。（B)“思い出す（想起）”是指在心中想起忘却的事或过去的事。（C)“泣く（哭

泣）”是指发生了悲伤或悔恨的事而流泪。 

 

P.121 

(113) 

“徐々に”是指渐渐的意思，正确答案为（C)。（B)“どんどん（不断）”意为事物进展顺利、速度很快。

（D)“まあまあ（还可以）”表示虽然不充分但暂且满意的意思，如“料理の味は、まあまあだ（菜的味道

一般）”、“商品の人気は、まあまあだ（商品的受欢迎程度还可以）”等。 

(114) 

“～つつ”表示在进行一个行为的同时，进行另一个行为，与“～ながら（一边……一边……）”意思相同。

句子的意思为失败的行为与成长的行为同时进行，因此正确答案为（B)。（A)“～ても”表示反论。（C)“～



ないことには”以“Aないことには、Bない”的形式，往往表示消极的心情、建议或指示。（D)“～たばか

りに”意为正因为这件事，导致了不好的结果。 

(115) 

“ひとまず”意为一时的、一旦、姑且、暂且，正确答案为（B)。（A)“なんとか（总算）”意为“虽然不

能说满意，但……”。（C)“わりと（出乎意料）”，表示与预想不同，如“わりと簡単だった（出乎意料地

简单）”“わりとおいしかった（出乎意料地好吃）”。（D)“何より（比什么都）”意为与其他任何事物相

比都是第一。 

 

P.122 

(116) 

“～はそれまでだ”意为“就此结束。所有都白费了”。正确答案为（A)。答案（B)不正确，因为从文中无

法断定是否生锈。（C)“落ちこぼれになる（后进生）”是指在学校学习无法跟上。（D)“採算がとれない

（亏本）”是指做生意无法获得收益而亏本。 

(117) 

一般条件的“と”表示“做了 A，一定会 B”。正确答案为（D)。（A)表示动作、作用的对象。（B)表示确定

条件，用法同“たら”。（C)是表示假定条件的“と”。 

(118) 

意为“以此为手段”“用此方法”。正确答案为（A)。（B)表示原因。（C)是指根据其中各种不同情况相应的。

（D)意为中途顺便到访其他地方。 

 

P.123 

(119) 

表示否定的推量，意为“不会……吧”。（A)（B)（D)表示说话者的否定意思。意为“～ないようにしよう

（尽量不……）”“ないつもりだ（打算不……）”。 

(120) 

书写为“傷む”，意为损伤或腐败。正确答案为（A)。（B)“悼む”为悲叹人的死亡。（C)“痛む”为由于伤

痛或病痛身体感到痛苦。（D)“痛む”是指由于悲伤感到心痛。 

 

P.125 

(121) 

正确答案为（C)。果汁是物体，因此答案为“どれ（哪个）”。“だれ（谁）”用于人物。 

(122) 

正确答案为（B)。接续他动词“書く（写）”的时候，“書いている”为现在进行时，“書いていた”为过

去进行时。此处应该使用表示状态的“～てある/～てあった”，因此“名前が書いてあった（写着名字）”

为正确表达。 

(123) 

正确答案为（D)。“面白い（有趣）”和“楽しい（愉快）”为并列关系，“面白い”的“い”→“く”＋“～

て形”，“面白くて楽しい”。 



 

P.126 

(124) 

正确答案为（C）。“动词的完了＋後”应该为“动词た形＋後”。不需要加“の”。名词＋後，如“食事の

後（饭后）”“散歩の後（散步后）”，有时也可以使用“の”。 

(125) 

正确答案为（A)。“あまり＋な形容词ではありません”，表示程度不高，如“あまり得意ではない（不太擅

长）”。 

(126) 

正确答案为（C)。“い形容词＋すぎる”的接续方法为去除“い”，加“すぎる”。正确答案即为“高すぎ

て（太贵了）”。 

 

P.127 

(127) 

正确答案为（C)。“あげる”表示主语的行为作用于对方，在此主语（妹妹）接受对方（伯母）的行为，因

此应为“もらって”。 

(128) 

正确答案为（B)。“誰（谁）”是指在自己所识人物中的“どの人（哪一个人）”，“誰か（某个人）”包

含自己不认识的不特定的很多人。来到大门口的人不一定仅仅是认识的人，因此“誰か”为正确答案。“ど

こ（那里）”“どこか（在某处）”、“いつ（什么时候”“いつか（某个时候）”也同样。“どこ”“い

つ”特定了场所或时间，“どこか”“いつか”没有特定场所或时间。 

(129) 

正确答案为（A)。接续在“～さえすれば”后的动词为动词“ます形”去除“ます”的剩余部分，即为“炒

めますさえすれば”。 

 

P.128 

(130) 

正确答案为（A)。一般用“～によると”，表示从电视、广播等大众媒体获得信息。“～によって”表示原

因，如“台風によって（由于台风）”、“地震によって（由于地震）”等。 

(131) 

正确答案为（B)。从后文“只好让你辞职”否定内容来考虑，正确的句子应该是“（できない）无法”赞成

社长的计划。 

(132) 

正确答案为（D)。收集会费等钱款，汇合成一笔钱，进行交费或支付，是“まとめる（集中）”，这里应该

用“まとめて”。“まぜる（混合）”是指如 10日元、50日元、100日元等各种不同面额的钱混在一起使

用。 

 

P.129 



(133) 

正确答案为（A)。“せっかく”与“动词”相接续时，不需要“の”。接续“名词、い形容词”时，应该是

“せっかくの”。比如，“せっかくの休日なのに～（难得的假日，却……）／せっかくのお心遣いですが

～（难得您这么费心……）”等。 

(134) 

正确答案为（C)。如“運がいい（运气好）、運が悪い（运气不好）”，需要使用助词“が”。 

(135) 

正确答案为（A)。以“动词＋以上は”的形式使用，意为“それをする/したという状況では（在做/做了的

情况下）”。一般跟表示伴随责任或决心的动词一起使用。 

 

P.130 

(136) 

正确答案为（C)。“（应用）”相对于“（基本）、（基础）”而言。句子意为充分理解简单水平的基本、基础

问题后，再挑战难度更大的应用问题。 

(137) 

正确答案为（B)。接续在表示理由的“～から”前的动词，应该为动词原形“効く/効いた”。虽然这种药适

合自己的体质，但不一定也适合别人，因此不应该轻易推荐。 

(138) 

正确答案为（B)。“ため息をつく（叹气）”为正确的说法。 

 

P.131 

(139) 

正确答案为（B)。用来修饰“坂（坡）”这个名词，应该为な形容词“緩やかな（缓和、坡度小）”。（A)“お

住まい”是指对方住的房子，对对方表示尊敬的说法。（C)“～きる”意为做到最后，“上がりきった所”

是指爬到最后的地方。（D)“洋風”意为西式，“和風”意为日式。 

(140) 

正确答案为（B)。句子内容为“～ととしても”的结果如何，应为“勧めたところで”。（A)“一同”表示

全体、大家。（C)“頑固な”是指头脑僵硬、不懂变通。（D)接在“～とは思えない”前的词语应该为动词原

形。 

 

P.133 

(141) 

外出时“かける”的是房子门上的锁，因此正确答案为（B)。（A)“表”也可以表示家的外面。（C)“席”是

坐的地方，（Ｄ）“門”是区分家与外界道路的入口处，因此都不正确。 

(142) 

下雨了，却没带伞，那么衣服会怎样？当然会被雨“ぬれる（淋湿）”，因此正确答案为（A)。（B)“ほめ

る（夸奖别人）”、（C)“（树枝或骨头等细长物）おれる（折断）”、（D)“（洗弄脏的东西）洗う”，因

此都不正确。 



 

P.134 

(143) 

文中在说新房间。“～ですが”的后文为“明るい（明亮）”，是理想的情况，因此可以推测前文为不理想

的情况， 正确答案为（B）是“狭い（狭小）”。（A)“薄い（薄）”是指纸片等的厚薄，（C)“速い（快）”是

指速度，（D)“（弱い）弱”是指强度等的强弱，因此不适合用来描述房间。 

(144) 

文中在说学习的姿态和态度，因此（D)「熱心に（用功）」是正确答案。 

 

P.135 

(145) 

此处为用来数电视的量词，（B)“台（台）”为正确答案。（A)“本（根）”为细长物，（C)“番（第）”为顺序，

（D)“枚（张）”为数布、纸等薄物时使用的量词。 

(146) 

连接“～なくてはいけない”的动词词尾变化为ない形，因此（A)“作ら”为正确答案。 

 

P.136 

(147) 

在描述烤面包或烤鱼的气味时，应该用（C)“においがする（闻到气味）”。（A)是人通过自己的眼睛看东

西，（B)是指人或动物从远处走近来，（D)表示从内到外，或者参加会议或集会。 

(148) 

本文描述了在足球或篮球比赛中，比赛结束前几秒时的入球决定了胜败。由于文意为比赛即将结束前，因此

正确答案为（C)“直前（即将……之前）”。而“刚刚结束后”则是“直後（刚……之后）”。 

 

P.137 

(149) 

通过读书获得知识、理解各种事情，就是“視野が広がる（扩大视野）”或者“新しい世界が広がる（展开

新眼界）”，因此正确答案为（A)。（B)“明ける”用于“夜が明ける（天亮）”“新しい年が明ける（过新

年）”“梅雨が明ける（出梅）”。（C）“聞こえる（听到）”是指听到声音、声响。（D)“伝わる（传、传导）”

是指心情、情绪受感染。 

(150) 

表示非常疲劳、不想做任何事的状态、心情，答案应该为（D)“めんどうくさい（麻烦）”。（A）是表示看

到别人的能力及状态，自己也希望如此的形容词，“私は一人っ子なので、兄弟の多い人がうらやましい

（我是独生子女，因此很羡慕兄弟姐妹多的人）”。（B）表示不值得特别在意，“宝くじが当たったらどう

しようかなんで、くだらないこと考えないで勉強しなさい（中了彩票怎么办？不要想这样无聊的事了，好

好学习吧）”。（C）是表示可惜感叹东西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的形容词，比如可以如此用“まだ食べられる

のに、廃棄するなんてもったいない（还可以吃，却丢弃，太可惜了）”。 

 



P.138 

(151) 

意为“频度非常少”，正确答案为（D)。（A)以“さっぱり～ない”的形式，表示没有达到期待，“準備した

品物が、さっぱり売れない（准备好的商品一点儿也卖不出去）”。（B)意为衣服的尺寸正好、或适合某项

工作，“大きいかと思ったが、着てみたらぴったりだった（我以为很大，试穿了一下，大小正好）”。（C）

意为沉睡的样子，比如“赤ちゃんは寝息をたてて、ぐっすり眠っている（小婴儿呼呼地酣睡着）”。 

(152) 

句子意为在考试中不应该不安分地东张西望，因此正确答案为（D)。（A)表示闪闪发光的样子，“星がきら

きら光っている（星光闪耀）”。（B)是表示顺利前进、没有中途堵住或后退的副词，“英語をすらすらと

話す（流利地说英语）”。（C)表示成为某种状态、到了某个时间，比如“こんな時間ですので、そろそろ

失礼します（已经这个时间了，我就此告辞了）”。 

 

P.139 

(153) 

文中提到病情改善，心情也随之开朗了，因此正确答案为（D）。（A)表示从某地某时到某地某时的范围，“夜

から明け方にかけて雪が降った（雪从晚上一直下到次日早晨）”。（B)意为代替某人，“社長に代わって

部長が出席した（部长代社长出席了）”。（C)意为原因，比如“事故によって電車が止まっている（由于

事故，电车停驶了）”。 

(154) 

带有表示最小量“1”的词语与否定形式一起使用，表示“完全不”。正确答案为（A)。（B)“の”、（C)“か”

不合适。（D)加在表示数量的词语后，意为大致的量，比如“1 時間ばかり待ってください（请等待 1 个小

时左右）”。 

 

P.140 

(155) 

“动词た形”＋“とたん”，意为“……之后马上”、“做……的同时”。正确答案为（B)。后文内容往往

出乎意料。 

(156) 

可以与“～を上げる（做成）”一起使用的词语是（C)“実績（实际成果）”。（A)用于“受験に合格する（考

试合格）”等、(B)用于“経験を積む（积累经验）”“経験を生かす（活用经验）”等、（D）用于“実感

が沸く（真切体会到）”。 

 

P.141 

(157) 

文中提到没有地方、没有空间停车，因此正确答案为（C)“スペース（空间）”。（A)“スタッフ（工作人

员）”是指演出活动等的相关人员。（B)“スタンド（看台）”是指赛场、棒球场等阶梯式的看台等。（D)“ス

ライド（滑动）”用于“スライドドア（推拉门）”，是使滑动的意思；用于“スライドショー（幻灯片）”，

表示画面依次切换。 



(158) 

文中指取得胜利而欢呼的声音，因此正确答案为（A)。（B)“膨らんだお腹（胀鼓鼓的肚子）”，（C)是倒下

的意思，“石につまずいて転んだ（被石头绊了一下，摔倒了）”，（D)意为在神佛前合掌参拜，比如“病気

の母が回復するよう神社で拝んだ（参拜神社，祝愿生病的母亲康复）”。 

 

P.142 

(159) 

看到结论为“并不是不幸的”，因此需要寻找通常是不幸的情况。（B)“貧しい（贫穷）”为正确答案。

（A)“安っぽい（廉价）”，意为看上去是便宜货、很粗俗，比如“安っぽい服（廉价的衣服）”“安っぽい

考え方（粗俗的想法）”。（C）“懐かしい（怀念）”是回忆起往昔的事物，心绪万千的意思，比如“この

店、まだ残ってたんだ。懐かしいなあ（这家店还在啊，真令人怀念啊）”。（D)“憎い（憎恨）”是指无法

原谅而讨厌的心情，比如“不正を見逃して、善人を裁く社会が憎い（这个社会真令人憎恨，宽恕不法分子，

错判好人）”。 

(160) 

正确答案（D)“徹底的に（彻底地）”意为“充分到达各个角落”。（A)意为与文化相关，比如“文化的な

施設（文化设施）”“文化的な事業（文化事业）”。（B)表示不对外表达自己的意见主张，比如“娘の縁

談に両親は消極的だ（父母对女儿的亲事不积极）”。（C)意为过去发生了这样的事实、并从遥远的过去延

续至今。比如“その薬の発見は、歴史的に見ても大変貴重なことだ（发明这种药，从历史上来看都是非常

珍贵的）”。 

 

P.143 

(161) 

意为很多人或物排列着的壮观场面，因此正确答案为（B)。（A)意为事前、事先，比如“会議室の使用は、

あらかじめ許可を取ってください（如要使用会议室，请事先获得许可）”。（C)是指在极短的时间内马上

做某事，比如“まもなく 1 番線に列車がまいります（列车马上驶入一号站台）”。（D)意为数量非常多，

几乎满溢出来了。比如“鍋にたっぷり水を入れる（在锅里加满水）”“時間はたっぷりある（时间很充

裕）”等。 

(162) 

是尝试了很多方法后，结果、最终的意思，用于负面情况。正确答案为（A)。（B)加在表示感情或状态的名

词、动词后，表示程度很高，用于描述不理想的结果。比如“悲しみのあまり病気になってしまった（由于

过度悲伤病倒了）”“挽回しようとおせるあまりミスを重ねてしまう（由于太过急于挽回，再三地犯错

了）”。（C)表示限度，如“今年限りで引退します（打算到今年为止退役）”；或表示范围，如“私の知

る限り、彼は良い人です（据我所知，他是一个好人）”。（D)表示到达，如“洪水の被害は、都心部にま

で至り～（洪灾蔓延到了市中心）”等。 

 

P.144 

(163) 

表示在某种条件作用下，自然地这么想起，因此应使用被动态。文中指到了寒冷季节这一条件下，会自然地



惦记起在乡下独居的母亲是否安好、没有感冒吧。“思われる”＋“～てならない”，表示无法抑制那样的

情感，如“この曲を聴くと、亡くなった先生の事が思い出されてならない（每当听到这首曲子，都会不由

想起已故的老师）”。 

(164) 

意为非常厉害，甚至无法确定多高的程度、多大的量，正确答案为（A)。“疑问词＋ことか”的句式，如“や

っと成功した。どんなに待ったことか（终于成功了。不知等了多久。）”（B)①语言功能为间接的忠告与

命令，如“日本語がうまくなりたければ、もっと勉強することだ（如果想学好日语，就更努力地学习吧）”；

②表示惊讶、感动、讽刺等意，“いつまでも若くて、うらやましいことだ（总是那么年轻，真令人羡慕）”。

（C）用在日常生活会话的句末，表示理由，如“電車が止まってるんだもの。行けないわ（电车停驶了，

去不了呢）”。（D)在描述过去的事情和现在的状况后，接着说“だが、しかし～（可是）”时使用，如「招

待状は出したものの、他の準備は全くできていない（请帖发出去了，可是其他的准备还一点儿没做）」。 

 

P.145 

(165) 

意为公司的同事之间，对于公司的休假申请方法，存在不言自明的潜在规则，因此正确答案为（C）。（A)意

为记忆着、不忘记，“父は 30年前の事件のことを記憶していた（父亲还记着 30年前的那个事件）”。（B)

是指消除事物的数量差别、得到的中间位置，如“テストは最高 100 点、最低 60 点で、平均点は 80 点だ

った（考试最高分为 100分，最低分为 60分，平均分为 80分）”。（D）意为不是实际存在的，如“このドラ

マの人物は、架空の人物である（这部连续剧的人物是虚构出来的）”等。 

(166) 

句子意思为从社长一派转为副社长一派，态度发生了 180度的变化，因此正确答案为（A)。（B）意为尝试做

某事，如“自分の実力がチャンピオンに通じるかどうか試みることにした（决定尝试一下看看自己的实

力能否取得冠军）”。（C)意为从后面追赶、超越自己前面的人，如“2 位の選手が 1 位の選手を追い抜い

て優勝した（位于第二的选手赶超第一的选手获胜了）”。（D）是使摇晃的意思，如“木を揺さぶって実を

落とした（摇下树上的果实）”等。 

 

P.146 

(167) 

句子意为不清楚谁对此负责，正确答案为（B)。（A)表示位置、顺序、方向等与通常的状态相反，如“言っ

たこととやってることがあべこべじゃないですか（说的和做的不是恰恰相反吗？）”。（C）意为被泥或油

弄脏，或欲望与感情交错纠结的样子。如“水溜りで遊んだ子供の服は、どろどろに汚れている（在水坑里

玩耍的孩子，衣服沾满了泥污）”。（D)意为四散开来、无法统一的样子，如“意見がまちまちで、なかな

か決められない（意见各不相同，无法决定）”等。 

(168) 

正确答案为（D)“断然”，意为“超群”“出众”。（A)意为后面不断连续、接二连三，如“イベントには人

気キャラクターが続々登場した（活动中各种受欢迎的人物接二连三地登场）”。（B)意为遭遇了极其糟糕

的事后的惨状，如“友達から散々からかわれた（被朋友猛一顿取笑）”。（C）表示依旧、照旧，与以前一

样的意思。如“景気は依然として良くならない（依然不景气）”等。 



 

P.147 

(169) 

“～たりとも”意为「たとえ～であっても（即便……也……）」，后文伴随否定句式。正确答案为（C)。（A）

意为话虽如此、不过，如“相手は年下だ。とはいえ、油断は禁物だ（对方比自己小。话虽如此，还是不能

掉以轻心）”。（B)“名词＋ながらに”，意为“……的状态”，“彼女は身の上話を涙ながらに話した（她

流泪诉说自己的经历）”。（D)意为由于、因为，如“連休とあって、観光客であふれていた（由于连休，

到处都挤满了游客）”。 

(170) 

“きらいがある”意为“有……的倾向”、“有时会”。正确答案为（A)。（B)“～は…いかんだ”的句式，

表示“……内容如何，在于……”，如“合格するかどうかは、テストの結果いかんだ（是否及格，在于考

试的结果）”。（C)表示不到某种程度，如“相手は新人だから、恐れるにはあたらない（对方是新人，不

值得畏惧）”。（D)以“～なら/～たら、～までだ”的句式，表示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办法，「呼んでも来な

いから、こちらから行くまでだ（叫他也不来，只好我自己去他那里）」等。 

 

P.150 

(171～173) 

这是与父母分开生活的女儿给他们写的信。女儿有一个喜欢的人，他向她求婚了。女儿回答需要父母的许可

后再答复他，于是他希望跟她父母直接见面，因此女儿在询问父母的时间。 

(171) 

在“（1）对不起”前，提到了“工作很忙，一直不能打电话”，因此正确答案为“B”。 

 

P.151 

(172) 

写这封信的理由是，为了介绍这个她喜欢的人，并且得到结婚的许可。“她回答说需要得到父母的许可后再

答复他”，因此正确答案为（D）。 

(173) 

文中提到“他是我选的对象，爸爸妈妈一定也会喜欢”，因此正确答案为（D)。 

 

P.152 

(174～177） 

文中介绍了原先生的村子。村子虽然很小，但一半人家都制作乌冬面，由此很出名。原先生高中毕业后，离

开村子去从事其他工作。5年前返乡，与家人一起做乌冬面。将来想开一家乌冬面馆。 

(174) 

文中提到“村里 50%左右的人家都制作销售乌冬面”，因此正确答案为（B）。“半分（一半）”即为“50%左

右”。 

 

P.153 



(175) 

文中提到“原先生现在跟妻子、父亲一起工作。在家中开办了乌冬面工厂的爷爷现在也很健康，也帮忙干

活”，因此正确答案为（B)。 

(176) 

文中提到“曾离开村子去做了其他工作，5年前为了从事面厂的工作，回村了”，因此正确答案为（C）。 

(177) 

文中提到“原先生的梦想是在乌冬面工厂旁开一家面馆，能让顾客们立即吃上工厂制作的新鲜乌冬面”，因

此正确答案为（D)。 

 

P.154 

(178～180） 

文中内容为由于自行车事故的增多，交通规则发生了变化。引起事故的往往是年轻人，因为他们的骑车方式

很危险。不仅是年轻人，如果大家都不遵守规则，还是无法减少事故。因此需要社区、学校、家庭共同努力。 

(178) 

文中提到“现在去学习的驾校”，因此正确答案为（B）。“車の免許をとる学校（取得汽车驾照的学校）”即

为“自動車学校（驾校）”。 

 

P.155 

(179) 

“自行车的骑车方式危险、容易引起事故的，往往是年轻人”，因此正确答案为（B)。 

(180) 

文中提到“需要再次确认交通规则与礼节”，因此正确答案为（D)。“交通の規則（交通规则）”是指“交

通ルール（交通规矩）”。 

 

P.156 

(181～184） 

本文内容关于做销售工作时穿的鞋子。他本人觉得鞋子脏污，是勤奋工作的证明，并不在意。但受部长的提

醒后想法开始转变了。他一次买了 4双鞋，每天轮流穿。而且，也开始每天早上擦鞋，可以心情舒畅地开始

一天的工作。 

(181) 

文中提到“以前觉得鞋子脏污，是勤奋工作的证明”，因此正确答案为（C)。有一次，部长告诉他：“连自

己脚边都搞不好的人，无法令人信任”，因此他的想法转变了。 

 

P.157 

(182) 

文中提到“先买了 2双贵的鞋子和 2双不太贵的鞋子，穿一天休两天”。因此正确答案为（A)，每天换鞋，

“不连续两天穿同样的鞋子”。 

(183) 



文中提到“开始每天早上擦鞋以后，能够沉着冷静地面对一天的工作”，因此正确答案为（B)。“心の準備

ができる（做好心理准备）”即为“気持が落ち着く（心情沉着冷静）”。 

(184) 

文中提到“我与部长不同，不会由于鞋子脏污而不信任对方”，因此正确答案为（B)。 

P.158 

(185～188） 

日本的母亲节一般习惯赠送康乃馨。不过最近“紫阳花”最有人气。紫阳花的花语没有正面的语义，但最近

我了解到新的花语，于是今年母亲节送了紫阳花，家人关系更融洽了，令我切实感受到了新花语的意义。 

(185) 

文中提到“我想最好是可以种在院子的花，在网上检索了一下”，因此正确答案为（C)。“植えて育てられ

ない（种了以后也养不大）”即为“庭に植えられない（不能种在院子里）”。 

 

P.159 

(186) 

从以前开始“紫阳花”的花语为“善变的人”，因此我觉得不适合作为母亲节的礼物，但了解到现在是最有

人气的。正确答案为（B)。 

(187) 

文中提到“从初初绽放时起，花色不断变化”，因此正确答案为（B)。 

(188) 

文中提到“母亲节后，母亲把‘紫阳花’种在院子里。原本对花毫无兴趣的爸爸和哥哥也很期待，明年也会

绽放美丽的花朵吧”，因此正确答案为（C)。 

 

P.160 

(189～192） 

作者在叙述入职后第三个月的情况。虽然可以独自开展销售工作了，但一天里总会犯一次错。于是，每次犯

错都做记录，每次看到记录都失去自信。可是，上司鼓励自己不要害怕失败，于是又找回了自信。 

(189) 

文中提到“正好三个月了。终于可以离开前辈，独自拜访客户了”，因此正确答案为（D)。“1 人で訪問で

きるようになった（独自拜访）”意为“訪問を任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被托付拜访客户的工作）”。 

 

P.161 

(190) 

文中提到“一天里总会犯一次错”，因此正确答案为（B)。 

(191) 

文中提到“我每次犯错时都在笔记本上做记录，希望下次绝对不要再犯。不过，最近每次看到记录都对自己

失去自信，在出发前就心情消沉……”，因此正确答案为（C)。 

(192) 

上司说：“希望你多多失败，不要畏惧失败，大胆地去做”，他教诲自己与其后悔失败，不如吸取教训、下



次注意，因此正确答案为（A)。 

 

P.162 

(193～196） 

文中内容有关于在女性间受到关注的饰品。是用纸通过特殊技术进行加工而成的，不怕水淋。受金属过敏困

扰的女性创作出来的，不仅金属过敏的人，其他人都可以佩戴。在老年人中也颇受好评。也有人把这种饰品

装裱在画框里，作为装饰，也可以作为礼物馈赠他人。 

(193) 

文中提到“所有饰品都由纸制作而成。采用特殊技术进行加工，可以长期使用，也不怕雨淋或汗水浸湿”，

因此正确答案为（D)。 

 

P.163 

(194) 

文中提到“由于本人长年受金属过敏困扰，因此创作出了这样的作品”，因此正确答案为（B)。 

(195) 

文中提到“这种饰品几乎没有分量，因此在老年人中也颇受好评”，因此正确答案为（A)。 

(196) 

文中提到“而且，不仅佩戴在身上，越来越多的人把这种饰品装裱在画框里，作为装饰”，因此正确答案为

（D)。“インテリア（室内装饰）”即为“室内を飾るもの（室内装饰物）”。 

 

P.164 

(197～200） 

本文说的是在酒席上如何顺利地与外国人打交道。日本觉得外国人重视家庭，不参加酒宴，但其实不少外国

人喜欢在酒宴上讨论问题。而且，关于喝酒的礼节，如果逐一进行仔细的说明，他们往往可以理解。因此不

用多虑，轻松地邀请他们吧。 

(197) 

文中提到“日本人往往片面地认为外国职员重视家庭的时间，工作结束后就匆匆回家”，因此正确答案为

（C)。 

 

P.165 

(198) 

日本人在酒宴上也不喜分歧，因此一味地随声附和对方的话。如果与对方关系不熟悉，更要附和。因此正确

答案为（D)。 

(199) 

文中提到“应该不要顾虑太多，跟他们进行讨论”，因此正确答案为（B)。 

(200) 

文中提到“故意一边斟酒一边说明其效果与文化背景，对于他们也许是一个新发现”，因此正确答案为（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