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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 心得 

GRE 是大部分美國研究所(商、法除外)

要求的考試項目之一，分為三個部

分，Verbal 字彙、Quantitative 計量與

Analytical 分析。三個部分各 800 分，

因此滿分為 2400。 

多少分算高？根據ETS提供的資料，在

1996/10 到 1999/09 這三年間，平均分

數是V/Q/A=474/569/547=1590，標準差

為V/Q/A=114/142/131。分科來看，在工

程方面共有 46,823 名考生，平均分數

為V/Q/A=470/703/603=1776。 

如果參考百分比，V=600 的時候大約是

85%，也就是一百人中排名第十五。Q

則要在 750 左右才有 85%的表現，A 則

要 700。也就是說，總分為 2050。不過

這沒什麼一定的，因為美國的研究所

通常沒有規定 GRE 的成績要多高，就

算 有 規 定 也 是 低 的 要 命 (ex, 

V/Q/A=380/500/500)。只要你在其他方

面的表現夠好(ex GPA 超高、有特殊表

現等等)，就算 GRE 只有 1800 還是可

以申請到不錯的學校。反過來，要是

只有 GRE 高，恐怕沒什麼用。一般說

來，台灣學生 GRE 是以 2000 分為目標。 

在過去的時間裡，台灣學生準備 GRE

時都是將重心放在字彙上。因為 GRE

的計量實在是沒什麼，大概到國二的

程度而已(三角函數限 Sin, Cos，還一定

是銳角；不考幾何證明)，只要細心一

點就不會錯。而過去的分析也是相當

簡單，要拿高分不難。但字彙就麻煩

了，一堆怪字，又因為題型導致很難

推斷答案，使得一般學生要破 400 都有

困難。不過，在電腦考試的時代裡，

分析的難度提高了很多，因此往後要

考的人應該要多注意分析的部分。 

GRE 的考試時間原則上是週一到週五

天天都可以，但事實上，因為報考人

數的問題，在旺季(秋季班 11-12 月、

春季班 6-7 月；秋季班的狀況比春季班

嚴重多了)的時候，往往會爆滿，一位

難求；而在淡季的時候，因為報名人

數過少可能會碰到想要考的時間 ETS

不開放的狀況。所以，還是早點報名

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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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 字彙 

 

反正想到 GRE，最可怕也最麻煩的地

方就是字彙。在 ETS 的三大主要考試

(TOEFL, GRE, GMAT)中，GRE 是字彙

比例最高、最難的一個。GMAT 不直

接考字彙，TOEFL 僅考同義字替換，

而 GRE 的字彙不論在字本身的難度或

是題型的設計上，都讓人無法輕易作

答。 

GRE 的字彙題分成四種：填充、類比、

閱讀、反義。填充題，題目是三行到

五行的數句，中間會有一個空格或兩

個空格要考生由底下的選項中找出適

當的填入。一般說來，在填充這邊，

字彙的難度比較低。但是因為要看懂

題目，掌握題意，才知道要填入怎樣

的字彙，所以也不見得簡單。 

根據來欣補習班，方老師填充專題中

的講法，可以把選項中的字分成三

種：正面、負面、不合邏輯。正面指

的是正面評價的字，例如讚美之類

的；負面當然是就是負面評價的字

彙，例如批評。不合邏輯是指那個字

根本扯不上題目，例如題目是在講一

種氣味，然後選項有「優雅」這種字

眼，因為氣味不能用優雅形容，所以

根本就不可能選。只要有辦法將選項

的字分成這三種，然後把題目中的轉

折語氣詞找出來，看看應當填入的是

正 面 或 是 負 面 的 字 ( 不 合 邏 輯 一 定

錯)，就可以把題目做出來了！ 

這種做法有其實用性，因為填充的題

目往往很難整個翻譯出來，不是受限

於單字看不懂就是結構弄不對。但是

透過正面負面的判斷方式，只要轉折

詞抓對，就有大致的方向了。當然啦，

字彙還是要有相當的程度，不然選項

看不懂，導致無法判斷，自然也無法

做題了。這也就是為什麼我認為雙填

充題比單填充好做。雙填充每個選項

有兩個字，每個只要弄懂一半就差不

多了，要是單填充，一個字不認得恐

怕就做不出來。 

類比。剛開始補 GRE 的人碰到類比時

常常會發生一個問題：這是怎麼比

的？這問題的產生大部分是因為單字

不認得，或是認得但不知道這個字其

實是有多個意義的，必須用其他意思

來想才 

行；而少部分的原因則是在翻譯的過

程中因為不夠精確或是用語上的差

別，導致翻成中文後就搞不清楚關係

了。 

依據方老師類比專題中的說法，類比

題就不要翻中文了，直接判斷到底是

什麼關係(同義、反義、程度、功能、

性質、種類)，然後再去找選項。反正，

重點就是不要把題目翻成中文，因 

為要不就是翻錯，要不就是翻過來之

後找不出關係(尤其是程度類比往往會

這樣)。而就我的經驗來說，這種想法

是非常正確的，能不要翻譯就不要翻

譯。 

不過，如果不靠翻譯，想要把題目分

類成上面六種事實上也是相當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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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到後來就把題目分成三種：

同義、反面、種類。程度類比直接歸

類的同義類比中，因為程度類比很難

搞 

的清楚，而在我看過的題目中，沒有

題目是程度類比而選項同時有程度類

比跟同義類比的答案的。所以，看到

程度類比當作同義類比來找答案不會

有影響。至於把功能類比當作同義類

比 

來看也沒什麼問題。根據經驗，如果

題目是功能類比，則選項通常是一個

功能類比跟四個完全沒有關係的答

案。至於性質類比也可以根據題目分

成同義跟反面兩種。至於種類類比，

因為其特殊性質，所以比較難分類。

幸好，這種題目很少。 

將題目分類的好處是可以減少翻譯的

需求，而分類的種類少，字彙就不需

要背的很精確。上過方老師托福字彙

的人應該就知道，方老師對於字彙的

掌握能力確實是值得讚嘆的，很多在

我 

們看來是同義字的字詞，方老師也可

以明確指出在用法與意義上的微妙差

別。問題是，當面對 GRE 這種需要巨

大字彙量的考試時，如果還要一一去

背那些字彙的精細之處，那絕對是背

不完的。而將題目的分類減少的好處

就在這裡，反正只剩下三類，字彙的

意思只要有個大概就好，只要不要錯

的太離譜就不會歸錯類，而不會歸錯

類就不會做錯。不過，還是那句老話，

基本的字彙能力還是要有，不然看到

一個字，一點想法都沒有的話，那也

不用分類了。(所以，字首字根就是用

在這種地方，光靠字首字根是很難知

道一個字的正確意思，但卻可以將其

分類成正面或反面的字)。 

閱讀。ETS 三大考試都要考閱讀，而

GRE 的閱讀無疑是三個考試裡面文章

篇幅最長(GMAT 跟 TOEFL 在電腦考試

中文章長度約 40 多行；GRE 還是有 70

行的題目)、用字最艱深的一個。涵蓋

的範圍包含文學、社會學與自然科學

三類。一般剛考 GRE 的人通常都是閱

讀最容易得分。因為相對於其他部

分，閱讀比較沒那麼需要字彙能力，

反正看不懂就從上下文來推意思嘛，

原文書不都是這樣讀的？可是，也就

因為如此，閱讀會變成最難進步的部

分。其他題型，單字多背了之後分數

就會出來，可是閱讀測驗有時會有那

種所有單字都認得，可是卻不知道在

說些什麼的問題發生。 

閱讀要拿高分，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對

文章的背景有所認識，這樣只要把文

章翻譯一下，翻不懂的地方用自己的

知識補足，這樣題目一定做的出來。

例如，碰到疾病的文章，如果知道抗

體的運作原理，就不用管文章中那堆

專有名詞了。碰到恆星的演化，如果

之前就知道白矮星、中子星(脈衝星)

與黑洞的形成與差異，那文章就不用

看了，直接作答吧。所以，如果事先

就知道文章內容的相關知識，答起來

就可以很輕鬆愉快。 

問題是，這種方法不能速成，需要時

間累積，而且很難。GRE 的文章五花

八門，哪有辦法都具有相關知識？所

以這種方式，是可遇不可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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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閱讀很難取巧，還是要把文章

看懂來答題，才能得高分。讀的時候，

一定要先抓大綱，知道每段文章在說

些什麼，每個句子的功用又是如何，

然後注意語氣的轉折詞，例如 However, 

although 之類的，以判別作者對每一段

論點所持的態度。真的有不足的地

方，就以翻譯輔助，這樣就可以在相

當短的時間內掌握文意，而掌握了文

意，作答才有把握。當然，我知道這

方法有一定的困難，尤其是開始的時

候，還是會想以翻譯解決一切。這也

沒什麼不好，只要隨時在心中想著這

段文字在整個文章中是有什麼作用，

是提出論點？反駁？還是舉證？只有

在心中隨時考慮這個問題，就算是翻

譯也可以翻的較快與較正確，答題也

會答的比較順。 

反義字。這是最麻煩的一個部分。一

開始考 GRE 的時候，大概是題目一個

字加上選項五個字，六個字沒一個認

得的，完全不知要怎麼猜。就算到了

最後，六個字大概也還有一半不認識。 

而且，反義字真的是考單字，既沒上

下文可以推斷，也無成對的字組可以

協助，要是題目單字不認識，還真的

無法可想。所以，對於反義字的部分，

我只能說多背點單字。當然，背單字

也是有背單字的技巧喔。 

要應付 GRE 的字彙，一定得要背單

字。如前所述，跟 TOEFL 或是 GMAT

比起來，GRE 非常注重字彙能力，要

是單字背的不多，那是絕對沒辦法考

高分的。可是，既然字彙能力很重要，

為什麼常常是背了一堆單字之後卻沒

有成果反應在分數上？就我的經驗來

看，這問題是出在「背了哪些單字」

跟「怎麼背單字」這兩點上。 

 

單字背越多分數越高這點基本上沒

錯，但這只是個大致上的趨勢，並不

是鐵則。再怎麼說，考一次 GRE 頂多

碰到一百個單字，背了五、六千個單

字但是一個都沒在題目中碰到，跟背

了兩千個單字但是題目中單字都不跳

脫這範圍，兩者相比，後者的分數一

定較高。尤其是，受限於我們準備 GRE

的時間跟花費的心力，能夠被三千個

單字已經很了不起了。假設花三個月

背單字，每天背三十個字，這樣不過

將近三千字而已。一天三十個字看起

來好像沒什麼，但事實上如果超過這

個數目，除非你有過人的記憶力，否

則到後來不是忘了前面背過的單字就

是會與後來背的單字搞混，一點用都

沒有。 

既然受限於得用三千個新字彙去考

GRE，那麼在字彙上就務必要慎選，不

要去背一堆不會考或考的機會很少的

單字，徒然浪費記憶容量。我相信有

些人一定會對我這種說法嗤之以鼻，

認為多背點單字有利無害，沒考出來

就算了，考出來不就賺到了嗎？以前

我也是有這種想法，可是到後來卻發

現不得不屈服於自己記憶力有限的事

實。除非你有較多的時間來準備、吸

收這些單字，否則多背些無用的單字

只會佔據腦容量，讓那些該背的重要

單字無法留在腦中。 

那麼，哪些單字該背？在這點上，在

來欣補習的學生是非常幸福的，因為

方老師已經都挑選好了。大略上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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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方老師整理出的字首字根、形容

詞、動詞與名詞有 1670 個字(在講義上

的)，加上課堂上補充的應該總共有個

兩千多字。這兩千多字，扣掉一些老

師說不用背的(方老師不用背就真的不

要去背了)，是一定要背的。一開始可

能還沒感覺，可是如果把這兩千字背

熟後再去做題目，不管是 BigBook 上的

或是 PP2 上的，會發現出現頻率非常

高，也就是說據此已經可以應付相當

多的題目了。而讓人覺得惋惜的是，

有些人連這兩千字都沒背熟，卻去背

一些從其他地方弄來的單字，到後來

雖然背的字不少，可是分數卻沒法提

昇，這實在是不聰明的行為。所以，

背單字，一定要先把這兩千字背熟。 

 

這兩千字背熟後，接下來要背的應該

是在其他分類講義(類比、反義)上出現

的字彙。事實上那些分類整理上出現

的字彙還是有一些在分詞性講義上沒

有的，所以當把那兩千字背完之後，

就該來背這些字彙。這些字彙畢竟是

全真考題考過的，雖然可能因為預期

再未來考的機會不高而沒出現在那兩

千字裡面，但是依然有背的價值。 

到這裡，應該已經背了兩千三百字左

右，而這時托福字彙應該是不錯的選

擇了。不要看不起托福字彙，很多托

福等級的字彙在大學畢業、上完 GRE

班了以後還是沒沒有學過的。這些字

會不會考？當然有可能啊！在反義字

碰到的機會可能不高，可是在填充的

題幹或是閱測的文章中出現的機率就

蠻高的，要是背了一堆 GRE 等級的字

彙，最後卻因為看不懂這些托福的字

彙而答錯的話，不是覺得很懊惱嗎？

所以，托福等級的字彙依然不能放過。 

來欣有整理出托福字彙常考的一千

字，其中扣掉一些與 GRE 講義重複

的，還有一些應該學過的單字，大概

還有個兩、三百字要背(看個人之前的

英文程度而定)。當然，方老師的階梯

字彙有時間也可以背背，這種基礎是

很重要的。我當初在補完 GRE 班之

後，就繼續補托福班，因為覺得自己

的實力還有欠缺。事後回想起來，可

以說是獲益良多。 

那，背完托福字彙之後呢？如果真能

把前面說過的單字都背熟，我覺得考

GRE 一定沒有問題了，我自認到最後

我還是沒把這些單字都背熟。至於接

下來，就該背背機經、PP2 上一些較冷

僻的字彙。機經要背，雖然能夠碰上

多少題要看個人運氣而定(我就沒碰上

多少，兩三題吧)，但是只要能夠碰到，

就是有用，所以，剩餘的時間與心力

就來專攻這些單字吧。 

至於怎麼背單字，關於這點，我要強

調的是單字不要一個一個背。在背的

時候，就要自己整理，這個單字的同

義字有哪些，反義字又有哪些，過去

在類比裡又有哪些考法。要這樣以群

組為單位，一組一組的去整理、去背。

方老師在上課的時候都會提，但是上

課時間有限，很難一一整理完畢，所

以自己在背的時候，就要花時間，以

自己的方式去構想。單字背的越多，

題目看的越多，能夠整理出的群組就

越大。這樣的方式不但可以背的更

熟，在面對題目時也不會手足無措，

而能從容應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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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 ETS 對於 Verbal 考題的說明： Using Words 

Reading: Understanding Implicit Meaning 

Reading: Understanding Explicit Meaning 

Organization and Argument

The Verbal Section of the General Test 

measures the following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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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 計量 

數學部分實在沒什麼特別的，反正只

要題目看懂，細心一點，一定可以做

對的。真的要細心喔，比大小的題目

常常會有陷阱... 

以下是 ETS 對於 Quantitative 考題的說

明： 

The Quantitative Section of the General 

Test measures the 

following skills: 

Data Interpretation Problems 

Miscellaneous Problems that Require 

Developing Problem-Solving Strategies 

Problems Involving Geometric Figures 

Purely Numerical or Algebraic Problems 

Statistics and Probability Problems 

Word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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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 分析 

GRE 的分析包含兩種類型的題目：分

析(排列組合)與邏輯。分析題都是以題

組的方式呈現，每一題組包含三到五

題，包含一個題幹(可能是要把隊員分

組、演唱節目排順序、運輸路線的 

安排或其他等等)以及一些條件，然後

每個題目又會有獨立的條件，依據這

些限制找出可以滿足的排列方式。 

分析的題目其實很難有一定的解答方

式。雖然謝老師有把題目分成各類，

但是有上過課的人應該就能體會作答

的難處。所以，最普通的解決方式，

就是翻譯題目，然後硬幹。反正題目

的數字都不大，依據排列組合的原理

與限制，合法的組合數目不會太多

的。假設有八個人來排列，P(8,8)等於

8!似乎很大，可是搭配上題幹給的限制

之後，合法的排列通常只有三、四十

組而已，再把每一小題的獨立條件加

上去，慢慢耗也可以把題目做出來。

還好，電腦考試最大的好處就是時間

多了很多，這種方式雖然笨還是可以

做出答案。 

所以，做分析題最重要的就是題目要

看懂、條件要抓出來。分析題還是會

有可能碰到看不懂的單字，但那通常

都是無關緊要的地方(例如顏色、蔬菜

名等等)，所以單字不是問題。可是奇

怪的是，就是會有那種題目所有單字

都認識，可是卻弄不清楚題目在說什

麼的狀況。在加試的 Section，我所做

到的分析題就有這種。明明每個字都

認識，可是卻弄不清楚題目到底在說

什麼，一個條件都抓不出來。老實說，

我目前還想不出來有什麼方法可以解

決這問題。 

至於要抓條件。一個題目除了它寫明

要滿足的條件以外，往往還會有隱藏

的條件。例如有七個人，分三隊，每

隊人數不能低於兩人。事實上，這種

說法就是表示人數分組是(3,2,2)，祇是

沒有說明而已，因此自己就要有辦法

推導出來。當然，這個例子是很簡單

的，有的時候題目會出的很難，讓你

就是少抓一個條件。我在考 GRE 本題

內就碰到一個題組，有一個條件一直

沒抓到，結果整個題組都在玩二選一

的遊戲......所以，多想想，可能的話試

寫幾個自己滿足條件的組合，然後去

搭配題目看看，如果發現這幾個組合

中有些不能滿足題目要求，就表示自

己的確有條件沒抓到，要設法找出來。 

邏輯題，反正就是什麼支持結論、反

駁結論、合理推導、找假設......的題目。

同樣，謝老師有將題目分類。而這個

分類嘛...我的感覺是，如果你能搞懂而

且會用，那對做題會有幫助；但是 

，同樣可能是因為我資質駑鈍，實在

很難搞懂他在說什麼。其實，說搞不

懂也不對，如果把題目做完、答案找

到後，我也可以用謝老師那一套來分

析答案，什麼這題目是因果法，而因

果法要反駁結論就有三種：共因、他

因以及倒因為果，然後找答案，從(E)

開始看...然後這個選項就是另有他因

的意思。像這樣要我講我也會啊，可

是考試的時候根本不會這樣想。所

以，還是靠翻譯吧，只要你英文閱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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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力不差，翻譯不會比較慢的。至於

謝老師的方法，那是用在萬一翻譯不

能 把 題 目 消 光 (ex 剩 下 二 選 一 的 時

候)，拿來救命用的。也就是說，判斷

這兩個選項哪一個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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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 

接下來是電腦考試與模考不一樣的地

方或我覺得應該要注意的。首先，電

腦上反義字與類比的題幹都是大寫

字。不要以為這沒什麼了不起的，考

試的時候因為壓力與不熟悉，很多詞

彙明明以小寫方式呈現的時候會知道

是什麼意思，用大寫來表示的時候就

不認得了。所以，找套背單字的軟體，

讓那些字彙以大寫方式呈現來背，會

有些幫助的。 

GRE 上機考與模考的題型差不多，唯

一多的是在邏輯的部分，有一種新題

型。就是一段文章，畫兩個句子，要

你判斷這兩句在文中的地位作用(提出

論點？反駁論點？支持舉例？反駁舉

例？) 

，雖然對大家可能有點陌生，不過不

會很難的。 

另外關於加試的部分。現在加試的部

分一定在第四個 Section，可考可不考

(考的人可以參加抽獎)，自己衡量一下

要不要考。 

至於成績送學校的部分。如果時間搭

得上，考完就順便填一下要送成績的

學校。雖然之後也可以請 ETS 送，可

是還蠻貴的(好像是一所 15 塊美金)，

在考試的時候可以免費送四所，要是

放棄就不行囉。 

場地部分。有些人會建議使用當地提

供的耳塞，因為考 TF 跟 GMAT 的人會

要寫作文，然後就會聽到敲鍵盤的聲

音。不過，帶耳塞也會有點不舒服，

所以如果習慣鍵盤聲的話，就不用了

吧。倒是，應該要準備件薄夾克，那

裡還蠻冷的。 

考試報到流程部分。首先，時間到了

之後，會到一個準備區坐著。然後，

會要填寫一份同意書，大意就是我不

會把題目外洩等等的。接著，將同意

書與護照交給報名人員(如果是考托

福，還要填寫一個中文信封，用來寄

成績單的)，然後報名人員會給你一把

小鑰匙，用這個鑰匙可以打開一個可

愛的置物櫃，你必須把你身上所有的

東西都鎖進櫃子裡。不要懷疑，能夠

帶進考場的，除了你與你身上的衣服

外，就只有護照跟那把鑰匙；其他的

東西，包含電子錶跟衛生紙，都不能

進考場。 

東西都鎖好了之後，坐一下，看看風

景，就會有試場人員叫你進場。進場

後要先核對個人資料有沒有錯誤，然

後要照相。照完相後就可以進電腦室

考試了。 

在 GRE 的部分，一開始會先有份問

卷，內容是個人背景與未來考量，可

填可不填。接著是可愛的教學課程，

從滑鼠與其尾巴開始教喔，當然，可

聽可不聽。接著就考試了。 

第二個 Section 結束後是 10 min 的休

息，可休可不休(我是建議還是出來散

散心吧)。然後繼續考。第三個 Section

結束後會出來關於加試的資料，這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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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決定要不要考。然後，命運的一

刻到來了。 

到底要不要看成績呢....如果要看的

話，成績就會進入記錄中喔，真的喔....

所以...嗯...。不管如何，如果選擇看了

以後，成績就會出來，然後，看看要

不要痛哭一場。 

接著是選學校，可以在這裡填入學校

代碼，ETS 就會把成績送過去。如果

不 想 選 擇 學 校 ， 就 可 以 跳 出 這

Section，然後考試就結束了！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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