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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推理考试样题 

 埃米莉·杜兰特是一名为大型国际组织(LIO)工作的一般事务支助人员。你

将阅读埃米莉给 LIO 工作人员写的关于同事 Hiyashi Kato 即将退休一事的四封电

子邮件(A 至 D)。 

 对于问题 1 至 12，请选择最佳答案(A 至 D)。 

电子邮件 A 

 各位已经知道，我们亲爱的同事 Hiyashi Kato 将于今年 11 月 30 日退休。

Kato 先生为 ILO 工作超过 17 年，尤其对确保 GRS 部门自 8 年前艰难问世以来

一直平稳运行和取得出色成功作出有益贡献。 

 鉴于他供职多年并为本组织各部门作出杰出贡献，我们欣然决定于 11 月底

为他退休组织一次送别活动。为此，请于 10 月 20 日前向我提出建议，说明你认

为适宜举办什么活动。这样我们就有足够的时间及时作出一切安排。 

电子邮件 B 

 继我 10 月 13 日电子邮件后再函告各位。首先感谢各位对 Hiyashi Kato 退休

的活动安排提出建议。我收到许多好主意，现决定将这些主意纳入随函电子表格。 

 请看看这些主意，并告诉我你认为哪一个或哪几个主意最为合适。请记住，

从迄今收到的答复中可以预期会有大约 100人愿意参加，因此纯粹出于后勤原因，

在当地饭馆举办午餐会等活动可能有困难，因为本地很少有餐馆甚至没有哪家餐

馆具备必要的能力。 

电子邮件 C 

 继我发出 10 月 20 日的电子邮件后，我高兴地宣布 Kato 先生退休聚会定于

11 月 28 日星期五在格兰德公园酒店(Grand Park Hotel)举行。本次活动有小吃招

待、各种饮料和现场奏乐，由出色的 LIO 室内管弦乐队义演。还有抽奖活动为

Kato 先生喜欢的慈善机构教科文组织筹款。每张彩票 5 美元，奖品包括二人在格

兰德公园酒店(Grand Park Hotel)度过三天美好时光(含早晚餐)。 

 谨请尽快确认参加这一活动。请注意，因预计参加人数众多，兹决定仅邀请

现任和前任 LIO 雇员参加。我们已开始在 118A 室收取赞助，为 Kato 先生准备告

别礼物，118A 室早上 8 时 30 开门，恕不找零。 

电子邮件 D 

 谨此感谢大家出席上星期五为 Kato 先生举办的告别聚会。本次活动如愿得

到大家踊跃参加。我愿特别感谢 LIO 室内管弦乐队演奏美妙音乐，并感谢 Mustafa 

Benji 组织抽奖活动并确保一切顺利。除了 8 点钟左右下了一点雨外，整个晚会

取得巨大成功。谨高兴地通知各位，我们出售彩票为儿基会实际筹得 1 215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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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o 先生随后欣然提供了比该数额多一倍的捐款，我们经常看到他慷慨解囊，对

此并不感到惊讶。 

 未能出席本次活动的人请看所附照片。Kato 先生特别喜欢我们送给他的手

表，并请我代表他向那些慷慨出资但未能参加本次活动的人表示谢意。 

1. 哪封电子邮件说明了已有安排的具体细节？ 

a. 电子邮件 A 

b. 电子邮件 B 

c. 电子邮件 C 

d. 电子邮件 D 

2. 哪封电子邮件确认收到人们的提议？ 

a. 电子邮件 A 

b. 电子邮件 B 

c. 电子邮件 C 

d. 电子邮件 D 

3. 哪封电子邮件将一个惊喜告诉了同事？ 

a. 电子邮件 A 

b. 电子邮件 B 

c. 电子邮件 C 

d. 电子邮件 D 

4. 哪封电子邮件强调指出了一个重要的专业成就？ 

a. 电子邮件 A 

b. 电子邮件 B 

c. 电子邮件 C 

d. 电子邮件 D 

5. 哪封电子邮件确定了同事们做某件事的具体期限？ 

a. 电子邮件 A 

b. 电子邮件 B 

c. 电子邮件 C 

d. 电子邮件 D 

6. 哪封电子邮件邀请同事们向她发表意见？ 

a. 电子邮件 A 

b. 电子邮件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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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电子邮件 C 

d. 电子邮件 D 

7. 哪封电子邮件将一个已实行的必要限制告知同事们？ 

a. 电子邮件 A 

b. 电子邮件 B 

c. 电子邮件 C 

d. 电子邮件 D 

8. 哪封电子邮件提醒同事们，Kato 先生即将离开？ 

a. 电子邮件 A 

b. 电子邮件 B 

c. 电子邮件 C 

d. 电子邮件 D 

9. 哪封电子邮件告诫同事一些想法也许并不现实？ 

a. 电子邮件 A 

b. 电子邮件 B 

c. 电子邮件 C 

d. 电子邮件 D 

10. 哪封电子邮件对某些同事们的贡献表示感谢？ 

a. 电子邮件 A 

b. 电子邮件 B 

c. 电子邮件 C 

d. 电子邮件 D 

11. 哪封电子邮件说明如何捐赠资金？ 

a. 电子邮件 A 

b. 电子邮件 B 

c. 电子邮件 C 

d. 电子邮件 D 

12. 哪封电子邮件将他人的谢意告知同事们？ 

a. 电子邮件 A 

b. 电子邮件 B 

c. 电子邮件 C 

d. 电子邮件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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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型国际组织(LIO)职工杂志《职工事务》请当地工作人员对最近在区域办事

处开张的新餐厅 The Globe 发表意见。 

 请看一看当地工作人员的意见，并对问题 13 至 24 选择最佳答案 A、B、C 或 D。 

 A. 亚历山德拉 

 自 The Globe 餐厅开张以来我一直去那里吃饭——特别是与同事共进午餐，

而且偶尔早上还在那里喝一杯咖啡，我必须说，令我感到惊讶的是，这家餐厅实

际上超过了我的预期。幸运的是，这家餐厅比老餐厅方便很多，从我们办公的地

方很容易去那里，而且比较而言绝对宽敞，这意味着尽管我常和许多同事一起去

那里，但我们从未遇到任何困难，每次都能够坐在一起。我们总是要找一个能够

让我们看到整个花园的桌子，因为那里的阳光更充足，景色也比停车场更诱人。

至于餐饮，烹制的食物达到了合理的优良标准，而且每天都有变化，不会令人感

到厌倦。与附近的替代餐饮设施相比，这家餐厅特别物有所值，服务也完全符合

这类餐厅的标准。诚然，我听到许多人抱怨午餐时间噪音太大，但我真的没有为

此感到困扰。 

 B. 布里吉特 

 我几乎从不去以前的餐厅，但自从 The Globe 餐厅开业以来我多次与同事来

这里吃午饭。这家餐厅对以前的地方作了许多改进，尤其是照明和更加宽敞的空

间。我还特别喜欢他们能够完全按照你提出的要求烹调食物。这里也是会见新人

和会见那些很久没有见面的人的好地方，对此我很感谢，因为我在本组织许多不

同部门都工作过。如果你不愿排队，到那里吃早饭肯定值得一去，因为吃早餐的

人要少很多——虽然食物选择也稍少一些。唯一特别令我困惑的是，有人吃完饭

后总是不把托盘拿走，我认为这是不尊重人的行为。 

 C. 陈 

 我通常带盒饭和暖水瓶上班，所以迄今为止我没有多少理由去 The Globe 餐

厅。我们的部门最近确实在那里举办了一次大型非正式聚会，因为我们无法找到

一个足够容纳我们所有人的会议室，我必须承认我对总体舒适水平和餐桌没有挤

在一起留下深刻印象。我有一次在午餐时间去了那里，但看到排队后就离开了。

我认为设立一个单独的咖啡吧是个好主意，因为吃饭后没有人想回去仅为买一杯

咖啡而排队。出于某个未知原因，天花板不是特别高——也许这是为了安装空调。

无论何种思路，结果是在十分拥挤的时候声音非常嘈杂，你几乎无法进行思考！ 

 D. 达克沙 

 将 The Globe 餐厅设在这个地方——就在大院的中心——是一个明智的构想，

这使得大家都方便前往就餐。总体而言，在以前基础上有了很大的改进，以前的

餐厅有点小，光线不好，相当压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说 The Globe 餐厅

会遇到麻烦，那很可能是因为它太受欢迎，因为有时要排长队，几乎无法挪身，

这就像旅游点吸引太多游客，最终会毁掉起初吸引人们的东西。主要吸引人们的

肯定是食物的质量和新鲜程度。同大多数人一样，我确实是一个爱吃肉的人，但

我特别赞赏总是有一些无乳糖和无麸质的选项，还有一些好看的素食餐饮可供选

择，而非总是扁豆和米饭！ 



 5/8 

 
 

18-09931 (C) 

13. 哪个人感谢餐厅工作人员具有灵活性？ 

a. 亚历山德拉 

b. 布里吉特 

c. 陈 

d. 达克沙 

14. 哪个人表扬了餐厅的布局？ 

a. 亚历山德拉 

b. 布里吉特 

c. 陈 

d. 达克沙 

15. 哪个人称自己经常来餐厅吃饭？ 

a. 亚历山德拉 

b. 布里吉特 

c. 陈 

d. 达克沙 

16. 哪个人解释了少数人的偏好怎样得到满足？ 

a. 亚历山德拉 

b. 布里吉特 

c. 陈 

d. 达克沙 

17. 哪个人明确表示不喜欢排队等候服务？ 

a. 亚历山德拉 

b. 布里吉特 

c. 陈 

d. 达克沙 

18. 哪个人提出了一个减少排队时间的方法？ 

a. 亚历山德拉 

b. 布里吉特 

c. 陈 

d. 达克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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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哪个人喜欢在新餐厅建立人际关系？ 

a. 亚历山德拉 

b. 布里吉特 

c. 陈 

d. 达克沙 

20. 哪个人明确表示喜欢餐厅的某一特定位置？ 

a. 亚历山德拉 

b. 布里吉特 

c. 陈 

d. 达克沙 

21. 哪个人批评了在餐厅吃饭的其他某些人？ 

a. 亚历山德拉 

b. 布里吉特 

c. 陈 

d. 达克沙 

22. 哪个人对餐厅的声响效果给予最严厉的批评？ 

a. 亚历山德拉 

b. 布里吉特 

c. 陈 

d. 达克沙 

23. 哪个人对餐厅的地点给予最佳评价？ 

a. 亚历山德拉 

b. 布里吉特 

c. 陈 

d. 达克沙 

24. 哪个人最少使用新餐厅？ 

a. 亚历山德拉 

b. 布里吉特 

c. 陈 

d. 达克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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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1. 答案是电子邮件 C。该电子邮件表示“Kato 先生的退休聚会定于 11 月 28 日

星期五在格兰德公园酒店(Grand Park Hotel)举行。本次活动有小吃招待、各种饮

料和现场奏乐，由出色的 LIO 室内管弦乐队义演。还有抽奖活动为 Kato 先生喜

欢的慈善机构教科文组织筹款。每张彩票 5 美元，奖品包括二人在格兰德公园酒

店(Grand Park Hotel)度过三天美好时光(含早晚餐)。” 

2. 答案是电子邮件 B。该电子邮件表示，“我要感谢各位……提出建议”。 

3. 答案是电子邮件 D。该电子邮件表示，“谨高兴地通知各位，我们出售彩票

为儿基会实际筹得 1 215 美元。” 

4. 答案是电子邮件 A。该电子邮件表示，“……对确保 GRS 部门自 8 年前艰

难问世以来一直平稳运行和取得出色的成功作出有益贡献。” 

5. 答案是电子邮件 A。该电子邮件表示，“为此，请于 10 月 20 日前向我提出

建议，说明你认为适宜举办什么活动。” 

6. 答案是电子邮件 B。该电子邮件表示，“请看看这些主意，并告诉我你认为

哪一个或哪几个主意最为合适。” 

7. 答案是电子邮件 C。该电子邮件表示，“仅邀请现任和前任 LIO 雇员参加。” 

8. 答案是电子邮件 A。该电子邮件表示，“各位已经知道，我们亲爱的同事

Hiyashi Kato 将于今年 11 月 30 日退休。” 

9. 答案是电子邮件 B。该电子邮件表示，“……因此纯粹出于后勤原因，在当

地饭馆举办午餐会等活动可能有困难，因为本地很少有餐馆甚至没有哪家餐馆具

备必要的能力。” 

10. 答案是电子邮件 D。该电子邮件表示，“我愿特别感谢 LIO 室内管弦乐队演

奏美妙音乐，并感谢 Mustafa Benji 组织抽奖活动并确保一切顺利。” 

11. 答案是电子邮件 C。该电子邮件表示，“我们已开始在 118A 室收取赞助，

为 Kato 先生准备告别礼物，118A 室早上 8 时 30 开门，恕不找零。” 

12. 答案是电子邮件 D。该电子邮件表示，“Kato 先生特别喜欢我们送给他的手

表，并请我代表他向那些慷慨出资但未能参加本次活动的人表示谢意。” 

13. 答案是布里吉特。布里吉特表示，“我还特别喜欢他们能够完全按照你提出

的要求烹调食物。” 

14. 答案是陈。陈表示，“我必须承认我对总体舒适水平和餐桌没有挤在一起留

下深刻印象。” 

15. 答案是亚历山德拉。亚历山德拉表示，“自 The Globe 餐厅开张以来我一直

去那里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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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答案是达克沙。达克沙表示，“同大多数人一样，我确实是一个爱吃肉的人，

但我特别赞赏总是有一些无乳糖和无麸质的选项，还有一些好看的素食餐饮可供

选择。” 

17. 答案是陈。陈表示，“我认为设立一个单独的咖啡厅是个好主意，因为吃饭

后没有人想回去仅为买一杯咖啡而排队。” 

18. 答案是布里吉特。布里吉特表示，“如果你不愿排队，到那里吃早饭肯定值

得一去，因为吃早餐的人要少很多——虽然食物选择也稍少一些。” 

19. 答案是布里吉特。布里吉特表示，“这里也是会见新人和会见那些很久没有

见面的人的好地方，对此我很感谢，因为我在本组织许多不同部门都工作过。” 

20. 答案是亚历山德拉。亚历山德拉表示，“我们总是要找一个让我们能够看到

整个花园的桌子，因为那里的阳光更充足，景色也比停车场更诱人。” 

21. 答案是布里吉特。布里吉特表示，“唯一特别令我困惑的是，有人吃完饭后

总是不把托盘拿走，我认为这是不尊重人的行为。” 

22. 答案是陈。陈表示，“出于某个未知原因，天花板不是特别高——也许这是

为了安装空调。无论何种思路，结果是在十分拥挤的时候声音非常嘈杂，你几乎

无法进行思考！” 

23. 答案是达克沙。达克沙表示，“将 The Globe 餐厅设在这个地方——就在大

院的中心——是一个明智的构想，这使得大家都方便前往就餐。” 

24. 答案是陈。陈表示，“迄今为止我没有多少理由去 The Globe 餐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