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型分析 & 作答技巧
聽力測驗
Part 1：看照片聽答案 (Sentences about Photographs)
本單元有10題。每題試卷上有一張照片，錄音機會唸出4個可能的答案選擇；聽完後有5秒的時間、請選
出一個跟這張照片最有關連的答案。
＊ 有人的圖片，通常會問你：
是誰(有沒有穿制服或任何東西可以看出他/他們的職業)？
有什麼差異(例如有沒有拿皮包、釣具…穿運動衣、戴帽子、眼鏡…任何有區別的東西)？
在做什麼？在那裡？表情是什麼(看起來是高興、生氣、激動、沮喪…)？
例如：
照片

你會聽到的4個答案選擇：
(A) The man is shooting a gun.
(B) The man is reading a book.
(C) The man is holding a camera.
(D) The man is talking on the phone.
題解分析：
(A) 這位男士正在開槍。
(B) 這位男士正在看書。
(C) 這位男士正握著一台照相機。
(D) 這位男士正在講電話。
答：C (一個人、戴帽子、拿著一個照相機)

(A) The man is wearing a hat.
(B) A car is driving towards the man.
(C) The man is driving a car.
(D) The man is wearing a pair of sunglasses.
題解分析：

(A) 這位男士戴著一頂帽子。
(B) 有一輛車正朝著這位男士開過來。
(C) 這位男士正在開車。
(D) 這位男士戴著一付太陽眼鏡。
答：D (一個人、戴太陽眼鏡、背景是山、山路上
有一部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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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物體的圖片，通常會問你：
是什麼東西？什麼材料做的？做什麼用的？在什麼地方？前景或背景是什麼？
例如：
照片

你會聽到4個答案選擇：
(A) All the passengers have fastened their
seat belts.
(B) The helicopter is taking passengers.
(C) Passengers are getting off the airplane.
(D) A plane is flying in the sky.
題解分析：
(A) 所有的乘客都已經繫上了安全帶。
(B) 直升機在載乘客。
(C) 乘客在下飛機。
(D) 有一架飛機在天上飛。
答：B (一架直升機、停在地面上、有二個人)

(A) Cars are driving down the hill.
(B) Birds are flying all over the sky.
(C) People are demonstrating on the street.
(D) Cars are parked on a cliff over the ocean.
題解分析：
(A) 車子正在開下山坡。
(B) 鳥在滿天飛。
(C) 人們在街上示威。
(D) 有汽車停在面海的懸崖上。
答：A (背景是城市、有二部汽車正開下山坡)

作答技巧
在撥放答案選擇之前，就要先看照片 - 有什麼人或東西？在做什麼？...先看了照片，心裡就有了底。
當你聽到一個答案覺得正確的時候，可以將鉛筆放在答案卡的圓圈上，但不要碰觸或劃下去；聽到一個更正
確的答案時，就移過去；等聽完之後，就立刻劃下去，這樣可以避免塗改，影響到下一題的考試。
做完一題之後，就立刻看下一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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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問與答 (Question – Response)
本單元有30題。每題會唸出一個問句或一句話和3個可能的回答；聽完後有5秒的時間、請選出一個最正
確的回答。例如：
你會聽到的問句：

你會聽到的3個回答：
(A) Yes, it has already landed.

Will the flight arrive on time?

(B) Yes, it will be canceled.
(C) Yes, Flight 382 is to London.

題解分析：

(A) 是的，它已經降落了。

問：班機會準時到嗎?

(B) 是的，它將會被取消。

(本句是在問如何？)

(C) 是的，班機382是要去倫敦。
答：A

(A) Sorry, all the rooms are fully booked.
Excuse me, when will the next shuttle bus to the
(B) in about 25 minutes
airport depart?
(C) Yes, the airport is closed until further notice.
問：打擾一下，下一班到機場的接駁巴士什麼時候

(A) 抱歉，所有的房間都被訂滿了。

會出發？

(B) 差不多約25分鐘

(本句是在問時間？)

(C) 是的，機場被關閉了直到進一步的通知。
答：B

Are you single or married?

(A) I think you need a divorce.
(B) All my friends are still single.
(C) I'm married.

問：請問你/妳是已婚還是單身？

(A) 我想你/妳需要離婚。

(本句是在問狀況？)

(B) 我所有的朋友都還是單身。
(C) 我是已婚。
答：C

作答技巧
本單元由於試卷上沒有照片，也沒有印出題目，所以要仔細地聽。
聽題目時，要正確判斷題目到底是在問什麼？是在問時間？結果？意願？狀況？還是問會如何？...只要確
定了題目是在問什麼，就會很容易可以對應聽出最正確的回答。同樣地，當你聽到一個答案覺得正確的時候，
可以將鉛筆放在圓圈上，但不要劃下去，聽到一個更正確的答案時，就移過去，等聽完之後，就立刻劃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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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簡短會話 (Short Conversations)
本單元有10段簡短的會話，每1段會話有3個題目、每個題目有4個答案選擇。每一段會話播放完畢後會唸
出每題的題目(不會唸出答案選擇)；聽完後有8秒的時間、請選出一個最正確的答案，例如：
你會聽到的會話

(Woman) Hi, James, have you finished your
work?
(Man)

Not yet. What's up?

(Woman) Jennifer and I would like to have
lunch at a newly opened restaurant
just a few blocks away. Would you
like to join us?

試卷上列印的3個題目和答案選擇
1. What is the man doing?
(A) He is working on his report.
(B) He is ordering pizza.
(C) He is walking on the street.
(D) He is eating his lunch.
2. What is the woman asking the man?
(A) to do the report for her
(B) to do her a favor
(C) to go out for lunch together
(D) to take a walk together

(Man)

Oh, no, thank you! I really wish I
3. What is the man going to have for lunch?
could. I have to finish this report in
(A) sandwiches
an hour, so I already ordered a pizza.
(B) pizza
(C) lunch box
(Woman) Okay, let’s dine out next time.
(D) burgers
題解分析：

1. 這位男士正在做什麼？
(A) 他正在做他的報告。

(女) 嗨，James，你做完你的工作了嗎？

(B) 他正在訂披薩。

(男) 還沒有。什麼事？

(C) 他正在街上走路。

(女) Jennifer 和我要去距這裡幾條街上新開的那

(D) 他正在吃他的午餐。

家餐廳午餐。你要和我們一起去嗎？

答： A

(男) 喔，謝謝，不行耶！我真希望能去。我必須
在一個小時內完成這個報告，所以我已經訂
了一個披薩。
(女) 沒問題。我們下次再一起出去吃飯。

2. 這位女士在問這位男士什麼事情？
(A) 幫她做報告
(B) 幫她一個忙
(C) 一起出去吃午餐
(D) 一起去散步
答：C
3. 這位男士的午餐將會是什麼？
(A) 三明治
(B) 披薩
(C) 便當盒
(D) 漢堡
答：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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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答技巧
由於本單元試卷上有列印出題目和答案選擇，所以在聽會話之前、要先快速看一下試卷上的題目和答案選
擇。先看了之後，由於你已經知道是在問什麼，在撥放會話的時候，就會很容易知道會話的內容和答案是什
麼。當你確定聽到答案時就馬上做答，不需要等會話播放完畢、唸到每個題目時再作答，因為到那個時候，
也許會話的內容都忘了。作答完畢，立刻就去看下一則會話的題目和答案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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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簡短敘述 (Short Talks)
本單元有10段可能會是一則新聞、廣告、演說或報導...的口說敘述。每段敘述有3個題目，每個題目有4
個答案選擇。每一段敘述播放完畢後會唸出每題的題目(不會唸出答案選擇)；聽完後有8秒的時間、請選出一
個最正確的答案，例如：
你會聽到的敘述

Food-borne illness is caused by eating food
that is contaminated by bacteria, viruses, or
chemicals. Being infected with these bacteria
will often cause diarrhea, cramping, and
vomiting; other symptoms include headaches,
muscle aches, chills and fever. In fact, what
most people claim to be flu is sometimes some
type of food-borne illness. Furthermore, very
young children, pregnant women, the elderly,
and people with compromised immune systems
are at greatest risk from any harmful bacteria.
Food-borne illness is unpleasant, so do what
you can do to decrease the risks:
• Wash hands and follow basic hygiene when
preparing food.
• Keep ready-to-serve food and raw food
separately to avoid cross-contamination.
• Store food at the right temperature.

1. What will cause food-borne illness?
(A) physical contact with the patients
(B) eating food that is contaminated by
bacteria, viruses, or chemicals
(C) blood transfusion
(D) washing hands and vegetables thoroughly
2. Why do people claim to have flu when they
actually have food-borne illness?
(A) because the elderly get sick often
(B) because people eat contaminated food
(C) because the symptoms are similar
(D) because food-borne illness is unpleasant
3. Why do you need to keep ready-to-serve food
and raw food separately?
(A) to avoid cross-contamination
(B) to get food-borne illness
(C) to store them at the right temperature
(D) to follow basic hygiene when preparing food
1. 什麼會造成食物中毒？

題解分析：
由食物引起的生病(食物中毒)是吃了被細菌、病毒
或化學物質汙染的食物所造成的。被這些細菌感染
了之後通常會下瀉、抽筋和嘔吐；其他的徵狀包括
頭痛、肌肉痛、發冷和發燒。事實上，大多數人認
為是感冒、有時候只是某種食物的中毒。更且，小
孩、孕婦、老年人和免疫力低的人是最容易感染病
菌的。食物中毒是不舒服的，因此你要做好防範以
減少感染的風險，例如：
• 洗手和在準備食物時要遵守基本的衛生。
• 將準備好的食物和生的食物分開以避免交叉汙染。
• 以適當的溫度儲存食物。
答：1. B

試卷上列印的3個題目和答案選擇

2. C

3. A

(A) 和病人身體接觸。
(B) 吃了被細菌、病毒或化學物質汙染了的食物。
(C) 輸血。
(D) 徹底地洗乾淨手和蔬菜。
2. 為什麼人們實際上是食物中毒會說成是感冒了？
(A) 因為老年人經常生病
(B) 因為人們吃了被汙染了的食物
(C) 因為徵狀類似
(D) 因為食物中毒是不舒服的
3. 為什麼要將準備好的食物和生的食物分開來？
(A) 為了避免交叉感染
(B) 為了得到食物中毒
(C) 要以正確的溫度儲存它們
(D) 在準備食物時要遵守基本的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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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答技巧
由於本單元試卷上有列印出題目和答案選擇，所以作答技巧和Part 3是相同的。先看題目，再邊聽邊作
答的技巧對於Part 4更是重要，因為Part 4 的敘述通常會比Part 3的會話要長，若是等聽完再作答，很難完全
記得內容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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