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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測驗第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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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聽力測驗
本測驗分四個部份，全部都是單選題，共 30 題，作答時間約 20 分鐘。
作答說明為中文，印在試題冊上並經由光碟放音機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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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看圖辨義
共 5 題，每題請聽光碟放音機播出題目和三個英語句子之後，選
出與所看到的圖畫最相符的答案，每題只播出一遍。
例：( 看 )

(聽)
Look at the picture. What is on the desk?
A. A book.
B. A pencil.
C. An eraser.

正確答案為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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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Question 1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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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ening

B. Questi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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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e turn to the next page.

C. Question 3

D. Questions 4 an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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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問答
共 10 題，每題請聽光碟放音機播出的英語句子，再從試題冊上三
個回答中，選出一個適合的答案。每題只播出一遍。

(看)

Good afternoon, Michael. How are you?
A. It is good.
B. Fine, thank you.
C. I’m at the office.

正確答案為 B。

6. A. Yes, I like my hair a lot.
B. I have it cut to look cool.
C. Not very often.

11. A. She is always kind to people.
B. She is a piano teacher.
C. Nearly 60 years old.

7. A. A red rose is beautiful.
B. I didn’t buy anything for her.
C. I love my mother.

12. A. Speaking.
B. Helen likes to talk.
C. OK, Helen heard you.

8. A. I talked to my grandfather.
B. I’ll go shopping with my
classmates.
C. I wanted to have a good time
yesterday afternoon.

13. A. Not at all.
B. The museum is worth visiting.
C. Just take the red line.
14. A. We’re getting a lot of rain.
B. I don’t like sunny days.
C. It’s often warm here in winter.

9. A. My favorite snack is fruit jelly.
B. She likes chocolate bars best.
C. She often makes it herself.

15. A. I don’t want to shop at the
department store.
B. Really? Would you like to go
with me after work?
C. Yes, I have sold many things
there.

10. A. The movie is now on at the
theater.
B. The movie’s beginning is
shocking.
C. It starts in 20 min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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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e turn to the next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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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力第一部份：看圖辨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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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題本 p.13

For Question Number 1, please look at Picture A.

Who is standing on the bus?
A. The woman who is using a cell phone.
B. The girl who is wearing glasses.
C. The boy who is looking out the window.

Test
1
聽
力
口 說
聽力第一部份：看圖辨義

聽到疑問詞為「Who」，表示題目問的是「人」，須根據圖片找出「站著」（standing）
的人 。 圖片中有兩個人站著 ，即戴眼鏡的女孩與另一位女士 ，因此答案為 B 。

作

解析

寫

對於人物狀態的描述

讀

考點

閱

第 1 題 ，請看圖片 A 。
公車上誰是站著的？
A. 正在使用手機的女人。
B. 戴眼鏡的女孩。
C. 正看向窗外的男孩。

補充 「be wearing」指的是「身上正穿 戴著（衣物、配件等）」，為狀態描述；如果要表示動
作「正穿 戴上」，須用片語「put on」
。
◆

She is putting on a hat. 她正戴上一頂帽子 。

For Question Number 2, please look at Picture B.

How long does it take to get to Tainan from
Taipei?
A. It takes 40 minutes.
B. It’s 20 minutes to two.
C. It takes two hours and 20 minutes.
第 2 題 ，請看圖片 B 。
從台北到台南要多久？
A. 要花 40 分鐘。
B. 現在是 1 點 40 分。
C. 要花 2 小時 20 分鐘。
考點

以 take 表示「花時間」

解析

聽到疑問詞為「How long」，表示問「多久」；而動詞 take 表示「花（時間）」，因此是
在問兩地之間花費的交通時間 。 從圖上標的時間 ，可知道是從下午 1:40 到下午 2:20，
共經過 40 分鐘 ，因此答案為 A 。B 表示「現在時刻」，故不能選 。

補充

䙫 動詞 take 表示「花（時間）」，須搭配虛主詞 it 使用來表示「（某事）花費多少時間」，
不能用「人」當作主詞 。
(O) It took me three hours to do my homework. 做回家功課花了我三個小時 。
(X) I took three hours to do my ho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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䙬 時間的表示方式：
 20 past seven ＝ seven twenty 7 點 20 分（7 點再過 20 分）
 10 to nine ＝ eight fifty 8 點 50 分（還有 10 分就到 9 點）
 half past two ＝ two thirty 2 點半 2 點 30 分（2 點再過半小時）
For Question Number 3, please look at Picture C.

What most likely happened to Karry?
A. He was late because the bus didn’t come.
B. He got up too late to catch the bus.
C. He was asleep and got off at the wrong stop.
第 3 題 ，請看圖片 C 。
凱瑞最有可能發生了什麼事？
A. 因為公車沒來，所以他遲到了。
B. 他太晚起床，沒趕上公車。
C. 他睡著並下錯站了。
考點
解析

字彙

從圖片內容推敲情境
題目問「What most likely happened」，因此必須觀察圖片 ，推測發生了什麼事 。 凱瑞
（Karry）追在公車後面跑 ，表示他沒搭上公車；而「太晚起床」（got up too late）亦是
沒搭上車的合理理由 ，故答案為 B 。
asleep [3'slip] (adj.) 睡著的 get off 下（車 、飛機等）（get, got, gotten）

For Questions Number 4 and 5, please look at Picture D.

This is Rebecca’s calendar. What does it tell us?
A. When Jerry’s birthday is.
B. What musical instrument Rebecca is
learning.
C. How long the movie Frozen II la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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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及 5 題 ，請看圖片 D 。
這是蕾貝卡的日曆。它告訴我們什
麼？
A. 傑瑞的生日是何時。
B. 蕾貝卡正在學什麼樂器。
C. 電影《冰雪奇緣 2》播多久。

考點

整合、理解圖片資訊

解析

題目問我們可從圖片得知什麼訊息 ，可預測三個選項都是針對月曆內容進行描述 ，因此
必須仔細聽懂 ，並與圖片做對照 。
從圖片中可知蕾貝卡（Rebecca）每週日都有小提琴課 ，可推知她正在學小提琴 ，因此
最適合的答案為 B 。日曆上寫了買傑瑞（Jerry）生日禮物的時間 ，但無法從而得知他的
生日為何時 ，故不能選 A；而關於電影 ，日曆上並無表示時間區間的資訊（19:30 推測
應是電影開始的時間），因此 C 也不是答案 。
June [dIun] (n.) 六月 last [l$st] (v.) 持續

聽

字彙

Test
1
力

請再看一次圖片 D 。蕾貝卡錯過
了六月的第三次小提琴課，那一
天的日期為何？
A. 6 月 6 日。
B. 6 月 11 日。
C. 6 月 18 日。

日期的說法

注意日期的數字須要用「序數」：4日＝「fourth」、11日＝「eleventh」、18日＝
「eighteenth」、25日＝「twenty fifth」。

聽力第二部份：問答

02

聽力第二部份：問答

補充

口 說

我們已知小提琴課為每週日， 因此 6 月上小提琴課的日期為 4 日 、 1 日 、18 日 、25 日，
第三次即為 6 月 18 日。

作

解析

寫

整合、理解圖片資訊

讀

考點

閱

Please look at Picture D again. Rebecca missed
her third violin class in June. What date was it?
A. June 6th.
B. June 11th.
C. June 18th.

X 題本 p.15

日常生活會話

How often do you have your hair cut?
A. Yes, I like my hair a lot.
B. I have it cut to look cool.
C. Not very often.

你多久剪一次頭髮？
A. 是的，我很喜歡我的頭髮。
B. 我剪它是為了讓自己看起來很
酷。
C. 不是很常。

考點

以「How often」詢問「頻率」

解析

本題的疑問詞為「How often」
（多常）， 答句應與「頻率」有關 。C 的「not often」
（不
是很常）即表示頻率 ，是最適合的回應 。A、B 分別用了跟題目相同的字：「hair」
（頭髮）
和「cut」（剪），但都與頻率無關 ，故都不是答案 。

補充

常見的頻率副詞：
0%
never
從不

100%（發生頻率）
seldom
很少

50%
sometimes
有時候

often
常常

usually
經常

always
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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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會話

I gave my mother a red rose for her birthday.
What about you?
A. A red rose is beautiful.
B. I didn’t buy anything for her.
C. I love my mother.

我送我媽一朵紅玫瑰作為生日禮
物。 你呢？
A. 紅玫瑰很美。
B. 我沒買任何東西給她。
C. 我愛我的媽媽。

考點

以「What about you?」詢問對方行動

解析

說 話 者 先 用 直 述 句「 我 給 我 媽 媽 一 朵 紅 玫 瑰 當 生 日 禮 物 」， 接 著 問「What about
you?」，表示想知道對方在媽媽生日時做了什麼 。B 表示沒有買東西給媽媽 ，也符合此
問答情境的其中一種可能性 ，是最適合的回應 。

字彙

rose [roz] (n.) 玫瑰

日常生活會話

What did you do yesterday afternoon?
A. I talked to my grandfather.
B. I’ll go shopping with my classmates.
C. I wanted to have a good time yesterday
afternoon.

你昨天下午在做什麼？
A. 我和我的祖父說話。
B. 我會跟同學們去購物。
C. 我昨天下午原本想好好的玩。

考點

以「What」詢問「事情」

解析

本題關鍵在於過去式助動詞 did 和過去時間「yesterday afternoon」（昨天下午），答
句應用過去式回答 。A 說明過去做了什麼事 ，是最適合的回應 。C 雖然也是過去式 ，
但動詞為 wanted（想要），只表達「本來想要做什麼事」，並沒有說「做了什麼事」，
故不能選 。

過去式

日常生活會話

What’s your sister’s favorite snack?
A. My favorite snack is fruit jelly.
B. She likes chocolate bars best.
C. She often makes it her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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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姐姐最愛什麼點心？
A. 我最愛的點心是水果果凍。
B. 她最喜歡巧克力棒。
C. 她常常自己做。

考點

以「What」詢問「東西」

解析

本題問對方姐姐最喜歡的點心（favorite snack），答句須說明姐姐喜歡的點心名稱 ，因
此 B 是最適合的回應 。A 用了跟題目相同的字「favorite snack」（最喜歡的點心），但
說的是自己喜歡的點心 ，故不能選；C 則是沒說出點心名稱 ，因此也不是答案 。

字彙

snack [sn$k] (n.) 點心 jelly ['dIGl0] (n.) 果凍 bar [bAr] (n.) 棒

日常生活會話

Can you tell me what time the movie begins?
A. The movie is now on at the theater.
B. The movie’s beginning is shocking.
C. It starts in 20 minutes.

你能否告訴我電影幾點開演？
A. 這部電影正在那家劇院上映。
B. 這部電影的開頭很震撼。
C. 它 20 分鐘後開演。
Test
1

以「What time」詢問「時間」

theater ['L03tQ] (n.) 劇院 shocking ['NAk0H] (adj.) 震撼的；令人驚訝的

寫

字彙

讀

本題以「Can you tell me」開頭 ，後面接間接問句「what time the movie begins」，因
此說話者想問的其實是「電影幾點開始？」。掌握關鍵疑問詞「what time」
（幾點）後 ，
便要找有包含時間資訊的選項 ，故 C 是最適合的回應 。A、B 都沒有提到時間資訊 ，都
不是答案 。

閱

解析

力

間接問句

聽

考點

作

你的阿姨從事什麼職業？
A. 她總是待人親切。
B. 她是一位鋼琴老師。
C. 將近 60 歲。

考點

以「What . . . for a living」詢問「職業」

解析

本題的關鍵字為「do . . . for a living」（以……維生），問的是「職業」，因此最適合的
回應為 B 。

字彙

do . . . for a living 以（某職業）維生；從事（某職業）（do, did, done）
nearly ['n0rl0] (adv.) 幾乎；將近；差不多

聽力第二部份：問答

What does your aunt do for a living?
A. She is always kind to people.
B. She is a piano teacher.
C. Nearly 60 years old.

口 說

日常生活會話

日常電話會話

Hello. May I speak to Helen, please?
A. Speaking.
B. Helen likes to talk.
C. OK, Helen heard you.
考點
解析
補充

喂，請問海倫在嗎？
A. 我就是。
B. 海倫喜歡說話。
C. 好的，海倫聽到你說的話了。

電話用語
本 題 為 電 話 用 語 ， 說 話 者 問「May I speak to Helen, please?」， 表 示 打 電 話 找 海 倫
（Helen），而其中 A 表示自己就是海倫 ，是最適合的回應 。
䙫 常用的電話用語：
 May I speak to Mary? ＝ Is Mary there? ＝ Mary, please. 請問瑪莉在嗎？
 This is Mary speaking. ＝ Speaking. 我就是 。
䙬 若本人不在 ，他人接聽電話 ，則可回答：
 Sorry. He/She is not here. 抱歉 ，他 她不在家 。
 Who is it, please? ＝ Who is calling, please? 請問哪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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䙭 若本人在家 ，而他人接電話時 ，則可回答：
 Yes. Hold on, please. 在 ，請等一下 。
䙮 若對方打錯電話 ，則回答：
 Sorry. You have the wrong number. 抱歉 ，你打錯電話了 。
問路會話

Excuse me. How do I get to the art museum?
A. Not at all.
B. The museum is worth visiting.
C. Just take the red line.

請問一下，美術館要怎麼去？
A. 一點也不會。
B. 那間博物館很值得逛。
C. 搭紅線就可以了。

考點

以「How」詢問「方式」

解析

本題的疑問詞為「How」
（如何），而整句意思為「我該如何去美術館？」，答句應與「方
式」有關 。C 為祈使句 ，表示詢問者可以採取的方式 ，是最適合的答案 。A、B 都不是
表示「方式」，故都不能選 。

字彙

art museum ['Art mju`z03m] (n.) 美術館 museum [mju'z03m] (n.) 博物館
worth [w"L] (adj.) 值得……的

日常生活會話

It’s sunny in Taipei now. What is the weather like
there?
A. We’re getting a lot of rain.
B. I don’t like sunny days.
C. It’s often warm there in winter.

台北現在是晴天。那裡的天氣如
何？
A. 我們這裡下了很多雨。
B. 我不喜歡晴天。
C. 那裡冬天通常很溫暖。

考點

以「What . . . like」詢問「狀態」

解析

說話者先用直述句「現在台北是晴天」，接著用「What . . . like」問聽者那邊的天氣狀態 ，
因此答句必須說明與「天氣狀態」相關的資訊 。A 的主詞用 We（我們），表示聽者「這
裡」的情況；又用現在進行式（’re getting）表示「現在的天氣」，是最適合的回應 。
C 描述的是長期氣候狀態 ，而且應該站在聽者的角度 ，用「here」
（這裡）而非「there」
（那裡），故不適合作為答案 。

日常生活會話

Did you know SOGO Department Store is having
a sale this month?
A. I don’t want to shop at the department store.
B. Really? Would you like to go with me after
work?
C. Yes, I have sold many things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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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 SOGO 百貨這個月正在
舉辦拍賣會嗎？
A. 我不想在那家百貨公司購物。
B. 真的嗎？你下班後要不要和我一
起去？
C. 是啊 ，我已經在那裡賣了很多東
西。

考點

Yes/No 問句

解析

本 題 為「Did you know」 開 頭 ， 為 Yes/No 問 句； 後 面 接 that 子 句「(that) SOGO
Department Store is having a sale this month」，意在提供聽者有關特賣的資訊 。B 雖
然沒有用 Yes 或 No 回答 ，但說「Really?」（真的嗎？）表示之前不知道這項訊息 ，而
在知道之後 ，有意邀請說話者一同前往 ，是最適合的回應 。
A 用了跟題目相同的字「department store」（百貨公司），但跟 C 一樣 ，都不符合問答
邏輯 ，故都不是答案 。
department store [d0`pArtm3nt `stor] (n.) 百貨公司 sale [sel] (n.) 拍賣

聽

字彙

Test
1
力
閱

03

X 題本 p.16

讀

聽力第三部份：簡短對話

寫
作

日常生活會話
女：能否請你稍微自我介紹一下？

M: I was born in Taiwan.

男：我在台灣出生的。

W: And when did you come to Canada?

女：那你何時來加拿大的呢？

M: We moved when I was six, so I have lived here
for over 20 years.

男：我們家在我六歲時搬過來，所

Q: Where are the speakers now?
A. Taiwan.
B. Canada.
C. England.
解析

字彙

你在哪裡出生的？

聽力第三部份：簡短對話

W: Wow! No wonder your English is so good.

口 說

W: Could you tell me a little about yourself? Where
were you born?

以我已經在這裡生活 20 幾年
了。
女：哇！難怪你的英語這麼好。

問：說話者現在在哪裡？
A. 台灣。
B. 加拿大。
C. 英國。

題目問「說話者現在在哪裡」。 男子在第二次說話時提到「I have lived here for over 20
years」，而看前一句女子說的話「And when did you come to Canada?」，可知「here」
（這裡）便是指 Canada（加拿大），意即兩人現在在加拿大 ，答案為 B 。
A be born in B A 人出生於 B 地

no wonder 難怪

日常生活會話

W: Are you still living with your family?

女：你還和家人一起住嗎？

M: I’m afraid so.

男：恐怕是這樣沒錯。

W: Don’t you want to move out?

女：你不想搬出去嗎？

M: Hey, I wish I could.

男：唉，我也想啊。

W: Then why?

女：那為什麼不搬？

M: I’m too busy to cook for myself. My parents

男：我太忙了，沒時間自己煮飯。

are worried that I would eat too much
convenience store food and get sick.

我爸媽擔心我吃太多便利商店
的食物會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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