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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會考英語聽力測驗
介紹及解題攻略
測驗簡介
國中教育會考英語科聽力測驗係配合英語科課程綱要內涵，自民國 102 年開始試辦、104 年
納入計分，期以結合閱讀與聽力測驗的方式，更有效地評量國中畢業生的英語能力。

一、測驗目的
語言的能力包含了聽、說、讀、寫，因此透過納入英語聽力測驗的方式，更能全面地評測國中
生對於英語的整體掌握能力，而非僅透過書面的閱讀測驗形式測驗考生的答題能力。

二、測驗時間
英語科測驗訂於國中教育會考會期的第二天舉行，英語聽力測驗與閱讀測驗結合舉辦，於早
上 10:30–11:30 進行英語閱讀測驗，休息半小時後於 12:05–12:30 進行英語聽力測驗。
時間

進行項目

10:20–10:30

考試說明

10:30–11:30

英語閱讀測驗

11:30–12:00

休息

12:00–12:05

考試說明

12:05–12:30

英語聽力測驗

三、測驗範圍
主題與內容：貫徹趣味化、實用化、多元化及多元化的原則，試題內容包括日常交談、
社交應對、教室用語等一般人際溝通之語言能力，而依其體裁可分為問候、感謝、道歉、
同意、請求、問路、打電話等類別。
出題範圍：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訂定之 1200 基本字彙與基本語言結構。
（https://www.naer.edu.tw/ezfiles/0/1000/img/114/173173199.pdf）

四、測驗題型與題數
英語科閱讀測驗與聽力測驗分兩階段考試，其中聽力測驗 20–30 題，考試時間 25 分鐘。
測驗題型均為 3 選 1 的單選題，分為辨識句意（第 1–3 題）、基 本問答（第 4–10 題）與
言談理解（第 11–21 題）三大題：

聽力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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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內容

題數配置

辨識句意（單句＋圖表）

第 1–3 題

基本問答（簡易對話）

第 4–10 題

言談理解（短文及對話，評量
細節、推論、猜字、主旨等）

第 11–21 題

國中會考英語聽力測驗 介紹及解題攻略

測驗說明
進行英語科聽力測驗時，每大題均會先播放作答說明，接著才進入正式測驗內容。每道試題
播音兩次，兩次播音之間停頓約 5 秒。以下為各大題之示範例題與解題攻略。

第一部分：辨識句意
作答說明：每題均有三張圖片，請依據所聽到的句子，選出符合描述的圖片，每題播放兩次。
示例題：你會看到

(A)

(B)

(C)

然後你會聽到

Mary is wearing a dress and glasses.
（停頓約五秒）

Mary is wearing a dress and glasses.
依據所播放的內容，正確答案應該選 A，請將答案卡該題「Ⓐ」的地方塗黑、塗滿，
即：● Ⓑ Ⓒ
解題攻略
圖片重點：
請先快速瀏覽三張圖片中的人事物，在第一部分的三張圖表中，通常只會有細節上的些微
差異，因此請特別注意觀察各圖不同之處。先掌握住三張圖表的相關資訊，才不會漏聽細
節。
聽力技巧：
此大題主要是在考能否掌握單句敘述中的關鍵字，因此請特別注意聆聽句中所提及的
「人」、「物」、「事」、「動作」、「時間」、「地點」與「特徵」等。
解題技巧：
若是在聆聽音檔前，就先迅速掌握各圖差異，並且聽出音檔描述的細節內容，便能輕易選
出題目所考的圖片。
常考主題：
圖片中人物的動作、人物或物品的比較、人物特徵、行事曆、天氣、價格、物品的位
置及狀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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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基本問答
作答說明：每題均有三個選項，請依據所聽到的內容，選出一個最適合的回應，每題播放兩次。
示例題：你會看到
(A) She is talking to the teacher.
(B) She is a student in my class.
(C) She is wearing a beautiful dress.
然後你會聽到

Who’s the girl over there?
（停頓約五秒）

Who’s the girl over there?
依據所播放的內容，正確答案應該選 B，請將答案卡該題「Ⓑ」的地方塗黑、塗滿，
即：Ⓐ ● Ⓒ

解題攻略
聽力技巧：
在基本問答這大題中，最關鍵的就是先聽題目在問什麼，尤其需要特別注意開頭使用的字
詞，常見的類型如下：

、who（誰）
、when（何時）
、where（哪裡）
、
① 以 Wh- 疑問詞來詢問對方，如 what（什麼事）
which（哪一個）及 how（如何）等。
② 助動詞或 be 動詞來詢問 Yes 或 No 回答的是非問句。

③ 慣用語或簡單的俚語（如「What’s up?」）。

解題技巧：
請仔細聆聽題目最開頭的疑問詞，以便掌握題目詢問的事物為何；若非問句，則請掌握題意，
才能答出合適的回答選項。
常考主題：
1. Wh- 疑問詞為首的疑問句
2. 助動詞或 be 動詞為首的 yes/no 問句
3. 慣用語或俚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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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言談理解
國中會考英語聽力測驗 介紹及解題攻略

作答說明：每題均有三個選項，請依據所聽到的對話或短文內容，選出一個最適合的答案，
每題播放兩次。
示例題：你會看到

(A) 9:50.

(B) 10:00.

(C) 10:10.

然後你會聽到

M: Cathy! It’s almost time to go to bed.
G: But it’s only nine-ﬁfty. I still have ten more minutes to play, right?
M: Right! But only ten more minutes.
Question: What time should Cathy go to bed?
（停頓約五秒）

M: Cathy! It’s almost time to go to bed.
G: But it’s only nine-ﬁfty. I still have ten more minutes to play, right?
M: Right! But only ten more minutes.
Question: What time should Cathy go to bed?
依據所播放的內容，正確答案應該選 B，請將答案卡該題「Ⓑ」的地方塗黑、塗滿，
即：Ⓐ ● Ⓒ
解題攻略
聽力技巧：
這大題主要以一男一女的對話呈現，以及偶爾出現的獨白題（通常為 1–2 題）。談話內容
會以日常生活對話為主，因此請仔細掌握對話中的各種細節訊息。題目可能會問兩人談話
的主旨、對話中的相關細節，亦或需要從對話中自行推論出結論的問題（如「What will the
boy do next?」）
解題技巧：
由於篇幅較長，題目句又是在播送完對話才會問起，因此在聽之前可先快速瀏覽一次
選項，先掌握題目對話大概會是與什麼有關，以及題目可能會詢問什麼（如時間、地
點、價格、職業、人物關係等），在聽的過程較能掌握聽重點。
在第一遍的聆聽過程中，也可先將聆聽到的細節（如時間、日期、價格等不易記憶的
內容）記在題目本上，在確認題目所問的問題後，再回頭找尋記錄的細節，以免因為
了要記憶所有細節，而漏聽重要內容。
（註：國中教育會考的作答規定為不得故意汙損答案卡、損壞試題本）

常考主題：
對話：大多與日常生活緊密結合。
獨白：電台廣播、商場廣播、得獎感言、氣象預報等。
特別注意：在民國 107 年的考題中，第三大題的獨白題出現了與圖表做搭配的測驗題型，
圖表形式與第一大題相像，因此請如同第一大題的答題方式，先觀察出三張圖的細節有何
不同之處，再聆聽音檔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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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考生依指示
填寫准考證末兩碼

國中教育會考 英語科聽力試題本
第1回
001

請不要翻到次頁！
讀完本頁的說明，聽到鐘（鈴）響起，再翻頁作答！
※ 請先確認你的答案卡、准考證與座位號碼是否一致無誤。
請閱讀以下測驗作答說明：

1

測驗說明：
這是國中教育會考英語科聽力試題本，試題本採雙面印刷，共 4 頁，有 21 題
選擇題，每題都只有一個正確或最佳的答案。測驗時間從 12：05 到 12：30，
共 25 分鐘。作答開始與結束請聽從監試委員的指示。
注意事項：
1. 當聽到「國中教育會考英語聽力，請檢查試題本」後，約有 30 秒為聽力試
題本檢查及更換時間，請依據語音指示儘速確認試題本是否汙損、缺漏頁
或印刷不清。如試題本有上述狀況，請立即舉手告知監試委員更換試題本。
當播出「聽力試題播音開始」，即正式進入聽力試題播放，至考試結束的
鐘（鈴）響起，不得再要求更換試題本，以免影響試場內他人作答。
2. 所有試題均為三選一的選擇題，每題播放兩次，答錯不倒扣。題型均為單
題，分成三個部分，每一部分開始播放試題前，均先播放作答說明。
3. 依試場規則規定，答案卡上不得書寫姓名座號，也不得作任何標記。故意
汙損答案卡、損壞試題本，或在答案卡上顯示自己身分者，該科考試不予
計列等級。
4. 聽力試題播音完畢後，仍可作答至考試結束的鐘（鈴）響起為止。監試委
員將於考試結束的鐘（鈴）響起收答案卡與試題本，經確認無誤後，考生
方可離場。全體考生在監試委員未確認答案卡與試題本無誤前，均不得提
前離場。
5. 作答時請將答案直接畫記在答案卡上，並塗黑、塗滿。考試結束的鐘（鈴）
響起，若未填答完成，其責任由考生自負，不得提出異議。
作答方式：
請依照題意從各題選項中選出一個正確或最佳的答案，並用 2B 鉛筆在答案
卡上相應的位置畫記，請務必將選項塗黑、塗滿。如果需要修改答案，請使
用橡皮擦擦拭乾淨，重新塗黑答案。例如答案為 B，則將 Ⓑ 選項塗黑、塗滿，
即：Ⓐ ● Ⓒ Ⓓ
以下為錯誤的畫記方式，可能導致電腦無法正確判讀。如：
Ⓐ Ⓑ Ⓒ Ⓓ —未將選項塗滿
Ⓐ Ⓑ Ⓒ Ⓓ —未將選項塗黑
Ⓐ ● Ⓒ Ⓓ —未擦拭乾淨
Ⓐ Ⓑ Ⓒ Ⓓ —塗出選項外
Ⓐ ● ● Ⓓ —同時塗兩個選項
請聽到鐘（鈴）響起，於試題本右上角
方格內填寫准考證末兩碼，再翻頁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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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辨識句意（第 1-3 題） 002
作答說明：每題均有三張圖片，請依據所聽到的句子，選出符合描述的圖片，
每題播放兩次。
示例題：你會看到
(A)

(B)

(C)

然後你會聽到……( 播音 )。依據所播放的內容，正確答案應該選 A，
請將答案卡該題「Ⓐ」的地方塗黑、塗滿，即：● Ⓑ Ⓒ
第1 題
(A)

第2 題
(A)

10

003

(B)

(C)

(B)

(C)

(B)

(C)

國中會考英聽試題

第3 題
(A)

第
回

1

第二部分：基本問答（第 4-10 題） 004
作答說明：每題均有三個選項，請依據所聽到的內容，選出一個最適合的回
應，每題播放兩次。
示例題：你會看到
(A) She is talking to the teacher.
(B) She is a student in my class.
(C) She is wearing a beautiful dress.
然後你會聽到……( 播音 )。依據所播放的內容，正確回應應該選 B，
請將答案卡該題「Ⓑ」的地方塗黑、塗滿，即：Ⓐ ● Ⓒ
第 4 題 005
(A) It’s 55 dollars.
(B) Oh, I’m sorry.
(C) Yes, that’s her dress.
第5 題
(A) His birthday was last week, I think.
(B) Maybe, but I might have to do homework that day.
(C) Sure, I'm already at the party.
第6題
(A) I don’t think he speaks English.
(B) You can leave it over there, thanks.
(C) We fly out next Monday, early in the morning.
第7 題
(A) You’re right. Let me grab my books and then we can go.
(B) Don’t worry. We won’t be late for the movie.
(C) You’re right. It’s late, and I want to go to bed soon.

請翻頁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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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題
(A) We can buy a cake when we go to the store.
(B) I’m really not sure how much it weighs.
(C) No, I only ate a small piece of it!
第9 題
(A) He’s not a policeman.
(B) I’ll do it right away!
(C) Sure, let me take that for you.
第 10 題
(A) Almost, but I have a question about the menu.
(B) No thanks. Just the check, please.
(C) We’d like a table by the window, please.

第三部分：言談理解 ( 第 11-21 題 )

006

作答說明：每題均有三個選項，請依據所聽到的對話或短文內容，選出一個
最適合的答案，每題播放兩次。
示例題：你會看到
(A) 9:50.
(B) 10:00.

(C) 10:10.

然後你會聽到……( 播音 )。依據所播放的內容，正確回應應該選 B，請
將答案卡該題「Ⓑ」的地方塗黑、塗滿，即：Ⓐ ● Ⓒ
第 11 題 007
(A) A bus stop.
(B) A room for the night.
(C) A front desk.
第 12 題 008
(A) She hit a tree with her bike.
(B) She felt sick and went to the hospital.
(C) Her friend broke her bike.
第 13 題 009
(A) In a police station.
(B) At the airport.
(C) In a restau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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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題 010
(A) Cindy’s sisters.
(B) Cindy’s parents.
(C) Cindy’s cousins.

國中會考英聽試題

第 15 題 011
(A) She wants to eat food that is healthy for her.
(B) She doesn’t have the money to pay for it.
(C) She is not going to go to the store with the man.

第

第 16 題 012
(A) English.
(B) Science.
(C) History.

回

1

第 17 題 013
(A) She will make him sick.
(B) She isn’t feeling well.
(C) The doctor said she was sick.
第 18 題 014
(A) Buy more than two hats.
(B) Buy only one hat.
(C) Get two hats for five dollars.
第 19 題 015
(A) Riding the train to the airport.
(B) Taking a taxi to the airport.
(C) Waiting for the bus.
第 20 題 016
(A) The man and the woman.
(B) The woman’s soccer friends.
(C) The woman and her friend Sally.
第 21 題
(A)

017

(B)

(C)

聽力試題播音結束
試題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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