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請考生依指示
填寫准考證末兩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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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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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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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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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科聽力試題本

108年國中教育會考

請閱讀以下測驗作答說明：



1 請翻頁繼續作答

第一部分：辨識句意 (第1-3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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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 題

(A)　　　　　　　　　　　(B)　　　　　　　　　　　(C)

第 2 題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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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例題：你會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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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題

(A)　　　　　　　　　　　(B)　　　　　　　　　　　(C)

第二部分：基本問答 (第4-10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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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You can try it on.
(B) I went to the store on foot.
(C) It’s a present from my aunt.

第 5 題 
(A) I like guavas the best.
(B) I hate bananas and peaches.
(C) I eat French fries all the time.
 
第 6 題

(A) I don’t have a car, either.
(B) Don’t worry; I’ll be careful. 
(C) I know, but I hate to go alone.



3 請翻頁繼續作答

第 7 題

(A) I’m serious.
(B) I hope it’s good.
(C) I’ll have the same. 

第 8 題 
(A) Thanks.  You are very kind.
(B) Really?  I bought it yesterday.
(C) Good idea.  Just leave the bag there.

第 9 題 
(A) I think it is quite convenient.
(B) It’s just right across the park there.
(C) It might take ten to fifteen minutes.

第 10 題 
(A) He is afraid to fly.
(B) He has business there. 
(C) It takes sixteen hours to fly to the US.

第三部分：言談理解 (第11-21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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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答案應該選B，請將答案卡
該題「 」的地方塗黑、塗滿，即：    

第 11 題 
(A) PE.
(B) Math.
(C) Music.

第 12 題 
(A) February 13.  
(B) February 14.  
(C) February 15.

第 13 題 
(A) A cook.
(B) A salesman.
(C) A wai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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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題  
(A) Visiting a new neighbor.
(B) Moving into a new apartment.
(C) Shopping for a table and a refrigerator.

第 15 題  
(A) He has seen it already.
(B) He will see it next week.
(C) He thinks it is a bad movie.

第 16 題   
(A) Invite Aunt Sue to tea.
(B) Visit Aunt Sue on another day.
(C) Go to the theater on another day.

第 17 題  
(A) She thinks he is a serious person.
(B) She thinks he should bake more cakes.
(C) She thinks he wants something from her.

第 18 題 
(A) She failed her tests this week.
(B) She was too late to catch a boat.
(C) She lost the chance to get a ticket.

第 19 題   
(A) It was borrowed.
(B) It was left at home.
(C) It was lost.

第 20 題 
(A) Sleeping through the day.
(B) Seeing the woman at breakfast.
(C) Driving his mom to the train station.

第 21 題 
(A) The history of photo taking.
(B) Photos of people at different ages.
(C) Photos of important times in history.

聽力試題播音完畢

試題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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