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請考生依指示
填寫准考證末兩碼

請不要翻到次頁！
讀完本頁的說明，聽從監試委員的指示才開始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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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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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國中教育會考英語聽力，請檢查試題本」後，約有 
30 秒為聽力題本檢查及更換時間，請依據語音指示儘速確認題本是

否汙損、缺漏頁或印刷不清。如題本有上述狀況，請立即舉手告知

監試委員更換題本。當播出「聽力試題播音開始」，即正式進入聽

力試題播放，至聽力試題播音結束前，不得再要求更換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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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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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聽到鈴（鐘）聲響後，於題本右上角 
方格內填寫准考證末兩碼，再翻頁作答

英語科聽力題本

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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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ce when?
(B) Almost there.
(C) No problem.

第 5 題 
(A) I got it from my grandparents.
(B) L-I-N-D-Y.
(C) My name is Lindy.
 
第 6 題

(A) Sorry.  I need it right now.
(B) Thanks.  You’re very nice.
(C) I already have one.

第 7 題

(A) Give me five more minutes.
(B) It’s not early enough. 
(C) The taxi driver will be late. 



3 請翻頁繼續作答

第 8 題 
(A) I can’t believe you got the job!
(B) What a small world!
(C) You’re really lucky!

第 9 題 
(A) I’ll be out in a minute.
(B) Sorry.  Let me help you.
(C) You don’t have much time.

第 10 題 
(A) I’m happy to hear that.
(B) That’s a good idea.
(C) That’s too b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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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ffee.
(B) Water.
(C) Tea.

第 12 題 
(A) Shoes.
(B) A ball.
(C) A dress.

第 13 題 
(A) The skirt will be on sale next week.
(B) The skirt is too expensive for her to buy.
(C) The skirt is too long for 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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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題 
(A) Ask for her money back.   
(B) Choose a different book. 
(C) Wait for the new order.

第 15 題 
(A) In a bank. 
(B) In a police station.
(C) In a post office.

第 16 題 
(A) A museum that collects old things.   
(B) A supermarket that sells cheaper things. 
(C) A shop that sells old things.

第 17 題 
(A) She doesn’t really like it.  
(B) She is excited about it.
(C) She knows nothing about it.

第 18 題 
(A) He got lost in the train station.
(B) He got off at the wrong station.
(C) He took the wrong train.

第 19 題 
(A) She may be too lazy.
(B) She may not like him.
(C) She may have to stay home.

第 20 題

(A) 10:00.
(B) 11:00.
(C) 12:00.

第 21 題 
(A) I Still Believe.
(B) Listen to Your Heart. 
(C) Slow Dance.

聽力試題播音結束

聽力試題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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