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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們來看一個動畫剪輯，裡面有七小段動畫短片，每一小段中都會提出一個問題，請你預測其中

人物接下來可能會做什麼。請跟著此影片的問答步調觀看並試想一下。 

 

讓小編示範給你看這項策略在聽力測驗中該如何運用。下面是一題 GEPT 中級破圖辨義的題組，聽題

目前請先看圖片，想想看： 

Q1. 這裡是什麼場所？ 

回答：這看起來像是一間早餐店，桌面上有三明治、荷包蛋、鍋鏟等物品。 

Q2. 圖片中的人物在做什麼？ 

回答：圖片中 Tina 正在將三明治遞給一位女孩，這位女孩在付錢，後方一位男孩在排隊等候 

點餐；Tina 左方的男子正在將果醬抹到吐司上面。 

Q3. 這些人物的相互關係是什麼？ 

回答：Tina 與她左方的男子看起來像是早餐店的老闆或店員，右方的女孩與男孩是早餐店的 

顧客。 

有了背景知識後，請點網址聽範例 1-1 與 1-2 的題目，聽完後請填入答案： 

https://www.lttc.ntu.edu.tw/GEPT_worksheet-IA-dec-P1/ 

範例 1-1.   A   B   C   D 

範例 1-2.   A   B   C   D 

我們練習完聽力秘技（1）和（2），接著小編要帶你練習四個很重要的聽力策略，不僅

可以應用在日常英語，考試時靈活運用，更可以幫助你得高分喔！今天我們先學兩個策

略：(1) 預測內容、(2) 掌握主旨。

Tina 

預測內容 (Predicting content)：在聽之前先看題目，透過圖片或文字預測接下來的錄音內容可能會發

生在什麼情境、出現哪些相關字彙、問什麼問題等，題目播出時就不會措手不及。 

策略 1 預測內容 

範例1-1. 1-2 

暖身活動 

What is going to happen? 

影片來源： 

https://youtu.be/GwNIAGBWPkE 

聽力秘技（3） Listening Tips: 3

https://www.lttc.ntu.edu.tw/GEPT_worksheet-IA-dec-P1/
https://youtu.be/GwNIAGBWPkE
https://youtu.be/GwNIAGBWP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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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內容的策略也可運用在對話的題型中。聽對話內容之前，你會先看到題目的四個選項，試著先快

速瀏覽選項中的關鍵字，預測待會對話的主題，或是可能會問的問題。 

就讓我們來練習看看吧！請先快速讀過範例 1-3 的四個選項，並想想看： 

Q : 這些選項有什麼共通點？ 

回答：四個選項 department store, supermarket, hotel dining room, school cafeteria 都是場所地點， 

所以推測題目應該是與地點相關，可能會問「對話發生的地點」。 

接著請點網址聽範例 1-3 的題目，聽完後請填入答案： 

https://www.lttc.ntu.edu.tw/GEPT_worksheet-IA-dec-P1/ 

A. In a department store.

B. In a supermarket.

C. In a hotel dining room.

D. In a school cafeteria.

預測內容能幫助我們快速掌握談話情境，我們平時看英文影片時，也可以透過觀察畫面中的場景環境、

人物角色的談吐表情，讓自己更進入狀況，看懂電影中的人際互動喔！下方這段影片是美國校園電影

《辣妹過招》的片段，利用影片中「先無字幕，後有字幕」的剪輯設計，觀看時先試著多觀察角色間

的言談，之後配合英語字幕檢視自己是否掌握這段談話的情境和內容。 

你答對了嗎？第一題問「人們通常在這裡可以買什麼？」有了先前的預測，可知道這是間早餐

店，就不難選出正答 D. Hamburgers and sandwiches.是最符合早餐店會提供的餐點類型。 

第二題問「Tina 可能在跟那位女孩說什麼？」透過圖片中角色關係的預測，就不難推斷出 A. That'll

be NT$50. Thank you.是最符合「顧客付錢、店員結帳」的情境對話。 

你答對了嗎？題目果然是問「對話發生的地點」。如果有事先預測內容做好心理準備，聆聽時

也有掌握到 lunch menu, tasty, queue 以及最關鍵的"late for my history class"等資訊，就可以判

斷，對話中的兩人是在學校餐廳，他們不希望遇到大排長龍而導致上課遲到，因此正答是 D.。 

範例 1-3 

Exciting English | Learn/Practice English with MOVIES 
(Lesson #37) Title: Mean Girls 

影片來源： 

https://youtu.be/LZ0v9A5iEG4 

聽力秘技（3） Listening Tips: 3

https://www.lttc.ntu.edu.tw/GEPT_worksheet-IA-dec-P1/
https://youtu.be/LZ0v9A5iEG4
https://youtu.be/LZ0v9A5iE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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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小編示範給你看如何將本策略運用在聽力測驗。 

1. 這次請先點網址聽範例 2 的對話內容，並把聽到的關鍵字、片語或句子寫下來：

 

https://www.lttc.ntu.edu.tw/GEPT_worksheet-IA-dec-P2/ 

shopping   lamb chops 

let's not buy them here  long lines at the cashier  take us ages to check out 

butcher 

2. 利用以上的關鍵字，透過自問自答來推測對話的主題：

Q1. 對話中的人物在做什麼？ 

回答：兩人正在購物，女生說需要買明天晚餐的 lamb chops(羊排)。 

Q2. 對話的場景在哪裡？ 

回答：從男生講到 cashier(收銀員)、check out(結帳付款)來判斷，場景是在商店、超市或其他大

型賣場。 

Q3. 兩人對話主要在談論什麼？ 

回答：關鍵句在男生的第二次發言：... let's not buy them here. Look at the long lines at the cashier. It's 

going to take us ages to check out. 由此關鍵句可推知，男生建議不要在此賣場購買，因為收銀處

大排長龍，結帳會等很久。 

3. 透過這樣分析，有沒有發現你已大致掌握對話的全貌了呢？接著請閱讀選項並答題：

A. It's not as crowded.

B. It has lower meat prices.

C. Its fruits are fresher.

D. It doesn't charge for bags.

小編再提供一個練習掌握主旨的線上資源，請看下方影片，跟著片中的解說步調，練習聽取關鍵字。 

掌握主旨 (Listening for the gist) 顧名思義就是聽懂一段聽力內容的重點大意，通常可以從聽取關鍵字

句著手。關鍵字通常是英文中的實詞 (content words)，也就是動詞、名詞、形容詞、副詞；關鍵句

則是明確點出談話目的或主題的語句。 

策略 2 掌握主旨 

範例 2 

你答對了嗎？題目問「為何男生可能比較偏好另一家店？」經過仔細聽、抓取關鍵字，聚焦對

話的主題，掌握到對話中兩人談論的重點，以及男生明講的關鍵句，即可推知 A. It's not as 

crowded.最符合對話內容。 

Coursera | Comprehension Strategy Session - Listening: Listening for Gist 

影片來源： 

https://www.coursera.org/lecture/english-common-interactions-workplac
e-basic-level/comprehension-strategy-session-listening-listening-for-gist-4
EEsJ 

聽力秘技（3） Listening Tips: 3

https://www.lttc.ntu.edu.tw/GEPT_worksheet-IA-dec-P2/
https://www.coursera.org/lecture/english-common-interactions-workplace-basic-level/comprehension-strategy-session-listening-listening-for-gist-4EEsJ
https://www.coursera.org/lecture/english-common-interactions-workplace-basic-level/comprehension-strategy-session-listening-listening-for-gist-4EEsJ
https://www.coursera.org/lecture/english-common-interactions-workplace-basic-level/comprehension-strategy-session-listening-listening-for-gist-4EEsJ
https://www.coursera.org/lecture/english-common-interactions-workplace-basic-level/comprehension-strategy-session-listening-listening-for-gist-4EEs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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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學活用 

我們這就來練習如何活用目前學到的策略於聽力題目中。小編會透過小提問(Q1.Q2...)帶著你做題目，

你可以用中文或英文回答這些小提問。 

請先看下方的圖片，想想看並回答下列問題： 

Q1. 這是有關什麼的宣傳資訊？ 

Q2. 通常會在哪裡看到？ 

 Free Pick-up & Delivery

 Quality Dry Cleaning

Open 24 Hours 

Monday ~ Sunday 

1070 S. Harbor Road, Short Hill 

714-635-9288
請點網址聽練習 1 的題目：https://www.lttc.ntu.edu.tw/GEPT_worksheet-IA-dec-P3/ 

Q3. 練習 1 的題目問什麼？ 

圖中有那些關鍵字是本題的答題線索？ 

練習 1.   A   B   C   D 

請聽練習 2 的題目：https://www.lttc.ntu.edu.tw/GEPT_worksheet-IA-dec-P3/ 

Q4. 練習 2 的題目問什麼？ 

海報上有哪些資訊？ 

練習 2.   A   B   C   D 

練習 1~2 

預測內容 

掌握主旨 

作答 

掌握主旨 

作答 

聽力秘技（3） Listening Tips: 3

https://www.lttc.ntu.edu.tw/GEPT_worksheet-IA-dec-P3/
https://www.lttc.ntu.edu.tw/GEPT_worksheet-IA-dec-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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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 請先觀察下方選項，預測本題可能會問什麼？ 

請聽練習 3 的題目：https://www.lttc.ntu.edu.tw/GEPT_worksheet-IA-dec-P3/ 

Q6. 這段對話是透過什麼方式進行？ 

Q7. 對話中男生、女生的角色分別是什麼？ 男：              女： 

Q8. 把你聽到的關鍵字、片語、或句子寫下來： 

 
A. To check the status of a delivery.

B. To inquire about a furniture sale.

C. To arrange for transportation.

D. To change an appointment.

練習 3 

預測內容 

掌握主旨 

作答 

延伸學習 

Oxford Online English 官方頻道的兩位老師詳細談論了學習者在聽英文時會有

的疑難雜症，明確點出練習聽力的 dos and don'ts，以及平時如何自主練習聽

力的實踐方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3dJV4BD84&ab_channel=OxfordOnlineEn

glish 

(5 Steps to Improve Your English Listening – How to Improve Your English 

Listening | Oxford Online English) 

(觀看時可視需要將影片下方字幕的語言切換成中文或英文，甚或是關閉字

幕；也可以開啟字幕紀錄於影片右手邊，都是很好的練習喔！) 

聽力秘技（3） Listening Tips: 3

https://www.lttc.ntu.edu.tw/GEPT_worksheet-IA-dec-P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3dJV4BD84&ab_channel=OxfordOnlineEnglish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3dJV4BD84&ab_channel=OxfordOnlineEnglish
https://youtu.be/-P3dJV4BD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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