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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看圖聽話 

邊聽邊看，是我們接收資訊時，很自然的過程。我們先來看一段約兩分鐘介紹泡麵由來的短片，觀看

時你會發現你其實是一邊聽旁白的描述，一邊看畫面中的示意圖。

 

讓小編透過二題聽力模擬試題，帶你學會這項實用的策略。 

這兩題都是很常見的生活情境，分別是(1)聽機場廣播、(2)商店購物。 

想一想，在機場時會聽到和看到哪些重要資訊？

有沒有聯想起聲音沉穩、咬字清晰的廣播，以及顯示航班資訊的電子看板？

小編先幫助你熟悉幾個與航班相關的實用字彙： 

flight 班機、航班 destination 目的地

gate 登機門 depart 出發；起飛

last call 最後登機廣播 delay 延遲 

日常生活中，邊聽邊看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比如：點餐時，一邊跟店員對話，一邊看菜單

內容；聽到車站/機場廣播時，查看手上票券的車次/航班，並核對電子看板顯示的時刻

表和月台/登機門；課堂上，一邊聽老師講課，一邊讀課本或看黑板。今天讓我們利用圖

表題，來練習整合「聽到」與「看到」的資訊。

暖身活動 

Instant Noodles: Where did it come from? 
|Stuff of Genius | VoiceTube 

影片來源：

https://tw.voicetube.com/videos/59654 

練習 1 

寒冷的夜晚來碗熱呼呼的泡麵，真享受！ 

聽力測驗的圖表題通常是用來評量整合「聽到」與「看到」資訊的能力。回答這類題目時須一心二

用，耳朵在聽對談內容時，眼睛同時閱讀圖表資訊。 

策略：整合聽讀資訊 

聽讀整合 Integrating L&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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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機場，除了仔細看清楚電子看板的航班資訊之外，也要隨時注意聽廣播，留意航班是否有任何異動。 

接下來，你會聽到一段機場廣播，請對照下方的航班時刻表，回答問題。 

請點網址聆聽題目：https://www.lttc.ntu.edu.tw/GEPT_worksheet-IA-mar/

TIME DESTINATION GATE FLIGHT 

8:15 A.M. Paris A2 1316 

8:35 A.M. London B1 1457 

10:50 A.M. New York C3 5823 

11:25 A.M. Milan D2 7253 

(練習 1) 請根據你聽到的廣播以及看到的航班時刻表，將答案填在下方空格中。 

At          A.M. 

日常生活購買衣服、鞋類時，首要的問題是尺寸是否合適。各國尺寸對照表中的文字、數字，存在著

相互對照比較的關係。先來看看購買鞋子時會聽到與看到哪些關鍵字： 

size 尺寸 size + [number] [數字]號 

difference 差距 the next size 大一號尺寸

接下來，你會聽到一段顧客與店員在鞋店的對話，請對照下方的尺寸表，回答問題。

請點網址聆聽題目：https://www.lttc.ntu.edu.tw/GEPT_worksheet-IA-mar/

Men's Shoe Sizes 

(練習 2) 請根據你聽到的對話以及看到的尺寸對照表，將答案填在下方空格中。 

練習 2 

[答題小幫手] 請注意以下錄音文字稿的空格，並將聽到的內容填入： 

Please look at the flight schedule.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the last call for flight 1316 to Paris. Passengers for Paris, France, should 

report to gate A2 immediately. Please note that due to bad weather, all flights scheduled after   

will be        by        . I repeat, all flights after      will depart          later. Thank you. 

Question: Look at the flight schedule. According to the announcement, what time will the flight 

to          depart? 

聽讀整合 Integrating L&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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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沒有發覺，寫這兩題練習時，你會很自然地「邊聽邊看」？

一邊聽機場廣播，一邊看航班時刻表，注意廣播提到的航班異動，對應題目問的目的城市及班機時刻；

一邊聽對話，一邊看尺寸對照表，聽到顧客說自己在家鄉穿的尺寸，再結合店員建議的尺寸，觀察表

格數字，便不難找出能夠相對應的尺寸與國家。

[小叮嚀]：小編另外提醒大家，看到聽力圖表題時，也別忘了運用之前學過的策略，先快速瀏覽圖表及

選項，預測可能會聽到的情境與問題，作答時才能從容應對。

延伸學習 

YouTube 頻道 Learn English with EnglishClass101 提供一系列的聽力看圖

練習，每段短片只有兩分多鐘，先看圖聆聽，接著配合動態圖解與影
片字幕再仔細聽，加強「聽」與「看」的整合能力。
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ScZ48qN_ZWA&list=PL5bLw9Uguvv1VRVl3gHBt-FcM__k3UY9L

 Linguapress 提供多元主題的中級閱讀、中高級進階閱讀文本，每篇

文章後面有單字釋義、線上學習單、問題討論等；此外，這個網站還
有英文文法的解說整理，是練習自我精進閱讀理解能力的好素材。
https://linguapress.com/inter.htm 

英國文化協會的英語學習網，針對口說技巧提供線上練習，透過影片
示範言語互動的各種情境，並設計口說相關的思考活動。此網站將英

語能力細分為聽說讀寫能力、文法、字彙、日常英語、商用英語，提

供全方位的分級學習資源。

https://learnenglish.britishcouncil.org/skills/speaking 

[答題小幫手] 請注意以下錄音文字稿的空格，並將聽到的內容填入： 

Please look at the chart.

M:  Excuse me. Can you help me with this pair of shoes? I'm a in my country, but the shoe 

sizes here are different. 

W:  Yes, it's annoying, isn't it? But usually there's a difference of about . You said you're 

a size 10 back home? 

M:  That's right. Sometimes a     . 

W:  Fine. Then here should fit you. Let me find you a pair in . 

M:  Thank you. 

Question: Which country is the man most likely ? 

聽讀整合 Integrating L&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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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學習 

EnglishClub 為學習者詳細說明英文寫作須注意的面向，從字彙片語、
文法句型的運用，到寫作技巧、常見錯誤，乃至於平時自我鍛鍊寫作
能力的方法。這個網站對於發音、字彙、文法、聽說讀寫能力亦皆備
有分類的教學指引與線上練習。
https://www.englishclub.com/writing/ 

English Practice 針對聽、說、讀、寫、字彙、文法等不同面向，並根據
CEFR A1~B2 分級，提供線上學習資源，方便學習者找尋適合自己程度

的教材，循序漸進自主學習。

https://english-practice.net/ 

Test English 以準備考試為出發點，提供文法、語文應用、聽力、閱讀、
寫作的分級線上測驗，且附有詳細解析，學習者可視程度需求，做適
合自己的練習，並利用詳解做自我檢討；此外，測驗之題目取材內容

亦多元豐富，能在自我測試的同時，增廣知識。
https://test-english.com/ 

§ 未來的日子，讓 LTTC 繼續做你的英語學習好夥伴！

聽讀整合 Integrating L&R

LTTC 的小編很會喔～不僅用大量梗圖，絕不讓你無聊，還有 #突如其
來的英語小教室 做時事英文教學，以及各種好康的消息都在LTTC臉書
喔，趕快來追蹤、按讚吧！https://www.facebook.com/mylttc Instagram
也一起追蹤！https://www.instagram.com/gept_tw/

LTTC 提供豐富多元的課程，滿足各個階段不同目標的語言學習需求。 

https://www.lttc-li.org.tw/

GEPT 全民英檢網，方便學習者查詢測驗日程，辦理線上報名及成績查
詢等服務，並提供學習指引與GEPT聽診室等備考資源。https://
www.gept.org.tw/

小編還幫你整理好「考生便利包」，不用辛苦查詢，所有重要資訊一
鍵點開都看的到！https://www.lttc.ntu.edu.tw/GEPTpromo/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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