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們一起練習各種聽力秘技之前，請你先用下方的表格，評估自己目
前的聽解能力。之後，小編再幫助你解鎖尚未達成的技能，讓你實戰能
力再升級，幫助你利用各種方法輕鬆破解聽力關卡。準備好了嗎？Go!

聽解能力值檢測

請在每個描述後勾選「已具備」或是「待解鎖」。

已具備聽解能力 待解鎖

1. 我可以聽懂口語英文常見的連音與變音。 □ □

2. 我能聽懂常見的詞彙，連結文字的意思與
□ □

聲音。

3. 我能理解日常對話中常見的慣用語與片
□ □

語。

4. 我能聽懂句子，並根據不同情境做出適合
□ □

的回應。

5. 我能聽懂語速稍慢的日常對話或短文。 □ □

待解鎖的能力還很多嗎？別擔心，跟著小編的攻略一起練習，快速增強聽解戰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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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我們來聽迪士尼電影《動物方城市》(Zootopia)的主題曲〈Try Everything〉，練習字詞填空的

同時，你有沒有發現歌詞裡的連音和變音？ 

請點選下面的網址進行練習。 

https://lyricstraining.com/play/shakira/try-everything/Hsilzhbl9s#b7c  

網站使用說明： 

1. 請選最上方的 GO TO WEB 使用網頁版。看到 We value your privacy，請按 Accept。 

2. 點選開始後會詢問是否有帳號（Don’t have a free account yet? ）請點 Maybe later。

3. 請從右方選項，選出歌詞空白的字（旋轉的白色圈圈部分），想再聽一次歌詞，可點 。 

如果聽不出來，請點 ，會提供正答。 

影片來源：https://youtu.be/c6rP-YP4c5I  〈Try Everything〉by Shakira 

 

題目唸的是哪一個字呢？請至 https://www.lttc.ntu.edu.tw/GEPT_worksheet-IA-july-P2/ 聆聽，點選正確

的字，並與字義配對。 

單字 A 單字 B 字義 字義選項 

例題： □ lawn loan A A. 貸款

B. 限制

C. 引起

D. 草坪

E. 使(人)安心

F. 習俗

G. 出現

H. 投保保險

I. 服裝

J. 適應

K. 領養

L. 抗拒

1. □ adapt □ adopt

2. □ arose □ arouse

3. □ assure □ insure

4. □ custom □ costume

5. □ resist □ restrict

熟悉連音與變音 攻略 1 

你有沒有發現聽英文廣播或看英文電影的時候，這些人說話的發音和上課學到的

不一定一樣，聽起來怪怪的？這是因為有些子音和母音會受到鄰近字母發音的影

響，產生連音、變音等現象，例如： 

連音 前一個字以子音結尾，後一個字以母音開

始時，前面的子音與後面的母音常會連音。 

give up  

變音 /p/、/t/、/k/出現在/s/之後時，變成接近 

/b/、/d/、/g/的音。 

start /t/ 聽起來像/d/ 

分辨字彙發音與意義 攻略 2 

英語中有許多字讀音相近，意思卻完全不同，例如〈Try Everything〉裡的 mess 與 miss，

fail 和 fell，很容易混淆，因此你以為聽到的字可能和歌詞的意思不一樣，但是只要

和前後聽到的字放在一起想，就可以判斷聽到的是哪一個字。

聽力秘技（1） Listening Tip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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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messed up tonight. Don’t beat yourself up. I keep falling down. I won’t give in till I reach the end. 

I keep on hitting the 
ground. 

Sometimes, we came 
last, but we did our best. 

I wanna try even 
though I could fail. 

Nobody learns without getting it 
wrong. 

正能量句子 

範例：Don’t beat yourself up. 

（說明：這句話的意思是「別自責了」，常用來安慰別人。）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接下來，我們來練習聽力「問答」，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題型，但是小編要教大家一步步完整掌握

語意，判斷答案，就再也不會發生雞同鴨講的狀況。 

學習慣用語和片語 攻略 3 

〈Try Everything〉這首歌鼓勵我們即使面對困境，還是要繼續嘗試，不放棄。現在請

找找看下方哪些歌詞可以傳達正能量。如果有不認識的字或片語，記得查詢字典並將

用法記錄下來喔！ 

完整理解後的回應 攻略 4 

聽得懂句子裡的每一個單字，就聽懂這個句子了嗎？不是喔！要能夠推論為什麼說、

在什麼情境下說這個句子，才能算是百分百理解說話的內容。綜合所有資訊後，就可

以找到最適合的回應了。 

聽力秘技（1） Listening Tip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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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 請至 https://www.lttc.ntu.edu.tw/GEPT_worksheet-IA-july-P4/ 聆聽音檔；

2. 推論句子的語意、情境或言外之意，選項在下方的表格內，將答案填在「語意」旁；

3. 從各題下面的四個選項中，選出最適當的回應。

a. 他聽說演唱會的開始時間延後了。 e. 他想知道對方有沒有跟老友聯絡。

b. 他想知道朋友遇見什麼事。 f. 他覺得一個女生很美。

c. 他想吃點心。 g. 他想知道對方有沒有買演唱會的票。

d. 他可能是餐廳侍者。 h. 他稱讚一個人的花園漂亮。

例題：語意： a (Script: Susan, how was the concert last night? I heard it was delayed.) 

A. Yes. My train was 15 minutes late.

B. Maybe not. There was a lone line.

C. OK. I bought four front seats.

D. No. Everything was perfect.

1-1.  語意：_________

2-1.  語意：_________

2-2. A. Yes. We'll carry on with the task.

B. No. I'll move in with them.

C. Yes. We get together quite often.

D. No. I never heard about it.

3-1.  語意：_________

3-2. A. I asked my son to mow the lawn.

B. She's put a lot of effort into it.

C. I prefer Monet's watercolor paintings.

D. She must've had some plastic surgery.

1-2. A. Yes. Can I have the menu again?

B. Can I help you with something?

C. Have you been here before?

D. No. I’m sure no one has done that.

  延伸學習 

Cake 這個 app（Android 連結、iOS 連結）可讓你利用短片練習常見日常用語

與句型，還有朗讀評分功能可加強口說。小編強力推薦喔！  

常常覺得很多句子明明很簡單但用聽的卻聽不懂嗎？讓英國帥哥 Tim 教你母

音連音的規則吧： https://youtu.be/mV_CEIroJs8  

來源：BBC Learning English 

圖片來源: jcomp from freepik.com, freepik from flati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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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lttc.ntu.edu.tw/GEPT_worksheet-IA-july-P4/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me.mycake&hl=zh_TW
https://apps.apple.com/tw/app/cake-è�±èª�æ��è©±/id1350420987
https://youtu.be/mV_CEIroJs8
https://youtu.be/mV_CEIroJs8 
tstrd2
文字方塊
Script: Would you care for some desserts?

tstrd2
文字方塊
Script: Do you keep in touch with your friends from your childhood? 

tstrd2
文字方塊
Script: I can't believe how beautiful Peggy's garden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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