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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 1，VISA， NO MORE THAN 7 DAYS（原句：1女问另1

女：VISA多少天能拿到？回答：2天就可，不过一般不超过7

天） 2，INJECTION：YELLOW FEVER （原句：我去那有无

必要注射来防止什么病？回答：有，YELLOW FEVER黄热病

） 3，PRECAUTIONS：TABLELETS AND mosquito nets（单数

还是复数形式，我听似乎有S） 4，TABLELETS FROM

CHEMISTRY（从药店可买到） 5，给朋友的礼物：给某某 ：

已给出 给某男：CDS PLASTICS BY PAUL⋯（PAUL..的CD，

似乎PLASTICS是歌名） 6.cloth外还带什么：WALKING

BOOTS 7．8 MONEY：TRAVLER‘S CHECK BY US

DOLLARS AND CREDIT CARD 9我路上读什么消遣时间？建

议:书，什么书？SILENT ISLAND 10 还有什么新的VIDEO可买

去？RAIN FOREST S2：导游讲解certain part ： （11-14单选

）15-17（图表上填三个地方）18-20 （GAP FILLING） 1.

此TOUR 为 ：WALKING TOUR 2.此处原为：HOUSES（原句

：这片原来是INDURSTRY，所以我们所站处原来都

是HOUSES，此导游所站处为TOWER） 3居民更喜欢此用途

为：LEISURE（原句：居民更喜欢将此作为RECREATION）

4忘记图描述：中央为TOWER，导游在此发言讲解，分东南

西北四方向，导游由东开始讲：东为OLYMPICS馆（图上已

标明）其下为游泳设施等，再下为15题填空 CAR PARK，然

后讲向西，有BENCH，可在此地休闲，REFRESH，其上为16

CAFE ，BENCH下为17 LAKE 18-20一表格，填: 地点： 提供



的设施： 可参加的ACTIVITIES 此公园名 已标明 （忘记具体

内容） 18 LOCAL WALKING CLUB POND 已标明（忘记具体

内容） 19忘记 忘记 20 忘记 XXX WATCHING S3 1女1男

(STEVEN) 谈足球 ：2填空，其余全单选 男：HI，have not

seen you for ages，你都忙什么呢 女：STUDY 呀（陷阱）整天

为了训练TRAINING（此为NO.1单选择题）飞来飞去的，

你LAST WEEKEND做什么了 男：我当裁判，足球的（NO.2 

单选） 女：啊？我倒不知道你还会这个，我以为裁判不是50

的老头也总不会是18的小伙子干的 男（笑）：HI，当裁判需

要的是：C：QULIFICATION（ NO.3 单选：原句 AFTER ALL

，NEED SOME COURSE）选择A：当裁判要18-50岁，错 B：

要经验（没听见） C：要证明 D：不需要成为足球PLAYER（

此段未提及） 填空1：女的问：你这课具体什么安排？男的

说：周末强化班INTENSIVE 课程是周六日的8：00 和6：00 （

原句 EIGHT N SIX THE SAME TIME OF SATURDAY AND

SUNDAY） 填空2：男的陈述：TOTAL NUMBER OF CLASS

OF REFEREE：60 （原句：有三个小班，每班20人，我这班有

个女的，别的班有没有我可不知道，所以总共就60人，有的

裁判员是退役球员下来后干的，因为他们想从事和足球有关

的职业，） 男的继续说：这课程很没意思，经常头天去了发

现这东西自己课下就能自学，于是第2天就不来啦，可是考试

非常难，单选NO。4问：最难的EXAM部分是：A

：DIFFICUILTY OF EXAM B：THE LENGTH OF ORAL EXAM

C：忘记 D ：WRITING （原句：考试有45分钟的口语，还有

写作..）我选择：B：口语太长，因为说完DIFFICULT就提到

口语了，不过A也有可能，需要其他同志再考试时重点听取



此处 单选NO.5 为什么男的选择INTENSIVE COURSE：想快

点完（OVER）成课程 单选NO.6 为什么男的参加课程的好处

：想进大学容易点（原句：我想考体育科目大学，有了这个

教练证明，比较容易得到大学认可） 单选NO.6 对女足的看法

：REGRETABLE 单选NO.7 男的不喜欢这裁判职业，因为

：LOW PAY S4 澳大利亚环境几方面问题，全是GAPS 填空1

AND 2：SOIL问题，导致原因：SHEEP AND CATTLE 填空3 

空气问题：CARBON DIOXIDE 能源问题，填空4.5应该多发

展什么能源？SOLAR N WIND N WATER POWER 水的问题：

填空6水被过度用于：IRRITATION N DRINKING（不知道该

不该写DRINKING，虽然听到，但DRINKING是不是归纳到

后面已给出的人们消费用水里去） N PEOPLE CONSUMING

N SAWAGE 填空7.8城市的问题 the effect of cities to

environments.产生问题：service facilities and socialization 填空9 

环境形势不容乐观，由于UNCERTAIN OF IMMIGRAT？（没

听到，似乎有水，难道是WATER SUPPLY） 填空10：80%人

们住COASTAL CITY ---------------------------------------Section

1section 1做的很不好。办visa时间，好象是7天，什么的颜色

我写的是yellow favour，带的衣服，填写working dress从哪里买

个什么cream没听到 ：（然后付款可以用支票还是什么东西，

货币是 australia dollar and yan, 是复数吗？然后，带一些东西，

比如book 好象是 silent island, CD 是什么？一琢磨silent的拼写

没听见 :(挨的很近而且一堆无用的词干扰。Section1:一个女孩

儿要出国，办VISA用什麽方式带钱及要买要带的东西。前十

题是信息表格题，但不是填姓名电话地址之类的。第34题还

是45题记不清了，反正是要填US Dollars和Credit Card.还有一



空我填了the latest one,不知对不对，因这女孩儿要让她妈妈

买the new one (CD) by（歌手或是乐队的名字）。第9题

填Silent Ireland（一本书的名字，可气的是我为了想Silent怎麽

写，竟然把第十题听漏掉了，而且靠完发现我还是写错了，

我写成了Salent，真气死我了！section 2介绍学校的场景，一

个男的很和蔼的说出东西，语速并不快，但是东西很多，所

以很容易听漏的：）有点麻烦的一部分先给一张地图，很大

，也很烦，只有3个题目，要你填地点1PARKING PLACE（我

听得很清楚是PARKING，不是PARK）2我听得不是很贴切隐

约听到一个FISH所以想当然的写了个水族馆，很可能错了，

大家要仔细听。3然后是一个在湖边的一个东东，不知道是什

么，没听到再翻业是个表格：主要是讲一些计划安排：

有CYCLING，BIOLOGY SCIENCE，等等几个选择和一些补

充： 1：旅行方式 on foot 因为好像说是要准备什么鞋子 (here

my choice is "walking tour")2：有一个选择house的答案，问题

记不清了3：问什么建筑的座落位置，好像是在公园还是什么

地方的center4：在填公园三个位置中好像有一个是Lake (1. car

park, 2, garden, 3 cafe , but not sure right or wrong)Section2一男一

女讨论自己的活动，重点在足球上面，第一个选择题选的

是training那个,还有太多的理论课；为了进大学方便些；当裁

判钱少且累有一题问男的，对女足有什么看法？其问题？男

的正接受referee course 一共60人男的上课时间（SAT。8am

，SUN。6pm）Section 4澳大利亚的五个环境问题（一个女的

老师的讲课）题 型 ：提纲填空 难度：中等31. soil土壤沙化32.

sheep, cattle的功劳33. carbon dioxide含量增加34.wind35.water

power37.irrigating(灌溉)38. cities40. land room 80% in coastal



city-------------------------------------------------------------------

-----section1:v30＜1＞全是填空 1.一个女孩出国办visa要(7)天

2.injection是为了(yellow fever) 3.去雨林还是什么地方要

带mosquito(net)（55555这空我没听清，因为刚开始特紧张，

听成了map,知道明显不对，只好乱填了一个，回来看机经

是net） 4.要带的衣物(walking boots) 5.6.要带的钱物travelers

checks in (US dollars)（这里的dollar没大写，大家说会算错吗

？我看好像也没必要大写） 7.带的礼物CDs name(Plastic) 8.buy

medicine in (chemists)（这里写掉一s悔...） 9.watch video(Rain

Forest) 10.read book (Silent Island)section2:v40(2)有选择、填图

、填表 11.该导游属于什么性质的选c walking tour 12.公园以前

是做什么的选industrial building（与机经有出入，我听到

有storing houses,但选项中是houses,不对，所以应该是industrial

buildings） 13.市民以前想用来做什么选leisure一项（又有出入

，但我确实没听到sports centre） 14.tower原来位于什么位子选

有park的一项（此题没把握，请高手指明）开始填图，满满

一页三个空15.car park 16.rose gardens 17.cafe 开始填表18.cycling

19.biology lessons 20.没听清section3:v39(3)有选择和填空，较难

。21.女的上周在干什么选football training 22.男的上周末在干

什么选referee course 23.当裁判需要的条件选a lot of experience 

接下来两个填空24.男的上课的时间8am 6pm 25.班上有多少

人60人 又开始选择26.参加的目的find a place in the university 27.

男的对女足的看法re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