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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80_9D_E9_98_85_E8_c6_179572.htm 三十、答题方法 (1) 匹

配题型 在IELTS阅读测试中，有许多形式的匹配题，但实际

上可以分成两种： 第一种：所匹配的题目数相同； 第二种：

所匹配的题目数不同。 第二种匹配题相对比第一种题型难，

在两种匹配题型中，通常都会有两至三个相似的题目。 匹配

题答题步骤： 1. 详细阅读答题指引，尽量找出相关答题信息

。 2. 按所给问题顺序答题。 3. 首先剔出例句答案所在部分，

紧随其后从上至下开始答题。 4. 选出几个可能匹配的题目进

行比较（通常两至三个），当然其中只能有一个为正确答案

。 5. 对于第一种匹配题型可以将最难的题留在最后进行匹配

，不要在较难的题上花费更多的时间，而应选择较易回答的

题目进行匹配，最后所剩即为该难题的答案。 6. 要仔细检察

答案，特别是第一题型，因为答错一题，就意味着答错两道

题。 在两种匹配题中，如果是给段落匹配标题，匹配前一定

要了解每一段的主题含义。通常可查看每一段的第一句、第

二句及最后一句，如仍然无法确定答案，就得通读全段。 (2) 

多重选择题型 IELTS阅读测试中多重选择题型与TOEFL测试

中的多重选择题型虽然类似，但实质上差别很大。IELT阅读

测试中的多重选择题型更多侧重于对文章的理解，而非强调

语法、词法的运用。 多重选择题答题步骤： 1. 详细阅读答题

指引，尽量找出相关答题信息。 2. 按所给问题顺序答题。 3. 

首先剔出例句答案所在部分，紧随其后从上至下开始答题。

4. 在问句中找出关键词语。 5. 在所给选择答案中找出关键词



语。 6. 依次将问句及选择答案中的关键词语与文章中的相关

词语进行匹配。 7. 依据三点相符原则确定答案。但有些题只

需一点或两点相同即可找出答案。 注意多重选择题型下列情

况： 1. All of the above. （上述全部） 2. Either a. or b. or c. or

above. （或者上面的a.或b.或c.） 3. It depends on. （视 ... 而定

） 如果出现上述三种情况，就要对所有的选择答案进行分析

对比。 (3) 辨别正误题型（TURE / FALSE TASKS） 该题型还

涉及到：（NOT GIVEN / NOT MENTIONED）没有提到，有

时还会出现下列提法 ACCURAT / INACCURAT 精确/不精确

； SUPPORTED / CONTRADICTED 一致/不一致。

CORRECT / INCORRECT 正确与不正确 辨别正误题型属于难

度较大的题型。通常在阅读测试中的第三或第四部分出现。 

辨别正误题答题步骤： 1. 详细阅读并理解答题指引部分，确

定答题方式。 2. 确切理解问句的含义。 3. 找出问句中的关键

词语。 4. 利用关键词语在文章中确定答案位置。 5. 仔细查看

文章中关键词语所在句子中的含义。必要时应查看关键词语

所在句子前后句子的含义。 6. 可利用语法、词法判断答案所

在相关句子的肯定与否定含义。 (4) 填空题型 填空题通常有

两种形式：一种是根据文章内容选择词或短语填空，一般是

为阅读文章的缩写内容进行填空；另一种则无参考文章，只

是一篇短文。 第一种题型相对第二种题型较难，所花费时间

较多，因为要将两篇文章进行语句、词语的比较。不过这种

缩写形式对于理解所给阅读文章有所帮助。 第二种形式是利

用所给单词或短语进行填空。 上述两种形式填空题都需要借

助语法、词法知识，分析所需填空文章中相关句子的含义。 

填空题答题步骤： 1. 首先阅读答题指引部分，确定填空文章



是所给阅读文章的全篇还是部分的缩写，而且还要了解所给

单词是否可以多次使用。 2. 查看例句，获取有关填空文章的

信息。 3. 快速扫描填空文章了解其大致含义。 4. 判别所给单

词表中单词的词性。如果为短语，还须确定其相应的词性功

能，通过判别词性可以缩小选词目标，从而缩短答题时间。

5. 查看填空前后的词语及该填空所在句子，并理解其含义。

6. 将单词表中选出的目标词语与所要填空的前后单词进行相

互联系比较，利用语法及词法知识确定其准确性。 7. 如果属

于第一种题型，还可以利用关键词语与所给阅读文章的相关

句子进行匹配。 8. 填空所需词性如果为名词，而单词表中并

无名词，仅有形容词，就必须将该形容词转换成名词形式进

行填空，但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如果在填空题中所需填空的

词为名词，还要确定其单数或复数形式。如果是动词，还要

查看其动词的主语。如该主语为单数形式，应确定其动词是

否为现在时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要确定填空所需单词在句中

的作用，是肯定还是否定的。连接词通常会决定词意的性质

。例如："however"、"but"、"on the other hand"它们会改变句子

的性质；而"also"、"and"、"to"、"as well as"则仍保持句子的性

质不变。 有时所需填空单词会在填空文章的后面出现，这一

点值得注意。 要特别注意填空题中的代词，每个代词都会表

明它所代表的名词或名词短语。因此一定要找出填空后面的

代词，以确定它所代表的名词，这在回答填空题时有很大帮

助。 (5) 完成句子题型 完成句子题型就是先给出句子的一部

分，未给出部分在文章中找出，或者给出2-3个答案，由你选

择一个。这种题型较难，宜多加练习。 完成句子题答题步骤

： 1. 详细阅读答题指引，获取必要的答题信息。 2. 参考例句



，确定答题形式。 3. 利用语法知识确定句子缺失部分。 4. 仔

细查看所给句子的含义，并找出关键词语。 5. 利用所给部分

的关键词语在文章中找出相关句子。 6. 在文章中的相关句子

里，选取缺失部分（即答案）。 如果完成句子题型是以多重

选择的形式出现，那么则要将选择答案部分列为问句的一部

分，从中选取所需的关键词语，逐个与文章中相关句子进行

匹配。 (6) 完成图表、示意图题型 这部分题型是要根据文章

所给出的信息，将图表内缺失的内容（或数据）填补出来。 

完成图表、示意图题答题步骤： 1. 详细查看答题指引，以确

定图表为何种信息。 2. 查看例句，了解图表内容及答题方式

。 3. 查看图表题目栏中词语及数字符号。 4. 查看图表中的说

明及注释部分。 5. 利用问句中的关键词语，在所给图表中寻

找答案。 在IELTS阅读测试中，有很多种图表及示意图。这

些图表中虽然词/语不多，但却能够明确说明问题的答案。通

常这些图表会附在所给阅读文章之内，作为文章的一部分。

切记不可忽略这些图表！ (7) 回答问题题型 回答问题是根据

所给文章或图表回答问题。在IELTS阅读测试中通常是用下列

单词提问： 1. Do、Does、Did、Have、Has、Had、Is、Are

、Were、Was 2. What、Which、When、Where、Who

、Whose、Whom、Why 3. How 4. If、Whether 除了利用上述

单词进行提问外，有时会在答题指引中将所提问题列出。 回

答问题答题步骤： 1. 仔细查看答题指引，了解回答何种问题

。 2. 查看例句，确定答题方式。 3. 要确定问句的种类，一般

疑问句可按正常形式回答（例如：YES/NO），如果是选择疑

问句或者是以WH/HOW开头的问句就一定要具体回答 4. 仔

细理解问句所提问题。 5. 特别要注意问句中所提问题的关键



词语（例如：单数、复数），以及问句中表明数量、时间、

地点的词语。 6. 将问句中的关键词语与文章中相关句子中的

词语进行匹配。 7. 确定问句与文章中相关句子含义是否一致

，得出答案。 小结： 上面七种题型的答题步骤只能作为答题

时的参考，考生在实际考试过程中可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

，因为在IELTS阅读考试中常常以混合题形式出现，不能单单

以一种答题方法进行答题，要掌握各种题型的答题要领，具

体运用到组合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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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