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8月5日3G雅思考试全面预测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

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53/2021_2022_2006_E5_B9_

B48_E6_9C_c9_453180.htm 欢迎关注3G雅思考试预测。本预测

适合中国大陆地区。AG类听力相同，口语相似，写作分别关

注各自预测。在7月29日的考试中，听力两新两旧（很多人说

三旧，另一个版本没有确定）。预测全中并且都在第一级。

写作命中考试的原题，Early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brought

more benefits and changed the lives of ordinaire people than recent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What extent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下面来关注8月5日的考试。听力部分60%三旧一新或者全旧

，40%三新一旧或者全新。有时间多看看一二级预测，一般

旧题大多在这里边，三级的很少偶尔会出一个。预测中没有

的不用看。阅读预测没时间可以不看，作用不大。写作预测

考社会类、教育类、文化类可能性大。环境、社会福利、犯

罪、等话题可以关注一下。听力预测阅读预测口语预测 Part1:

Hometown: 喜欢家乡吗？为什么？家乡有什么地方你喜欢？

什么变化你最感兴趣？什么地方适合小孩子去玩？ City: 住在

城市还是农村？喜欢大城市还是小城市？为什么？那里适合

当地人居住吗？是否觉得那里适合青少年的成长？ Job:喜欢

你的工作吗？是否想换个工作？你工作中的困难是？在中国

那些是高薪职业？ Subject/major: 什么专业？是否喜欢这个专

业？为什么？中国重试这个专业的人多吗？是否喜欢你学习

的地方？为什么？ University: 是否喜欢你的学校？你最喜欢

学校的哪个地方？你学校有什么优势？对学校生活有没有兴

趣？ Number:你会记一些特殊的数字吗？特殊的数字有什么



特别意义在中国？哪个数字是你的幸运数字？你认为数字和

名字容易记吗？ Sport: 喜欢什么运动？为什么？平时最喜欢

的运动是什么？运动有什么好处？学校应该教运动嘛？为什

么？运动中的趣闻？运动规则？孩子们都喜欢什么运动？

Bird: 喜欢鸟吗？描述一种在家乡附近出现的鸟？中国鸟多吗?

在中国文化中鸟有什么特殊意义么？人们应该如何保护鸟？

为什么要保护鸟？都养过什么鸟？ Shopping : 喜欢购物吗？喜

欢去哪里买东西？你叫附近有什么购物的地方吗？购物的时

间是什么时候？一周去几次？家里什么人天天买东西，比如

食品类？ Family:你认为一家人住在一起重要吗？一家人一起

吃饭重要吗？家人对你重要吗？经常和家人在一起吗？花多

久时间和家人在一起？ House:现在住在什么地方？喜欢吗？

最喜欢的房间是哪个？如果你愿意，会搬家吗？你希望住在

怎样的房子里？ Friend: 喜欢和朋友在一起还是自己独处？朋

友对你来说重要吗？你认为什么样的人才能做好朋友？都在

一起干什么？什么时候和朋友出去？他们是如何看待你的？

Music: 喜欢什么音乐,学过什么乐器?音乐作为学习科目有必要

吗？目前什么音乐比较流行？年轻人喜欢什么音乐？钢琴和

小提琴你喜欢学什么？音乐对人的生活有影响吗？ Dance:在

中国人们跳舞吗？喜欢什么舞蹈？年轻人对什么舞蹈感兴趣

吗?什么时候跳舞？如何学跳舞？老年人与年轻人喜欢舞蹈的

区别？舞蹈对中国人重要吗？ Free time:人们通常空闲的时间

做什么？和谁一起？ Photograph:喜欢拍照吗？最喜欢的摄影

作品是什么？一般在什么时候拍照？如何保存照片？分享朋

友照片的感受如何？ Daily routing： 你有日常计划吗？是怎么

样的？你觉得指定计划有必要吗？为什么人们需要日常计划



？有什么好处坏处？改变计划好吗？你怎么安排时间吗？

Traveling: 最想去的旅游地点？旅游的好处？ Film: 喜欢看电影

吗？喜欢看什么类型的电影？喜欢一个人看和在电影院看电

影的好处和坏处？年轻人和老年人谁更爱看电影？电影产业

对国家的影响？如何发展电影产业？在你的国家人们认同的

电影明星是谁？ Food/cooking/ restaurant : 中国现在最流行的

食品是什么？你们家谁做饭？通常做什么？喜欢在外面吃还

是在家吃？一家人在一起吃有什么好处？喜欢吃什么小吃？

喜不喜欢餐厅？喜欢餐厅的条件是什么？你经常去吗？

Transport: 平时你喜欢什么样的交通工具？为什么？旅行时喜

欢什么样的交通工具？为什么？当地使用的交通工具是什么

？未来交通的发展？怎样解决交通拥挤的问题 ？ Relax: 如何

放松？你喜欢用什么方式放松？什么时候放松？你认为现代

人是否花更多的时间在放松上？生活压力是否越来越大？如

何减轻压力？ Writing: 有没有写过有趣的文章？平时写什么

？那些觉得难写？为什么？写作有什么好处？喜欢英文写作

还是中文写作？如何享受写作的乐趣？用英文写作面对的问

题是什么？平时写东西吗？写什么？小孩子在学校里写作吗

？ Language：你会什么语言？你觉得学语言最难的地方是什

么？你还想学其他的语言吗？为什么？你学的什么语言最有

用处？怎么学习一门外语？ Party/Garden:家里附近有公园吗

？公园的好处？人们都在公园做什么？ Walk:喜欢散步吗？喜

欢在哪散步？散步的好处是什么？Part2/Part3Person:(old

person , child, teacher, adventure, successful, helpful, neighbor,

admired/similar family member, friend，visit people)最近考到了

一个童年时候的一个朋友！重中之重是successful /adventure



people, teacher，neighbor，old person , child,！ Animal/pet: 在哪

会看见？什么时候能看见？对它的感觉？Part3:还有什么动物

是家庭有可能养的?人是如何对待动物的？人与动物的关系？

政府如何保护动物？中国特有的动物是什么?家里养宠物对孩

子的影响是什么？ Describe a important decision you have made: 

是否做过重大的决定？什么样的决定？为什么以及做此决定

带来的后果？Part3:家长是否应该帮助孩子做决定？你觉得孩

子能做哪些决定？如何帮助小孩去建议正确的决定？ If you

received a lot of money: 和谁分享？想买什么？做什么？Part3：

在中国的薪金水平如何？薪金水平对人们选择职业的影响大

吗？钱对你重要吗？为什么？你认为小孩的零花钱多吗？他

们经常用钱来做什么？ A thing that do not happy: 是什么？在

哪里买的？为什么令你不高兴？Part3:你觉得在哪里购物比较

好？商场如果出售的东西不好会带来什么影响？商场怎样才

能留住顾客？中国什么样的地方能帮助消费者维权？手工制

品和机械制品有什么不同 各自的优点和缺点? An experience

about helping person:为什么帮助别人？ 什么人需要帮助

？Part3: 有那些非盈利性机构帮助什么人？ 政府在帮助人的

范围内扮演的角色，重要么？ Film:最近看的电影？什么时间

？在哪里看的？内容是什么？为什么喜欢？Part 3：电影内容

带给人们什么？影星人物的身价，你觉得价值高吗？需要提

供一个好的电影环境吗？ Vehicle（car, bicycle⋯）:是什么？

如何得到？为什么喜欢？Part3:怎样解决交通拥挤的问题？中

国关于轿车的广告？中国人是否认为车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为什么？公共交通的利弊？ Radio programmer：什么节目？

有什么内容？你什么时候听它？为什么你喜欢它？ Furniture: 



什么时候买的？什么样子的？带来的感受？Part3:在中国买家

具有谁决定？公司买家具与家庭买家具考虑的不同因素有哪

些？现在人们喜欢传统家具还是现在家具？老年人和年轻人

买家具的区别之处？古代家具的风格是什么？ Walk:什么路？

和谁？看到什么？Part3: 走路与健康的关系？与其他运动相比

，走路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什么人的职业也走路有关？中国

人和过去相比是不是走路越来越少？ Culture: 描述一个文化

！Part3:掌握其他国家的文化有什么好处?语言和文化之间有什

么关系?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对于你，还有你的家庭来说有什

么意义?现在有很多中国学生选择去澳大利亚留学，定居，这

对于中国自己的文化有什么影响? Environment: Part3: 现在的

环境污染是否严重？我们应该如何去做？政府应该如何做？

Interesting things and unusual things in free time：做什么？谁和

你一起做？为什么做？Part3 孩子们有没有空闲的时间？为什

么？他们一般做什么？大人应不应该多抽点时间陪自己的小

孩？为什么？男人的空闲时间多还是女人的多？为什么？

Shopping mall/shopping:最喜欢在什么地方购物？去的次数？

为什么喜欢去哪？Part3:你家附近买东西的地方如何？网上购

物的利弊？为什么需要广告？广告有什么好处和坏处？

Friendship: 对友情的看法？Part3: 对朋友的看法？如何交新的

朋友？如何选朋友？通常和朋友保持联系？通常和朋友一起

会做什么？年轻人交朋友和成人有什么不同？ Skill:它是什么

？学了多长时间？如何用？Part3:除专业技术外，谈谈其他技

术？你认为学一些其他的技术必要吗？如何能学到一些能力

？专业技术和实践的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年轻人和成年人学

习技术的不同之处？ A old place/ history building in China：在



哪？什么样子？年代？如何重要？Part3:在你的学校,大家怎么

来学习历史？喜欢历史课吗？人们喜欢看有关历史的电影或

书籍吗？学习历史重要吗？政府保护历史建筑的方法？现代

建筑与历史建筑的区别？ Describe a favorite sport:什么样的运

动？怎么样进行？为什么喜欢它？Part3:现代人是更喜欢运动

了吗？为什么？中国最受欢迎的运动是什么？为什么？很多

小孩想成为体育明星好吗？奥林匹克会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

？ Describe a building in a college/school: 学校位置？建筑风格？

设施情况？有何改变？Part3:校园设施在将来的变化是什么？

小孩需要特别设计的建筑吗？小孩需要比较大的校园空间吗

？高校建在农村和城市的优势，劣势？学校设施是否向社会

开放？ Three days holiday/traveling: 去那里？做什么？和谁做

？Part3:你认为中国人最重要,最喜欢过的假期是哪个? 目前,中

国人除了在家里过节,会不会出去玩？你认为节日会不会促进

消费,你在过节的时候会去买东西吗? Leisure center in the

hometown：家乡的一个娱乐消遣的场所是什么？在哪里？在

那可以做什么？Part3:你那里的人喜欢去哪里娱乐?为什么 你

居住的城市适合年轻人吗? Gift: 礼物是什么？谁送的？什么时

间送的？为什么有特殊的意义？现在孩子经常收到什么礼物

？现在人们送的礼物跟过去比有什么变化？人们未来会给孩

子送什么礼物？还问了我家乡的人们送礼物有什么习俗？

Describe a course you learn in school：什么课程？为什么要学？

多长时间？Part3学习是否重要？成年人还可以学什么课程？

从中有和收益？学生和老师的关系？ Describe a activity in

English Class:在哪？什么时候？做什么？Part3:学英语有那些好

处？如果小孩子学习英语你认为从什么时候学好？有些人认



为如果在中国的公司上班学英语没什么用，你认为呢？如果

学第二外语的话选择什么比较好，为什么？ Busy time in you

life:什么时候？为什么？都做什么？你有什么感受？Part3:人

们是否应该有效的安排时间？你花多少时间跟你的家人和亲

戚在一起？周末对人们来说重要吗？和过去相比人们现在更

加忙碌了为什么？ Writing:如果写书，你想也本什么样的书

？Part3:图书馆重要不重要啊?图书馆应该怎么样做才能吸引跟

多的人？ Visiting city you know well：在那里？为什么喜欢？

如何知名？Part 3：农村与城市的不同是什么？为什么人都搬

到郊外去住？农村给你的印象是什么？ Favorite season/month

：喜欢哪一个月份或季节？能做些什么？为什么喜欢它

？Part3:天气对人的心情，对建筑物，水，地域的影响是什么

？北方南方天气的不同？天气影响影响人的性格吗？你觉得

气候变化大吗？政府需要做什么来阻止全球变暖？ Describe

an interesting new：什么时候发生的新闻？新闻人物是谁？为

什么感兴趣？part3:读报纸和看电视有什么区别？你喜欢从那

个途径了解新闻（广播、电视、报纸）为什么？你认为将来

报纸会消失吗？与过去相比媒体有什么变化？ 未来用什么方

式获取新闻？ Your house/apartment:环境如何？什么样子？放

些什么？在里头干什么？Part3:小孩在家里是否应该立规矩？

为什么？有些家人不准孩子养宠物？你是如何认为的？孩子

对家庭有哪些责任？你们家过去与现在的变化？ A job you

would like to do: 你最喜欢的职业是什么？为什么？Part3:你对

换工作的看法？怎么样管理一个公司最好？你认为你们国家

什么职业收入最高？为什么？ What kind of reading do you

prefer? 为什么？从中能获得什么？Part3:老人和年轻人在读物



选择方面的不同是什么？阅读习惯将发生如何的改变？现在

阅读与过去的区别？读报纸和看杂志有什么区别？读报纸和

看电视有什么区别？ Small business:你想做的事是什么？它的

选址？为什么？Part3:有什么优势，劣势？将来有什么发展前

景？你认为哪种小买卖会流行？做小生意需要什么技能？学

术知识和实践经验哪个更重要？ Success in doing：描述你将来

想做的一件成功的事？是什么？要达成它有什么困难？你将

如何努力去完成？Part3:中国人应该在什么时候成功？孩子们

应该被教育去与别人竞争？中国人喜欢在哪些方面取得成功?

你觉得成功就意味着赚很多钱吗？怎么样实现人与人的竞争

？ 有人觉得没有得第一，只是第二名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你

同意这个观点吗？ Describe a dish which you cook:描述你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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