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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ENING:

SECTION1V40,S1SECTION2V21,S2SECTION3V39,S3SECTION

4V29,S4Reading: 本人未曾看过阅读机经，请大家自己判断

。Passage 1 讲人们想通过研究儿童（小学生）对热带雨林的

认识，从而提高和改进自然课的教学方法。其中提到了传媒

的作用。Passage 2讲的是有关汽车的设计，汽车对环境的危害

， 未来汽车的外形以及发动机的展望，Accident avoidance

system。司机的看法等等。Passage 3 谈人类数数的问题,谈到了

小时候的初始数数模式,不同国家的人们的不同逻辑思维。若

忙则略看此段---（我是一名艺术院校的学生，希望这次能得

到总分6 分。 这次是第二回考雅， 第一次考试是在三个月以

前的情人节那天， 那天的经过特迷茫， 当时有些不知所措， 

考试成绩可想而知，惨！不堪回首。）今天的考试总的来说

，感觉比较顺利。听力部分，由于先前看了机经，所以相当

顺利。在此特地感谢无忧考分、‘考分姐姐’为欧洲地区考

雅同仁所作的无私贡献。 在考场上， 突然间感受到了一位前

辈‘贴’过的话, 那就是，站在前人肩膀上作题的感觉。 值

得提出的是, (1)V29-S4中有第二道填空问:科学家是何时知

道Aztec族人口历史上曾经快速增长的时间?我的答案是the

1970s (与机经不同)。还请大家核准。(2) V39-S3的选择题中，

我可能错了两道，第一题问：那个女人最近在干什么？我选

成了Studying (机经上是Training,一位六个月前就考了总分7分



，这次又考的‘牛’同仁，确认机经的答案是正确的。。。

我相信她)。就现在来看我的听力S1错了两个， S2错了两个

，S3错了两个，S4有一个单词拼写错了不知扣分否？希望听

力能达7分， 上帝保佑！Reading 的题很简单，但是仅此却是

我考得最惨的一门，本人犯了最低级的错误，就是#￥#%--没

把Passage 3 的all of the answer transfer 到答题纸上。整整13道题

都是空白！！！事实上我的题都做完了，快transfer 完的时候

，发现抄蹿了行，等我刚擦完的时候，穿黑衣裙的胖老太太

走过来，坚决不让我再写一个字，好倒霉啊！！不过不能怪

人家老太太，只怪我没有计划好。请大家以‘史’为鉴， 切

莫再发此等低级错误。但愿能长个4分以上的‘果’。事后，

我曾向主考官（不是那个老太太）求情，他首先严厉得告诉

我不可能给我多于时间抄答案，但是看得出他很同情我，让

我留下了candidate number, 并说会替我向上面征求一下看能不

能拿出卷子参考一下。我估计是无望了，还是求天主、圣母

大发慈悲，保佑玛丽亚吧！！！Writing Test2: Some people

believe that university should be preparing students employment.

Others think university has other functions. Give your opinion.我记

得不太准确，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Tesk1 是一个normal 的 line

chart, indicated the amount of generated wind energy in four

different countries(American, Denmark, Germany, India) from 1980

to 2000. 全是长势，比较简单。写作有个6分就够了。请大家

都要保佑我呀^0^⋯.我对于机经有一个疑问，就是今后还会

出机经上的题么？我发现从5月8号起， 有了pretest考试。本

人有幸参加了第一次的pretest, 发现，pretest 是让学生们做从

未做过的新题，听力仅有3个section, 说是让我们pretest,nbsp；



这次的口语不知何故，把一部分人安排在星期五(L,R,W的前

一天)考？？？？我的SPEAKING TEST: Part 1:What is your full

name?/ May I see your identification, please?/Are you a student or a

working staff?/If you a student, What is your major?/What part of

you major do you like best? Why? /What would like to do in the

future/after you school life? Part 2: What do you usually do during

the night? / Do you often go out? / Who usually accompany

you?Part 3: Please describe a building or monument in your country,

which is important to your nation. / What’s it like/What’s the

function/ and where is it/ why its important.What’s your opinion

about the building in city, like skyscraper or something else?Do you

think the building style will be change in the future?To what extend,

do you think the climate will be influence the building’s design? 我

还收集到一些口语题目,大多是让考生描述 such as, describe

family member /family events /products /sport events /animal /house

/a music band in your country and so on.(Hope it can be benefit

your later exam).此次的口语比上次考时的状况好很多。希望可

以达7分， 请同仁们保佑！！！晓雨&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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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