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年9月26日、27日雅思口语回忆雅思(IELTS)考试 PDF转换

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4/2021_2022_2009_E5_B9_

B49_E6_9C_c8_644902.htm 由于今天上午考得奇差，心情比较

郁闷。而昨天晚上练口语把嗓子都练涩了，今天考口语声音

洪亮的优势也没有发挥出来。 地点：深圳（深圳发言的同学

特别少，谴责一下~） 考室：ROOM 14 考官：William，来自

澳大利亚Perth。一个老头，脸特别窄，但是有双下巴。感觉

他很nice，但不知是不是笑面虎。我说我紧张，他说那他叫要

提很难的问题...由于深圳很少有同学发言，也不知道这部考

官的情况咋样，总之看上去还不错。 题目：intelligent person

本文来源:百考试题网 其它：我考完后还和我聊了会天，非常

关心的问了一下将来的打算.保佑上6~~~ 其实昨天就想过来

写回忆了。可惜还没开帖。也弄不明白怎么被安排在昨天25

号星期5。 地点是澳洲的 PERTH。考官是个中年妇女脸上长

满了雀斑不过人超级NICE。考试过程中还毫不掩饰的爆发出

哈哈哈的笑声。整体感觉倒不象是考试了。象在聊天。 说说

题目吧。好象是新的题。有小小难度。第一个PART就开始轰

炸了。常规介绍，工作还是学生后 居然问起了internet,什么时

候学会上网的，什么人教你上网的,觉得网络带给了你什么? 

跟着就是一些小题目忘了...(昨天还记得的..汗) 第二PART卡片

题好象是新题, 你从前曾经遇到过的a interesting talk or speech,

什么人,什么时候,你觉得它有趣在什么地方?我说的是中国的

相声,那个家伙还不知道相声是什么东东,还给她解释了下. 她

听的猛点头.然后就是第三个部分的延伸题了.那位大婶根本不

延伸我讲的, 估计她是没想到我会说这个吧,居然问了我什么



学术研究的好处,象目前各国的人总爱开什么跨国学术研讨,一

起讨论有什么利弊. 能从中学到什么?然后又突然问:很多人跟

人家谈话时候或SPEECH会觉得很nervous,你怎么看待这个?有

没什么方法解决呢? 我就告诉他NERVOUS是很正常啊,关键看

场合吧.尽量要有自信,说话看着人的眼睛. 紧张时候多比比手

势可以掩盖紧张之类.她又接着问,除了confidence 和 body

language 外还有什么, 偶就说 要有好的事前准备和练习吧.好

的preparation加上多做几次practice就OK了.跟着之后又问了两

个小问题吧.记不的了. 总的来说,这次口语个人认为比较难的.

之前在门口等待的时候偷听到隔壁那个考室的问题居然是最

后一次在哪里shopping和关于present的卡片题目.超级简单啊..

Adelaide uniSA 13：30， 第1部分问是否play computer games, 现

在住哪，为什么住那，喜欢什么电视频道， 第2部分describe a

intelligent person, 第3部分为什么现在人比以前人聪明， 你认

为聪明会使人幸福吗，以后的人是否更聪明 我是完全不知道

怎么说了，乱编了个 我朋友跟我一个时间考的是a child

activity，还有听到说考 家里的老人 杭州的口语 1气候季节 2对

未来的想法 3一个有智慧的人 杭州 1308 气候 part3也全都是气

候，四季对人的重要性之类的，自己没发挥好，后面的烤鸭

好好准备！ 我是来赚RP的。。。 26号下午2.40考的 1303 考官

是和蔼可亲的中年男子 part1 问is swimming wery popular in your

country? do u have ever have swimming class at scholl?do u think

children should be taught to swimming at school? do you often talk

about weather in your daily life?我的回答是not often 他会问why？

part2 the climat you perfer most part3 what\s the different between

people in north and south? 追问了南北地区building 的区别 考官



看上去很好 不知道成绩怎么样 第二次考了一定要过啊！God

bless me !!!!! part 1:where is ur hometown blah blah.... part2:describe

a plan u make 4 ur future? part 3:what\s the different between china

education stystems and western edu sts.. 我是内师大的，刚考完 

愁死了 PART2是important conversation 个别没准备过的话题之

一。。。。 蹲点的弄来的题目好有：意想不到的旅行 电子设

备 cooking 使你高兴的东西或事情 童年的歌曲或玩具 还有些

别的实在是想不起来了 看看别人考的topic。。。 哎 赞点RP

吧 这次考试太变态了。。。当了回小白鼠 贵阳，碰到一个极

为和气的老者。 第一部分你来自哪儿？接着你将来会可能到

哪个城市。然后关于weekends,现在将来怎么过周末？接

着computer的使用，一般用着什么？电脑出问题怎么办。 第

二个部分描述一个你认为聪明的人。他是谁，你第一次意识

到这个人聪明是什么时候？ 第三个部分，问题超多，别人会

同意你所说的人聪明吗？聪明的人分开教育好吗？现在聪明

的人过去聪明吗有什么办法让其变聪明？小孩如何让之聪明

？电视使小孩聪明吗？小孩什么游戏让其聪明？聪明的人快

乐吗？ 我下午第二个考的 part1 1.Work 2.TV 3.Party part2 a

competition winner part3 问了一堆你觉得竞争有什么好处？竞

争失败了会被别人嘲笑吗？什么类型的竞争对你有帮助？。

。。 地点：贵阳 时间：26号下午15：55 （怎么感觉这个时间

是说我死定了我？说我要哭？） 贵阳口语一共只有5个口语

考试教室，我在Room 4 考官是个男的，名字叫Mark！非常非

常的友善，五官立体感很强，是个帅哥！！给人印象特别深

的是他的鼻梁特别高....接我进去的时候就和我开了不少的玩

笑，是个很随和的人。 第一部分：你工作还是在读书？ 你的



专业是你自己选的么？ 你喜欢游泳么？ 你们学校有开教游泳

的课么？ 你觉得学会游泳有必要么？ 第二部分：你送给别人

的一份特别的礼物 a special gift you gave to someone. 是什么样

的礼物 在哪买的 为什么这份礼物很特别 第三部分：你觉得送

礼物有什么意义么？ 你对送的礼物对别人并不是很有用这个

问题怎么看？ 你认为送礼物对国家的经济有帮助么？ 在商业

上人们通常送什么样的礼物？ 后面几个问题太难了，我都没

听懂，不过MARK实在太好了，一个问题看我没明白，给我

解释了3遍，一次比一次说得简单。不过我还是辜负了他，我

当时头脑已经昏了 最后收集了今天5个考场的一些话题 Part 2 ,

奉上： climet 你喜欢的气候 a family photo 家人的合影 a family

friend 貌似是叫说一个朋友，出来的人走得太急，没说清楚

restaurant 餐馆 shop 商店来源：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 future

plan 将来的打算 就这些了，继续准备下一次考试！！这次肯

定没戏了~~~~~~~(lt.)~~~~ 积攒RP: 在南昌考得,我的题目

是"an important plan" 很多人蹲点的,刚开始的题目

有"climate,plan,intelligent ppl, a country u wanna go, flower(花语

),useful skills, a family photograph" 最变态的据说有人考到迅速

做完的一件事 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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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