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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4/2021_2022_2010_E5_B9_

B412_E6_c9_644621.htm [导读]为了帮助大家通过雅思考试，

百考试题编辑现推荐2010年12月18日3G雅思考试预测训练题

，望各路烤鸭仔细练习。 ● 预测适用时间： 2010年12月18日

考试 ● 预测适用考区： 中国大陆地区，港澳台地区，亚洲其

他地区（日韩泰）以及澳洲均可参考本预测。以上地区笔试

部分（听力、阅读、写作）为统一试卷，口语考试各地区题

目可能不同，请参照预测范围进行准备。欧洲、美洲以及其

他亚太以外地区不适宜使用该预测，目前除亚太地区以外由

于资源和信息等问题还无法提供详细预测，考生朋友可自行

参考机经复习。 ● 预测适用类别： A类（本次考试仅有A类

） ● 预测发布时间： 2010年12月12日（一般预测发布时间会

在目标考试前一周左右） ● 预测附加说明： 最新考试回顾

REVIEW 12月的第二场考试，这次考试有很多考生朋友回忆

，当天就超过100楼了，祝大家都取得理想的成绩。让我们先

来看看几位考生朋友的回忆： natali e87919（回忆63楼）：攒

人品，听力我看了以及预测有。写作：再次考地图题⋯⋯大

作文是3G第一个预测题，有关junkfood楼上有人回忆。 巫漫

漫（回忆105楼）：writing第一篇地图题，不是特别难，看

了3G说，关注一下地图题，考前专门看了看，还好。。。感

谢3G。。 本次3G听力预测全中，A类写作第一题即命中。 听

力方面，2新题2旧题，与预测一样：“2新题2旧题可能性大

，可能性在70%”，两道旧题均在一级预测中。 阅读难度偏

大，题型非常多，阅读的对象也都很抽象或者是不易接触的



。 A类小作文，小作文3G预测为：“流程图或地图题可能

性25%,适当关注地图题。”，考试果然考到了地图题。对于

流程图题和地图题，我们会想办法让大家得到彻底解放，大

约明年一月就可以实现。 大作文方面，是一道新题，但是是

以一到旧题为模板改编的，旧题就是3G预测的第一题：“In

many countris, trational foods are being replaced by international

fast foods. This is having a negative effect on both families and

societies. To what extend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社会）”考

试题目为scientist now find that people have health damage because

they eat too much junk food. Some people think the answer to this

problem is to educate people to eat less junk food, but some people

think educate will not work. Discuss this two points and give your

opinion. G类写作，小作文为书信，邀请朋友参加你的婚礼。

大作文是Some people say that it is impossible to live comfortably in

big cities. What problems are faced by the people living in big cities?

What solutions can be taken to solve those problems? 题目比较简

单，大多数雅思考生都生活在城市中，应该都很有感受，所

以可以写的内容还是比较多的。 口语方面参考各地回忆。 听

力 Section 1 新题 应征做救生员 难度 ★ Section 2 一级预测

Version08114Section2 难度 ★☆ Section 3 新题 女生汇报工作情

况 难度 ★★ Section 4 一级预测 Version07134 Section4 难度 ★

★ 阅读 （A类） Passage 1 early -adolescents midlle-adolescents

late-adolescents 难度 ★★☆ Passage 2 flood 难度 ★★ Passage 3 

仿生机器 难度 ★★☆ 写作 (A) Task 1 地图 pention 的 coastal

town. 1950到1997年的变化 难度 ★★☆ (A) Task 2 社会 scientist

now find that people have health damage because they eat too much



junk food. Some people think the answer to this problem is to

educate people to eat less junk food, but some people think educate

will not work. Discuss this two points and give your opinion. 难度 

★☆ (G) Task 1 书信 邀请朋友参加你的婚礼 难度 ☆ (G) Task

2 社会 Some people say that it is impossible to live comfortably in

big cities.What problems are faced by the people living in big

cities?What solutions can be taken to solve those problems? 难度 ★

☆ 口语 口语各地题目不同，请参考回忆帖。 临近考前预测

FORECAST 12月最后一场考试，先给大家打预防针，不会太

容易。每一年这次考试都不是太容易，但分数最后都普遍比

较高，所以也不用太紧张。 听力预测 难度系数估计：★★ 新

题概率估计：2新题2旧题可能性大，可能性在70%，3旧1新可

能为20% ，3新1旧可能性10%。新题可能会有一些难度，注意

多看剑六和剑七的题型，把各个场景词汇掌握。 机经版本预

测：见图片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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