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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80_9D_c4_7315.htm jenneful 今天总算考完了雅思，总的感

觉是考试的时候千万不要紧张，特别是面试，基本上考官不

会故意为难，相反还会给你一点提示。 Listening： 1、讲一

个elder woman 被抢劫，要求填两个劫匪的一些特征，还有几

个选择题，不是很难。 2、在新生的orientation 上，介绍了学

校的几个部门，它们的位置，职能。还有几个填空是讲几个

选修课和文化课，这里因为内容很多，你只要选择其中的一

个填就可以了。 3、记不得了：） 4、trees 和buildings 对城市

环境的影响，都是填空题。是最简单的一篇。基本上所有的

空都是很清楚的说出，听着很爽的感觉！ Reading： 1、最难

。讲日本的一个什么建筑。有T,F,NG题型（大概4题），还

有A,B,Both题型（大概6题），其他选择题。 2、讲勒索在学

校出现，应该怎样预防。有填空，选择。 3、将妇女的受教

育程度对她们孩子的影响。有T,F,NG题型（大概6题） 后面

两篇不是很难。但由于第一篇我用了25分钟，所以时间上有

点紧。 Writing: Task 1:一个柱状图，一个饼形图，比较high

income group,middle income group,low income group 分别释放

的二氧化碳含量。 Task 2:从中学毕业后，学生应不应该马上

上大学，还是有一定工作经验后再上大学。 Speaking: Part 1

1.What\\\\\\\\\\\\\\\\\\\\\\\\\\\\\\\\\\\\\\\\\\\\\\\\\\\\\\\\\\\\\\\s your

full name? 2.Where are you come from? Tell something about your

hometown. 3.Tell something about food in China. 4.Do you like

reading? Part 2 Cue Card:One of your freinds,When did you meet?



How long have you know each other? Why did you make freinds?(

最后一个记不大清了) Part 3 1.By what ways do people make

freinds? 2.What is the differens between the ways adult make freinds

and the ways children make freinds? 3.W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that you should think about when you make freinds? 4.What

are the possible factors that cause freinds to break up? 只记得这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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