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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诵！发贴：考分姐姐9月13号 英国 03202听力部分：26

(S1)+39 (S2)+30 (S3)+41 (S4)Section 1 考分修改＠9.17是一个男

的和一个叫penny的女孩的对话。说的是关于洗衣店面试的。

Penny去服装店应聘,有对员工的待遇和要求的填表题 考分提

示：请注意考试中310题的填空顺序。12)选择：2.问她要在哪

儿工作 ? Where is Penny going to work in?nbsp；nbsp； 选

C.D.The youngsterE.The youngestF.The young set (磁带中有个男

的会告诉你，是分开的两个单词)。35)填空题：Pay:nbsp；

one hour lunch time and 3. 15 minutes offee breakHoliday:nbsp

；nbsp；nbsp； 9. do window dressingnbsp；nbsp；nbsp；nbsp

；nbsp； keep an eye on stockClothes to wear: 10. a black skirt and

a red blouse, name badgeSection 2：内容：电话应答机自动介绍

旅游（旅行费用、行程、价格） 一家旅行社的电话应答机自

动介绍他们的travilite 旅行项目，涉及旅游方面的知识，第一

部分选择，第二部分填表填空。11-- 13 选择：11)如果想了解

旅行费用cost的话，请dial number?nbsp； 32）give a copy to

(subcommittee ) 学校委员会for (approval)； 33-- 40) 表格填

空:33) 招聘员工采用的形式recruit method:nbsp；nbsp；nbsp

；nbsp； hand in by (14th November)35) 所有参加项目的调查

人员investigators need (qualifications)（注意复数） 36) 必须有

足够的详细资料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



；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

；nbsp； if you have any (award) or sponsor；38). Financial: 39).

go to the safety office40). about the starting point and expectation of

duration；阅读部分：V24(S1)+V55(S2)+版本号待查 Section 1

第一篇面试别人的技术，gap送分题前三段就可找到，后面是

选择要你找出面试技巧，要选5个大致是后面几段的每一个段

落一个，最后是main idea，easy!填空很容易照着写就行了，

然后是MATCHING 和排序，从11个选项中挑出5

个INTERVIEW ‘S ORDER.PASSAGE 1 是讲the basic

knowledge of interview, 填空很容易照着写就行了，然后

是MATCHING 和排序，从11 个选项中挑出5 个INTERVIEW S

ORDER。第一篇the basic knowledge of interview,先是填空,问美

国的失业是因为＿or＿,下一个空是＿and＿,另一个是＿and＿,

不难，在第一段最后部份原文就有and, or, and，填空题的答

案都在前三段；然后8-12 是MATCHING 和排序，从A－L 选

项中选5 个INTERVIEW S ORDER 面试技巧,在文章的中后部

，基本上一段一个答案；最后是main ideaSection 2第二篇 讲的

是关于智力的问题。很好定位，答案集中在第一面的下方也

就是讲关于一个博士对小学生的智力研究问题。第二面讲了

关于IQ测验的事情，因为IQ好定位，所以关于这部分的题应

该能拿下。大部分为Y N NG题。（Y N NG题三篇总共有大

概16，7 道） 2 是关于智商的讨论，记住作者的观点是反对iq

测试的哦。建议尽快作第一个文章，省下时间细心看第二篇

。有陷阱，尤其是notgiven的第二篇讲的是关于智力的问题。

很好定位，答案集中在第一面的下方也就是讲关于一个博士

对小学生的智力研究问题。第二面讲了关于IQ 测验的事情，



因为IQ 好定位，所以关于这部分的题应该能拿下。大部分

为Y N NG 题。（Y N NG 题三篇总共有大概16，7 道）section

2 讲了关于iq 测验的事情，一位教进行intelligent 的test, 教授宣

称做这种测试很困难，因为有时候受比较多的因素影响，他

并没有采用一般的reading skill, math 以及传统的方法，进行了

测试,但如果年龄比较大的孩子（七到九岁）测定的结果很差

就必须对他们进行特别的帮助。有好的culture background 的

孩子成绩较好，家庭富裕的孩子比哪些家庭比较poor 的孩子

要好。教授宣称该测试只是一个参考。但这种手段成为

了popular 的手段使用在包括school, recruitment and army, 就象

身高、体重成为了一个人的指标，一些专家提出了观点说其

他的ability 也是很重要的，而且iq test 无法解释eistain 之类的

为什么那么有天分。而且对一个人来说除了intelligence 以外还

有性格，等等各方面的因素。15-17which paragraph contain

following ideas1，iq is just a single factor of human being just as

other characteristics.2,some methodology behind the professor’s

test3,inadequence of iq test选择：1，the aim of the testa，为了讨

论iq 测试b.. c 为了说明iq 测试的limitation d，iq 测试的历史2，

一位教授进行intelligent test 是为了a，find those who are not

perform satisfied.3, the test is design according toa math b age c

reading skill d判断:1, to use this iq test in arm force is not the

intension of the professor.2,the test are only intended to used in Paris

school.3,the professor regard measuring intelligent test as

impossible.S2 关于智力智商问题分AI 段，基本上文章描述难

度不高，很好定位.答案集中在第一面下方,就是讲关于一个博

士对小学生智力研究问题。第二面讲了关于IQ 测验的事情，



因为IQ 好定位，所以关于这部分的题应该能拿下。大部分

为Y N NG 题。（Y N NG 题三篇总共有大概16，7 道文章大意

：IQ 成为了人们评价人们的标准，很多儿童因此而受到了不

好的影响（limited by the line），一位教授受邀请进

行intelligent 的test, 教授宣称做这种测试很困难，因为有时候

受比较多的因素影响，但如果年龄比较大的孩子（七到九岁

）测定的结果很差就必须对他们进行特别的帮助。他并没有

采用一般reading skill, math 以及传统方法，进行了测试后发现

：有好的culture background 的孩子成绩较好，家庭富裕的孩

子比哪些家庭比较poor 的孩子要好。教授宣称该测试只是一

个参考。但这种手段成为了popular 的手段使用在包括school,

recruitment and army, 就象身高、体重成为了一个人的指标，

后文章作者及一些专家提出了观点说：测试受很多方面影响

（如紧张与否），而且对一个人来说除了intelligence以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