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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6_97_A5_c4_7843.htm 一、听力(Version 27) 强烈感谢登

出1027深圳G类的网友，因为今天考的也是VERSION 27，而

且听力很容易。 Section one(one student register in homestay) 1

． Surname 的拼写,keiko 2． Passport number(记不得了) 3．

Course applied: Advanced English Study 4． Time to stay: 4 months

5． Homestay time；maybe 20 weeks ,I am not sure this answer is

the collect one 6． 对homestay有什么要求

（non-smoker,non-drinker,pet）， 7． favorite food: seafood, 8. 

对体育运动的爱好（tennis） 9. preffered transportation: (train)

10. 何时可以得到信息（this afternoon） Section two (about go

abroad and visa) 11.Visa can last(90days) 12. if you carry a lot of

money you should fill a (currency form ), 13. go to ( your own

embassy) to apply. 14. if you wish to get a Y:outh transportation

card, you should show your (international student card). 15. you

should take take (12passport photos) with you, 16 . accepted

currency: (Australia Dollars and Yen) 还有一道题目就是如果你

不清楚什么情况， 你可以看你的student handbook in page 13, 

这道送分题目我最后悔了，因为我居然写成13 pages, 太不应

该了。所以特意写出来，大家千万不要犯我的错误。 Section

Three (a survey about shopping) 17. Occupation (cashier) 18. how

much spend per shopping (50 pounds), 19. where often go,（Big

Department shores） 20. what is the difficult thing for you to buy?

(Jeans) 接下来是一个圆形图, 反映消费的三种方式, 21. 50%的



人每月消费(50镑), 22. 45%的人每月花(30or 70,I am not sure of

it) 23. 5%的人每月花(20镑) 24.25.26.集体反映什么最难买

（books,sportswear trousers, 这道题目也有人说是STATIONERY

，可能我写错了， 前三部分30道题, 还有4个记不得了。

Section 4, about how to manager time, 共十道题,听起来一点也不

难,但是出题的顺序颠三倒四, 所以有一半的题没有把握, 在这

就不写出来了. 我大概介绍一下内容，一个中年女性介绍A

lecture, 学生要制定好自己 的时间和学习计划， 为什么学生总

是发现自己在图书馆遇到困难是因为没有好的计划 和一

个GOAL，然后说PLAN分成三种，day plan , month plan and

term plan , 然后说month plan and term plan will be better, 最后说

这个LECTURE‘S INTENTION IS TO MAKE YOU STUDY

MORE EFFICIENTLY，31,what is the lecture provide A: personal

consulting Bcomputer classes C extra information ,我的答案A，不

知道对不对，其他的我都忘记了， 只有ABC三个选项，没

有TF，NM。 二、阅读 (version 24) 和北语阅读有一点像，如

果做北语的成绩很高的话，那就没有问题了。 阅读很难，比

一般的水平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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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澳

洲的医疗，比较普通医疗和中国的中医疗法，选择和T、F

、NOT GIVEN。 3，COBRA，讲科学家如何从蛇毒中发现中

毒的原因，有很多专有名词， 填空最难，因为答案贯穿于整

个文章中， 而且没有很明显的痕迹可以给你照模子往上写，

需要高度的概括能力， 然后是选择，有一点托福的模式。 三

、写作 TASK 1是给你一个TABLE和一个CHART， 分别



说europe usa Canada的妇女受的高等教育的比例， 其中欧洲中

分丹麦瑞士等，第二个CHART说各个MAJOR 中女学生所占

的比例，有HUMANITIES LAW MEDICINE ENGI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 SOCIAL SCIENCE AND SO ON

TASK2，是说如今一些国家在武器装备上费了大量的金钱而

没有考虑到一些人民的贫困问题，问你如何看这

个ARGUMENT。 四、 TASK 1 You took your family had a good

meal in a local restaurant. Write a letter to the newsper to tell about it,

describ the meal you had, and why you think the restaurant is worth

for other people to visit. TASK 2 Choose an invertion, telephone or

computer, and tell how it has changed our life. Are the changes all

possitive or negative? （我的帖子中的第四大点是把别处粘贴的

东东贴来了，与本次考试无关。） 五、口语 复习口语是很必

要的，不要去想太复杂的问题，考官很多时候都只是简单的

问而已，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不过平时的交流是很重要的

，不要想要临场发挥，你有多少水平上了年纪的考官其实是

很清楚的，这一次她没有在本子上写什么东东，我的感觉不

如模考的时候好，所以说准备是很重要的，我的口语就是没

有什么准备，只复习了三个TOPIC HOMETOWN READING

TRAVELING 很巧都让我遇上了，让我对着话筒说话，一个

英国口音的中年女老师，上厕所的时候看见过她，第一部

分ask me about my study,major,school reading ,阅读的数量，多

长时间读一本书，读的是什么书。 第二部分 让我用两分钟

说NATURAL BEAUTY，WHANT IT IS ，WHEN DID YOU

GO THERE，HOW DID YOU GO THERE，我说的是那个滔

滔不绝呀，可惜最后被她打断了。 第三部分 中国人对旅游的



看法，人们有没有破坏景点，我谈到泰山上有太多的缆车

和WC，她大笑起来，也许是想到在WC 和我相撞的事情。我

是在2：15的时候考的每个人的时间都几乎是15分钟，所有的

人都必须等在一个大教室里，等工作人员一个一个的通知，

最后我想说的是赛格的教室很狭小，实在不象样，我的回忆

如果有错漏，请不要见怪。 感想 大家不要受雅思的三个月期

限的影响太多，我详细看了以下几个月以来的题目，发现有

很多听力第四个月还出，这次听力的版本是2001年三月的，

阅读是2001 七月出的，要常看一下从前的题目，才有把握决

定在哪一方面的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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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