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4 月 27 日 雅思考题回顾
听力部分

Section版本号场景 题型

One 旧 咨询填空 10

内容概述：经典的租房场景，语速快，考察的大都是高频词汇（如，balcony, cafe等）；

难度一般，考生需注意单词拼写的准确性。

参考答案：

1. Parking
2. North gate
3. Balcony
4. Gym
5. September 30
6. $1375
7. Thursday
8. Cafe
9. Bridge
10. Treloar

Section版本号场景 题型

Two 新 介绍选择 5 +匹配 5

内容概述：介绍一家商业公司如何确保单位本身的健康与安全方面的问题。需注意大量

同义替换的出现；难度略大。

参考答案：

11. B - More effectively displayed
12. A - Tidiness
13. C - Identify hazard
14. A - Assessment of screens
15. A - Little first aid experience
16 -20. 待补充

Section版本号场景 题型

Three 旧 讨论多选 4+单选 6

内容概述：两位学生讨论了大象的各种影响，例如，如果大象毁坏庄稼，政府如何处理

以及被马蜂叮咬的大象等相关介绍。后续部分是给大象放蜜蜂的录音，大象的反应以及



相关研究报告。本题比较偏学术，研究内容比较新颖；考察的重点依旧是同义替换，考

生平时需注意同义词的积累。

参考答案：

多选题：

21 -22. B E
23 -24. B C

单选题：

25. A - the trees with bees were trampled down by elephants
26. B - they ran away quickly and kept looking back
27. B - they never had the experience before
28. A - some elephants reacted to it immediately
29. C - there is cost of equipment
30. A - hanging cowbells

Section版本号场景 题型

Four 旧 介绍填空 10

内容概述：高科技防盗，难度适中。填空题方面，考生平时应注意定位能力的训练以及

不同场景高频词汇的记忆。

参考答案：

填空题：

31. Technology
32. Personal information
33. Phone number
34. Lock
35. Ball
36. Ink
37. Insurance
38. Bus stop
39. Lighting
40. Corners

阅读部分

Passage 题材 题目 题型

One 人文类Charles Dickens判断 6+笔记填空 7

内容概述：文章开头提到：查尔斯·狄更斯是一位贫穷的作家，小时候没钱上学。他姐

姐学习音乐，但是他得做家务。后来他的父亲被追债，还进了监狱等。 难度一般。

参考答案：



判断题：

1. FALSE
2. NOT GIVEN
3. TRUE
4. TRUE
5. NOT GIVEN
6. FALSE

笔记填空题：

7. Sign
8. Leaflets
9. Messenger
10. Prison
11. Salary
12. Advice
13. Furniture

Passage 题材 题目 题型

Two 生物

类

Collective Decision-making for
Insects

标题配对 6+特殊词配对 4+无选

项摘要 3

内容概述：文章重点介绍 how to make collective decisions for insects. 关键词包括

chemicals and genes 化学物质与基因。难度略大。

参考答案：

待补充

Passage 题材 题目 题型

Three 社科+人
文

Thomas Harriot: The Discovery of
Refraction

段落信息配对 7+无选项

摘要 7

内容概述：折射的发现（科学类）。难度略大。

参考答案：

段落信息配对题：

待补充

写作部分

Task 图

表

题目



类

型

One 柱状

图

The graph shows the hours of teaching per year done by each teacher in
four different countries in 2001. Summaries the information by selecting
and reporting the main features, and make comparisons where relevant .

（图案仅供参考

Task 题型类别 作

文

话

题

题目

Two Two-part
question类

社

会

类

Some people think certain old buildings are worth preserving
more than the other ones. Which types of old buildings should
be preserved? Do you think the advantages of preserving old
building outweigh the disadvantag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