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 7月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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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女士想要跟家人在假期期间出门旅行，电话咨询房屋情况以及周边配套

设施。考生们平时注意积累高频场景词汇，注意单词拼写的正确性，比如，日期等。

参考答案：

1. 14th September
2. $ 835
3. School
4. River
5. Desk
6. Garage
7. Towels
8. Chinese
9. $ 200
10. July

Section版本号场景 题型

Two 新 介绍单选 4+地图 6

内容概述：一位男性主持人介绍 Brisban小镇跑步活动的相关情况，地图题考查不同的

项目以及准备工作的位置安排。选择题平时要注意加强同义替换词的练习，明辨陷阱选

项。

参考答案：

选择题：

11. A - school outer ground
12. A - on cloth or singlet
13. B - red
14. B - handing out water

地图题：

15. F - stage
16. A - T-shirt
17. B - bag collection
18. H - information center
19. G - prize award
20. D



Section版本号场景 题型

Three 新 讨论单选 6+匹配 4

内容概述：大学生 Joel以农民为研究对象，与老师共同探讨农业政策及其影响，以及

农民对于新技术的态度。选择和匹配题在读题时注意划出关键词，把握定位的准确性以

及可能出现的同义替换。

参考答案：

21. A - the location of the farms
22. B - to get a fuller answer
23. A - by showing them a series of pictures
24. B - it is often irrelevant for farmers’ actual want
25. C - are not willing to spend money
26. B - make changes based on limited research

匹配题：

27. Book 1 - It is very boring
28. Book 2 - It is badly organized
29. Book 3 - It is inaccurate
30. Book 4 - It is out of date

Section版本号场景 题型

Four 新 介绍填空 10

内容概述：讲座介绍了几位澳洲当代的艺术家的作品研究。注意定位和关键词的抓取，

同时答案要符合字数要求。



参考答案：

31. Wool
32. Birds
33. Rain
34. Family
35. Prison
36. Clothing
37. Desert
38. Snake
39. Rainbow
40. Couple

阅读部分

Passage 题材 题目 题型

One 科技类How to spot a liar?判断 8+填空 5

内容概述：全文介绍现代技术中如何应用不同的技术和仪器将说谎的犯人识破并找到证

据指控其罪行，文中列举了好几种最新的仪器，如 eye -tracking equipment 眼球追踪

设备。整体难度适中。

参考答案：

判断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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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空题：

9-13. 待补充

Passage 题材 题目 题型

Two 生物类Ants Could Teach Ants 人名匹配 5+多选 4+判断 4

内容概述：本文介绍几位科学家对于蚂蚁是否具备教授同类本领能力的研究，分别比较

各位专家的观点和态度。整体难度很大。

参考答案：

人名观点匹配题：

14. C - animals could use objects to locate food
15. A - ants show two-way, interactive teaching behaviors
16. D - it is risky to say ants can teach other ants like human beings do



17. A - ant leadership makes finding food faster
18. B - communication between ants is not entirely teaching.

选择题：

19. A - touch each other with antenna
20. B - alert others when there is danger
21. E - hunt food for the young
22. G - use tools like twigs

判断题：

23. NO
24. NOT GIVEN
25. NOT GIVEN
26. YES

Passage 题材 题目 题型

Three 自然科学类Avalanche 信息段落搭配 6+图表填空 8

内容概述：本文讲述雪崩产生的主要原因，以及法国的组织致力于研究雪崩和对它的预

测。整体难度非常大。

参考答案：

信息段落匹配题：

27.待补充

28.待补充

29. B
30. C
31.待补充

32.待补充

填空题：

33-40. 待补充

写作部分

Task 图

表

类

型

题目



One 柱状

图

The chart below shows the percentage of the whole population in four
countries from 1950 to 2002, with projections to 2050. Summarize the
information by selecting and reporting the main features. Make
comparisons where relevant.

（图案仅供参考）

Task题型

类别

作文

话题

题目

Two 利弊

类

商业+
科技

类

As technology develops, online business meetings and business
training increasingly rise. Do the advantages outweigh the
disadvantag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