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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8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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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咨询 city council 酒店婚礼 wedding ceremony 预订。注意日期等

格式的书写规范以及对于数字的听辨和记录能力。 

参考答案：  

1. Weather  

2. Forest  

3. Flowers  

4. Thorhay  

5. Lake  

6. Food  

7. 3784775 

8. 27th February  

9. Catering  

10. Long beach  

Section 版本号 场景 题型 

Two 旧 介绍 单选 6+多选(五选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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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述：主要介绍 3 个方面，首先是人们为什么在图书馆买票会比在市中心买票更

好，其次是参观某景点的时间，最后讲述了某个环节很值得热爱历史的人参观；在参

观该景点过程中人们可以免费享有的两样东西。选择题在读题时需留意题干中的关键

词。 

参考答案： 

单选题： 

11. A - not many people on Tuesday  

12. C - on every afternoon  

13. C - location of an old city hall building  

14. B - great musicians a popular singer  

15. A - cheaper one with discount  

16. B - people can have dinner inside the old train cabinet  

 

多选题： 

17 -18. B - education book for children  

      E - flag  

19 -20. A - unlimited voting ages  

      D - one person can vote several times  

Section 版本号 场景 题型 

Three 旧 讨论 单选 4+匹配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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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述：老师就某学生的 presentation 与其展开讨论，讨论该生 presentation 的

不足之处并给出建议。整体语速较快，难度略大，考生平时依然需多积累单词和词组

出现的同义替换。 

参考答案： 

单选题： 

21. A - given credit to the originator of JIT, the US 

22. B - the introductory definition of JIT 

23. C - a textbook  

24. C - it is unlikely to be accepted by the most important customers  

 

匹配题： 

25. C - too irregular  

26. F - too vague  

27. D - too sudden  

28. G - too loosely related  

29. E - too technical  

30. H - too unenthusiastic  

Section 版本号 场景 题型 

Four 旧 介绍 填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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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述：讲座介绍不同用途的机器人，以及机器人在设计上的不合理方面。整体上

填词的难度不大，单词单复数和拼写依然是考查的重点。难点在于答案的定位，是否

能够听出答案前后的同义替换是关键。 

参考答案： 

31. Present days  

32. New facts  

33. Ocean  

34. Traffics  

35. Camera  

36. Cheaper  

37. Computing  

38. Toys  

39. Animals  

40. Competitions   

阅读部分 

Passage 题材 题目 题型 

One 

 

科技

类 

Computer games for Preschoolers Nintendo’s 

Research and Design Process 

 

填空 5+判断 4+

流程图填空 4 

 

内容概述：文章主要讲述了对任天堂这款游戏调查研究的前因后果，第二段主要介绍

了该调查研究的目的以及如何开展研究，第三段主要介绍了参与调查对象的特点，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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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介绍了调查对象需要符合的条件；最后又讨论了一下如何研发出对孩子更有利的游

戏。 整体难度适中。 

参考答案： 

填空题： 

1. Abilities  

2. (The US) markets  

3. Siblings  

4. Experienced  

5. (Preschoolers’) parents  

 

判断题： 

6. NOT GIVEN  

7. TRUE  

8. TRUE  

9. FALSE  

 

流程图填空题： 

10. Firm  

11. Simplicity  

12. (Full) version  

13. Feed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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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age 题材 题目 题型 

Two 科技

类 

Satellite Monitoring 标题段落匹配 8+人物观点匹配

5 

内容概述：全文介绍了一种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新技术——通过卫星检测城市地

区夜晚的“Lighted areas”(亮区)的密度。文章指出这种新技术的优势是无论是贫穷

地区还是发达地区，其 GDP 发展情况都可以通过这些亮区直观表现出来。这篇文章是

新题，话题比较陌生，整体难度适中。 

参考答案： 

14. v  

15. ii  

16. iv  

17. i  

18. vii  

19. viii  

20 -26. 待补充 

Passage 题材 题目 题型 

Three 语言类 Threatened languages 有备选项填空 8+选择 6 

内容概述：文章开篇从新定义了什么是濒危语音。濒危语言并不是由 the number of 

speakers 决定的，而是由其重要性决定的。文章中又提到人们担心某些国际语言会取

代 local languages，但是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整体难度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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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备选项填空题： 

27. Misunderstanding  

28. Surrounding  

29. Connection  

30. Ideas  

31 -34. 待补充 

 

选择题： 

35. 待补充 

36. D  

37. B  

38. B 

39. B  

40. B   

写作部分 

Task 图表类型 题目 

One 柱状图 The chart below shows the number of visitors for five 

kinds of tourism attractions in a European country in 

1981, 1991 and 2001. Summarize the information by 

selecting and reporting the main features, and make 

comparisons where relev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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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案仅供参考） 

 

Task 题

型

类

别 

作

文

话

题 

 题目 

Two 利

弊

类 

教

育

类 

More and more parents allow their children to play on 

computers and tablets (like iPads) because they think that 

children should learn technology skills. Do the advantages 

outweigh the disadvantag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