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福听力进阶

在托福听力部分，考生将会听到 4 到 6 个讲座和 2 到 3 个对话。每个讲座后会有 6 个问题，每段对话后将
有 5 个问题。

1.考试时间：
1 到 1 个半小时

2.题目数量：
每个讲座后会有 6 个问题，每段对话后将有 5 个问题。每个 section 是 17 道题，一共 34 道题目。

3.听力材料内容：
>>Conversation：对话极具北美大学校园生活的特色。有以下几种场景：

Essay/paper 课程论文型
Library/bookstore 图书馆场景
Part-time job 兼职类
Register 注册办公室
Daily life 校园日常生活
>>Lecture：
托福听力中的讲座一般来源于老师的课堂授课。讲座节选可能只是教授的讲授，或是学生的提问，抑或是
老师向学生提问并且请一位学生回答。每个讲座时长约为 5 分钟，其后会有 6 个相关问题。
讲座内容涉及各学科的入门级知识。话题涉猎广泛，考生无须对材料所涉及的领域有任何预先的了解。考
生回答问题所需要的全部信息都在讲座中给出。大体上，这些话题可被分成四大类：

Arts（艺术）
Life Science（生命科学）
Physical Science（自然科学）
Social Science（社会科学）
4. 听力题型：

Type1 ：Gist-content Questions
内容主旨题要求考生理解讲座或对话的主旨大意。材料有时会明确提出主旨，有时则很含蓄。内容主旨题
会要求考生对所听到的信息进行归纳总结。
内容主旨题的典型问法如下：
What problem does the man have?
What are the speakers mainly discussing?
What is the main topic of the lecture?
What is the lecture mainly about?
What aspect of X does the professor discuss?
Type2 : Gist-purpose Questions
目的主旨题考察的是对话或讲座的目的而非内容，此类问题较有可能出现在对话中，但偶尔也会出现在讲
座中。
目的主旨题的典型问法如下：
Why does the student visit the professor？
Why does the student visit the registrar’s office?
Why did the professor ask to see the student?
Why does the professor explain X?
Type 3 : Detail Questions
细节题要求考生听懂并记住讲座或对话中明晰的细节或事实。通常这些细节通过为文章提供解释、例子或
其他支持内容与对话或讲座的组织联系起来，其练习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间接的。在有些情况下，听力
材料中出现了而一些与主题不甚相关的内容，可能会考查考生此部分的细节。
细节题的典型问法如下：
According to the professor, what is one way that X can affect Y?
What is X?
What resulted from the invention of the X?
According to the professor, what is the main problem with the X theory?
Type 4： Understanding the Function of What is Said Questions
情景理解题的第一种题型是句子功能题，其主要目的是测试考生是否理解某一句话的功能。考生通常 UI 在
重听讲座或对话的一部分后回答此类题目。
句子功能题的典型问法如下：
What does the professor imply when he says this?(replay)
Why does the student say this?(replay)
What does the professor mean when she says this?(replay)
Type 5: Understanding the Speaker’s Attitude Questions
情景理解题的第二种题型是说话人态度题，其主要目的是考察考生是否能听出说话人的态度或观点。考生

也许会被问及关于说话人的感受、喜恶或者感到焦虑或快乐的原因。
说话人态度题的典型问法如下：
What can be inferred about the student?
What is the professor’s attitude toward X?
What is the professor’s opinion of X?
What can be inferred about the student when she says this?(replay)
What does the woman mean when she says this?(replay)
Type 6: Understanding Organization Questions
组织结构题要求考生把握整个讲座的结构，或者听力材料中两个部分之间的关系。
组织结构题的典型问法如下
How does the professor organize the information about X?
How is the discussion organized?
Why does the professor discuss X?
Why does the professor mention X?
Type 7: Connecting Content Questions
连接内容题考查考生对讲座中各观点之间的关系的理解能力。这些关系有可能被明确指出或需要考证根据
所听到的材料进行推测。
连接内容题的典型问法如下：
What is the likely outcome of doing procedure X before procedure Y?
What can be inferred about X?
What does the professor imply about X?
Type 8: Making Inferences Questions
连接内容题的最后一种题型是推论题。此时考生需要根据已经听到的内容得出结论。
推论题的典型问法如下：
What does the professor imply about X?
What will the student probably do next?
What can be inferred about X?
What does the professor imply when he says this?(replay)
5. 托福听力应该从 TPO 第几套开始做？
●经常有同学问，备考听力最好的练习材料时什么？
在刚开始练习的时候，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材料，比如专项进阶或者 Delta 系列。但是，慢慢还是要过渡
到 TPO 的练习，因为托福听力所考察的能力在 TPO 练习中可以集中体现。那问题又来了，同学们在练习
TPO 的时候往往有点无从下手。

●那么是从 TPO1 做到 TPO49 呢，还是从 TPO49 逆袭到 TPO1 呢？
排名靠前的 TPO 总体难度偏简单，而排名靠后的 TPO 总体难度和目前的托福考试难度更接近。这个，相
信大家也都知道。但是，其实我们刚才说的是从总体上来说 TPO1-34，越往后，练习的难度和考试的难
度越接近。而做过 TPO 的同学，应该能体会到，从单独的听力篇章来说，并不是排名靠前的都是容易
的，有的篇 章虽然在 TPO1-10 之内，但是难度还是蛮高的。
这样说来啊，大家其实不用纠结从哪一套开始做。而是应该根据自己的水平，想一想我们练习的顺序是：
从难度较低的听力材料开始，慢慢过渡到难度适中的材料，最后挑战难度最高的题目；还是按照相反的顺
序进行练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