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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 Preparation 

！复习考试 ！ 

For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Students ONLY 

 

1. 如何应对新西兰大学的考试？ 

在新西兰的大学，Final Exam (考试) 都是用来测试你对一个 PAPER 的

Overall Understanding (全方位的理解)的.  

所以, 考试的范围概括地比较广, 题型也比较多. 

复习的时候, 是没有捷径的.  

如果一个学生不能理解老师所教授的知识, 就很难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 

 

2. 大学考试不同于高中考试！ 

LEVEL 越高，需要的理解程度就越高。 

老师希望通过考试来测试你是否真的理解了他/她最想你理解的重点。 

所以老师们会告诉你考试范围，目的就是帮你缩小复习范围。 

有的老师，还会边上课边告诉你，考试可能会在课本的 Chapter xxx 里出现

或者是 Week xx 的 Note 中。 

所以！按时去上课是非常重要的！ 

 

3. 要怎么算自己还需要多少分才能 PASS 呢？ 

例如:  

1 个 Paper 有 3 个 Assessment,  

Assessment 1 占总分的 25% 

Assessment 2 占总分的 35% 

Assessment 3 (Exam) 占总分的 40% 

一个同学第 1 个 Assessment 拿了 60 分, 第 2 个 Assessment 拿了 70 分. 

要算出这个同学 Exam 还要拿几分才能总分拿到 50% (PASS) 呢？ 

60x25%+70x35%=39.5 (已经有的总分数) 

50(PASS 需要的分数)-39.5=10.5 (要 PASS 还需要的总分数) 

10.5/40%=26.25 (在 EXAM 中实际需要拿的分数) 

 

4. 在新西兰，复习考试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不是背题, 而是理解题型. 也不是背课本或者笔记, 是理解它们. 

如果你能在考试答题中让老师看到你能充分理解课本和笔记的内容, 并能用

自己的话在答案中解释出来, 你就能拿到高分! 

  



2010 Exam Preparation for Chinese Centre                                                  Rainie Yu  

2 
 

 

5. Course Handbook 上面的内容都是非常有用的！ 

Paper Requirement, Learning Outcomes 和 Assessment Details 都是老师

会透露考试的题型和范围的地方！复习之前，仔细读读这个 Exam 是为了考

察具体哪几个 Learning Outcomes。 

 

6. 题型? 提前知道题型之后，就能更合理的分配复习和考试时间！ 

老师通常会在考试前的 3-4 个礼拜向大家透露考试中将会出现的题型. 

有可能出现的题型有: 

 

题型？ 怎样答？* 花多久？ 怎样针对复习？ 

Multiple 

Choices  

(选择题) 

只要写上你选择的编号就可以了！ 1-3 

分钟 

比较浅, 不包含

任何概念的重点. 

Short Answer 

Question  

(简答题) 

1-3 行. 千万不要写太多! 只要把老师

需要的答案写上就好! 直截了当! 

5-10 

分钟 

比较浅, 但是不

能用一个词就概

括的重点. 

Long Answer 

Question  

(论答题) 

半页-2/3 页. 答案中要带着自己的理

解, 尽量用自己的话来解释. 最好可

以给一个例子(Example)证明你的理

解是对的. 

10-20 

分钟 

记住重要的概念

和相应的例子. 

Essay 

Question  

(短文答题) 

1-2 页. 答案中带着你的论点, 并包含

了具体的案例 (Example,书上提到过

的和你自己想到的), 重点的一些概念

(Concept). 答这类题时, 需要你自己

有深层面的理解才能更好的进行论述. 

20-35 

分钟 

需要记住并且完

全理解老师的重

点概念, 并能用

实例来支持和解

释你的论点. 

* 字数标准为 AUT 的 Exam Answer Book 为基础. (横条格 A4 纸) 

 

7. 应该重点复习哪里？ Textbook(课本)? Notes(课上笔记)? 

老实说，两个都很重要！ 

复习的时候，我们需要综合两方的重点来理解。 

首先，看笔记，因为它们相对来说比较精简。一页一页的读，一个个重点的

理解。如果发现其中一点不能完全理解，这个时候， 你就需要课本的帮助

了！课本中会对每一个重点有一个更加详细的解释(超过一个自然段). 

对我们外国学生来说, 老师在笔记上用来做概括的语言也许并不容易理解. 

可是课本上的详细解释, 通常都会用很浅而易懂的方式来做解释, 所以更容

易理解和被记住. 

注意: 笔记只是用来帮助记忆的, 只背笔记但是不能完全运用知识去解答问

题在考试中是不可行的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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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缺课了，不记得老师讲了什么重点，怎么办？ 

如果缺课了，先自己试着理解老师的笔记(Lecture Notes),  

如果不能理解, 自己查课本试着寻求更详细的解释, 

如果还是不能理解, 当面向老师请教. 

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你已经把这个重点理解到 70-80%了, 因为你读得越多, 

就能理解得越通透. 

记住：老师也希望能尽量的解答你的问题，所以不要顾虑太多，想到问题，

就尽早向老师提问。 

 

9. 怎样分配复习时间? 

考试复习一定要早早开始打算! 

例如这个Semester要考4科, 有2个礼拜(10天. 因为你大概需要周末休息)

的复习时间。那么开始复习之前, 就要先评估一下自己对哪一科最有把握. 

最有把握的就先看(试着用 1 天看完), 看完之后会很有成就感!因为你基本都

能记住了! 这样你就能更有信心的去看剩下的. 剩下的试着用 2-3 天/1 科看

完. 复习时, 把自己认为最重要的或者最难记的标注好, 这样如果还有时间, 

就可以重点去看那几个, 而不是花费时间在已经记好的上面. 

 

10. 记不住怎么办？ 

因为在新西兰的考试并不是主要问你答案, 而更多的需要你的理解. 

所以在复习的时候, 并不需要把所有重点全部死记硬背下来,  

试试另外一种复习方法, 

把老师的重点读懂后, 试着用自己的话讲一遍, 这样, 到考试的时候, 你自

然就能用英文把该答的重点都答出来啦! 

另外, 记重点的时候, 试着记重点句中的关键词 

 

11. 充分利用正式考试之前，老师给的那 10 分钟的 Reading Time！ 

这 10 分钟的时间你的授课老师会在考场, 如果发现任何你读不懂的问题, 

一定要运用这个时间举手问老师请教. 

利用这个时间, 把每一题都读懂了. 如果还有时间, 就在脑中构架如何答每

一题. 

如果有选择题的话, 还可以用这个时间开始分析答案, 

这样, 等到可以动笔的时候, 就节省出好多时间了! 

 

12. 读题！ 

再考试中的每个 Section 都会有具体的要求, 例如, 

“请答以下 6 题中的 4 题.” (Answer 4 out of 6 Questions for this Section) 

很多同学都会忽略这句要求而答了所有的题, 浪费了时间还拿不到分数… 

遇到这样的题时, 一定要选好自己最有把握的那几题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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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题型 

 

老师通常会在考试前的 3-4 个礼拜向大家透露考试中将会出现的题型. 

有可能出现的题型有: 

 

题型？ 怎样答？* 花多久？ 怎样针对复习？ 

Multiple Choices  

(选择题) 

只要写上你选择的编号就可以了！ 1-3 分钟 比较浅, 不包含任何概

念的重点. 

Short Answer Question  

(简答题) 

1-3 行. 千万不要写太多! 只要把老师需要的答案

写上就好! 直截了当! 

5-10 分钟 比较浅, 但是不能用一

个词就概括的重点. 

Long Answer Question  

(论答题) 

半页-2/3 页. 答案中要带着自己的理解, 尽量用自

己的话来解释. 最好可以给一个例子(Example)证

明你的理解是对的. 

10-20 分钟 记住重要的概念和相

应的例子. 

Essay Question  

(短文答题) 

1-2 页. 答案中带着你的论点, 并包含了具体的案

例 (Example,书上提到过的和你自己想到的), 重

点的一些概念(Concept). 答这类题时, 需要你自

己有深层面的理解才能更好的进行论述. 

20-35 分钟 需要记住并且完全理

解老师的重点概念, 并

能用实例来支持和解

释你的论点. 

* 字数标准为 AUT 的 Exam Answer Book 为基础. (横条格 A4 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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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nie Yu 

Peer Tutor for the Schoo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Diploma in Hospitality Management 

Bachelor in International Hospitality Management 

Email: xkb6744@aut.ac.nz 

 

主要问题 

 

1. 如何应对新西兰大学的考试？ 

2. 大学考试不同于高中考试！ 

3. 要怎么算自己还需要多少分才能 PASS 呢？ 

4. 在新西兰，复习考试最重要的是什么？ 

5. Course Handbook 上面的内容都是非常有用的！ 

6. 题型? 提前知道题型之后，就能更合理的分配复习和考

试时间！ 

7. 应该重点复习哪里？ Textbook(课本)? Notes(课上笔

记)? 

8. 缺课了，不记得老师讲了什么重点，怎么办？ 

9. 怎样分配复习时间? 

10. 记不住怎么办？ 

 

11. 充分利用正式考试之前， 

12. 老师给的那 10 分钟的 Reading Time！ 

13. 读题！ 

 

 

小窍门 

 

1. 上课听讲真的很重要哟! 其实上课时老师反复在讲的就是以

后要考的. 那些都是真正的重点中的重点, 老师在不经意之

间就会反复提到很多次了! 

2. 复习时, 可以用中文记住重点的主要意思, 到考试的时候就

可以用自己的话讲出来了! 

3. 根据分数/总分的百分比来权衡此题需要花多少时间来答, 答

案大概需要写多少. 

4. 考试时, 经常注意时间, 但别让时间影响到你, 时间是帮你控

制整个流程的! 

5. 别忘了带一瓶白开水进考场！因为考试环境比较封闭, 在 1-2

个小时之内, 很容易大脑缺氧~ 喝水, 可是稍微补给一下, 但

是可别喝太多哟！ 

6. 如果时间不够了, 就先挑自己最有把握的那题答. 

7. 如果实在不知道要怎么答, 也千万别留空白, 什么都不写. 就

算是编, 也要写点什么出来, 这样老师才有机会给你一点点

分数!  

8. 如果英文不够好, 不能完全讲明白自己的意思, 也要尽量的

写, 老师们会想尽办法在你的答案中找得分点的! 所以答题

的时候千万别给自己太大压力! 

9. 考试前最好不要熬夜! 让自己吃饱睡饱. 因为如果你勉强自

己熬夜看了所有重点, 大脑也会因为没得到应有的休息而忘

记那些重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