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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GRE®普通考试——有何变化以及为何更好
一个研究生或商学院的学历能为你在将来求职时增加优势，参加GRE普通考试则帮助你向继续
深造的路上迈出重要的第一步。GRE普通考试被全球的数千所研究生院广泛认可，而且目前越
来越多的商学院和MBA课程也开始认可GRE普通考试成绩。
现在，GRE普通考试又将步入一个新的里程碑。从2011年8月1日开始，新GRE普通考试将取
代现行的GRE普通考试，为考生提供更好的考试体验。同时，新的题型将更好的展现出应试者
是否具有研究生阶段学习所必备的能力。
在新GRE普通考试中，你将见到：
●

更贴近现实生活的情境——能够反映出如今研究生和商学院课程学习中所需要的思维能力

●

更少对上下文之外的词汇的依赖——更强调阅读能力，取消了反义词/类比题

●

更友好的功能设计——包括允许考生在答题时进行编辑和修改答案、在同一部分中跳过问
题前进或返回等操作，让考生更大限度的发挥自己惯用的应试技巧

●

新题型的加入——新增包括输入数字，或就同一个问题提供一种以上的解答的题型，让考
生有机会更好的展示自己的知识

●

提供计算器——在数学部分，电脑上会为考生提供计算器功能，更方便考生*

*对于新GRE普通考试仍采用纸笔考试形式的地区，考场会为考生准备计算器。

在2011年8月或9月参加新GRE普通考试，即可享
有50%考费减免优惠！
如果在2011年8月1日至9月30日之间参加新GRE普通考试，不要错过50%考费减免的优惠机会。此项
优惠专门提供给首批参加新GRE普通考试的考生，此间的考试和9月之后的新GRE考试本身没有任何
不同，但是将为你节省一半的费用！
为了能享受50%考费减免的优惠，我们建议您自2011年3月15日报名开始后就尽早报名。请注意在
2011年8月1日至9月30日之间参加新GRE普通考试考生的成绩报告将在2011年11月中旬提供。因此
如果您需要在2011年11月之前获得成绩报告，请在2011年8月之前参加现行的GRE普通考试。

50% discount oﬀer applies to the GRE® revised General Test administration fee only for tests taken from August 1, 2011 – September 30, 2011.
Examinees who take the test during this testing period will be sent their scores by mid-November 2011. Fee and discount does not include all
applicable fees, Value Added or similar taxes. Cannot be applied to previous registrations or combined with any other oﬀers. Examinees who
register within the promotional period may reschedule during such promotional period, subject to applicable fees; however, any and all other
cancellations and rescheduled exams are non-refundable. Not valid for cash or cash equivalent. There are no guarantees of seat availability, so
examinees must register to reserve a seat. All other GRE terms and conditions are in eﬀect. ETS may modify or discontinue this oﬀer at any time
without notice.

选择你要参加GRE®考试的地点
GRE考试在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约700个考点，方便考生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考点。
目前在大多数地区，全年都可进行GRE机考。在无法实现机考的地区，新GRE考试将采用纸笔
考试的形式。
对于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以及韩国考生的重要信息
如果你将参加自2011年8月开始的新GRE普通考试，请注意之前的GRE机考笔试分开考试
（split test）形式将由计算机考试的形式代替，考试次数更为频繁。从2011年8月6日的第一次
新GRE考试起，今后每月将会有1-2场新GRE考试。考生将可以将语文、数学、分析性写作三
部分在同一天同一考场的计算机上一次性完成。实行计算机考试的另一优势就是更快速的成绩
报告周期，自2011年12月之后，考后10-15个工作日即可得到成绩报告。在2011年10月至12
月之间参加考试的考生，请登陆GRE网站查询具体的成绩报告周期时间表。
对于纸笔形式新GRE普通考试的重要信息
对于参加纸笔考试的新GRE普通考试的考生，新GRE普通考试的试题会设计和修改的更适合纸
笔考试的形式。首次纸笔形式的新GRE普通考试将于2011年10月22日开考，和正常的纸笔成
绩报告周期一样，考试结束后6周出成绩报告。
如果您需要在2011年11月之前获得GRE考试成绩报告，请参加2011年8月1日之前的GRE考
试，也就是现行的GRE考试。
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以及韩国等地区最后一次现行的GRE机考笔试分开考试（split test）考试时间
分析性写作部分（机试）——2010年9月19日-2011年5月7日
语文和数学部分（笔试）——2011年6月11日*
最后几次现行的纸笔形式GRE考试时间
2010年10月23日，2010年11月20日，2011年2月12日
考位有限，请尽早报名确保考位。关于考试日期及考场安排，请登陆GRE官方网站了解更多信息。
现行的GRE考试报名网站：www.ets.org/gre/registernow
报名参加在中国大陆地区举办的现行GRE考试，请登陆 http://cbt.etest.net.cn
*参加2010年9月19日-2011年5月7日期间举行的分析性写作部分考试（机试）的考生，需要报名2011年6月11日举行的
语文和数学部分的考试（笔试）。

新GRE®普通考试，现在你该如何准备
新GRE普通考试将于2011年8月1日登陆，以下建议可帮助你从现在开始进行准备：

1．查找你要申请的院校的GRE成绩递交截止日期：
a. 如果你选择在新GRE普通考试优惠期（2011年8月1日至9月30日）参加考试，可以节省
50%的考费。你的成绩报告将会在2011年11月中旬送出。
b. 如果你参加2011年10月至11月的考试，请在GRE考试的官方网站上查询关于成绩报告的
详细日程，了解成绩报告何时能被送出。
c. 自2011年12月起，新GRE普通考试的成绩报告周期将恢复正常，考试后10-15个工作日*
即可出成绩。
d. 如果你希望申请的院校要求在2011年11月之前收
到你的GRE成绩报告，请务必在2011年8月之前参加
现行的GRE考试，以确保你的考试成绩能够按时送
达学校。
2．尽早报名，确认自己参加何种考试，计划在何时何
地考试，确保考位
3．下载免费的备考资料开始练习。GRE考试的官方网站
上，为考生免费提供有新GRE普通考试和现行GRE考试的
样题和备考资料
4．了解更多关于新GRE普通考试的信息——有何变化以及为
何更好——请访问www.ets.org/gre/excitingchanges/learnmore
5．现在注册GRE官网，获取更全面的新GRE考试考生信息及新
闻。www.ets.org/gre/testtakernews/signupnow
* 纸笔形式的新GRE普通考试成绩报告周期为6周

访问：www.ets.org/gre/excitingchanges/learnmore
获取更多关于新GRE普通考试的信息

为即将到来的新GRE®普通考试做好准备！
以下是你需要知道的关于新GRE普通考试的重要日期：

月份

里程碑

2010
7月

• 免费的新GRE普通考试备考资料上线：

www.ets.org/gre/revised/prepare

2011

3月

• 3月15日，新GRE普通考试报名开始 （请注意如果你
需要在2011年11月之前取得GRE成绩，请立即报名，
参加现行的GRE考试）

• 8月1日：新GRE普通首场考试

8月-9月

• 8月1日-9月30日：在此期间考试可享受50%的考费
减免优惠。成绩报告会在2011年11月中旬送出

10月-11月

• 如果你在10月至11月之间参加考试，请登陆GRE官方
网站 www.ets.org/gre/revised/reporting, 查询详细
的成绩报告时间表，了解你的成绩报告会在何时送出

12月

• 恢复正常的成绩报告周期。成绩报告在考试结束后
10-15个工作日送出 *

* 纸笔考试形式的新GRE普通考试成绩报告周期为6周

不要错过关于新GRE普通考试的重要信息
现在注册GRE官网，获取将于2011年8月1日登陆的新GRE普通考试更全
面的考生信息及新闻，以确保你掌握所有关于新GRE普通考试需要知道
的细节。
www.ets.org/gre/testtakernews/signupnow

新GRE普通考试将于2011年8月登陆
更多信息，请访问：www.ets.org/gre/excitingchanges/learnmore

现在注册GRE官网，获取更全面的新GRE普通考试的考生信息及新
闻，以确保你掌握所有关于新GRE普通考试需要知道的细节。
www.ets.org/gre/testtakernews/signup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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