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머리말

  언어를 배운다는 것은 듣기, 말하기, 읽기, 쓰기를 배우는 것이다. 그러면 어느 것을 먼저 배

워야 하고 어느 기능이 더 중요한 것일까? 보통 말하기가 가장 어렵다고 한다. 맞는 말이다. 

그렇지만 듣지 못한다면 말할 수 없는 것이다. 상대방의 말을 먼저 들어야만 내 뜻을 전달할 

수 있으며 그래야만 의사소통이 이루어지는 것이다. 

  그러면 어떻게 하면 듣기를 잘 할 수 있을까? 이것은 누구나 다 갖는 공통적인 의문이다. 듣

기는 화자의 말만 듣는 것이 아니라 청자가 언제든지 화자로 전환될 수 있다는 점에서, 듣기란 

‘수동적 활동’이 아니라 ‘능동적 활동’이라 할 수 있다. 이러한 듣기를 잘하기 위해서는 무엇보

다도 맥락(context)의 이해가 중요하다. 또한, 맥락과 함께 배경 지식이나 문화에 대한 이해

가 필요하다.

  아시다시피, TOPIKⅡ 듣기를 준비하는 수험생들은 3급부터 6급의 모든 어휘들과 각 상황

에 대한 다양한 배경 지식을 숙지하고 있어야 한다. 일반적으로 3급의 출제범위는 일상생활

에 필요한 기초적 언어 기능 정도이지만, 4급부터 6급은 공공시설 이용, 뉴스, 신문기사, 한국

의 문화를 바탕으로 사회적 문화적 내용을 이해해야 하며, 또 전문 분야에서의 업무 수행 및 

정치, 경제, 과학, 의료 등 여러 사항과 심지어 친숙하지 않은 소재에 관해서도 이해할 수 있어

야 한다. 그러므로 TOPIKⅡ의 듣기를 잘하려면 위에 제시한 관련 지식사항과 어휘를 포함하

여 문법 지식까지 다방면에 걸친 포괄적인 학습이 요구된다. 아울러 이러한 것을 기반으로 하여 

반복적인 듣기 훈련이 필요하다.  

  듣기에서 무엇보다 중요한 것은 반복학습이다. 같은 유형을 여러 번 반복해서 듣다보면 전

체적인 글/대화의 맥락을 이해하는 요령도 생기게 되고, 또 같은 유형의 문제를 여러 번 반복

해서 풀다보면 노하우도 생기게 되는 것이다. 이 책은 바로 이러한 점에 착안하여 문제를 출제

하여 수험생들이 반복학습을 통하여 쉽게 문제를 해결할 수 있도록 하였다. 

  ‘숙능생교(熟能生巧)’라는 말이 있듯이 모든 것을 반복해서 하다보면 기술이 익혀지는 것처

럼 듣기도 마찬가지이다. 여러 번 같은 유형의 문제를 듣다보면 자신만의 노하우가 생기는 법

이다. 그러므로 여러분들이 이 책으로 열심히 반복하여 학습하다보면 분명 여러분만의 노하우

가 생길 것이며, 따라서 좋은 결과를 얻을 수 있을 것이다. 문제가 어느 한 분야에서만 출제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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는 것이 아니라 여러 분야에서 출제되기 때문에 여러분들이 다양한 어휘를 익히는 것이 무엇보

다 중요하다. 일차적으로 이 책에 제시된 단어들을 모두 익히기 바라며, 제시된 단어와 관련된 

다른 단어도 익히길 바란다. 듣기에서의 문법은 쓰기와는 달리 다소 모르는 것이 있더라도 뜻

을 이해하는 데는 큰 지장이 없기 때문에 책에 제시된 문법만으로도 충분하다고 본다. 따라서 

문법보다는 어휘를 익히고 확장시켜서 공부하고 반복하여 계속 들으면서 자신만의 특별한 방

법을 터득하는 것이 가장 중요하다고 본다. 전체를 다 들으려고 하기보다는 먼저 문제를 보고 

그 내용이 들리는지 안 들리는지 파악하는 것도 하나의 방법이라고 생각한다. 아울러 들으면서 

모르는 단어가 들릴 때는 당황하지 말고 계속 들으면서 전체적인 맥락에서 추측하면 된다. 

  2014년 7월 35회부터 2019년 4월 63회까지 시행된 TOPIKⅡ의 듣기 50 문항을 분석해 보

면 모두 20가지 유형으로 나누어 볼 수 있다. 그런데 이 책에서는 20개의 유형을 10개의 유형

으로 만들었다. 1번부터 20번까지는 모두 5개의 유형으로 나누어 설명했으며, 21번부터 50번

까지는 중복되는 형태의 문제를 같이 묶어서 역시 모두 5개의 유형으로 만들어 학습자들이 공

부하기 쉽도록 구성하였다. 다시 말해 학습자들이 중복되는 유형을 집중적이고 효율적인 방법

으로 다양한 형태의 문제를 공부할 수 있도록 구성하였다. 아울러 이 책은 꼭 외워야 할 단어, 

문법 사항과 관용어 표현들을 학습 전후 자료로 제시해 놓았으므로 학습자들은 제시된 단어들

을 모두 외우고 문법사항과 관용어 표현들도 꼭 기억해야 할 것이다.    

  이와 같이 구성한 것이 바로 이 책의 특색이라고 할 수 있다. 따라서 학습자들은 비슷비슷한 

문제에 혼란을 겪지 않으며, 한 눈에 어떤 유형인지를 공부하면서 그것에 대처할 수 있도록 구

성한 점이 다른 책에서 찾아볼 수 없는 독특한 구성방식이라고 할 수 있다.

  모쪼록 TOPIKⅡ를 준비하는 모든 수험생들이 이 책을 유용하게 잘 활용하여6급을 획득하

기 바라는 바이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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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学习一门语言就是学习这门语言的听、说、读、写。那么，应该先学哪一项呢？

哪一项能力更重要呢？一般来说，大家普遍认为口语是最难的，确实如此。但是，如

果听不懂，那就无法表达。只有先听明白对方的话语，并且能够表达出自己想要表达

的意思，沟通才能实现。

  那需要怎样做才能练好听力呢？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疑问。听力并不是只听话者的

话语，因为听者随时可能转化为话者，因此听力并不是“被动行为”，而可以被称为

“主动行为”。练好听力，最重要的是对文章/对话脉络(context)的理解。而且，在

理解文章/对话脉络的同时，还需要对背景知识和文化有一定的理解。

  众所周知，备考TOPIKⅡ（中高级）听力的考生们，必须熟知从3级到6级的所

有词汇以及各种语境下的背景知识。一般来说，3级的出题范围虽然只涉及日常生活

中所需要的基础语言，但是，4级到6级的出题以公共设施的使用、新闻、报纸、韩国

文化为基础，要求对社会文化类的内容有所了解。不仅如此，还要了解专业领域的业

务以及政治、经济、科学、医疗等各种事项，甚至是不熟悉的素材。因此，想要练好

TOPIKⅡ（中高级）的听力，需要对以上所提及的有关知识、词汇以及语法进行全方

面的系统性学习。同时，需要以这些为基础，进行反复的听力训练。

  听力最重要的就是反复练习。反复听同一种类型的文章/对话，可以逐渐把握理

解整体脉络的要领；反复练习同一题型，则可以逐步掌握解题技巧。本书正是着眼于

这一点进行出题，让考生通过反复练习，轻松答题。

  正所谓“熟能生巧”，任何事如果经过反复练习，定能掌握技巧，听力也是如

此。反复听同一类型的题目，能够发现自己特有的解题技巧。所以，如果各位反复学

习本书，一定能够找到自己的专属技巧，从而取得理想的成绩。TOPIK试题并不局

限于单一领域，而是涉及多个领域，因此，最重要的是熟知各种词汇。首先，希望考

生能够熟悉本书中出现的所有单词及其关联词。听力中的语法与写作中的语法不同，

即使出现一些不懂的语法，也不会对内容理解造成很大的障碍。因此，我认为，本书

中出现的语法就足够应付考试了。与语法相比，我认为更重要的是熟悉词汇、扩充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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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量、反复练习，在听的同时领悟到专属于自己的方法。与其试图把整段听力完整地

听完，不如先看听力题目，了解是否能够听到相关内容，我认为这也不失为一种好方

法。同时，在听听力时，遇到不懂的单词时也不要慌张，继续听，根据全文脉络推测

单词意思即可。

  对2014年7月第35届到2019年4月第63届TOPIKⅡ所有听力试题进行深度分

析，可以将其分为20种题型。但在本书中，将20种题型精简为10种题型。本书将第1

题到第20题分为5种题型进行解释说明，将第21题到第50题中的重复题型放在一起，

也分为5种题型，以方便考生学习。换句话说，本书把相同题型的题目集中起来会更

便于考生有效地学习。同时，本书将需要背诵的单词、语法和惯用语表达也归纳整理

出来，作为学习资料，考生必须背诵所有单词，记住语法和惯用语的表达。

  以上的题型梳理正是本书的一大特色。考生不会因为相似的题型而产生混乱，题

型一目了然，这种编排方式是其他备考书所没有的。

  希望所有备考TOPIKⅡ（中高级）的考生能够有效地使用本书，顺利通过6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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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考指南
1-0

题型说明

题型1是“选择图案/图表”，即听完男女对话或男子/女子的一段独白后，需要选择与

所听内容相符的图案或图表。此题型共3小题，6分，所占分值比例为6%。以第60届TOPIK

考试为例，此题型分布在第1~3题中。

该题型可以分为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中，考生听完男女对话后，选择可以跟对话相

匹配的场景。第二种形式中，考生听完男子/女子的一段与数据相关的独白后，需选择跟

录音内容相符的图表，如折线图、柱形图、饼状图等。

在做“选择图案”题的时候，首先需要看懂各图所表示的场景，再根据对话内容进行

选择。该题型包含的场景比较多样，场景之间也存在着差别，如，同样是在医院，既有来

医院挂号的场景，又有接受医生检查的场景，还有接受注射的场景等。考生可以根据物件

布置、人物动作以及相关文字标示推测出场景主题。然后，在听懂对话内容的基础上，选

出正确的场景。

在做“选择图表”题的时候，听对话内容之前，考生同样需要先看懂图表，听清楚关

键的数字或相关表达。关键的数字包括数值和百分比等，关键的表达包括“가장 많다(最

多)”“뒤를 잇다（紧随其后）”“최고이다（最多/高）”“다음이다（其次）”“……순

이다（按照……顺序）”等。

该题型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考生一方面需要积累相关单词和句型，为听懂内容

做准备，另一方面也需要掌握以上做题技巧，提高答题的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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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备句型
1-1

句型示范

1.	-는	중이다

通常接在动词词干之后，表示某件事情正在进行，相当于“正在做……”。

例  지금 짐을 싸고 있는 중이에요.  现在正在收拾行李。

2.	-아/어/여	있다

通常接在动词词干之后，表示前一行为状态继续维持，相当于“在……”。

例  남자와 여자는 밖에서 배낭을 메고 서 있어요.  男子和女子背着背包站在外面。

3.	-ㄹ/을	줄	알다/모르다

通常接在动词词干之后，具体用法如下：

（1） 用于知道/不知道做某事的方法，或是否有做某事的能力，相当于“会/不

会……”。

   例  혹시 오토바이 탈 줄 아세요? 你会骑摩托车吗？

（2）表示某种事实或者状态，相当于“知道/不知道……”。

   例  나는 그 식당이 일찍 문을 닫을 줄 몰랐어.  我没想到那家餐馆会那么早关门。

4.	-ㄴ/은/는	줄	알다/모르다

通常接在动词、形容词词干之后，具体用法如下：

（1）表示知道或不知道某种方法或事实，相当于“知道/不知道……”。

   例  나는 철수가 내일 떠나는 줄 알았어.  我知道哲洙明天会离开。

（2）表示想法，相当于“以为……”。

   例  그 부부는 자기 자식이 공부를 잘하는 줄 알고 있어요. 

那对夫妇还以为自己的孩子学习很好呢。

5.	-나	보다

  通常接在动词词干之后，表示说话者持有充分的根据进行推测，相当于“看来……”“好

像……”，可与“-는가 보다”互换使用。

例  전원을 꼽지 않았나 보네.  好像没插电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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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ㄴ/은가	보다

通常接在形容词词干之后，表示说话者持有充分的根据进行推测，相当于“看来……”。

例  수미는 몸이 아픈가 봐요.  秀美好像身体不舒服。

7.	-(으)려다가

通常接在动词词干之后，表示想要做某种动作，但是中途放弃或是转为别的动作，相

当于“本来想……”。

例  여자가 사진을 찍으려다가 경비원에게 주의사항을 듣고 있어요. 

女子本来想拍照，但从保安那里得知了注意事项（不允许拍照）。

8.	-고(서)

通常接在动词词干之后，具体用法如下：

（1）表示前面的行为结束后，其结果产生了后面的行为。

   例  그는 전화를 받고서 나갔어요.  他接到电话出去了。

（2）表示前面行为是后面行为的手段或方法。

   例  자동차를 몰고서 시내로 나갔어요.  开车去了市区。

（3）表示前后内容相互对立。

   例  그는 이 사실을 알고서 모르는 체 했어요. 

他明明知道这一事实，还装作不知道的样子。

9.	-(으)며

通常接在动词、形容词词干之后，具体用法如下:

（1）连接两种及两种以上的行为或状态，可与“-고”互换使用。

   例  한국 사람들은 소박하며 정답습니다.  韩国人朴实多情。

（2）表示前后内容同时进行，相当于“一边……一边……”，前后主语必须一致。

   例  두 사람은 팝콘을 먹으며 계단을 올라가고 있어요. 

两个人吃着爆米花，走上楼梯。

10.	뒤를	잇다

通常接在名词之后，具体用法如下：

（1）表示接替、继承某一职务或身份。

   例  그녀는 아버지의 뒤를 이어 여왕이 되었습니다. 

她继承父亲的王位，成为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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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表示前面内容发生之后，后面内容接着发生。

   例  여성은 해외여행이 가장 많았고 뒤를 이어 국내여행, 취미활동, 가족 모임 순으로 

남성과 여성의 계획이 다르다는 것을 알 수 있었습니다. 

女性出国旅行的人数最多，随后依次为国内旅行、兴趣活动、家庭聚会，由

此我们可以知道，男性和女性有不同的计划。

11.	-ㄴ/은	결과

通常接在动词词干之后，表示后面内容是前面行为的结果，相当于“……的结果

是……”。

例  70세 이상 할아버지, 할머니를 대상으로 받고 싶은 명절 선물을 조사한 결과 현금이 가

장 많이 받고 싶은 선물로 나타났습니다.  

以超过70岁的爷爷奶奶为对象，调查节日最想收到什么礼物，结果显示，最受欢迎

的礼物是现金。

12.	-에	대하여

通常接在名词之后，表示论述的对象，相当于“关于……”“对于……”，可与“-

에 관하여”互换使用。

例  옷을 구입하는 기준에 대하여 20대 여성 500명을 대상으로 설문조사를 실시하였습니다.  

以年龄在二十几岁的500名女性为对象，对购买衣服的标准进行了问卷调查。

13.	-을/를	대상으로	

通常接在名词之后，表示以某件事物作为对象或目标，相当于“以……为对象”。

例  60대 여성을 대상으로 가장 많이 보는 TV 프로그램을 조사한 결과, 연속극을 가장 많이 

보는 것으로 나타났으며, 그 다음 가요, 뉴스 순으로 나타났습니다.  

以年龄在六十几岁的女性为对象，调查最常收看的电视节目，结果显示，收看连续

剧的人数最多，其次是歌谣、新闻节目。

14.	-(으)로	나타나다

通常接在名词之后，表示根据调查研究出现某一结果或现象，相当于“据……表明/

显示……”。

例  화장품은 계속 증가했지만, 의류나 기타 상품들은 계속 감소한 것으로 나타났어요.  

调查显示，虽然化妆品的销量持续增加，但服装或其他商品的销量一直在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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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고	나면

通常接在动词词干之后，表示某一行为结束之后进行其他行为，相当于“……之后，

做……”。

例  다 심고 나면 물 좀 많이 줘야겠어요.  都种完之后得多浇水才行。

16.	-에	따르면

通常接在名词之后，表示根据或者依据某一参考内容，相当于“根据/依据……”。

例  한 보고서에 따르면 2010년부터 2018년까지 비행기 수하물 사고 수는 2014년에 최고였

다가 감소하고 있습니다. 

根据报告，2010年至2018年之间，飞机的行李事故在2014年时最多，之后持续减少。

17.	-았/었/였다가

通常接在动词、形容词词干之后，具体用法如下：

（1） 表 示 前 一 行 为 结 束 后 ， 发 生 了 与 前 一 行 为 相 反 的 行 为 ， 相 当 于 “ …… 后

来……”。

   例  그는 원래 그녀를 아내로 맞으려고 했다가 뒤에 마음이 변했어요. 

他本来决定娶她为妻的，后来又反悔了。

（2）表示某一动作或状态持续出现，产生了某一结果。相当于“……结果……”。

   例  나는 친구에게 충고를 했다가 도리어 사이가 멀어졌어요. 

我向朋友提出忠告，结果我们俩的关系反而疏远了。

辨析：“-았/었/였다가”与“-다가”的区别

两者都表示某一动作或状态中断，转向另一动作或状态，但“-았/었/였다가”表示进行中的

动作或状态已结束，而“-다가”表示还未结束。

18.	-아/어/여서	그런지

通常接在动词或形容词词干之后，表示话者对原因或理由的推测，相当于“可能是因

为……”。

例  비행기를 오래 타서 그런지 좀 피곤하네요. 

大概是长时间坐飞机的原因，感觉有点疲惫。

19.	-던데(요)

通常接在动词或形容词词干之后，具体用法如下：

（1）回忆过去的某一场面，并对当时得知的事实表示感叹。

   例  철수가 잘 달리던데.  哲洙跑得很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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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向听者传达过去的某一情况，同时期待对方的反应。

   例  그 사람은 집에 있던데…  那个人在家呢。

20.	-더라고(요)

通常接在动词或形容词词干之后，主要用于口语，具体用法如下：

（1）表示对过去的事情回想并转述。

   例  그녀는 그와 같이 가더라고 하던데…  她说和他一起去的。

（2）表示话者叙述自己过去的经历或者得知的事实。

   例  한번 가봤는데 너무 예쁘더라고요.  去看过一次，太漂亮了。

21. -ㄹ/을게

通常接在动词词干之后，表示话者自身的意志，或者向听者承诺做某事。

例  나 먼저 갈게.  我先走了。

22.	-에	비해(서)/비하여

通常接在名词之后，表示以前面的内容为比较对象，相当于“与……相比”。

例  철수는 영희에 비해서 영어를 잘합니다. 哲洙比英姬英语好。

辨析：“-에 비해（서）/비하여”与“-보다”的区别

“-에 비해”和“-보다”均表示比较的对象，“-에 비해”常用于书面语或正式场合的口语，

“-보다”多用于口语。

23.	-ㄹ/을	테니까

通常接在动词或形容词词干之后，具体用法如下：

（1）主语为第一人称，表示话者的意志，相当于“我会/要……”。

   例  다시 연락할 테니까 좀 기다려 주세요.  我会再联系你的，请等我一下。

（2）主语为第三人称，表示话者的推测，相当于“可能……”。

   例  오늘은 집에 손님이 오실 테니까 일찍 돌아와요. 

今天家里可能会来客人，你早点回来。

24.	-길래

通常接在动词或形容词词干之后，表示直接根据或理由，主要在口语中使用，书面语

中用作“-기에”，相当于“因为……”。

例  어제 친구와 백화점에 갔다가 이 모자가 예뻐 보이길래 샀어요.

 昨天我跟朋友去百货店，觉得这顶帽子很好看，就买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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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背单词
1-2

1. 和生活用品有关的词汇

밥솥 名  饭锅

수하물 名  行李

엘리베이터 名  电梯

2. 和动作有关的词汇

모바일 名  移动通信

설거지 名  洗餐具

파손 名  破损

헬스 名  健身

쏟다 他  倾倒

예상되다 自  预料，预测

젖다 自  浸湿

닦다 他  擦，抹

누르다 他  摁，压

줄어들다 自  变少

심다 他  种

파다 他  挖

올라오다 动  登上来，上来

바라보다 他  注视

세탁하다 他  洗

갖다 他  具有

깨지다 自  打破

감소하다 自  减少

차지하다 他  占据

3. 和人有关的词汇

진학률 名  升学率 낮잠 名  午睡

4. 和性质状态有关的词汇

답답하다 形  烦闷

5. 和程度有关的词汇

미만 名  未满

급격히 副  急剧地

꽤 副  很，颇为

扫一扫，听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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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题练习
1-3

※ 다음을 듣고 알맞은 그림을 고르십시오. (각 2점)

1.

①	 ②	

③	 ④	

扫一扫，听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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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① ②

③ ④

3.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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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① ②

③ ④

5.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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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① ②

③ ④

7.

① ②

③ 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