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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College education should 

only be available to people who have done well in secondary school.  

 

2.  

Describe a performer, an actor or a musician, etc. that you think is great. Please give 

specific reasons why you think he/she is a great performer.  

 

3.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Children should be required 

to help with household tasks as soon as they are old enough to do so. Use specific 

reasons and examples to support your answer.  

 

4.  

【學校通知】：學校打算新開一門課程,教學生如何寫project和thesis,並強制學生參加。【學

生對話】：男生很喜歡這個課程，原因有三：一他本身不會寫thesis，他心理學的一個project

修改了兩次才最後通過，這個課程對他很有用二》可以看到別的學生怎麼寫，學習別人好的地

方三》也可以看到別的學生的錯誤，下次再自己的project裡面避免類似錯誤。 

 

5.  

【學校通知】：關於學校的咖啡廳又一個新計畫：允許學生辦音樂會【學生對話】聽力：女學

生說太好了，第一，她是個音樂家，彈吉他又唱歌，這樣的話給像她這樣的學生提供了表演機

會，練習在觀眾前放鬆表演，還有怎麼用麥克風什麼的。第二，音樂會是免費的，這樣的話好

多學生可以不用擔心負擔不起。男聲基本上就隨聲附和...  

 

6.  

【學校措施】：辦一個art fair，然後藝術的學生就有機會展示並可以賣出自己的作品，其他學

生也會更瞭解藝術學生們，（原因1是可以説明art students展示作品，原因2是可以donate掙

到的錢,所得profit捐給一個art studio的建設項目。）並且可以要求賣出作品的藝術學生捐錢

用來建設新的藝術系的大樓。【女生反對】：自己就是藝術生，可以在student center裡展示，

就夠了，而且得到了學生們很好的反響。並且強迫賣出作品的學生捐錢並不公平，如在

student center展出錢就可以自己留著 

 

7.  

 

關於植物的自我保護。教授舉了近期的experiment：先是把一種植物的branch給cut了，是為

了模擬被蟲吃。然後測到它放的一種化學物質。然後測它周圍的植物，它們放了另一種化學物

質讓昆蟲遠離。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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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operant conditioning ，教授舉了兩個例子，提問題不舉手，擾亂課堂的，是rude的行

文；提問題要舉手啥的，你表揚他，他就繼續這麼幹。然後說了一個例子，說有個小孩叫J什麼

的，老是在課堂瞎舉手當他有問題的時候，但這破壞了課堂。然後有一次，別的小孩都在外面

玩，只有他在教室,中間有一點沒聽明白,總之是你為了教導他,然後鼓勵他說,你舉手的行為很好,

你問題很棒,然後他很開心，以後就懂得了先舉手在問問題。  

 

9.  

【學生問題】：一個女學生很喜歡週五的hiking trip,但是同時她還要move to a new 

apartment,時間衝突，【解決方法】：兩種選擇一：提前搬家，搬家以後不耽誤參加hiking 

trip,二白天去hiking trip,後來之後夜裡搬家，問題問你簡單summarize the problem and 

then explain which solution you prefer and why.  

 

 

10.  

一個女生申請嚮往的雜誌社的summer job，是畢業想工作的地方，但是發現申請截止日不是

下周而是明天中午，不知道怎麼辦好，雜誌社距離不遠，坐車1小時，女生想明天一早去，男

生提醒他明天一早有生物課review，除非特別早去然後趕回來；或者叫快遞。女生擔心快遞送

不到，因為很重視這個job  

 

 

 

11.  

男的申請暑假的一份實習工作（summer intern），在填寫申請，可以附帶一封推薦信

recommendation letter，之前因為忙考試，現在要趕寫，時間有點來不及。他可以找

economics teacher寫，一定會是優勢，但是沒有多少時間剩下了，不一定來得及。也可以不

寫直接交（file出去），不用推薦信，但是必須把其他申請材料寫的很好，但不知道這樣是不是

good enough。  

 

12.  

對不同市場採取不同的策略, 分為consumer market和industrial market。教授首先講企業需

要決定自己的行銷物件，然後採用相應的打廣告的方法。然後講了兩種形式：一種是針對廣大

消費者，那麼企業就要廣泛做廣告。另一種是針對特定組織或者商人的。舉了一個例子是

office furniture ,這種情況下直接和人家的領導談就好了  

 

13.  

【講座內容】：關於人類行為如何影響native fish。第一，人類為了船運，連接了好多湖和海，

引進了新魚群，或大型的海魚，有的會變成native fish的predator，降低得native fish的數量;

第二，改變了湖的溫度。人類為了造房伐樹，但是本來樹是可以遮陽，從而降低湖水溫度的，

低溫的湖水會帶來更多的氧氣，但是現在氧氣減少了，native fish就會窒息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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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閱讀說關於大象有三種很奇幻的說法：  

1，大象能預知自己將死，並找到水邊獨自死去，形成“grave”。 

2，大象有藝術和繪畫的能力，能拿筆劃畫。（能用鼻子畫個花）  

3，大象怕小老鼠（有個實驗把他和老鼠放在一起）。 

聽力裡駁斥 

1，大象是因為老了而牙齒脫落，要軟的食品，只能吃軟的草，而在水邊才容易找到。body多

在水邊發現，並不是他們能感知死亡 

2，大象會畫畫是因為有人訓練它教它動作（訓象人用摸耳朵的方式）並不是它真的有能力。

（只是記住了line 沒有創作）  

3，大象不是怕老鼠，是因為它對沒見過的東西警覺，這是動物本能，因為它突然冒出來了，

本能躲了一下。熟悉了之後就不怕了。當動物園裡的大象（對老鼠熟悉了），就根本不在乎了。 

 

15.  

閱讀：越來越多的人對在大公司上班失去了興趣，而自己開公司(self-employed)：  

1，大公司上班有太多bureaucracy，難以實現自己的idea。 

2，大公司上班工作穩定感大大不如從前。 

3，大公司最近幾年不提供extra benefits，比如退休金，更低的醫療保險。 

 

聽力裡駁斥 

1，自己開公司要面對的手續會更多。 

2，自己開公司明顯更有風險，穩定感更不強。 

3，自己開公司extra benefits更沒有保證。 

 

16. 

文章說記錄醫學（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要比paper based好，理由：  

1．省錢（減少storage和運輸費用）  

2．減少錯誤發生 

3． 提供research data。促進醫學研究。 

listening反駁閱讀 

1．醫生即使有電子記錄仍然會留一份paper record（作為應急使用）  

2 ．醫生喜歡用paper記錄（在examine patient 的時候），然後讓別的人把記錄輸入進電

腦， 這樣更容易出錯（由於poor handwriting）。 

3 ．醫學病歷不可以隨便用，有法律保護的，只有所有者同意才能使用，所以依然麻煩 

 

17. 

閱讀關於新物種引入所帶來的負面影響：破壞生態平衡，破壞當地資源，破壞當地經濟 

1. imported species may do harm to local ecosystem  

2. imported species destroy the useful aspects of local species.  

3. imported species adds the local economic bu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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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力分別反駁三個觀點，對得很工整：  

1．農作物引入是一個好事情（imported species doesn’t always do harm to local 

ecosystem，以agriculture為例）  

2．對於資源的破壞要取決於各地的情況，一種叫Cane toad的動物（reading中的例子）引入

以後幫助了Florida消除害蟲（imported species doesn’t always destroy the useful 

aspects of local species, it depends on local circumstance. 

以Florida引進的toad為例。） 

3．對於經濟的破壞也要看不同經濟，一種叫mes-的植物（也是reading中的例子），成為了

人們餵養牲畜的飼料和生火的燃料（imported species adds the local economic burden, it 

depends on local circumstance.以Mesquite imported into Africa為例，food and 

firewood.） 

18.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Parents do not understand 

their children as much as well as did 50 years ago.  

19.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Today people cannot buy 

products based on information in their advertisements because advertisements are 

less honest than before.  

20.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The rules that the whole 

society today expect young people to follow are too strict.  

21.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We can learn about a person 

from the books and movies which this person likes. 

 

Daniel老師: 英國劍橋大學畢業 十年托福教學經驗 指導學生托福快速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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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的課是每個禮拜準備托福的最大動力 

Daniel 老師您好: 

真的很謝謝老師，老師的聽力和口說課程，是我那時候每個禮拜準備托福的最大動力 

也謝謝老師提供的網站和題目，真的很實用!! 

也很謝謝老師那時候私底下給我的一些建議 

因為老師我才能第一次考托福就考了 103 分，其中口說更拿了 27 分，也順利申請到

下個學年度上學期的英國南安普頓大學交換學生 

我九月就要去英國了!!!!!!! 

真的真的很感謝老師，好慶幸自己在托福的時候遇見了一個那麼好的老師，謝謝您 :) 

Maggie 

 

Daniel 老師臉書: 歡迎加入與老師討論你的留學計畫 

https://www.facebook.com/TOEFLPRO 

聯繫電話: 0928-011-0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