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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題組 
1. 醫生，老師，農民，哪一個職業對社會貢獻最大？ 

2. 同意或不同意，為了過的快樂，去做喜歡的的工作 

3. 是有個人在校刊上說要申請給nature club 更多經費 

聽力裡女的說，不一定要跟club 才能接近自然，還有進了自然也不一定學到啥東西。 

4.閱讀材料給了一個心理學概念，解釋：人們都喜歡accept 那些跟你想法一樣的東西， 

而ignore那些不一樣的東西。聽力材料裡教授舉了例子說，他的一個女性朋友想買一種新型 

car，不燒油的。她光看關於優點的相關新聞，不看車的缺點報導，比如新型車不穩定，repair 

費用高。讓你結合聽力的例子解釋這個心理學概念。 

5. 表演課要求兩人表演，一個男生A的搭檔要drop那門課，他的女同學B給他建議，可 

以自己演，可以找別人代替，女同學B就可以代演，問兩個suggestion是什麼，你覺得哪種好？ 

6.farmer選擇desirable feature的品種種植作物。舉了例子說，wheat，原來很多成熟的時 

候都倒在地上，farmer選擇那些不倒的繼續種。peach原來果實很小，farmer選擇果實大的繼 

續種植。讓舉例說明什麼是選擇性種植。 

 

1.easter island 的居民是從南美過去的。三個理由：A 南美居民當年完全可以乘坐raft，借助 

風力和技巧到達該島。 B 島上發現的一個stone wall 和南美wall 結構一樣，肯定是南美人 

的技術? C 一些植物是南美的品種，必為人帶來。 

1)靠著風把船吹過去的。。。。。。 

2)那裡的wall 和在南美的一樣 

3)那裡的植物和南美的一樣 

4)如果是南美人過去應該在島上會發現南美的玩意，但是沒有 

5)wall 其實不一樣。島上的是中空(hollow)的wall 

說植物的種子是從海裡漂過去的，然後再島上生根發芽(證據是研究表明，種子在海水裡泡 

n 天，還是能長) 

 

  

090222CNS/5/6  

S5. 是校報上面因為失誤某人沒聯繫上，少了篇文章，該怎麼辦啊?然後那個男同學提出了兩個

解決方案。要不就找個poet來寫文章，要不就放招工廣告。 

S6. 是講小孩子1歲和三歲發展創造力和想像力的，1歲時開始發展創造力了，但是比較弱。三

歲的時候就不一樣的，就得到了強烈的發展了，小朋友都坐在籃子裡面把籃子當車模仿開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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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222CNW1 寫作1【綜合寫作】 

小作文，閱讀材料就是在Ghost Ranch發現

了一群恐龍化石，（the explanation of the 

death of a herd of dinosaurs found in 

Mexico.）同一時間死的。然後給出了三個可

能的原因：  

1. 掉進泥沼出不來死的（they may be stuck 

in the mud and can't escape）  

2. 是毒死的，水塘有毒（they may have 

been poisoned to death since there are 

poisonous chemicals found in their 

body.）  

3. 是 被 洪 水 淹 死 的 。 （ sudden flood. 

because the skeleton of the dinosaurs 

remain complete.）  

聽力教授就對三個論點分別質疑並給出證

據。 

1. if they are stuck in the mud, 

they...(forgotten)...  

2, the remains of the fish is found. so the 

water won't be poisonous.  

3, the pose of their death body indicates 

that the death may have happened 

before the flood.  

 

 

 

 091018CNS5  

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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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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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018CNW1 寫作1【綜合寫作】 

reading passage：美國有些farm常常受到

hail的破壞，導致缺水。有一種方法叫cloud 

seeding，把碘化銀打到天上然後可以使本來

接 近 freezing 溫 度 的 hail 最 後 變 成 light 

snow，就不破壞農業了。三個evidence能證

明：  

1. lab experiment  

2. results in Asia  

3. local study  

聽力反駁  

1. 實驗室成功，現實中未必。因為碘化銀不僅

能夠減少hail，還可以減少很多自然現象比如

snow 、 rain ， 這 樣 會 導 致 這 些 farm 的

drought問題，更不好。 

2. 亞洲的情況不能repeat，因為都是在亞洲的

city，而城市污染水準很高，恰恰particles可

以 在 cloud seeding 時 與 碘 化 銀 發 生

reaction，但是US是要在沒有污染的農田上空

進行，所以不可靠。 

3. 的確本地有些地方的記錄表明用了cloud 

seeding技術使得hail轉化、災害減少了，但

是不僅在想要減災的地區，而且在沒有使用該

技術的周邊地區也發生了。這說明可能是氣候

因素。 

 

 

 

 091114CNS3S4S5S6  

S1：Describe a most unforgettable success in your life. Explain why it was important to 

you. Include reasons and examples to support your response.  

S2：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It is never too late for an 

old person to receive high education and to get a university degree. Use specific reasons 

to support your answer.  

S3：有學生寫信給computer lab,學校出了新規定：限定每個學生每個月只能列印100張。理由

1、學生們浪費紙張太多。理由2、印表機經常卡紙。女生反對此計畫。理由1、不是學生想浪

費紙，而是有太多的材料要用，而且有時候不知道什麼材料會用到，什麼不會用到。理由2、

印表機經常卡紙是因為印表機太舊了。如果換新的印表機，就不會老卡紙了。問題：轉述女生

對公開信裡的計畫的態度和她持該態度的兩個理由 

S4 ： advancing crediting ： a method that teacher help children to learn social 

appropriate behavior。小孩對praise的不同反映，你要是事先表揚他們，再讓他們做什麼，

他們就不太聽話。你要是等做完事情後在表揚他們呢，他們就能夠表現的好。Lecture:教育學

的教授講一組實驗：研究人員到一個小學去，給孩子們發糖，看他們能不能keep classroom 

neat.第一次，把小朋友放一個房間裡，給他們糖吃，看他們在老師不提醒的情況下有多少人把

糖紙扔到地上，有多少人扔到垃圾桶裡，大部分小孩子們都把糖紙扔地上DRORP ON THE 

GROUND，只有少數幾個人扔到垃圾桶裡。研究人員讓老師一直表揚那些做的對的小朋友。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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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揚那些表現好（behavior proper），保持環境的小朋友，說他們是乾淨的小孩。過了一段

時間，再做這個試驗，大部分小朋友就都把糖紙仍在垃圾桶裡。  

S5:女生在圖書館看書，忽然想起要趕去教室做她的presentation，路程是10分鐘，時間很緊了。

男生告訴他下大雨了。沒帶傘。Lecture:有兩個解決方案：男生說出方案1、男生借給女生雨傘，

但是雨傘在不遠的另一個地方，去取的話要幾分鐘，然後女生會遲到。女生自己說出方案2、

冒雨跑去教室不會遲到，但全身濕淋淋，書和筆記本也全濕掉。描述女生遇到的難題，男生給

的兩個建議，你的建議，為什麼。 

S6:動物欺騙捕食者predator以保護自己defense的兩種方法behavior：舉了一個動物(蛇)，說

是這個動物用2種方法：、1）fool predator。說是做出它們要反擊的動作（bite），其實它們

不是真的要bite, and move suddenly to scare the predator, predator就給嚇跑了。 

2）misleading：裝死，對吃活物捕食者百試不爽。翻白眼，張嘴巴，讓捕食者以為它們死了。

捕食者就走了，等捕食者走了，蛇再活過來。 

 100424CNS3S4S5S6 

Question 3 Reading part Listening part 

閱讀講的是有人寫信

給學校，要求把期末

的 1 天的複習之類的

活動延長至 3 天。 

  

男生問女生：你有什麼看法。女生

說：不太好。第一，學習應該是一個

持久而長期的過程，不是在最後期末

時來一蹴而就的。第二：professors

到期末都很忙，學生也不好 make a 

appointment with them。 

  Question：Explain the woman’s opinion towards the school 

announcement and why she holds that opinion. 

Question 4 Reading part Listening part 

閱讀講植物 root 

systems 在 desert 裡

對水的吸收情況。 

教 授給了一種沙漠中的植物的例

子，這種植物從地面上看彼此間間隔

很遠，它們有發達的根系，而且當一

株植物的根碰到另一株植物的根時，

原來那一株植物的根就會 釋放一種

化學物質，使這株植物的根停止生長

或者改變生長方向，釋放那種化學物

質就好像植物在說，這是我的地盤和

我的水。 

  Question：用聽力的例子來解釋對 latent knowledge 的理解 

Question 5 一個女生學新聞的想聽一個講座，但是她剛剛才在圖書館找

到一份兼職，下了課就要去工作沒辦法聽講座。 

辦法 1：去跟她老闆說清楚情況,但是她才剛開始工作她覺得

不好。 

辦法 2：是這個講座會錄音,她可以去借錄音帶，但是這樣她

就不能與演講者交流問問題了。 

【問題】：Briefly summarize the problem and two possible 

solutions. Then state which solution you recommend and 



THE EGG 英語蛋托福衝刺課程 www.theenglishegg.com 
 

5 

 

explain why. 

Question 6 marketing strategy.講到一種叫 second interest 的策略，就是

商家通過買一送一的方式吸引顧客，增加銷售量。講到的例

子是買電腦的通過買一台免費送 game video，吸引也喜歡遊

戲的顧客。還可以通過教顧客一些怎麼使用電腦的課程來與

顧客保持聯繫，或者就免費送這種課程，一直聯繫顧客的話

也許下次顧客想要買與電腦相關的產品時就還是會來這家店

買。 

 

 100710CNS4  

S4 講suspension of disbelief 就是看表演的時候，不要把演員當成演員，而是帶著自己的情感，

感受裡面的劇情和內容。講到我的室友Richard在臺上表演,裝一個行動慢的老人（dress up 

like an old man），一開始，感覺就是室友，後來看著，就把他當成戲裡的一個角色了，是一

個老頭，家裡窮，重病在床，很淒慘，所以我很傷心。後來他一家團圓，大家找到工作，有錢

了，他病也好了，我很開心。 

 

100724CNS3/4/5/6  

S3. 學校讓學生學音樂還要寫論文 學生不爽 覺得強迫沒有好處而且沒有時間寫論文 

S4. 一種動物只吃一種食物，這種食物對別人有害，優勢是沒有食物競爭，劣勢是食物一旦收

到影響就無法生存聽力中舉例澳洲的koala吃一種有毒的樹澳大利亞發展後樹少了有危險了"  

S5. 學生把筆記本丟了這個筆記本裡有週五test的資訊很重要然後有3個解決方法向同學抄;老師

再給她講一遍;她有個朋友是這個學科的顧問，請教她。 

S6. 兩個人爭吵無法解決問題需要第三個人出現解決2種方式1讓他們兩個達到一致都妥協 2聽

完兩個故事判決誰是對的誰是錯的然後一方贏一方輸  

 

 

 101114CNS3/6  

S3. 閱讀說學校有新規定，蹺課4次以上要給很低的分。聽力：女學生說沒意思，反正我最多只

逃2到3次。男學生也說沒意思，反正每個教授都有自己的規定，學校的規定不會有影響。 

S6. 眼淚有保護眼睛的功效，分幾種眼淚，有一種是經常產生的，可以保濕，還可以殺菌;還有

一種不經常產生，眼睛進沙子了就會產生。  

 

 110320CNS4  

S4: 教育學文章，logical consequence與inappropriate behavior之間的關係。就是說懲罰孩

子要和為什麼聯繫到一起，他才不會再犯。教授舉了個例子是教授原來在大學教小孩畫畫。有

一個叫Mary的小孩，讓她畫畫她畫到了桌子上，教授就罰她不許出去玩。結果之後那孩子還是

畫，後來他就叫他畫桌子之後不許用pen畫畫了。孩子明白了，以後就不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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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409CNS3/4/6  

S3. 【建議】：學校禁止在草地上做sports。兩個理由：1.在草坪上運動會破壞草坪。2.在草坪

上運動會製造噪音，影響在草坪上休息和學習的同學。【學生態度】：男學生支持。原因：1.

在草坪上運動對草地的damage很大。球門那塊都沒草了。他看過他地方以前的照片，很漂亮，

很多人在那裡hang out. 2. 在草坪上運動的確很吵，影響在草坪上休息和學習的學生。 

S4. 【名詞解釋】：Reading: overconfidence effect. Overconfidence 不是什麼好事，但是有

其積極的一面。【教授舉例】：聽力中教授舉了他兒子的例子。他兒子入學前對自己的期望很

高，想畢業後到一家很好的報社工作，但是那個地方每年都只收一個學生，但是上百人應聘，

需要很好的分數和教授的推薦才能去。他覺得他能被選上，所以學習很努力，但是最後落選了，

不過他的努力最終還是得到了回報，他取得了很好的成績，而且找到了其他工作。 

S6. 【講課要點】：農民在山坡上種crop，problem是水土流失，soil erosion.一下雨上層的

nitrogen都被沖走了。Two methods 可以防soil erosion的。Method1：種另一種植物，兩種

植物一排一排交替種。只要作物的根部抓住土壤就不會造成erosion。好處是，兩種作物的成熟

時間不一樣，一種作物要收穫的時候，另一種作物還不收穫，於是可以繼續hold住土壤。

Method2：減少下雨時雨水對表層土壤的沖刷。  

 

110528CNS3/4/5/6  

S3. 閱讀材料：建議學校取消詩歌朗誦活動，這樣可以省錢。理由有兩個，一是很少有學生會

去，二是圖書館有朗誦的CD可以借來聽。女生的反對理由：1、很少有人去是學校的廣告沒做

好，只在網站上有消息，可沒多少人會看網站。她建議要在校園裡張貼廣告，然後在校報上發

消息，這樣會有很多人去。2、現場的詩歌朗誦會完全感覺不一樣，一是可以看見詩人的眼睛

和肢體語言，二是可以跟大家分享感受。 

S4. 閱讀材料：小孩的社會行為是需要成人教導的，首先成人要有目的的告訴他，然後就示範

給他看，讓他模仿，這樣小孩就能明白怎麼樣才是正確的社會行為了。聽力材料：教授舉了個

例子，有個小姑娘想要某件東西，但是她沒有，另一個小男孩有，她就直接去搶。教授看見了

就告訴小姑娘你這樣是不對的，我們要有禮貌的去借東西。然後就示範，很有禮貌的問小男孩

能不能借給她東西。然後小姑娘也照此去做，並且以後就學會了要這樣去借東西。這就是社會

行為的養成過程。  

S5. 女生要排戲，選角色試鏡的時候發現大多數人都沒有經驗，很犯愁。有兩個解決辦法，一

是再來一次試鏡，二是乾脆換一齣戲，演員是原來要求的一半。但是要排一齣戲需要幾個月，

她現在只有兩周時間了。S6. 城市比農村溫度高的原因。第一點是工業化原因，比如工廠排放

的廢氣以及汽車尾氣。第二點是城市裡有很多深色的覆蓋物，比如道路，這在夜間都保持很高

的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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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423CNW1 寫作1【綜合寫作】 

閱讀材料觀點：採取措施使tortoises數量增

長 

1. 種植一種pine trees保護這種龜的棲息

地。 

2. 將 研 究 中 心 繁 育 的 龜 release to wild 

environment。 

3. 將這種龜reintroduce to一些原本沒有這

種龜的地方去。 

聽力逐一反駁：三種方法不現實 

1. 種植pine trees會使得龜賴以生存的草得

不到足夠的陽光而長不好，因而會影響龜的

數量。 

2. 研究中心繁育的龜不能適應野外的環境。

在實驗室中病了有人治，但野外沒人給它們

治。還有就是這種龜可能會傳播疾病給野生

龜。 

3. 這種龜有一種習慣，總是要返回原來的棲

息地，所以即使把它們帶到新環境，它們也

會想辦法回原來的棲息地，這會使它們在回

家的途中面臨更多的risks，比如說在busy 

road被汽車撞死。 

 

110529CNS3/4/5/6  

S3. 關於學校stop serving junk food in dining hall，男生不同意。一：這是沒有必要的。學生

已經很健康了，學習完以後吃點零食是挺好的，尤其是finishing paper以後，女生說對啊，比

如icecream什麼的。二：就算我們不在學校買也會到校外的store去買，而且更貴，根本就不

省錢 

S4. 動物的利他主義：benefic other animals， but reduce the chance of survival。一種生活

在加州的動物松鼠，它的主要敵人是mountain lion.尤其是吃母的。當她發現有危險?時候會發

生一種高pitch的calling來警告同伴趕緊逃跑，但是他的calling會引來lion，因此自己很可能被

吃掉，她犧牲了自己逃走的機會，但是給同伴留了生路，尤其是family member 在附近的時候 

S5. 男生要搬新apartment，但是那裡面已經有傢俱了，他的傢俱沒有地方放。他只租這個

apartment一年女生：一，把傢俱store起來，但是store也有費用。二。selling。還可以得前，

但是他明年搬家了還要用傢俱 

S6. business network： a group of people join in one group, they meet and built up 

relationship, friendship ,they can benefit from each other’s expertise, which means 

share each other’s skill.  

這有兩個有點，一，在一個group裡的人互相benefit。比如，一個restaurant owner，她要找

人manager financial，然後她再business network裡認識了一個account,並且trust她，她就

可以直接雇傭那個朋友。二：可以recommended 自己的圈外朋友。例子還是restaurant 

owner，他認識其他的owner也想找account，這個時候她就可以介紹account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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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529CNW1 寫作1【綜合寫作】 

閱讀文章deep-sea mining  

1. 論述mining的metal是適合的 

2. 論述metal的污染問題 

3. 論述mining的管制法制問題  

講座反駁：  

1 ． volcanic mining 出 來 的 metal 不 一 定

available，目前的技術不夠好，collect and 

transportation技術都不好 

2. 即是metal只污染2公里以內的，但是汙物

業會drift back回? 動物還是會受影響 

3. 雖然現在很多law管制，而coast屬於某一

個國家。international agency &law 只對公

海有效，對coast無效吧。。。 

 

110619CNS3/5  

S3：閱讀：requirement.所有theater major 的學生都要take trips off campus and see a 

drama.每人要交35刀的費用，看三次的演出。因為作為art student, 這樣能更好地理解theater.  

聽力：男同學同意。原因一，藝術專業的學生從reading中學不到真的東西，需要在觀看戲劇

中對character很好理解;原因二，real bargain.因為看一次演出的錢就不止35刀，現在可以看

三次。另外，可以free transportation.  

S5：男生遇到問題要交paper,但是paper被鎖在了宿舍裡，鑰匙也在宿舍。兩個解決方案：1、

跟教授說遲一點再交。但是男生之前跟教授過是最後一次遲交作業。2、可以叫學校的campus 

building提供開宿舍服務。但是要收錢，好像是15刀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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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619CNW1 寫作1【綜合寫作】 

閱讀文章的要點：睡眠的作用 

1. 睡眠讓人加強記憶，睡眠越多，記憶越好。 

2. 睡眠讓人恢復能量，比如一些動物晚上捕

食，白天就要睡覺。 

3. 睡眠可以排毒，腦細胞會破壞，通過睡眠恢

復。  

講座的要點：對睡眠作用的反駁。 

1．睡眠根本就不能對記憶有好處，有的人睡

著的時候根本不想白天發生的事情。 

2.不只是睡眠才能夠儲存能量，簡簡單單休息

一下但是醒著的也可以儲存能量。 

3.排毒這個說法太特殊了，是特例，不具有普

遍性，因為如果你幾天沒睡了，然後去補一個

很長的覺，那這種情況才會排毒，而且只排一

點點，還不是全部。這個例子太極端，專家根

本就不能根據這種特例來下結論，所以排毒這

個功能也是不對的。 

 

110625CNS6  

【講課要點】：mother and their children: mother通常都很保護她的孩子，不讓他受到一點

點傷害，一般情況下都在他們身邊，但是也有些留下younger female baby，讓她照顧其餘的

baby, 媽媽則可以在外面找食物。這個有二個好處，一個是在保護自己Baby的同時，媽媽可以

找到食物喂孩子；第二個是younger female能學到practice skills,將來對她自己照顧孩子也有

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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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625CNW1（注：與120224CNW1相似，但不一樣！） 寫作1【綜合寫作】 

reading passage: 說一種叫T.rex的恐龍可能

是不會跑的，原因有三個：  

1. 體積太大體重太重，如果跑太遠，一旦跌

倒的話，就會有致命的危險。 

2. T.rex的腿又細又長。而跑的時候肌肉會對

骨頭產生很大的力量，而又細有長的骨頭難

以支撐這種力量，跑久了會斷掉;  

3. 根據計算，如果T.rex這種size的恐龍要跑

的話，體重的分佈應該是：86%的體重都在

腿部。而T.rex的體重分佈不符合這個計算結

果。 

Listening段子說：這三個理由都很容易被

challenge。 

1. 首先，摔倒時有致命的危險並不意味著這

種動物就一定不會跑。舉例子，比如猴子，

也可能在樹之間蕩的時候摔下來也有致命危

險，但他們還是會這樣去蕩，因為這是一種

生存需要。像T.rex這種predator，會跑帶來

的好處是很明顯的，有益於其捕獵。由於收

益大於風險，因此T.rex很可能還是會跑的。 

2. 腿很細、很高的動物不一定不會跑。事實

證明，很多現代動物，如馬，雖然腿很細但

都能跑。原因是他們會通過調整跑步姿勢和

方式來降低肌肉對骨頭的衝擊力。比如，馬

每跑一下他們的步子都很小，然後他們會不

斷重複這樣的小步子從而向前跑動。 

3. reading passage 的 計 算 是 基 於 假 想 的

T.rex的樣子，很多參數不一定是對的。比

如，如果改變一些假設(比如T.rex的內部器官

的體積、跑步的時候是否lean forward，是

否hold their back straight)，可能算出來的

結果是反的，是可以支援“T.rex是能夠跑步

的”這一結論。 

 

110813CNS3/4/5/6  

S3. 關於停車場不夠要改造停車場。有人建議多建停車場， 對話裡頭女的不同意。因為1）圖書

館和食堂邊上都可以停，而且走兩步沒什麼問題。2）校園綠化本來就不多，所以不可以把綠

地改造成停車場。 

S4. 講demand shifting。Two strategies of demand shift reduce the peak-peak 

demanding;increase the poor-peak demanding.教授舉例說他的一個在洛杉磯的朋友開了一

家餐館，這個餐館在晚上7-9點之間，人聲鼎沸，很少有位置。有些顧客願意等位置，但很多

人都不想等而是換其它地方吃飯。於是，教授的朋友就creat a new deal。對於7點之前吃飯的

顧客就免費提供dessert。於是有些原來七點後來的顧客為了得到免費甜品，就提早來，並且提

前結束吃飯。這樣餐館比以前更加賺錢。 

S5. 女的在小學當志願者，和她的小學生們約好週末去野餐。但週末天氣不好。所以有兩個選

擇1）改計畫，但很麻煩，因為家長也要去。2）改地點，去餐廳吃。但在室內吃飯沒有在外面

有趣。 

S6. 講群居動物都有兩種表現：一種是兇猛的表現，此行為不會影響彼此，反而能保護彼此。

比如兩個猩猩一起看到一個食物，先看到的猩猩就會表現兇悍，這樣後看到的猩猩就心領神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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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自然不會打架。第二種是友好表現，如果兩個猩猩真的打架之類的話，打完了猩猩就會互

相擁抱，以表善意。  

 

 

110814APS3/4/5/6  

S3. 文章內容: 學校出公告要建一個housing office for off-campus.對話: 女生同意覺得很好.原

因：1)是on-campus的dorm已經overcrowded了.2)是新生不熟悉本地環境.這個office正好幫

助他們.問總結女生觀點。 

S5. 一個女生的筆記型電腦壞了，修不好.裡面有期末考試的複習文件.兩個建議：一個選擇是

rent電腦.但是她覺得太貴了不值.另一個選擇是和roommate共用,就是需要arrange the 

schedule.問你推薦哪個建議?  

S4. business class講lateral view(側面觀點).就是從一個新的觀點來看問題.  

對話裡的教授舉了一個例子:一個經營賓館的人老遭到顧客抱怨說等電梯時間太長.然後經理先去

找了電梯生產商,發現解決問題成本太高.然後他的員工給他提意見說可以在電梯前裝個電視,顧

客就不覺得無聊了.問題讓你用這個例子來說明lateral view.  

S6. 講irrigation(灌溉系統)的缺點：一是水量不好控制經常多,這樣就促進了disease的生長.所以

要小心設計.二是有些水鹽分多,灌溉了之後土就不方便長農作物了.問題總結缺點。  

 

110827CNS3S4S5S6  

S3. 一個學生寫信給學校，認為應該在學校建校院博物館。這樣學生能欣賞名作。建議讓以前

的學生捐錢來修建博物館 

對話男生說，建設博物館是很好，但是他認為沒有必要。因為學生可以坐bus 去市區一個地方

看，很近，而且Bus 很方便，星期一都免費。其次，建博物館要很多錢，那些人沒那麼多錢來

捐 

S4. 動物為生存，會有什麼allocation。容易找到食物的話，動物就花少的精力和時間；不容易

就花大量 

教授說，seal。他們很容易找到食物，因為海裡有很多魚。他們不用花太多時間和精力找吃的。

但是他們要花很多精力和時間來找location。一是吸引異性，繁殖，二是要佔領一個領域，趕

走其他的seal。三是要保護他領地的其他male seal  

S5. 對話，女生對文學課不滿，雖然她很喜歡教授。但是這門課的TA很聒噪，囉嗦。不停說。

學生都沒機會表達自己的看法策略：女生告訴教授這個情況，然後教授可以告訴TA。但是這樣

可能導致TA丟工作女生可以drop 這門課，下學期再選，避開這個TA。 

S6. 廣告的負面影響2個。1；浪費自然資源，舉例關於廚房的廣告，浪費大量的紙張；2，破壞

自然景觀。舉例，路邊的bill board。破壞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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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918CNS3/4/5/6  

S3. 學校準備把一些學生作品貼到dormitory的牆上，利用extra space，而且很多art work都沒

有利用。女生很同意，她說她們很多作品沒有機會展示，都浪費啦。而且對所有人都很好，因

為大家可以欣賞藝術。 

S4. 四： autogenetic succession。就是某生態環境可能因為當地植物而改變，從而變得適合

另一種生物成長而取代原先的植物。ex. pine tree 改變了當地 sun, dry soil，變得 wet, shady，

適合oak tree。 

S5. 男Mike：我死了我死了，我本來負責買禮物給某discussion group的人的，是一本書，結

果忘了。倆方案 -------- 一，多付$25來加快。二，make announcement，然後讓那人下星

期來領。 

S6. 公司為了調查客戶對產品的喜好，會做兩種試驗。1. concept testing。比如牙膏廠商，會

先 給 測 試 的 人 說 說 自 己 產 品 的 兩 種 concept ： smell 和 whitening the teeth, 然 後 通 過

questionnaire瞭解大眾更注重牙膏的味道還是美白功能; 2. coping testing。先做出2種

versions的產品，然後在電視上播放產品視頻，然後調查看的人的反應，看哪個version更受歡

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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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918CNW1 寫作1【綜合寫作】 

Whale’ beaching behavior的原因。 

1. sickness 鯨魚生病了，導致不能辨別方向 

2. military ships’ sonar 太強大，幹擾了

鯨魚的定位系統 

3. earth’s magnetic field changing 

before earthquake.  

聽力反駁。 

1. 從屍體沒發現鯨魚在擱淺時身體有毛病...  

2．船的聲納是mid-frequency，但是whale

是low-frequency，所以不存在影響  

3 ． 很 多 whale 發 現 的 時 候 並 沒 有

earthquake. 誠然有同時存在的情況，但是

可能只是巧合，因為擱淺並一定總有地震，

同樣地震時並不總發生擱淺。.  

 

120108CNS4/5/6 

S4：動物有時候會發出假的警報，趕走同類，減少 competition。舉例，猴子在有豹子出現的

時候，發出警報叫聲，其他猴子聽到會逃到樹上去。但是有人發現一猴子找到了一堆水果，發

出警報，其他猴子都逃走了。其實沒有豹子出現，發現水果的猴子自己在獨享水果。 

S5：男生要寫一篇關於一首詩的 paper。有那首詩的書在圖書館裡，已經關門了。方法一，明

天早早起來寫。方法二宿舍有其他詩的書，可以寫別的詩，但他覺得不如之前選的那首有意思。 

S6：提供 service 的商家如何讓別人知道自己的服務好。舉例朋友之前是 painter，用兩種方法

讓客人知道他刷牆技術很好。一、statement from old customer，老客戶寫好評。二、在工

作室掛上 before and after picture，作對比。 

 

120108CNW1 

寫作 1【綜合寫作】 

一個 C 開頭的古代人群，修建了很寬的路，但是因為沒有文字記錄，不知道他們修這些路做什

麼。有人認為有以下三種可能： 

1. 為了運貨和運人 

2. 宗教關係（提到現在美國西南部有一些人用同樣的辦法做祭祀） 

3. 抵禦外敵入侵 

聽力反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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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路沒有連到 settlement,所以不是運人，那時候沒有車，所以只有牲畜，如果是用牲畜來運

輸貨物，路沒必要那麼寬 

2. 宗教原因，因為沒有文字記錄，沒法證明這種 C 人和那些美國西南部的人是有關聯的。 

3. 抵禦入侵的話，因為路上也沒有發現有什麼類似防禦物的遺跡，如果路上什麼都沒有設置的

話，敵人要入侵還是很容易。 

 

120224CNS3/5  

S3.《閱讀》學生提議，要一學期清理一次操場。  

方面一：操場太髒還有很多宣傳廣告，  

方面二：可以讓學生志願者來做。  

《聽力》女生反對  

理由一：不是那麼誇張，學校這麼大，本來就會髒，而且廣告會更新，又不髒。理由二：就算

清理也不應該讓學生，學生是來學習的，應該花錢找專業的人來做。  

S5. 男生有問題，印表機壞了，哲學課的論文的最後幾頁褶皺了。  

兩種方案  

解決方案一：另外打一份。弊端是浪費了經濟課討論小組，  

解決方案二：是找教授說明情況。弊端是讓教授覺得不夠重視，發表自己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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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24CNW1（注：與110625CNW1相似，但不一樣！） 寫作1【綜合寫作】 

Reading passage說T.Rex這種食肉恐龍能

跑，原因：  

1．吃其他跑的很快的食草動物。 

2．胯骨和跑的很快的老虎一樣。 

3．現的化石上證明腳趾大，兩個腳分的

遠，站著感覺很強壯，所以跑的快。  

Speaker就不同意了，她說：  

1．吃死的食草動物，因為它鼻子厲害，能

聞到死屍味道。 

2．胯骨雖然長的和老虎一樣，但是骨頭要

脆要弱。 

3．肌肉不是能跑的肌肉，弱的很。 

 

 

120512CNW1 寫作1【綜合寫作】 

reading 談到了deer的角的三種function  

1. 散熱  

2. keep from predator  

3; male用來表示他們predominant  

講座說不對，  

1. deer 夏天過後它們的角還在grow呢；

cold的地方還grow呢；有些warm的地方

deer的角偏小，cold的地方它的角偏大，所

以不是用來散熱的啊。 

2．不對，如果是防predator呢，那female

咋不長呢。還有啊，在有些地方deer是kick

擊退wolf的啊 

3．不對，兩個deer confront each other，

發出song來傳達資訊，然後其中一隻deer 

walk around，沒有clear的跡象表明是角比

較小的deer walk around了啊 

120916CNS4 

S4．The professor talks about egocentric thinking in children, which means that children 

think other people will see or understand the world in the same way like them． e.g．A 

child was lead in a room with a small house in it．The child was standing in front of the 

house, which has a red door．The researcher went to the other side of the house．When 

he asked the child :" what am I watching?", the child answered:" A red door．" which was 

exactly the thing that child was wat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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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916CNW1 

寫作 1【綜合寫作】 

閱讀文章： 

聽力講座： 

講古代（L 開頭單詞）的 cave painting。給了好大一幅馬的話，說畫這些洞穴壁畫是跟

hunting 有關。 

【1】畫的這些動物比較大，還有一些箭的圖案，受傷的動物，都是他們打獵的動物。 

【2】壁畫中有些人型動物頭得圖案，說是因為他們常常用動物頭偽裝成動物打獵，所以畫這

些畫。 

【3】說是為了預祝他們打獵可以成功。 

Lecture 裡教授提出質疑。 

【1】畫裡面還有很多他們不捕捉的小動物，比如說 cat，也有一些沒有箭頭，也沒有受傷的動

物，所以不一定跟打獵有關 

【2】他們除了用 animal heads 偽裝自己打獵以外，這個 heads 還有其他用途。 

【3】好像跟神有關了 

  

121027CNW1 寫作1【綜合寫作】 

Topic Great Zimbabwe的三個作用。 

閱讀  

1. 是儲存糧食，cattle。For storing grain 

and cattle  

2. gold mining 那底下有好多礦物啥的。

There is a large quantity of minerals 

beneath the Great Zimbabwe.  

3. Observatory  

聽力反對  

1. 只是看起來像是grain storage，裡面都沒

有grain；  

2. thanks to carbon radiation detecting

（好像是這個）它底下是有礦什麼的，但是

那些人並不知道；(綜合寫作第二點反駁好像

有說挖礦手藝在這塔之後才出現所以時間上

不 對 )Although there are minerals 

underneath the structure, people back 

then did not know it; plus, people 

mastered the mining technology only 

after the Great XXX was constructed.  

3．觀天文用的tower，他們design的時候會

有特定的angle和distance，但是這個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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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察，它不符合他們天文塔的標準。Towers 

for observing stars require specific angles 

and distance, however, this Great XXX 

does not meet such requirem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