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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題組(2)
寫作部分
寫作 1【綜合寫作】
關於 MIMA mound 的成因．
閱讀文章：
聽力反駁
1．Native American 早的，依據是有記錄顯
示他們早過類似的東西
2．地震，依據是有mound 的地方土很松
3．一種老鼠挖的
1. 那些地方沒有任何人類留下的遺跡
2. 沒有任何地震的地方也就類似的mound
3. 沒有人觀察到那些地方有那種地鼠
寫作 2【獨立寫作】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Colleges or Universities should
offer more courses to prepare students for the future before they start working.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of eating in class。注意有and
口語 2
Someone likes to collect old things such as newspaper, others throw things away after
they used it. What’s your preference?
口語 3
【公開信】the university is offering new internship opportunity to journalism student.
and
【觀點】the woman think it is great.
【理由】
First, student will gain professional skills through this experience, and also this
experience looks good on resume.
Second, final course doesn't have regular schedule for student to attend.
補充：學校有一個通知，提供大四記者專業的學生到真正的報社實習，可以抵一個大四的課
程，女生同意，自己也想去，因為可以寫文章，和real editor 一起工作，還可以不用去上課
【名詞解釋】planning fallacy. （“planning fallacy”講的是人很難預測到潛在的問題） Fail
to consider all the possibl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project and lead to the inaccuracy in
estimate the time that cost to complete then lead to bad consequences.
【講座例子】教授在大學時是好學生，有一天他的教授佈置了10pages 的paper，他認為他
很快可以寫完，所以提前一天開始寫，到了圖書館，借了書，回去發現材料不夠，再去圖書
館時，已經關門了，所以只能遲交作文，最後得了很低的分，雖然他教師覺得他的內容很好
【1 個問題】the man can't find his camera before his trip to Spain. 男生在spring break 要
去西班牙玩，準備拍照，但是數碼相機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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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個建議】he can either buy a new one, or borrow one from his friend Jake. 女生讓他買，
但是他說沒有enough money，他自己說他朋友（貌似說了具體的名字）可以借給他，但是
他不想用，女生說：對，萬一broken 或者 stolen 就不好了
口語6
【講座主題】mechanism that animal use to survive from water current.
【相關例子】one is attainment, black fly larva. the second is thick body, sculpin.
補充：兩種動物，black fly larva 和splince（音譯）為什麼可以在激流中保持不動，那個larva
好象是因為hand&hook，所以可以touch the bottom of river.第二個好像身體裡有一個
borrower（音譯），可以讓他在水中保持不動，不好意思，第二個沒聽懂....
寫作 2【獨立寫作】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Your job has more effect on
your happiness than your social life does.
口語部分
口語 1
Describe one way to improve the system of education in your country.
口語 2
Reading books or listening to audio books ?
口語 3
【公開信】Reading: A letter suggests that students should choose their roommates
based
on two reasons: fewer conflicts and more dorm residence.
【對話觀點】the woman disagrees with the suggestion:
【理由】
(1). There are not many conflicts between roommates; even if there are conflicts,
students should learn to overcome them rather than avoid them. Experiencing conflicts
and solving them are part of university life. (2). The reason why students choose to live
off-campus is that the price of dorm living is too expensive not that they cannot choose
their own roommates. Therefore, allowing to choose roommates does not solve the
problem.
口語 4
【名詞解釋】information bias--people suffer disadvantages because they want to have
as much as possible information before making decisions.
【講座例子】The professor's example: once he needed an assistant for his project. The
first candidate was ideal; however, he continued to interview for others for a week
because he believed he needed more information. A week later, he called the first
candidate to offer him the position, but the candidate was already hired by another
project. So the professor was basically biased by his desire to have more information
口語 5
【1 個問題】The man has a problem: he cannot ride his bicycle in cold weather any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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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個建議】They discussed out two solutions: (1). The man can share his roommate's car,
but their class schedules are different; (2). He can buy a used car from one math student
at a reasonable price, but owning a car is actually expensive.
【講座主題】Two ways to protect natural environment from being damaged by
recreational nature walk.
【相關例子】(1). Separating humans from the environment by building trails; tourists are
only allowed to walk along the trails; (2). Limiting the size of the visiting group. Only
small groups under with guides are allowed, and thus reduce the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
寫作部分
寫作 1【綜合寫作】
閱 讀 部 分 說 companies offer this
program by helping employees reach the healthy life and to improve the profit of the
company.
1. this program can help workers quit smoke and lose weight.
2. people can get more holiday days. ( forget another point)
3. company can save the cost because
聽：disagree
1. Although people can quit smoke and lose weight, but it can only last a short period of
time.
2. Some people do not have time to take vocation; they need to take care of their
children and family.
3. Some workers would change their job, so they will not stay in the same company very
long. employess will work more effectively .
補充：reading 部分是關於一個公司要搞incentive programs.
教授不同意；
理由有三：
1，是motivation 但是會反彈，2 年以後壞毛病全回來了
2，對獎勵健康的人不公平，因為衡量abliabliy 有很多因素，而且他們很忙
2 有些東西不可控例如胖子有可能因為家裡太忙沒空鍛煉有可能因為基因問題
3，長期為公司節省錢是不確定，因為很多人幾年後回換公司

閱讀部分
閱讀1
講urban planning.
大致是說1890之前, 是不存在urban planning的（考點1), 只有在1890年後, XXX city之後, 我們
才define了urban planning. (這裡有一個句子rephrase的地方） 大致就是說urban planning這
個詞的定義是在XXX city之後我們有的( If I remember it right, it says " suggestion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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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 urban planning is XXXX and XXX, after the first settlement of the BXXX CXXX
city" some sort of things.)
但是這裡有exception, 記得是說Washington D.C 是特例, 因為他們出現了局部的urban
planning, 原因是因為developer wants to make the market better. （要考）
之後大致是說urban planning可以從3個地方定義, economic, democracy & wasting system?
然後分段描述每個東西對Urban planning的影響, 得出幾個推論
1. 人越來越多導致城市擴大(原因是人多和城市問題XXOO)
2.人們開始越住越遠, 因為ridership increase and ticket price for the public transportation
decrease (要考）
3. OOOXXX 不記得
最後講城市的廢水問題, 說傳染疾病, 然後污染水源(這裡要你選一個不出現在文章中的解釋, 還
有一個原因不記得, 碰到了自己讀吧)
這裡考了一個詞是abrupt的意思, 直接選了sudden
閱讀2
講一個水流沉積的問題, 記得不太清楚
意思就是說一開始專家不知道為什麼在很深的海溝裡(well, the article said is in the depth of
the sea) 會有營養物質, 本來大家認為ocean basin才有的.
後面有一個人做了一個實驗, 在實驗室裡還原了這個實驗, 發現那個東西是後水流的速度, 海洋平
面的深度成正比.然後這個實驗一開始很少人證實, 然後後面是一個地震發現突然證實了這個問
題.這裡考了一個詞, 不記得詞是什麼了, 但是選項是consider, 當然你可以不相信我, 但是我認為
應該是沒錯.這裡我記得有幾個地方要認真讀， 一個是，這種沉積問題是不Mix 水的, 因為它在
水的下麵go through, (考)然後它不會cross the continental shelf, 是在top 開始, 中間加速, 然
後在bottom of the slope slows down(考）
閱讀3
講一種猴子(又或者不是猴子, 記不太清)
是種族居住的, 科學家研究他們的一個性質, 就是他們為什麼會stand to guard（好像是這個詞).
意思就是會保護自己的member科學家一開始認為這個東西是會隨著基因傳播, kin selection,
顯然是錯的, 因為上過生物的都知道這個是不可能, ns不會因為gene的好壞而定向選擇果然, 第2
段就開始講這個Hypothesis不成立( 這裡有個選項說這段的作用, 簡單, 就是為了引出
hypothesis是Insufficient)原因是科學家又發現, 這種動物on duty的時間是不一樣的, 比如有的
短, 有的長, 證明瞭結論一是不成立的.然後新的假設又發現, 其實on duty的動物安全點, 因為他
們可以優先發現predator coming.中間涉及到一些migration的問題，但是不太重要, 因為沒有
題目考這個
大概是說grassland的問題, 說在暖的地方和冷的地方怎麼怎麼樣.
然後Lightning和人類都是引起火源的sources(考)
因為夏天一完有很多草或者植物都枯死了, 所以火其實可以new growth of plants (考)
詞彙題
abrupt的意思, 直接選了sudden
考了一個詞, 不記得詞是什麼了, 但是選項是consider
聽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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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rsation 1
學生的meal plan.
說一個學生去找學校, 說他要改下個學期的plan, 因為他爸媽幫他買了270次. 然後老師說
是啊, 家長都擔心自己的孩子(考)
然後說他現在可以改成145次(好像), 但是如果是3,4年紀, 也就是Junior 或者senior 可以只買95
次（還是90不記得了） 原因是因為他們living off campus //// has club to join which
provides them food to eat, so they don’t have to purchase that much of the meal plan.
然後學生抱怨說不公平, 但是沒辦法.然後他說他剩了70次這學期, 但是還有2個星期就完了. 他顯
然吃不完. 老師說不能留到下學期用, 也不能refund(很正常). 然後他又說不公平, 老師說你可以
請你的同學吃飯(...) 然後他說他的朋友們也剩了跟他差不多多的次數（...) 老師說那沒辦法了,除
非你去找dean. 然後他說他太忙了這學期, 所以下學期去找.(考)
Lecture 1
fungus
說他們可以清楚污染. 講到了fungus不僅僅是mushroom. 有一種是生活在地下, insects吃了它
有助於他們digest然後有一種是可以去除化學污染然後舉了個例子, 說anti penicillin怎麼怎麼
樣, 然後他們提取物的廢物, 可以用這種fungus去除掉(act like a filter) 然後這種filter可以迴圈
使用云云...
Lecture 2
講的是一個老師，叫學生去她辦公室，因為他的paper裡有一個source，是沒有用正確的網站
去cite，因為那個網站是盈利目的的(profit from own product from the website or sth)。然
後說找資料很困難之類。然後學生說他會改了所有沒有對的東西，然後又說了一個新問題，就
是發現有一種ooxx(這個沒明白是什麼，但是大概就是一種水利發電之類的東西，這個詞沒聽
過)。說他認為是會傷害海裡的動物的，但是似乎沒有資料這麼顯示，老師說沒錯，因為這個是
個新的科技，資料還需要在收集，所以建議學生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繼續研究，給了他一個方
向是NYC和哪裡(考：問你提這2個地方是為了什麼, 選narrow down his research OOXX)
Lecture 3
講的是Viking的研究(維京海盜)。講了一堆歷史，大致意思就是他們統治的時間，然後一個學
生提出一個問題，然後發散思維，被老師引導出結論，歷史不準確，因為是勝利者寫的(考)。
然後說有一個什麼人，寫了什麼資料，但是也不準確，因為他們是在2-300年之後寫的這個資
料，但是地點正確，可是也有一些主觀因素，說什麼最大的發現還是移民地之類的是在加拿大
的東南部，說維京當時航行的記錄。
The earliest sagas of the Vikings weren't written down until the twelfth century, and
many of the most famous ones are even later. This means that the sagas were often
written down two or three hundred years after the events which they describe, and it is
not always clear where the compilers of the sagas used earlier material and where they
simply made things up. http://www.bbc.co.uk/history/ancient/vikings/evidence_01.shtml)
然後說維京為當時社會做出貢獻，因為他們四處運貨，幫助各國貨物, 思想，科技的傳播。
口語部分
口語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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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 a serious problem that your country is now facing. Explain why this problem is
serious.
口語2
Some people like to finish a task shortly before the deadline. Others try to finish a task
well before the deadline. Which do you prefer and why?
口語3
【公開信】講一個學校推出了一個新的announcement給freshman, Biology department. 說
學生一起學習(group study）可以best know the equipment and improve academic study,
and in addition, can meet and make new friends.
【對話】However, in the conversation, the girl said the study group sort of thing
doesn’t help. Because people have their own way to study, except those who don’t
know how to study. So she prefers to work alone.
The second point is that she thinks that if people in the same department, they will have
class together, so they eventually will meet each other. So you don’t really need to go
to the study group.
\\：The Vikings were the people who came from Scandinavia (Denmark, Norway, and
Sweden) around 793AD-1066AD and who traveled great distances in their longboats, as
traders, settlers and warriors. Villages on or near any coast in early medieval Europe lived
in great fear of Viking attacks. Some of the countries most affected by Viking piracy were
England, Scotland, Ireland, Germany and France.
For more info please visit http://en.wikipedia.org/wiki/Viking
口語4
【名詞解釋】貨幣的形式。
【講座例子】
說的是1, 貨幣是coin and paper bonds. 例子是如果你坐計程車, 你付給driver的是錢.
還有一種方式是以物易物, 說一個農夫坐計程車, 他可以給司機他的農產品, 如果司機同意了, 那
這個時候農產品就是錢.但是, 政府規定了我們現在使用第一種方式.
口語5
【1個問題】首先, 一個男人說, he works in the bookstore in college. His job is to carry
heavy box which contains books. However, last week he went to help his friend to move
to the new apartment. He injured himself. Doctor said that he can’t carry heavy things
for a month.
【2個建議】
So he went back to talk to his boss, his boss offered him a job to be a cashier in
bookstore, however, the schedule for cashier only opens in the morning. He has a physic
group study at that time. The physic group is important to him coz he improved grade
OOXX.
So he went to find a dish washer job in cafeteria which fits his schedule. However, if he
takes the job in cafeteria, he wont have the discount to buy books in bookstore, which
saved him a lot every seme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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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2：男的在book store工作，要搬重箱子，但是他背部受傷，搬不了了。2個解決方法，一
老闆說他可以去收銀台工作，但是只能白天上班。他白天有個物理學習小組，這樣就衝突了，
他覺得物理學習對自己幫助很大。二辭職，去咖啡廳工作，工作時間很隨意，但是他再書店工
作時買書，會有員工優惠，這樣就沒有了。哪個好？
口語6
【講座主題】講的是solidarity的問題
【相關例子】
說這個社會有2個方式, 一個是所有人都一起工作, 所以share the same experience, challenge
OOXX. 舉了個例子是famer 說他們一起工作OOXX
然後另一個方式是each individuals in the society depends on each other 舉了個例子是說在
town裡有老師... 各種各樣的工作, 這些人都是一起工作, 大家depends on each other.
寫作部分
寫作1【綜合寫作】
講red rain 在Indian Karele(好像是這麼拼)
READING
文章寫有三個theories,
第1個是comet theory, 說有人說聽到巨響, 所以有可能是這樣, 那些紅雨其實是隕石碎片
第2個可能是說是紅色的沙子, 從north afirca/abadia(拼的似乎不對) 吹來的
第3個可能是chilen(拼的不對, 應該是苔蘚植物的一種) spores, 因為這種spores在karele附近都
是紅色的, 而且有很大產量, 所以非常非常有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
聽力反對
教授反駁了三個觀點, 原因如下
1. 過去100年裡一共下了3次紅雨, 3次隕石在同一個地方是very rare.
2.the red dust from deserts are contained a lot of chemical elements, such as Iron and
phosphorus, 但是那種雨裡這些化學物質的含量是very small of amount
所以也不可能
3. 那種spores也不太可能, 講了他們的LIFE CIRCLE 說如果他們同時進入reproductive phase才
能釋放spores, 所以同時進入這個Phase的幾率也基本等於0
寫作2【獨立寫作】
在家工作好, 還是去公司工作好

閱讀部分
閱讀1
深海生物研究說有個歐洲人（Edward Forbes）上了一艘愛琴海Aegean sea research ship
船，經常穿梭於兩個海域之間，他做了一個極長無比的網子從海上撈魚，根據他多年的經
驗，根據撈起來的魚的種類判斷，海裡的動物分為8層。他做了1300英尺深的探索，發現下
面的水中動物分了8層（divided the Aegean into eight biological zones），並且斷定在
1800尺下麵沒有生物了，這個說法太可笑了，而且很多人當時竟然都相信；接下來說還有一
個更可笑的說法，有倆人一個人說海底全是冰，冰下麵就不會有動物。他們愚昧得忽視了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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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密度比水小，會浮在水面上，還有個人說海底下面是密度很大的壓縮水導致動物不能生
存，繼續愚昧，其實水在自然狀態下是不會被壓縮的，然後說前面兩種都白扯，其實有個人
早在第一個人之前就證明瞭水底是有動物的，不是什麼8層冰層的問題，他在1818年就已經
從更深的地方捕到過海洋生物。他也做過一個實驗，在另一個海搜索，其實已經比第一個人
探索的更深了，最後說為什麼第一個人的實驗錯了：第一個原因是愛琴海是比較特殊的海底
生物比較少的海，第二海底水壓大，魚都長得比較扁，他做的漁網網眼太大了，魚都跑沒
了。
閱讀2
講生物多樣性對ecosystem的平衡是否有好處，給了很多例子，但是結論是biodiversity對
eco-system的發展是否有好處仍然有待商榷。
閱讀3
第一段說有個美國小城乾旱缺水，一般城內使用水利設施采水，城外自己打井，水源來自附
近雪山；第二段說久而久之由於global warming，山上的積雪變少，原本山上有個湖，以前水
很多，現在所剩不多了；?第三段說農民完全依賴於灌溉系統。 但是用水分配不是按照比例來
的而是按照一個絕對的水量數值，但是這個數值是某個雨水豐富的年份採集的，在多數年份都
根本不夠分；第四段 說山上水少了就可能產生衝突，分水的原則是按先來後到，但是先來的農
民都在下游，這些農民取了水，後來的農民們住在上游反而就更沒有法采水了，結果上游農民
急眼了就會截流，下游農民就可以起訴，搞得雞飛狗跳。
口語部分
口語1
What kind of food do you recommend to add to food menu on campus cafeteria? Use
口語2
Some people like to buy new but expensive books while others prefer to buy old
but cheap ones. Which would you prefer?
版本2：
Is it better to attend a large school or small school?
Examples and details to support your response.
版本2：
What are some of the features of your hometown?
口語3
口語4
閱讀：
心理現象：如果說一個人覺得另一個人有用的話，或者說對那個人的成功有幫助的話會有
比較好的印象。
聽力：
教授舉了一個例子說賣office equipment的公司，sales groups。他們的獎金跟sales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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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關係，分成兩組：第一組人就直接看了，看完以後實驗的人問他們什麼感想?他們啥
感想也
口語4
閱讀：
心理現象：如果說一個人覺得另一個人有用的話，或者說對那個人的成功有幫助的話會有
比較好的印象。
聽力：
教授舉了一個例子說賣office equipment的公司，sales groups。他們的獎金跟sales有很
大的關係，分成兩組：第一組人就直接看了，看完以後實驗的人問他們什麼感想?他們啥
感想也
閱讀：
學校要弄一個新的mentoring program, 是let fourth grade student to mentor first year
students。有兩個好處：
(1) to help 1st year student，help 1st year student adapt to college life more
quickly, because senior students know much more than the freshmen;
(2) to help 1st year student to know some senior students to expand social
connection.
聽力：
woman同意這個plan，理由有二：
(1) 大一的小P孩都不知道，比如說schedule change，building location，他們都不知
道，所以有個人能deliver those information的話會很有幫助；
(2) 他大一的時候認識的人都是大一的或者住在一起的很局限，能認識更多不同年級的人
的話會更好。
口語4
閱讀：
心理現象：如果說一個人覺得另一個人有用的話，或者說對那個人的成功有幫助的話會有
比較好的印象。
聽力：
教授舉了一個例子說賣office equipment的公司，sales groups。他們的獎金跟sales有很
大的關係，分成兩組：第一組人就直接看了，看完以後實驗的人問他們什麼感想?他們啥
感想也
沒，對那個人沒印象;第二組的人看完以後比較focus on personality，並且對他有比較好
的印象都覺得這個人很qualified, 會成為一個很好的銷售人員。
口語5
女生要完成商科的paper：採訪一個magazine的創始人，為了學習關於how to start up
business, the businessman called to cancel the interview because he has to attend a
last-minute conference and will not be able to be back(out of town了) until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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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解決方法有二：
(1)wait for that person to come until next week，但會給那個女生less time to write
paper;
(2)interview another person from the list given by the professor，但是area會不一
樣，女生對那個magazine很感興趣。
口語6
說某種種植crop rotation的方式有什麼優勢，一是保存營養物質restore the nutrients in
soil，Wheat uses up nitrogen, planting bean will restore nitrogen;二是清除害蟲
decrease insects. Some insects eat wheat, planting beans reduces this kindof insects.
寫作2【獨立寫作】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Governments should focus
its budgets more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an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版本2：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It is not necessary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to attend classes as long as they can pass their examinations.
口語部分
口語 1
Your university is planning to replace paper books and magazines in its library with
electronic books. What are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is plan?
口語 2
Should the government spend money on projects which can encourage its citizens
to lead ahealthier lifestyle?
口語 3
學校因為文學課太popular 了，所以學校決定開晚課和增加一個班級人的數量，男的學生
不同意，他說班上人一多，discussion 的機會就少了，學生就學不到很多東西，還有就是
晚課時間，學生都沒有空，他們有很多activity 和job 都在晚上，所以晚課不現實。
另一版本補充：講學校出臺措施讓更多的人有機會參加當代文學課。措施有兩點一：增大
班級容量二：在晚上增加當代文學課。然後講那個男的不同意這個觀點一：人多了，沒機
會參加討論 二晚上都沒空上課，要工作，要社交
講得是一個什麼一個五歲的孩子畫畫用完顏料，還有canvas 就不願意收拾，主要是因為
那個格子太小，他放不回去，所以就放棄了，老師就用個C 什麼的東西（忘記了）代替原
來那個格子，孩子就會自己收拾了。
另一版本補充：講了一個叫反映（response）難易度（effort）的名詞。不知該怎麼翻
譯，反正就是講完成一個任務需要的力氣越少，人們完成的會越好。例子講了一個幼稚園
老師要求孩子們畫完畫後講蠟筆放回原來的盒子裡收好，可是很多人都沒那麼做。因為那
個盒子太小了，孩子們方不進去，他們試了幾次後就放棄了。然後老師要求把蠟筆放在一
個塑膠盆裡，這個工作很簡單，所有的孩子都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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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語 5
女學生她的爸爸媽媽要來學校，所以要和她住在一起（她租了個公寓），但是她的問題是
公寓太亂了，沒有時間收拾，（這個有個最奇怪的就是沒有其他人給出建議，是她自己自
言自語的，剛剛開始我就說怎麼沒有對），一個solution 是放棄chemistry 的group
talking，回家收拾房間，第二個是不參加完，跑回去收拾房間。
另一版本補充：講一個女孩的父母要來看她，他們會住在她在校外租的公寓裡。她的問題
是父母晚上就到了但是她的房間非常髒，而且下午還要參加一個會議沒時間清理。兩個選
擇：要麼不去開會用一下午時間打掃乾淨，要麼開完會後趕緊回去打掃，這樣只會有幾分
鐘的時間所以不會搞趕緊。第一個選擇的優點是房間會很乾淨，缺點是那個會是關於生物
課的對她很重要，她有很多東西不懂需要去會上弄明白。第二的的優點就不用說了，缺點
就是不會很乾淨。還提到她的父母不會在意她房間是不是乾淨，因為她們知道她不愛乾
淨。口語6
講猴子在樹上，但是在那裡，水只能在地底下得到。那麼猴子是怎麼得到水然後支撐生活
的。第一個是absorb moisture from food，講了一個什麼hobe 的猴子，它們吃的嫩葉
子裡面包含了水分，所以它們不用吃水也沒有問題。第二個是喝雨水，一個called spider
猴子的，它們用cup like plant 來Link 在樹上，當有水的時候就用那個cup like plant 來接
水喝。另一版本補充：講棲息在樹上的猴子怎麼獲取水源來生存。 1. 一些猴子吃的東西
含有很多水分，所以他們無需再另外喝水。舉了一個例子說一種猴子以吃樹葉為生，他們
愛吃很嫩的樹葉所以可以獲取足夠的水分。 2. 一些猴子可以找到雨後存留在樹葉上的水
窪，以補充水分。講了一種猴子生活的地方有一種特殊的植物，葉子呈杯子裝，下雨之後
會存很多水，猴子可以喝。
寫作部分
寫作 1【綜合寫作】
閱讀部分：
講某一個生態環境中有物種滅絕的時候一個很好的方法是物種替代，講類似物種引進以保
持生態平衡。北美草原很久前有獅子和象但是後來滅絕了，物種替代的理論是可以將非洲
的獅子和大象引進以保持生態平衡。但是很多人
對此理論持批評態度原因有三：
1. 一個生態環境裡的物種滅絕後可以自我修複，然後自動的變平衡，所以沒必要引進類似
物種
2. 引進的物種容易侵犯和破壞其他物種和生態環境
3. 引進物種後造成的後果是不可逆轉的，可能會產生破壞性結果。
講課反駁了以上三點：
1. 很多地方的生態環境在物種滅絕後難以恢複平衡，尤其是島嶼上的生態環境。講了毛裡
求斯島嶼的巨龜滅絕後帶來很嚴重影響，必須通過物種替代來解決問題。
2. 引進物種不會侵犯其他物種破壞生態環球。因為引進的物種和滅絕的物種是類似的，
物種之所以滅絕是因為很敏感和脆弱，因為新引進的物種和滅絕的物種一樣所以也會很敏
感很脆弱。不會有破壞作用。

11

THE EGG 台中英語蛋託福衝刺課程 www.theenglishegg.com
3.後果可以逆轉，因為引進的物種以大型動物為主，如果他們有破壞作用可以很容易跟蹤
並找到這些動物。
寫作 2【獨立寫作】
Which way do you think is the best for a student to make new friends. a. joining a
sports team, b.participate in community activities, c. travelling
寫作部分
寫作 1【綜合寫作】
文章說帝王蝶 Monarch Butterfly 冬天會從USA 飛到Mexico 一處過冬,說她們喜歡吃一
種植物叫milkweed. 可是農夫喜歡用除草劑殺這種植物,很多人說這樣會減少帝王蝶的數
目, 文章觀點不同意這種說法..
1. 沒有證據說帝王蝶的數目真的減少了, 只看一個地區是不準的. 有些地方是減少了, 可是
有些地方卻增加了.
2. 田裡的milkweed 會被殺死, 可是野外還有很多.
3. 人們想要禁止除草劑是因為對帝王蝶的喜愛.這是一種情感上的偏見, 而不是真的基於科
學基礎上的結論.
教授反駁:
1. 有新方法可以證明數量真的減少了. 因為雖然她們的棲息地有很多個, 可是冬天都飛去同
一個地方, 那個時候再測量就很準了. 結果真的有變少, 而且時間點與除草劑引進的時間點
相當.
2. 野外的milkweed 數量少又很小棵, 不夠吃.
3. 聽不清楚,不過提到可以先禁止除草劑再說. 如果有效提升蝴蝶數量那很好, 沒效再廢除
也不遲.
寫作 2【獨立寫作】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Nowadays it is easier to
maintain good health than in the past.
閱讀部分
閱讀 1
講的是 Mass production, 講當時幾個人怎麼利用machine 生產,然後產品過剩, 後面還講
了哪個人用一種行銷手段銷售照片紙,就是照相機很便宜,他們也提供service 和照相機的升
級,只要顧客把照相機寄給他們,付10 元的運費就行. 細節記不住了,不過這篇不難.
閱讀 2
給了一個非洲大陸的地圖,然後整篇文章就在講south Afria, western Africa 什麼什麼的
expansion,然後他們的farm 形式啊, 怎麼從個人變成集體啊啥的,小繞,不過題目也不難.
閱讀 3
講的是 熱帶動物的生存環境啥的,就講熱帶的動物雖然不用忍受氣候的變化,但是要忍受長
時間的乾旱,而且他們的捕食者不冬眠啥的, 詞彙有 counter, 之前玩CS,所以知道counter
有對抗,反對的意思.後來又講了為什麼住在樹上的動物更容易在熱帶生存, 因為樹上水果多,
食物充足. 這篇很簡單,仔細看看文章就沒什麼問題.
聽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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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rsation
一個老師和學生談話, (有題:問老師找學生做啥?)就說這個學生doing well 在她的課上,所以
想讓這個學生去執導別的學生, 然後這個學生就拒絕的, 最先是因為覺得自己不是expert,
老師就說服他說不是expert 也可以指導,因為他做得很好,然後學生又說自己很忙,老師又說,
可以earn extra credit,還說幫助別人的同時,自己也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lecture
講了 Jupiter 啥的，這個還真想不起來了,中間聽別人說口語走神了。
lecture是 art history，那艾菲爾鐵塔舉例，講了兩個流派，一個是哪年以前，這個塔剛建
好的時候，很多critic就說它長得跟鐵路似的，一點都不好看,怎麼能成為城市的風向標啊
~!! 這個流派就喜歡有窗戶的，美好的東西.後來呢,有一群年輕人出現了，他們喜歡挑戰新
的東西，覺得埃菲爾鐵塔非常好,經常畫這個塔，(聽力上會出現鐵塔的照片)，後來教授還
提到了照片上鐵塔後面的雲，(題目有問提到雲做啥?)。
Conversation
講一個女學生和一個男老師說話，談到fling(這個單詞是啥不記得了，我也不知道是啥意
思)，然後說什麼修水管啦啥的。
Lecture
講了小孩子的行為分析， 什麼 3 歲以前是**階段(記不住了)（sensorimotor stage）3 歲
到7 歲又是一個階段(preoperational stage)，然後舉了兩個例子，就是有三個杯子，其中
兩個是一模一樣的，另外一個容積和前兩個杯子一樣，只是杯子胖一些，矮一些，把水從
第一個杯子到入第二個杯子，再從第二個杯子到入第三個杯子，小孩子就會覺得第三個杯
子裡的水變少了，其實是一樣的，就說明小孩子同時只能分析一個dimension，另外一個
實驗就說有 Two rolls of coins， 第一個 roll 就把硬幣重疊起來， 另外一個就把硬幣分成
幾小堆，孩子就會不知道原來兩變的硬幣一樣多
“Piaget 's theory of conservation”。

Lecture
將大陸板塊的移動,提到了一個人對此研究的貢獻,說他研究了plants 的fossil 啥的,之前很
多地理學家不認可他,因為覺得他不是地理學家,瞎湊熱鬧,後來有evidence 證明他是對的,
口語部分
口語 1
What are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for young children to play computer
games?
口語 2
Some people read the instruction before using a product. Others start using a
product

13

THE EGG 台中英語蛋託福衝刺課程 www.theenglishegg.com
without reading the instruction. Which do you think is better and why?
口語 3
說學校要把學生宿舍變成 faculty house,因為老師沒地兒住. 學生不同意了,說那個central
area 很方便,又有咖啡廳啥的,老師們又不需要, 住在那裡浪費呀,理由二: 老師在town 裡可
以找到更好的房子,而且他們都有車,來學校很方便,根本不care 你的faculty house.
口語 4
閱讀部分就是有一個詞 friming,還是啥的(不知道這個詞是啥意思,不過聽完聽力裡的意思
就明白了),大概意思就是說但第一次採取某種保護自己的行為時需要的時間比較長,但是有
了第一次,之後的動作就會很快了......然後教授解釋了這是啥,listening 部分教授就舉了例子
說Tobacco 的葉子容易被毛毛蟲吃,第一次毛毛蟲attack 它時,它就會produce special
chemical 來保護自己,但是呢這要通過couple weeks 才能生效, 然後毛蟲不吃它了,幾個月
之後,毛蟲又來吃葉子了,這次Tobacco 就能快速的分泌這種chemical,
所以就不會像第一次那樣被吃掉那麼多了.
口語 5
講那個男生找到了 off campus 的房子,但是地方很遠,他要來學校只有兩個選擇,1,買車,他
嫌貴,就算old card 也是一筆不小的數目,他也還想攢錢看電影啊,聽音樂會啊(和MM約會
啊,just kidding!!).選擇2, 坐公交唄,可是公交schedule 很少,而且最早的車比她的課要早一
個多小時,他到了學校太早沒事做,然後問你的意見
口語 6
老師介紹了 successful people 是怎樣set up goals 的, 說了他們的goal 都有兩個特
點,specific and realistic, 然後分別舉了兩個例子, Specific: 就說如果一個人的目標是:我年
底要買車,這個目標就不 specific,但如果目標是,我要買什麼型號的車,我的預算是多少錢,我
該怎麼買,我該怎麼攢錢,這樣就 specific 了. Realistic: 如果一個人的目標是,我今天晚上要
看100 頁書,這就不顯示,因為還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是目標定為一周看100 也,這樣就現實了,
能夠accomplish 了
寫作部分
寫作 1【綜合寫作】
文章就講了某地引進了一種樹,叫做Tararisk tree吧,好像,然後說這種樹長得太多了,對
native 的植物造成威脅,特別是對Willow tree, 然後就說有人提出讓一種beetle 去吃
Tararisk tree 去減少它的數量,但是這個不可行,文章給出了三個理由:
聽力反駁.
1. 這個beetle 會尋找別的食物,就會把其他植物都吃掉
2. 就說Tararisk tree 死光了,別的樹也活不了,對保護Willow 沒用
3.就說有一種鳥 willow fly 啥的, 經過這麼多年,也習慣住在Tararisk 樹上了,沒樹他們就活
不下去啦.
1. beetle 只吃Tararisk tree,而且不會吃光,只會吃掉80%左右,所以剛好,能維持生態平衡
2. (又走神了) 但是記得一句就是willow 樹很容易種,而且長得快
3. 就說這個鳥是沒法了才住在tararisk 樹上的,這個樹葉子少,不能很好的保護他們,如果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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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回到willow tree 上安家,會給他們提供更好的protection
寫作 2【獨立寫作】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Students can get as many
benefits from organization or club activities as they can get from their academic
studies.
口語部分
口語1
Among the following jobs: government leader, doctor, police officer, which is the
hardest one?
口語2
要不要參觀科普藝術博物館？
口語3
the announcement of change in career survive from the school newspaper. 2
changes: the first one is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meet their career advisor at least
once per semester. (because they can get more info 貌似是這個意思,我改動了一些);
the second one is participating summer internship program,原因我忘記了.然後那個
女的非常同意，原因一是好多同學不去，但實際上去了可以得到很多有用的資訊，她就上
個學期去了一個學期，她的advisor就幫助她整理resume和寫cover letter.原因二是她姐
姐就參加了去年program,然後畢業之後就從intern變成了full-time
Reading: changes in career service. Listening: woman thinks it's great. Reasons: 1.
One day, she went the office(forget the name...), the adviser was really helpful. Told
her what to put in her resume and how to do the cover letter. 2. Changes will benefit
the students in the program a lot. Last year, her sister had an internship. Because
she was such a good writer (or, something? I forget), she was offered the job
position after the graduation.
口語4
reading: availability error. people experienced an event which made great
impression on them. although there is evidence that it won't happen, people still
believe it'll happen again.
listening: the prof. talks about his own experience. years ago, he and his wife went
for a trip in an island. unluckily, it rained all day, so they had no chance to explore
the beach. since then, whenever they plan to travel, her wife never wants to go to
the island again, even though the prof. has checked that it doesn't rain that so
often.”
reading中出現了once again之類的單詞.lecture部分prof和他老婆去的那個island是第二
天被bad storm侵襲了,所以就rain咯.prof每次想回去每次做好調查確保沒問題的時候他老
婆都不肯去說會要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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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語5
listening: the man has a problem. this year is his calculus prof.'s first teaching. he
isn't used to his way of explaining... the prof. teaches too fast, he gets confused. two
solutions: 1. he says he can switch to another calculus section, but has to take it in
the evening when he wants to do homework or hang out with friends. 2. he also
says he can organize a study group to discuss what they learnt after class. but it'll
cost extra time.”
寫作部分
寫作1【綜合寫作】
the cause of death of birds on the new years night
reading: the firework
1. the time is coincident. (match). witness saw birds fell down when the firework
start
2. no other evidence shows poisoned or
lecture: refute the reading
1. out of town也死了一大批鳥，它們又沒被firework爆，它們為毛也掛了，你不能亂賴
firework啊
2.可能是wind或者air pressure 把他們刮到
disease. should be impact.
3. red-winged blackbird has bad eye sight.在firework受驚之後亂飛，會自己撞自己
地上的，有人目擊了鳥兒們摔死在地上
3.視力差不是原因，blackbird死得多是因為它們在這片地方的鳥中最多多占比重大,他們
就算遭其他的滅頂之災,死的最多的也肯定是他們。
補充資訊：
Reading: Many birds died at the night of New Year's Day in the town. It might be
related to the fireworks. 3 reasons: 1. Birds died at the same time when the fireworks
were set off. People found that birds fell down... blabla... 2. Birds weren't poisoned
or (forget a 2nd reason), but people found injuries. So they must be injured by the
impact the fireworks. 3. Most of the birds are red-winged blackbirds. They have
weak night vision and seldom fly at night. Only when something unusual happened,
like the firework, they fly at night.
Lecture: Disagree. 3 reasons: 1. There are actually two places where we find dead
birds. One is in the town, and the other outside town, where there weren't fireworks.
So fireworks couldn't be the reason for either case. 2. The birds were indeed injured,
but there are other possible reasons, for example, they were pushed by the weird air
pressure down to the ground. 3. In fact, red-winged blackbirds are the most
common birds in this area, so it's natural that they were the most common victi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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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2【獨立寫作】
When you are assigned an important presentation for work or school, you prefer to
work on it right away so that you can work on it a little bit every day, or wait until
you have a good idea about the presentation?

寫作部分
寫作 1【綜合寫作】
閱讀：
一個什麼動物在很久以前身軀很大的原因：那時候氧氣含量很多plant 很多warm climate
listening :
1. 氧氣含量其實比現在還少，
2. plant 是很多，但是營養很少
3. warm climate is actually a disadvantage,
because they needed to cool off
寫作 2【獨立寫作】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Young people nowadays do
not respect their teachers as much as they did in the past.
口語部分
口語1
If you were to choose a place to live, what kind of location would you prefer and why?
1. A place close to school 2. A place close to your family 3. A place close to a
transportation hub (airport or bus terminal, etc.)
口語2
Some people think the best way to study is to attend a lecture. Others say that it’s
better to read by yourself. Which way do you prefer and why?
口語5
女孩的腳傷著了，但明天要帶孩子們（20個小孩）去hiking，要照顧孩子。兩個選擇，不
去，在家休息，會有另外一個人照顧（另一個志願者），但是對於一個人來說，太難。第二
是去，跟在後面慢慢走，而且這次登山只需要2個半小時。
寫作部分
寫作1【綜合寫作】
閱讀認為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偽造（forged）了laocoon 這個塑像，理由： 1. 他
偽造過不止一個，這很可能是another forged statue
2. 他有一幅畫和雕塑很像，被認為是作為雕像的準備稿
3. 為了錢financial motivation。
聽力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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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年幼無知時（career剛開始的時候）偽造為了出名（獲得大家的肯定），出名之後不必偽
造（後來大家都認為他有能力，沒必要再偽造了）
2. 畫有2處和雕塑不同，是巧合（1. drawing 是hold left arm statue 是hold right arm (具
體哪個hold right/left arm 忘了反正就是這個地方不同） 2 一個是strengthen torso 另一個
是twist torso )，還是有不少地方不一樣的
3. 偽造毀名聲，太冒險了，沒必要。（買他畫的人都是像國王，皇后之類的。一旦他們出售
假的statue被發現了。這會讓米開朗基羅lost all his customers and destroy his career.
閱讀 1
有一個是講生物的，就是物種如何在荒蕪的地方生存慢慢變成森林這種
閱讀 2
還有一個是講有個民族他們一開始不破壞森林但是慢慢由於人多了開始種植放牧了就開始毀
壞森林了，之後又有了航海技術，更開始伐木之類的；
閱讀 3
Conversation 1
對話考了個學生去學校找housing employee 說學校給他推薦的apartment 都不來給他修東
西，但是學生又很喜歡這個apartment（考題：因為附近有個park；朋友也住的近）然後
employee 說這個就不歸他們管了，他們也不知道為什麼，然後提出了有關一個她朋友遇到
此類情況的方法（考題，不是具體方法應該是為什麼要提到她朋友），讓他也去試試。然後
學生說雖然麻煩但也值得一試（考題）。
Conversation 2
還有一個對話是老師很感謝學生可以第一個上去presentation 然後又講的很好。學生來找老
師是為了問一個學校exchange 學生的program 的情況。老師說這個項目要求每個學生填3
個preference 的國家，不是一定就去你想去的。後來學生一直強調自己就想去土耳其，因為
她presentation 的model 就是基於土耳其的她想去親眼看看，然後她也學了土耳其語（考
題）。然後老師說那你就只填第一個吧，其他都空著。中間還提到老師要去巴西講關於
coffee 的課，他們是economic 的部門，然後學生就很好奇老師為什麼去講coffee，貌似是
因為coffee 對巴西經濟有很大貢獻吧（有考題）
Lecture 1
有個考古的，我聽得稀裡糊塗的。說什麼很早以前有群人migrate 去那裡，然後考古學家認
為他們沒住在那裡，但是後來通過研究當地人的一些東西，發現這些東西都是那群migrate
人的，然後就說他們都是trade 的什麼之類的
Lecture 2
我就記得考了個Girl with a Pearl Earring。教授說了要怎麼欣賞，然後說這個圖很神秘的，
而且還提到了蒙娜麗莎那幅圖，最後還猜測這個畫中的女的是誰之類的。
.口語部分
口語 1
機器人 useful or not
The painting Girl with a Pearl Earring (Dutch: H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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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isje met de Parel) is one of Dutch painter Johannes Vermeer's
masterworks and, as the name implies, uses a pearl earring for a
focal point. It is sometimes referred to as "the Mona Lisa of the North"
or "the Dutch Mona Lisa". It is unclear whether this work was
commissioned, and, if so, by whom.
口語 2
工作場合應該穿suit or casual clothes？
口語 3
哲學院要host breakfast for students every month and invite professors to talk. 女同學非
常
同意這個觀點。因為他們都不怎麼瞭解老師，這麼一來就給大家機會認識faculty 然後知道選
哪個老師的課。另一個原因是哲學院提供的早餐每個月都不一樣會換口味~女同學也非常滿
意，因為dining hall 的吃的太單一大家不願意去，這樣一來可以吸引更多學生來參加。
口語 4
講的是一種現象，有些人總認為outcome is negative in the future. 所以這些人一般都會特
別努力避免最後的壞結果。professor 舉了個例子，說他和他同事去參加會議，然後從機場
出發每個人都帶了suitcase 和carry on bag。但是下飛機後，他們的suitcase 丟了，不能及
時送到。他的同事就是那種經常想壞結果的人，所以他準備了extra clothes in his carry on
bag 而且也把所有重要資料放在了carry on bag 裡所以他的同事不用擔心。但是教授自己屬
於不會想像壞結果的人，所以他就什麼都沒帶，只能現賣衣服然後重新列印重要的資料。
口語 5
有個男學生 Sam 負責在學校放電影，然後這星期他還請到了professor 來介紹電影（在電影
放映前）。但是professor 臨時家裡有急事就cancel 了這個lecture。Sam 自己就想了兩種
解決辦法，一個是reschedule，但是怕好多學生臨時沒看到通知還是去了。另外一種是他自
己準備材料講，但是就會少了Q&A 環節，因為他沒辦法回答學生問題。
口語6
講的是 wading birds，就是一些喜歡在水邊上泥裡找吃的的鳥。但是由於有泥，所以鳥類需
要adaptation。一個是：泥裡很難分辨什麼是食物什麼不是，有種鳥stork（還是什麼
的。。。）
它有special beak 很長而且有sensor，非常sensitive，所以每次觸摸到泥裡的東西就能分辨
是不是食物；另一種：鳥站在泥裡容易sink down，但是stork 的腳很奇特能站在泥上（應該
是腳趾之間是連這個，然後toes 很大吧。。。）
寫作 1【綜合寫作】
是說 researchers 非常感興趣一個什麼山脈
的形成，閱讀提出了三種可能性。
1. 是地下的hotspot
2. 是板塊運動
3. 是由ice 造成的。
lecture 中professor 指出他們都有weak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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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otspot 的那個，如果理論成立，那麼就應該能在附近找到hotspot，但是沒有離得進
的，最近的都在很遠很遠很遠的地方，所以這個不成立；
2. 如果是板塊擠壓，那麼應該是250million年前時發生的，那麼這個山脈應該看起來被
seriously erosion 過，而且山峰應該都不會那麼高那麼尖，但是現在看來，那些山峰什麼的
都很尖很高，所以它們都很年輕~那麼這個理論也不對
3. 研究人員發現山脈中的那些valley 應該是由river 形成的，這個就說明山脈應該是在有
frozen water 之前就存在的，所以不是ice 形成的山~時間順序不對。
寫作 2【獨立寫作】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Teachers’ performance
should be evaluated by students rather than by other teachers.
口語部分
口語3
學校想要開設information day; 男學生支持；
學校要 給學生提供關於出國留學的資訊諮詢, 男同學覺得好說這樣的到的資訊更全面,自己找
的資訊不夠, 另一方面呢,可以和有留學經歷的人直接交流.
口語4
demonstration of qualities ; 被捕獵者遇到捕獵者不逃跑，向捕獵者展示自己的數量或者力
量，說在非洲的一種動物（羚羊）跳很高以次來顯示自己很有活力，有野狗（wild dog）來
捕獵的時候，這些動物有些個體就會蹦的非常高，不停的蹦，後來有結果表明，野狗不捕這
些蹦的動物，只捕那些不蹦的
口語6
科學家怎們研究過去人們吃的食物. 一是通過畫家的作品二是通過殘留的種子兩種發現古代
人吃什麼的方法，方法一是從古代藝術品找，給例子是埃及的壁畫，裡面描述人在吃一
種。。。；方法二是找食物的遺跡，例子是水果法國挖出陶罐，陶罐裡面有種子，種子是一
種麥子，這個麥子當時非常popular。

閱讀部分
閱讀 1
威尼斯缺水的問題。
閱讀 2
海裡和陸地上的動物怎麼保持體溫，講到恒溫動物和變溫動物。
閱讀 3
城市的發展：從遷移到農業形成，到有一些非農業的城鎮形成。
聽力部分
Conversation 1
一個 Computer Science department 的professor 勸說一個學生參加competition
Conversati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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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學生要求搬出on campus housing，想要提前拿回deposit
Lecture 1
art，討論一副肖像畫，畫的是不是莎士比亞
Lecture 2
講考古，怎麼利用C14 to C12 的ratio 來鑒定（同位素法研究）一個化石的年齡
Lecture 3
歐洲和英國十幾世紀的一種寫作潮流，it-narrative，就是動物或者物體作主語，但要注
意的是它們並不具備人的性格特徵啥啥的。還提到了有的時候物會被帶到其他地方，不
一定會影響寫作，提到了二十世紀的美國的一本小說。文章裡提到這種寫作方法形成的
原因及目的，有題，要注意：新大陸，新東西的發現什麼的。
Lecture 4
兩個理論研究earth age
口語部分
口語 1
If a foreign tourist visits your city, where would you take this tourist? A factory, a
university, or a museum? Give reasons for your answer.
口語 2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We should teach young children the skill of typing rather
than handwriting.
口語 3
It-Narrative is a term coined to describe a particular sub-genre of fiction which
develope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nd has come under critical scrutiny in the last
thirty years. These works recount the adventures of a non-human protagonist, such as
a coin, a dog, a pin-cushion or a hackney coach, as it travels through society,
encountering diverse characters and incidents. The coin describes its life story, and the
numerous individuals into whose hands it falls, as it circulates through society. The
hackney coach provides portraits of its various passengers; dogs and cats give an
insider’s view of the lives of their numerousma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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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語 4
閱讀: 講一個economics term 叫scope creep，意思是說交易過程中實際提供的service 可能
會變多（clients tend to ask more in abusiness process which is beyond the initial
agreement）,這會造成business 和client 之間的conflict.
聽力：教授自己的一個朋友是開公司的（一個construction 公司的人），被雇來幫一個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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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圍牆（build a fence around her yard），但快結束時，女的要求把它刷白（paint，因為
她覺得build 包括了paint），但合同並沒有包括這項，朋友最後還是刷了，但是只當成是幫
忙，很不高興
口語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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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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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語6
Scope creep (also called requirement creep) in project management refers to
uncontrolled changes or continuous growth in a project's scope. This phenomenon
can occur when the scope of a project is not properly defined, documented, or
controlled. It is generally considered a negative occurrence,and therefore should be
avoided.
forest fire 幫助一些動物獲得benefit 1：對捕食者有好處，可以更加easy 的發現獵物。比如
white turkey，著火時它們就再旁邊兒等著獵物，可以更好的捕蟲子，因為大火使獵物暴露
在open area。benefit 2：給一些動物尤其是young animal 提供place to live, 比如beetle
平時不能生活在某種樹上因為樹上有毒（toxin），但是起火之後樹皮燒沒了就沒有toxin
了，可以供beetles 產卵，然後小beetles 可以在那裡長大(有蟲孵化之後能吃樹獲得營養)
寫作部分
寫作 1【綜合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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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作 2【獨立寫作】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The rules that the whole
society today expect young people to follow are too strict.
閱讀部分
閱讀1
一個paradox【the Young Sun Paradox，可參考TPO22聽力lecture 2】， 太陽比從前熱
了，照理說過去的地球應該很冷，但事實是地球從前也沒有冷多少，分析原因。溫室氣體
trap了熱量，地球自身有一個維持stability的system， 後面還說了生物可以調節氣候。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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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些好像都有設題。
閱讀2
歐洲的industrial revolution 貿易的。一些因素促進了發展。移民人口增多，需求增大，各
種促進。然後技術革新，cost降低，transportation也更新。也談到了printing的發展
閱讀3
鳥類的歌聲。雄性鳥類通過歌聲聲稱自己的領地拒絕其他雄性鳥類的到來，然後在自己的領
地mating，和雌雄鳥類共同生活。後面說了領地有的只是用來mating的，有的是用來生活
和mating的。歌聲也分種類，有的歌聲也有恐嚇作用。
the agricultural method – fallow【休耕】and 3 tier cropping system
The faint young Sun paradox or problem describes the apparent contradiction
between observations of liquid water early in the Earth's history and the astrophysical
expectation that the Sun's output would be only 70% as intense during that epoch as
it is during the modern epoch.
聽力部分
Conversation 1
學生想去一個保護turtle的program，沒錢，申請funding。但只提供給art和science專業，
老師建議他去student center student seeking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nservation of leather back turtle -went to financial aid office.
-The scholarship application already due a month ago. The grants only available to
arts, music.
The financial aid officer advised the students to Oversea studies Board (not sure) to
get more help.
Conversation 2
一個學生寫paper，關於什麼log運輸的
student seek advice on research paper - impact of automobile on manufacturing..
I think the prof worry that the student might not have enough sources (got question)
later the student change it to the impact of technology on Lumber industry
got question on donkey engine (shit- i select wrongly- should be the steam engine for
logging)..haha
There is a question of how technology impact on Lumber industry - steam logging,
demand more log, build railway, ???? (got question)
Also, the impact of railroad on lumber (got question):
1) increase cost as rail needs to be built deeper inside forest
2) ??? forgot
Lecture 1
某個文藝復興時期的artist的作畫的兩個方法很特別，因為他很注重畫所表現的故事，然後他
有兩個技法。1是讓被畫的人擺一種pose，但這種pose可能畫出來會很畸形，頭相對身體不
成比例，所以他要求他的學生學習人體構造肌肉什麼的。2是一種空間構圖的方式，產生3D
的效果。
during Renaissance period -focus on method use to present the realism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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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alism of art during Renaissance period
- Why Leone Alberti or Michael Angelo (dont remember) are considered Renaissance
artist - coz he knows lots of things - art, music, etc (got question)
The type of method use to draw portraits/sculptures (might be wrong)
1st method) one side will differ from other side, like right hand against left leg
(bended) to give a real movement. (Note: there is a term called " contrapposto" -not
important but got question asking why such appearance- i choose to provide realistic
movement.
Also talking about they draw the portrait and focusing the proportion of head and
body- how they study anatomy of body as measurement to avoid the head being too
big or too small
2nd method) by Leone Alberti : 3D perspectives--something to do with drawing
straight lines and the image you draw will create a 3D illusion.(got question on this)
Lecture 2
bacteria看似簡單，但是卻很牛叉，可以在極端環境生存（survive in extreme
condition）。
它可以在很冷的地方生存，用S（應該是硫）的一種什麼化學物質當作養分。也可以在很熱
的地方生存，硫的A物質轉化成B物質，轉化成C物質，細菌可以吃C物質，但因為沒有別的
生物存在，細菌該怎麼繼續生活呢，文章又說了，S的那些物質可以迴圈利用啊，然後說到
iron在ABC物質中的轉化作用，估計跟催化劑差不多的意思，所以細菌可以一直生存下去。
a)
how organism/bacteria survive in extreme heat - hydrothermal vent : how did they
convert the hydrogen sulfate（硫酸氫鹽）to nutrient
b) How organism survive in extreme cold - underneath the glacier (psychrophile-低溫
微生物)
- salt lowers the freezing points of water.
- normally, organism will convert Sulfite（硫酸鹽） to Sulfite（亞硫酸鹽）, (Note: i
think it mentions about "Sulfite" as the energy for the organism) But psychrophile
converts "Sulfate to Sulfite " - Qs: THE LEVEL OF "SULFATE" IN WATER REMAINS THE
SAME..WHY?
Contrapposto is when a figure stands with one leg holding its full weight and the
other leg relaxed. This classic pose causes the figure’s hips and shoulders to rest at
opposite angles, giving a slight s-curve to the entire torso. On the right,
Michelangelo’s David, the red lines show where his muscles are tensed and the blue
ones where his muscles are relaxed.
'coz these organism uses the IRON underneath the glacier to convert back the
"Sulfite" to "Sulfate" - they recycle it
Lecture 3
壁畫
signs found on cave painting that wasn't focused by previous researches (the 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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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s-got questions) since they only focus on the drawings
There are few pictures appear:; dots, hands etc.
Note: there is a slang mentioned by prof (got question) - i think it means the previous
research overlook the importance on the signs symbol at cave painting
a small oval in large oval - indicates ???? (sorry forgot)
Are those signs considered as early writing?
Sumerian- the 1st writing system
The combination of dots and handwriting results in ???? (got question) - i choose new
meaning.haha
The signs in cave found in Northern Europe also appeared in Northern Africa-why?
'coz the early people from Africa might have migrated to Europe but still use the same
sign. Qs by student: impossible. Prof said it's possible 'coz 2 continents were joined
together and separated due to tectonic plates pressure ( Got Questions)
Lecture 4
-Stephen Haggerty- theory that the black diamonds are from outer space - the
meteorite that falls into earth, only found in Brazil and Central Africa.
the content nearly the same.
features of black diamond ( have Qs):
-small pores, rough surface
-older than those other diamonds (OMG- i choose younger hahaha..)
-hydrogen element....
The prof attitude with the theory that the black diamond is from outer space (got
Question)
口語部分
口語1
Talk about one of your family members who has similar traits as you. Describe those
traits.
口語2
Between the following two places, where would you choose to live? 1. Big and new
place but far from your workplace and/or university 2. small and old place but near
your workplace and/or university
口語3
【學校通知】：信裡建議把math building的一層改成cafeteria。Convert large empty
room in Maths building into small cafeteria. Student can eat between classes 2) install
recharge outlets in new cafeteria so student can recharge their laptops.
【學生意見】： 女的贊成，說好啊，現在吃飯的地方在student center，離building好遠，
上課間隙來來回回很趕，要是能在一層吃東西會朋友該多好，然後又說數學系的樓太舊了，
cafeteria可以recharge laptop這樣很方便，而且還可以在那幹點別的事。（students
always use laptops during classes - allows students to recharge and do homework at
the same time. Plus the Math building is 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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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語4
【名詞解釋】diffusion effects。就是做實驗設兩個對照組，但如果對照組收到實驗組的幹
擾這個實驗就失敗了。
【講座舉例】一個想要research一個exercise可不可以緩解office worker的疲勞。把一個
building分成兩組，並告知做ex的那一組不准告訴不做的那一組。結果幾星期過去了，實驗
組的有人就跟對照組的人感歎啊，說做了這個ex神清氣爽啊，結果對照組的人也去做那個ex
了。實驗失敗。
口語5
【學生問題】男生要去airport但本來要來接他的朋友聯繫不上了。
【解決建議】1，坐bus，但是要轉車，而且箱子重。2，繼續等朋友，不行叫taxi。
口語6
【講座主旨】關於speed的adaptation
【講座例子】example 1.tough foot。獵豹（cheetah）的foot tough然後可以在rough的
地面上跑，石頭沙子什麼磨來磨去也不會痛，自然跑的快。2.long and powerful leg.還是獵
豹，後腿肌肉發達。
寫作部分
寫作1【綜合寫作】
閱讀說bee 在200 million years前就存在了的觀點受到質疑，理由：
1沒化石。
2沒花沒食物。
3化石結構可能不是bee的。
speaker 反駁
1，沒有化石是因為那時候沒樹，無法preserve 化石。
2. bee不是一定要feed on 花的，也可以是pine tree什麼的。
3.通過化學物質可以斷定化石那就是bee的。
寫作2【獨立寫作】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In the past young people
depended on their parents for making decisions. Today, young people are better able
to make decisions on their own.
閱讀部分
閱讀1
夏威夷的植物有的是鳥身上帶過來的,有的是飛機帶過來的. 這些植物都在夏威夷安了家.還有
一些動物也是這樣.
補充回憶：夏威夷的物種變化是因為動植物無法transport去那裡，不是因為本身的環境問題
閱讀2
講一個d開頭的人因為全球變暖所以遷徙
氣候變冷,很多人遷徙去了南方,但是有一批人留下來沒走,這批人就創造了XX culture. 他們善
於用一些寒冷的地方才有的工具，雪刀什麼的，還會去冰下麵捕魚，後來氣候變暖，要在
open water捕魚，他們反而不會了。於是慢慢被eskimo占了地盤，被趕到邊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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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3
青蛙的叫聲有簡單和複雜兩種。複雜叫聲又吸引女青蛙又吸引蝙蝠。所以在大池塘裡面，青
蛙多，被蝙蝠抓到的可能性就小，青蛙就用複雜叫聲，又可以吸引女青蛙又不太會被吃掉。
小池塘裡面，比較容易被蝙蝠抓，也沒有什麼配偶要吸引，所以就用單一的叫聲。
補充：講一種frog發出兩種不同的求偶信號一種是單獨時發的另一種的很多frog一起發的。
母frog對於很多frog的更attrative, 但是單獨時發的更加吸引捕食的
聽力部分
Conversation 1
女生是社會心理學的，因為書店把書放錯了地方，她多買了兩本社會學的書，要來退款，收
銀員說你這都過了退款期限了，不過看在是書店的錯，就給你退了吧，下次注意看你的
receipt最下面有退款截止日期。後來這個女生說，她買了一本法語書，但是她剛知道下學期
有開義大利語的課，所以就想把法語的書退掉。但是過了退款期限，最後售貨員還是說那還
是給你退吧，下不為例。
Conversation 2
語言學：一個女生找教授談話，問project的事情，教授說要找來6個人，3男3女，給他們讀
同一篇文章，看口音有沒有不同（accents and pronunciation），實驗過程要錄下來。女
生問：能找學校教授湊人數嗎？教授說：最好找年齡相仿的人。後來女生說她的合作夥伴
Emily非常不配合，不是今天有事就是明天有事。還說參加莎士比亞節，缺了作業，教授有
重複一遍作業是什麼，女生說馬上做好交出來。教授說下次你們下課留下來，找你們談談。
Lecture 1
好像是說塞尚，有一段時間畫家覺得攝影家已經要威脅到他們的存在了，但是他們又覺得，
攝影只是一瞬間，沒有辦法表現出時間的流逝，但是畫畫可以。比如一幅畫叫 XX Sunrise就
完美的詮釋了時光的流逝，因為線條和線條之間沒有明顯的分界，很模糊，顏色和顏色就混
在一起。後來就有人說，根據研究，人的眼睛看到的世界本來就是這樣，一團顏色和線條，
是這些資訊被大腦處理了之後才會變成現實中的世界的，然後就有人覺得塞尚畫出的畫就是
眼睛最初看見世界的樣子，還沒有被大腦處理過。
Lecture 2
貿易順差和貿易逆差。有人覺得進口少，出口多比較好，但是那其實是錯誤的。因為他們這
些人只考慮到了貨物和服務的買賣，沒有考慮到資本市場。其實如果算資本市場進口多，出
口少也不是壞事，因為有好多錢進來買股票還有基金。
Lecture 3
山川形成：南極洲的山是怎麼形成的。有人猜火山爆發，但是沒有證據。後來說是冰川的作
用。還說本來以為南極洲的那個山好年輕，後來發現年紀很古老了。
Lecture 4
Sea star不能叫做sea fish因為不是魚。吃東西的時候把貝殼翹開一個縫，把自己的胃液倒進
去，就把食物消化了，再吸出來.
口語部分
口語1
Which of the following three subjects would you choose to learn? Math, painting,
science. Explain what you want to learn from this 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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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語2
Do you prefer to use e-mails to communicate with your friends and family members or
do you prefer to use the telephone?
口語3
【學校通知】：文章：學校要來一個節電比賽，看誰用電少，贏者獎勵皮薩派對。
【學生意見】：對話：女的說這很好啊，應該節電的。還說應該貼小紙條“隨手關燈”在開
關旁邊。男的說：不是每個人都感興趣。女的說：就算他們對節電比賽沒有興趣，也對皮薩
派對有興趣，這樣為了贏，他們就會節電了。
口語4
【名詞解釋】機會主義者：植物界有這樣一種人，當一塊地方的植物被不知道什麼原因消滅
的時候，這種機會主義植物就會趕緊佔領這片地方。但是當人家本來的植物長回來的時候，
這個機會主義植物又競爭不過人家，只好慢慢消失，
【講座舉例】教授的例子是：牛吃草。
口語5
【學生問題】一個女的抱怨校外租的公寓裡面的室友好吵，都不能學習了。
【解決建議】男的說那你下學期租到校內來，女的說校內的公寓沒有廚房。她說自己想要自
己一個人租一間校外的，但是好貴，她說可以把圖書館的工作時間從15小時每週調整成20小
時每週，但是又覺得這樣就和朋友一起找樂子的時間就少了，總之各種糾結，
口語6
【講座主旨】經濟學 Scarcity:
【講座例子】例子是：服裝店賣夾克衫。你和顧客說這件衣服不剩多少了，再不買就沒有
了，他們就會瘋買。或者你和顧客說只在這個週末打五折哦，他們也會瘋買。
寫作部分
寫作1【綜合寫作】
一個在Maine發現的銀幣是被歐洲來美洲的探險者(Norse)帶過來的：閱讀覺得這個歷史是
假的。因為:
1。在Maine州發現的銀幣和其他的相距離太遙遠
2。沒有再發現其他銀幣
3。歐洲人知道銀幣，但美洲人根本不認識
教授覺得文章是錯誤的，因為:
1。探險家可以旅遊，把銀幣帶到的處都是
2。銀幣是錢，所以歐洲人回去的時候就打包帶回去了，所以考古學家找不到其他的
3。北美人就算不知道銀幣是錢，也會覺得它很漂亮，把它做成項鍊。
補充：教授說1.native American可以travel然後帶銀幣2.銀幣可能是Norse遺漏在NA的3.北
美人就算是不知道那是錢，也可能因為她漂亮所以接受他作為trade material
寫作2【獨立寫作】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Parents should spend more
time playing games or sports activities than doing school work with their children.
閱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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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1
墨西哥一個古民族的發展
閱讀2
美國初期新英格蘭地區的農業和經濟活動。
閱讀3
地球的原始生物和大氣層變化
其他閱讀（有可能
其他閱讀（有可能是加試）
physical geography的歷史
口語部分
口語1
Talk about the benefits of talking to older family members (grandparents, uncles,
aunts, etc.)
口語2
When things at home such as furniture or electrical appliances are broken, some
people prefer to have them repaired in a shop, while others prefer to fix them at
home. Which do you prefer and why?
口語3
【學校通知】：校報登了封信,說要對學校大禮堂(auditorium)整修，首先要改進音響系統，
然後引入online tickets system
【學生意見】：聽力裡女生同意。第一學校禮堂音響系統確實非常爛，她有時候自己組織讀
詩會，學校麥克風經常不work。第二，online systems也非常有效，能解決問題她自己很難
找出合適的時間去現場買票，大禮堂離教室非常遠，有時買票隊伍很長。
口語4
【名詞解釋】一種商業競爭策略fighting brand。大公司推出價格便宜的子品牌跟小公司競
爭。【講座舉例】聽力中例子company A生產digital camera，口碑很好，大家都樂意買。
有小公司B生產similar digital camera，但是價格便宜，大家覺得這也是個不錯的deal。大
公司司A為了保住市場份額，推出一個牌子，價錢便宜品質一般，跟B公司競爭。因為人們對
公司A公司熟悉所以買公司A子品牌的東西，逐漸不買公司B的。
口語5
【學生問題】男學生住的地方離樓梯近，晚上噪音大，他睡不好覺，上課精神不能集中。
【解決建議】方案1：搬到其他dorm。這個立刻可以搬問題除了噪音之外他非常喜歡現在住
的地方有很多好朋友，離圖書館非常近。方案2：搬到其他房間(同樓的另一間遠離樓梯的宿
舍) ，不離開這個dorm，問題是要等到學期末(要多等幾個月)
口語6
【講座主旨】一種鳥到其他鳥巢裡(host bird的巢裡)產卵，其他鳥(host bird)有兩種對策去
防止這種鳥來產蛋。
【講座例子】 第一是改變生活習慣,不讓那種鳥接近給的例子有種鳥當產蛋鳥過來時就改變
行為花非常多的時間去保護他的巢，當產蛋鳥再接近時他就把鳥趕走。第二種是下特別的蛋,
有獨特的大小和顏色, 下特別的蛋：有獨特的大小和顏色，一眼就能和某鳥的蛋區分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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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發現某鳥的蛋就把它們推出巢外。
寫作部分
寫作1【綜合寫作】
文章說降低high way speed limit 的三個好處
1. 降低嚴重事故的數目, 舉了1974年的數據做例子
2. 有利於解決空氣污染,改善環境，減少廢氣排放。
3. 有好的經濟影響如可以省油
聽力反駁, 限速的確有好處，但不是唯一的出路
1. 沒有確鑿的證據證明速度降低和事故減少直接有關係因為在速度降低之前事故就有降低的
趨勢很可能降低的那十年是這個趨勢的延續效果還有也在於天氣路況等因素，road
design，和汽車安全性能提高也有可能降低事故
2. 廢氣排放的減少不一定需要限速。在Texas 做了實驗，污染指標只會下降0.5% 這個效果
在城市中微乎其微。
3. 降低車速會帶來不好的經濟效應，例子是卡車司機如果被強制開慢，他們運輸時間變長運
輸成本上漲導致物價上漲。
寫作2【獨立寫作】
Should the government support artists or should artists support themselves?
閱讀部分
閱讀1
講土壤的分層結構，從地表到地下水這段可以分三層。文章對每層有詳細的描述。
閱讀2
講遠古時期人們怎樣從打獵逐漸變成種莊稼的。這種變化並不是顯而易見的，因為種莊稼不
一定比打獵來的省事兒。文章主要談了一個地區（不記得了），氣候條件很好，以致植物的
大部分營養都在種子裡，因此種子可以提供全面的營養（大概是這意思），然後經過人們無
意識的選擇，被選擇的越來越大。還記得考了一個詞（intact)的意思。
閱讀3
聽力部分
Conversation 1
講的是一個學生一學期打了三次emergency call，被要求交錢......然後學生去找officer，分
別說明了三次打emergency call的原因，貌似有一次不是學生的原因，而是修理人員給他留
了錯誤的房門鑰匙導致他半夜進不了宿舍，所以學生說這次不該算在自己頭上。如果是2次
emergency call的話就不用交錢。最後officer很無奈的說，你去找那邊的人寫封紙質的信
confirm your story...
Lecture 1
講甲醇氣體可能是生命的徵兆。科學家在火星上發現甲醇氣體，而且在短時間內劇烈變化，
科學家還在找原因。另外甲醇除了生物活動釋放，非生物活動（火山爆發）也可能釋放，我
們通過同位素來區別這兩種來源的甲醇。
Lecture 2
講某種分析方法用在分析恐龍身上，得到了很多結果推翻了以往的認知。有一種體形龐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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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龍，原來人們認為他需要很長時間才能長成那麼大，因為它牙齒的結構和生活環境中的食
物。但用這種新方法發現這種恐龍在幾年裡就長成很大的樣子了，平均每年長3米...另外在歐
洲某個地方發現的一種恐龍，很小，原來都以為它是幼年時期的恐龍，但用這種分析方法發
現，這是一個新品種，這恐龍其實就這麼小。
Lecture 3
講的是觀眾不僅僅只是欣賞藝術作品，也可以是藝術作品的參與者。用了一個藝術家在紐約
實踐的例子，後半部分提到，在museum裡也可以這樣，某個“藝術家”擺兩個凳子，自己
坐在其中一個上，讓觀眾坐在另一個凳子上，兩個人對著看，你看我，我看你，互相看好幾
個小時都沒問題。lecturer還說他也體驗過這種藝術，剛看了一會兒自己就high了，感覺周
圍的能量都提升了
Lecture 4
說的是習慣給人帶來的影響。養成某種習慣之後可以讓大腦騰出空間思考其他的事情。而且
習慣受外部因素的影響，遇到某種特定條件就自然做出習慣性動作。舉了個例子，說調查那
些轉學的學生。很多學生轉學前都有每天鍛煉的習慣，但轉學之後就沒有這種習慣了，就是
因為環境變了。另外改變習慣最好的辦法是改變外部環境，除非你有主觀意識不去改變（大
意是這樣）另外一篇說的是火山爆發，先說火山爆發無法預測，兩次爆發的間隔可能很短，
也可能很長很長。另外說火山爆發前的四個徵兆。這個想不起來了，仔細聽就是了。
口語部分
口語1
If you are asked by your teacher to do community servic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would you choose? Explain why. 1.helping children with their homework 2. teaching
adults to use the computer 3. cleaning city park
口語2
Do you prefer to live in an area that is noisy but close to shops or public
transportation, or an area that is quiet but far away from shops and public
transportation?
口語3
【學校通知】：學校準備下學期舉行一個library training day，幫助剛入學的大學生學會使
用圖書館查找資料。培訓完了還要佈置作業（training後需要交一個assignment），確保學
生們都學會了。
【學生意見】：男生女生開始對話，男生說這個計畫簡直就是腦殘，因為1：現在大多數人
直接用自己的電腦連接網際網路查資料 2：即使需要用到圖書館訂閱的journal，也可以用自
己的電腦聯網找，不需要他們 3：新生本來就很忙了，heavy load of homework，還給他們
佈置作業，只會讓他們更忙
口語4
【名詞解釋】psychological risk.
【講座舉例】說某個公司賣一輛sporty style car，打的廣告是這車能跑很快很快，但後來發
現有些人由於擔心這車對環境污染嚴重，所以不想買。實際上呢，這車還是很環保的。公司
發現這情況後啊，趕緊修改了廣告，著重突出這車的high efficiency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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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語5
【學生問題】一個男生錯過汽車遲到了，正猶豫還要不要去上這節課。
【解決建議】1. 因為這節課的老師很討厭學生遲到，他如果遲到了，他怕老師在課堂上說來
說去讓他很embarrass。所以他就打算不去了，因為老師允許在一個學期裡可以有一次不去
上課。2. 但女生說如果你這次不去，下次你生病了就不能再請假了。男生說也對，而且自己
還有不明白的，又想去上課。
口語6
【講座主旨】invasive species。這類物種有很強的生存能力，兩點。1：啥都能吃，各種來
源的食物都可以吃，所以有很強的生存能力。
【講座例子】例子：澳大利亞的蛇引進到某個大西洋小島，沒有lizards他們可以吃birds，然
後這蛇就成了invasive species 2：可以容忍環境的變化。適應那裡的水溫變化，忽冷忽熱都
沒事兒。
寫作部分
寫作1【綜合寫作】
莎士比亞的一作品提到 Richard lll killed his nephews to become the king
lecture 中pro反對
1. Richard不需要kil。他已經勸說什麼人，修改法律，讓他的夫婦結婚是不合法的。他的侄
子lost rights to become the king
2. other writers也認為Richard killed his nephews，因為他們沒有自己的觀點。他們被the
tuors（螢幕有顯示）支援
3. 在the tower of london發現的skeletons 不一定是nephews的，他們small，無法判斷年
齡，性別，那還有別的孩子
寫作2【獨立寫作】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We can learn about a person
from the books and movies that person lik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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