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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馨、精緻的小班課程，

擠沒效率，互動多，學習效果好

 
聽說讀寫技巧快速解題，，

一對一面談學習問題，了解每個學生的學習狀況

 
完全不一樣的英文體驗，

文，擁抱人生的托福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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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人小班，每個人都會受到關注 

，照顧到每位學員，想要發問就發問，不像大補習班擁

學習效果好。 

課後追蹤面談 

，，台中托福課程唯一老師親自於課後幫同學

了解每個學生的學習狀況，當然更能夠幫助你順利達

超生動幽默的上課 

，聽過老師一堂課，勝過自讀百券書，一堂讓你熱愛英

，保證欲罷不能，從未有過的托福英文學習經驗

www.theenglishegg.com 

不像大補習班擁

 

幫同學課前課後

當然更能夠幫助你順利達陣。 

 

一堂讓你熱愛英

從未有過的托福英文學習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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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mong the following three types of books, which do you like the least? 

Mystery novel, science fiction, biography. 

2.  

Choose ONE form of technology in the list and tell why it has great 

impact on people's lives in your country? Airplane, computer or 

television. Use specific reasons and examples to support your response.  

3.  

Do you like to travel alone or travel with your family members? Explain 

why. 

4.  

Which is better for children? To grow up in a big city or to grow up in a 

small tow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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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1  

文章： 說要把一個on campus 劇院關掉，移到外面的一個地方，這樣的好處

有：1. 外面的劇院更大，就有更多的人去。2. 外面的light 和sound 系統更好。

聽力： 男生不同意，說1. 太遠了，不方面，同學們不想去2. 我們不是

PROFETIONAL 的，所以沒有受訓練，去用更好SYSTEM也許還更差。 

7.  

【名詞解釋】adaptive reuse: 文章：介紹再利用，說是把沒有用的但是有很好

歷史價值房子重新裝修再來使用。【聽力材料】： 老師介紹說原來他們要建一

個CONCERT hall, use a chocolate factory來改造，說這個地方足夠大，很漂

亮啊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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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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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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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女生took 6 classes this semester and she was selected to the women's 

basketball team。平時籃球訓練佔用了她太多的學習時間。【解決方案】：

女生自己說出方案1：to quit the basketball team, since it takes too much 

time。男生說她got in the team after several times of application，放棄了

很shameful。男生說出方案2：to drop some classes which are not so 

important。反正也不是required classes。但女生說good scores in extra 

classes may make her competitive to attend a graduate school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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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children的social skills是怎麼培養的。1. 3-4歲的時候雖然在一起玩，但是是

做不同的事。比如用block玩的時候，有一個可能拼車，有的可能幹其他的什

麼（忘了）。2. 5-6歲的時候，孩子一起玩就是corporation了，比如玩block 

的時候，很多人交談，然後一起決定要怎麼建這個房子。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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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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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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閱讀：越來越多的人對在大公司上班失去了興趣，轉而自己開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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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1211116NAW1  

文章說降低high way speed limit 的三個好處： 

1．降低嚴重事故的數目。 

2．有利於解決空氣污染。 

3．有好的經濟影響如可以省油。 

speaker 反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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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ad 

design 和汽車安全性能提高也有可能降低事故。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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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為了slow down the global warming 的速度, iron fertilization是個辦法, 但

是有很多問題. 

1. 只能吸收很少的carbon dioxide 

2. 產生永久的影響，可能有毒 

3. 破壞ecological balance of oc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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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cture 反對： 

1. 實驗還是有用的，沒有效是因為實驗時間太短了，iron fertilization在第一

個月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確實不行，但是到了第二個月第三個月就increase了。 

2. 對於部分有毒的區域可以停止施肥，會逐漸decline, 

3. 雖然不知是否會造成永久性傷害，但是還是worth to take the risk,畢竟地球

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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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當時有很多火山活動。 

2. plant是很多，但是營養很少，沒法支持生存 

3. warm climate is actually a disadvantage, because they needed to cool 

off 

18.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Teaching is 

harder than it was in the past. 

19.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People can 

solve important problems by themselves or with the help from their 

family members so there’s no need for the government to help them.  

20.  

Should the government support artists or should artists support 

themselves?  

21.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It is better to 

take a secure job with a low pay than to take a job with a high pay but is 

easy to 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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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 Daniel 老師，目前正在準備申請 MBA, 謝謝老師的幫忙，讓我

聽力 30，所以才能有 102 的分數 •上老師的課，很輕鬆，因為老師

很幽默，讓上課不在有壓力！同時老師在課堂強調的觀念，真的可

以讓同學發揮最大的優勢，例如關鍵字的拿捏， 如：However, 

but 可以在冗長的英聽測驗中，輕鬆保持作者態度！ 另外，老師不

時會提供課外的補充資訊，提昇同學 background,其實對整體

toefl 測驗，有很大的效益！ •準備的方法分為三種 1. 大量的背單字 

方法: 一天五十個字, 一定要唸出來, 花十分鐘看一次, 一天當中看很

多次,但一次一定不會花超過十分鐘, 每天複習前一天背的單字,快速

看過就好! •2. 聽英文新聞和廣播, 一定複誦, 優點: 長時間累積下來, 

每一個字都聽得很清楚.不熟悉的單字久了也就熟ㄌ. 一開始可能會

很吃力,但是後來每個字都聽得很清楚地感覺超爽 •因為托福聽力很

長, 我發現記憶也是一大難關.但相信大家也發現考試很長考態度而

不考細節所以, •3.筆記變得很重要, 只要記錄作者態度, 作者態度抓

對ㄌ, 即使中間有一兩個字聽不懂也沒關係, 千萬"不要"抱持一定要

聽懂每一個字 千萬"要"一直注意作者態度 

The EGG 英語蛋官網:http://www.theenglishegg.com/ 

Daniel 老師臉書:https://www.facebook.com/TOEFLPR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