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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aking Task 3-6 

 

 
【學校通知】：為節能，大學計畫：1、關掉圖書館的燈，代之以節能燈.2、調

高空調 air-condition 的溫度. 【學生態度 1 女生反對此計畫。理由 1、學校應該

把學校裡的很多空教室的燈關掉來達到節能的目的，節能燈太暗，學生還得自

己帶檯燈。理由 2、如果關掉空調，in hot day，圖書館就不夠 comfortable，就

沒人去圖書館學習了。大家只能在宿舍複習了，但是宿舍又太吵，所以沒法專

心複習。 

 

2.  

Behavior chaining，就是說有時候教小孩子一件事，就把這件事情拆開來一步一

步教。教授的 lecture 很簡單，就一個例子，教他３歲的女兒 wash hands，不要

認為，這就是 one action，要分開教，５步，turn on the water, wet the hands, 

put on soap, wash hands, turn off water.每天教一步，漸漸的小孩子自己就把這幾

步連起來了，過幾天就能自己洗手了。 

 

3.  

男生的問題，明天要去面試，但是西服丟在父母家了。有兩個解決辦法，一個

是穿室友的，但是很大，擔心不能給面試官留下好印象；或者，女生提供的方

法，今天放學後抓緊時間，再買一件。男生不太願意，因為他的錢現在都省下

來想買個自行車，買了衣服就沒錢買車了。 

 

4.  

閱讀：學校圖書館因為空間有限，將 reference 和 journal 改成 online，不再提供

紙本的材料。這樣一來節省空間，二來方便學生。 聽力：一男一女兩個學生討

論，她們聽到後都很高興。男生表示贊同說 (1)圖書館這個措施很好，因為他

在裡面工作過，保存資料很占地方，擴建的話要花很多錢，放到網路上的話可

以節約經費。(2)另外，這個舉措也能方便學生，因為學生宿舍很多都有電腦，

可以直接在宿舍上網查閱資料。 

 

5.  

閱讀：講了生態學中的 cyclic population change，說在一個生態系統

（ecosystem）中，生物之間的數量（population）是互相影響的，捕食者

（predator）和被捕食者（prey）的數量有一個均衡點。聽力：教授舉了一個例

子來說明。講一種 mice 和它的 predator（可能是某種 wolf）之間互相影響。分

三個階段： (1)prey (mice)多，predator 食物充足，population 增加； (2)prey 少

了，predator 食物減少了，population 減少；(3)predator 少了，prey 又開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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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了，如此迴圈，population 平衡。 教授說實際上第三階段就是第一階段，

因為是 cyclic，不斷重複這三個階段。 

 

男生急著要完成藝術 paper，但必需要去 museum 才能完成，而 museum 明天

就要關門了，只能今晚去，可是這個男生今晚又有課要上。 女生給了兩個建

議： (1)向負責 paper 的教授請求延遲交，男生說這樣教授會生氣的； (2)向今

晚上課的老師請假，然後去 museum，缺的內容可以回來再抄筆記，（男生從不

缺課，上課的老師會體諒他）。 

 

7.  

心理學中的 reinforcement，分為 positive reinforcement 和 negative reinforcement

兩種，即增加能夠激發個人興趣的東西和消除自己不喜歡的東西。 

教授具體舉了兩個能實現早起上班的例子。 

(1)positive（add the pleasure）：早起獎勵自己好的 food，這樣就可以讓你喜歡

早起這種 behavior。 

(2)negative（remove the unpleasant behavior），不喜歡早上 shower，那麼可以改

在晚上，這樣人也就不會那麼討厭早起了。   

 

8.  

passage: definition: a group of people are more likely to make decisions which they 

won't make when they are alone----reason: avoid conflict; try to flatter other 

Lecture: example: a decision make story of a family. They decided to go on a trip 

(ends terribly) which no one want. 

 

9.  

【學生困難】：女生的腳踝扭傷了 broke her ankle,沒法開車去 she will not be able 

to drive downtown campus 教 teach 高中生上課 do the teaching stuffs 沒有過去

的 bus. 

【解決方案】：女生自己提出兩個方案：方案 1、可以每天 every 晚上 to take 

taxi,但就是太貴了 expensive, 沒有 cash.方案 2、to ask one of her friends to give 

her a ride 去上課，女生擔心 her friend would have to wait for almost an hour as  

 

10.  

【講課要點】：Marine animals protect themselves by producing lights. There are 2 

ways:方式一、sudden flash bright light：舉例:When they are under attack, deep-

sea shrimps will give a short period bright light to frighten the attackers, and deep-

sea shrimps can escape.方式二、constant flash bright light：例子：Since their 

predators always hunt animals by judging dark shades, hatchet fish give cons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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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 to make themselves seem like sunshine. By doing this, their predators can 

hardly find them. 

 

11.  

【公開信】：學校在考試複習期間舉辦什麼娛樂活動，期間取消校內公車，有人

感到不滿給校長寫信，原因一是噪音影響在宿舍複習的人，原因二是取消校內

公車對要乘車的人很不方便。【學生意見】：對話中女生認為這兩個理由都沒有

說服力。首先要看書的人可以去圖書館看，不一定非要在宿舍，圖書館 很安

靜。其次學校很小，去哪裡都可以步行，不行橫穿學校只要 30 分鐘，況且公車

只取消幾個小時而已，no big deal 然後題目是女生的觀點理由是什麼。 

  

12.  

【名詞解釋】學術名稱我忘了，是說鼓勵兒童反復做他們害怕的事，然後建立

自信，最終克服恐懼。【教授舉例】：聽力中叫獸用它自己兒子 Tommy 的例子，

說他們家搬到 LA,Tommy 原來不敢和新小朋友玩，只敢趴窗上看，後來叫獸借

買冰淇淩之機鼓勵他向小朋友們問好，回來又問一次（兩次間兒子表現已有所

不同），回來後兒子甚至主動要求出去和他們一起騎車，最終，Tommy 和其他

小朋友過上了幸福的日子。 

 

13.  

【學校通知】有學生組織了一個樂隊，他們想利用中午的時間在學校的草坪上

(a large opening area)上做免費演出。【學生意見】反對。第一：中午並不是一個

好的時間，學生時間其實很緊，他們在這個時候可能也會學習，或者 reading。 

第二：產生 noise，吵到別人。第三：lawn 也不是個好地方，學生有可能是些

in-door type，而且坐在草坪上會壓壞 grass。所以，建議在晚上，這個時候學生

多是 relax 的時候，並且選擇一個 in door 的地方。 

 

14.  

通知說誰再丟垃圾要罰款。女的說好。 

  a 他家鄉通過這個政策就變得很乾淨; 

  b 被員警在大街上抓住很尷尬; 

  c 罰款能為學校增加收入; 

  d 乾淨後學校不用雇清潔工能省錢. 

 

15.  

女生把她老媽的車停在了校園，怕吃罰單。她打算去把車開走，男生建議別

管，因為不容易被發現，而且快上課了，再說就算罰也就是一點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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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個人倡議】有個學生寫了封信，認為學校應該將課間時間由 10 分鐘延長為

20 分鐘。【理由】 1、有時上課的地方離得遠，學生無法在十分鐘內趕到教

室；2、學生沒時間在課間休息時問 professor 問題。男生 disagrees。【理由】  

1、實際上很多課上課的地方離得並不遠，10 分鐘內完全能趕到；如果真的

遠，教授可能提前下課。而且即使真遲到了，professor 也能理解；2、課間教授

問題是一個比較 private 事情，好像對於大多數學生比較 unfair，所以完全可以

在課下通過 Email 交流，因為 professor 有 regular office hour，可以在那時候去

問。 

 

17.  

【名詞解釋】刺激區辨（stimulus discrimination）。有一些動物會通過 sound, 

movement 等等來作為 stimulus,另外的動物會接受這些資訊，但是有很多動物都

要傳遞資訊，他們怎麼分辨是自己人在發出資訊。動物們依靠聽辨不同的聲

音，來判斷危險和安全。【教授舉例】lecture 裡，教授以海豹的主要 predator

即海獺為例，說並不是所有的海獺都吃海豹。只有一個物種吃海豹，其他的對

海豹無害。而這種吃海豹的海獺發出的 sound 是單一的，over and over again. 

而其他的發出的則 more complex，like music。所以海豹可以通過區別這個聲音

來判斷是不是它們的 predator。如果是的話就趕快 run away，如果不是就不會

escape，因為會消耗能量。 

  

18.  

【學生困難】女學生要做數學作業，但是過週末的時候把 textbook 忘在家廚房

了，作業明天要交。【解決方案】1、晚上向她室友借 text book，但室友也選了

這門課，而且正在做，所以她只能等幾個小時再借，所以她勢必要熬夜。但她

昨晚又沒睡好,今晚要早點休息明天考試；2、明早開車回家拿回自己的書，這

樣萬一遲到教授也可以理解（但被女生否決，因為教授對 deadline 很嚴格，說

新學期開始不可以晚交作業）。 

 

19.  

【講課要點】關於 comparative marketing，在廣告中對比自己競爭者的

products，說自己的產品有多麼多麼好。但是這個方法有倆 drawbacks，並舉例

為證。1、反而讓消費者記住競爭對手的名字（以 soft drink 為例，因為廣告中

提到了對手名字，消費者把這名字與 taste good 聯繫在一起）。2、這種廣告方

式可能會 insult 到使用競爭對手產品的消費者，造成相反效應。（舉了一種洗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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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例子，說品牌 A 在廣告中說使用 B 牌子的顧客頭髮很糟糕，如果使用 A 牌

子就很漂亮。令使用 B 牌子的顧客覺得 insulted 了，反而不用 A 牌子）。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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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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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proposal: a student suggest 圖書館限制同學們借書，最多借十本，因為 1. 大多

數人一次借的太多，看不過來 2. 許多人借的時間太長，都丟了，這樣可以減

少圖書館每年丟書的數目。女生反對：1 要給好幾個科目寫 paper，喜歡用很多

書，至少 20 本，而且所借的書都會看。2 從來沒丟過書。 

 

23.  

vertical migration： Animals travel from the surface to the bottom in the ocean. 例

子：squids:夜裡在水表面，為了 feed on tiny creatures. 白天光照強，水面上透

光，可以引來 predator attack. 晚上天黑了，在水面 squids invisible, 就來水面吃

東西。 

 

24.  

two things ancient human learned to keep the fire burning. 第一，technical 

knowledge. 發現木頭燒完後 fire die out.偶然明白木頭是燃料，要 keep burning, 

就要 add wood. 這是 Technical understanding。第二，social skills 如果大家同時

睡覺，火就滅了，因此明白了合作的重要性，要輪流看火。 

 

25. 

【學生困難】：女生要在校報發表一篇 paper，但文章寫得 too long to publish。

【解決方案】：男編輯給她兩個方案：方案 1：cut off the paper, and make it 

shorter 就能立即發表了。但女生覺得每個部分都很重要，不願意 cut，要弄短

就只能 Summarize 了。方案 2：到暑期版 summer issue 上再發表。女生不太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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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因為暑假大家都放假了，教授和朋友們都不太可能看到。 

 

 

26.111113CNS4 小範圍 

【名詞解釋】anticipated emotion。人們採取行動之前會對自己做了這個事情之

後會有一個怎樣的心情有一個估測，然後根據這個估測決定自己是不是要做那

件事。【教授舉例】lecture 裡，教授舉例子說有一次去給妹妹買生日禮物，發現

一件很想買的 jacket，但是買了 jacket 之後就只能給妹妹買很便宜的小禮物，於

是他就想如果真的買了 jacket 的話他肯定會很愧疚，所以最後決定還是不買

了。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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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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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講座主題】Animals that hatch from eggs 會在蛋殼裡的時候就會製造出一些聲

音來 communicate that they are ready to hatch. 【相關例子】第一個目的：當有

很多 eggs 的時候，it is very important that 這些 eggs 在同一個時間被 hatch 出

來，而不會出現 hatch 晚的 baby 被媽媽遺棄了。比如 ducks，一個 duck 要

hatch 了，就會發出 clicking noise，其他的 ducks 也會發出同樣聲音，告訴媽媽

我們都要出來了，別把我們忘了的意思。第二個目的是讓媽媽説明自己成功地

破殼出來。比如 crocodile，他的 eggs 是埋在 mud 裡的，baby crocodile 要破殼

出來的時候，就會 scratch the inside of the shell 告訴媽媽，然後鱷魚媽媽就會把

mud remove 掉，否則 baby crocodile 出不來。 

 

29.  

名詞解釋：interest boosting：教學中常用的一種技巧（technique），就是教學的

時候，要把教授的知識和學生現有興趣聯繫起來(connected with what the 

students are interested in)，學生就能學的更有效率。教授舉例：他老婆是學校

裡的老師，教化學的。有一次要講 Marie Curie.但開始學生們都不感興趣也不能

集中精力，後來他老婆找到一個關於居里夫人的電影，說了一些她的發明和故

事， 而且電影裡還有演員是很 popular 學生很喜歡的。所以很多對電影感興趣

的同學也就開始對居里夫人感興趣，注意力很容易就集中了。問題：用教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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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解釋什麼是 interest boosting 

 

 

30.  

【學校通知】：大學計畫增加校車班次和走更合理路線。好處 1、對學生來說更

方便。好處 2、學生可以不用開車來學校了。【學生態度】：女生贊成。理由 1、

如果她有兩節課是連著的話，一個在這棟樓一個在那棟樓，去另外一棟樓不方

便，會遲到。理由 2、目前校車班次太少，她以前坐校車經常遲到，所以她只

有開車來學校，但現在汽油很貴，很花錢，這個計畫可以使她省很多錢。 

 

31.  

【學生困難】：男生他答應他朋友下午 5 點要開車送他朋友去上班，但他有個會

議也是在 5 點。時間衝突了。  【解決方案】：兩個方案：方案 1、打電話給

他朋友，取消送他朋友。方案 2、送朋友去工作，但開會可能遲到。轉述男生

的困難和方案，你的建議及理由。 

 

32.  

【講課要點】：Late 19th 的讀報紙的人比過去多因為兩個原因：原因 1、

advance in technology, eg. better printing devises and printing process faster, so the 

amount of newspapers is increasing。原因 2、publishers base their fund more 

heavily on the advertisements, so the cause of publishing newspapers is less. 

 

33.  

要在數學樓裡建一個餐廳，可以解決兩個問題：一個是課間學生有地方吃飯，

另一個是可以給電腦充電。女學生同意。第一是學校食堂在 student center，非

常遠，建了食堂解決此問題。第二是一般學生都會帶電腦上課 數學樓太老沒地

方充電，建了就解決了。 

 

34.  

c 開頭的 feeding（豆腐機經注釋：應為 commensal feeding） 兩種物種的共生

關係。其中一種能從這種關係取得好處，另一個不受影響。給例子是給了一種

鳥和 cattle 的例子。這種鳥吃一種昆蟲。這種鳥跟隨 cattle。當 cattle 吃草的時

候鳥就容易找到那個昆蟲，cattle 不受影響。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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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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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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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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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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個人倡議】一學生建議關閉 coffee house. 因為這個地方很少有人來不是一個

聚會的好地方並且燈光很差不適宜學習。【學生態度】女生和男生討論反對這建

議：理由 1：很多學生白天有課，但晚上有時間經常在 coffee house 聚會，

hang out or do some reading.理由 2：after renovation, 這個地方燈光變好，每張

桌子上燈光很足。 

 

39. 

【名詞解釋】：記憶心理學。軌跡法(method of loci)。借助軌跡法按順序 image

記憶東西的方法。選的東西要 vivid，更好記。【教授舉例】：教授舉了個記

names of planets 的例子。記 names of planets 時可把每一個行星的名字當作一

個去 student center 路上的標誌去記憶：比如你要 from your dorm to student 

center. The first thing you see is the front door, then the tree, then the status in front 

of library then the building。再一一對應，比如 to memorize names of planets in 

solar system, make Mercury as front door, Venus as tree etc。當考試時你就 do the 

same thing，用這些 door, tree 幫助自己回憶起 names。 

 

40. 

【學生問題】女生的問題是：要做一個 project about film class,今天要拍但是有

雨,而且還有兩天截至日期，兩個解決方案：1）可以轉向 building 用這裡的

scenes。2）可能明天拍，因為明天 weather becoming better, 但是問題是明天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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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編輯，並要完成這個 project, 沒有時間。 

 

 

41.  

【講課要點】：biology class。深海魚類 fish can make electric current and they can 

benefit from it in 2 ways：用途 1、用電流 capture 小魚，從而獲得 food。舉例：

eel can produce strong currency to shock and paralyze small fish，and then eat it。

用途 2、用電流自衛、逃避危險。舉例：一種叫做 knife fish 的魚。這種魚利用

其身體產生的 electric current field 去 explore the dark environment。If there is a 

rock nearby the it，the current field will change. So the knife fish can sense it and 

avoiding crashing into the rock。 

 

如果你還在為托福分數困擾 讓我們來幫你 

 

恭喜蜜雪兒同學 托福 103 分 

我的托福成績從之前的 62 分進步到現在的 103 分～真的要感謝台中的英語蛋

Daniel 老師！！！為了先把托福考試考好以便放心的準備超難的 SAT 考試然後

可以申請到前 50 的美國大學, 我在高一開學的時候,去考了第一次的托福考試。

沒想到我只拿了 62 分 (R 14/ L 14/ S 20/ W 14)在這麼低的情況下,我非常緊張!因

為我已經跟了其他老師上了一段時間了，都沒有進步，總覺得我在一年後也不

可能進步到多高分。 尤其是 reading 總是讓我最頭痛,而又在我不愛看小說的習

慣下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將我的 reading 考到一個好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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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聽同學說英語蛋 Daniel 老師教的很好，就決定過去試試看，Daniel 老師很

扎實的訓練，加上實用的閱讀技巧，告訴我哪一題目要先做，那一些可以搶分

且點出我的盲點，這是過去我的老師都沒有告訴我的，看著我的成績每過一段

時間，就進步了一些，心裡面也越來越踏實，於是我決定在再去考一次看看可

不可以拿個 90 分, 沒想到居然直接破百拿了 103!!! ( R 27/ L 25/ S 23/ W 28) 雖

然只和 Daniel 老師上了幾次課, 但在課堂上我學到了不僅有效的閱讀解題技巧

使我在做題目時更有信心, 

 

寫作這次拿到 28 分，也是用 Daniel 老師的模板和架構，托福寫作段落的鋪陳

及模板的運用, 這也讓我在 writing 可以拿到高分的關鍵。 說實話, 要進步

reading & writing 的最扎實方式就是不停閱讀，但是老師的教的方法真的很有

用，可以讓我不懼怕閱讀，反而覺得是最好拿分的科目。因為即將面臨 SAT 的

subject tests- world history, 我只好硬著頭皮每天不停閱讀世界歷史的文章, 因

為我從小沒有閱讀的習慣讓我剛開始有點吃力, 但漸漸習慣這種“硬” 文章後

讓我在寫托福 reading 的時候更順手。我建議要培養閱讀小說的習慣，將來才

會在面臨念“硬”文章時比一般人更快適應也同時培養出深固的閱讀實力。 

能得到 103 分真的讓我很開心也可以全心準備 SAT 考試。我覺得是因為這一個

多月來一直念文章的關係再加上 Daniel 老師教的所有技巧,讓我在這次托福拿下

了滿意的分數，至少在托福方面拿到前 50 美國大學的門票，希望我明年能順利

申請到心目中的大學。真的很謝謝英語蛋 Daniel 老師在這短短的幾堂課中讓我

托福進步這麼多：）真的很推薦台中地區還在跟托福掙扎的同學喔 

http://www.theenglishegg.com/ 

 

Independent writing 

小範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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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portant for the government to spend money on new buildings than to 

preserve historic or traditional buildings and homes. 

 

2.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Students are 

more interested in politics today than they were in the past. 

 

3.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In order to 

succeed in doing a new job, the ability to adapt oneself to the new 

http://www.theenglisheg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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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excellent knowledge of this job. 

 

4.  

Some people think university professors should spend more time doing 

research while others think they should spend more time educating 

students. What is your view? 

 

5.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Movies and 

television have more negative effects than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way 

young people behav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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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der than it was in the past. 

 

7.  

In times of an economic crisis, in which area should the government 

reduce its spending? 1. Education 2. Health Care 3.support for the 

unemployed. 

 

8.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In order to 

attract good students, a university should spend a lot of money funding 

social activities. 

 

9.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In the busy and 

crowded world today, we should not expect people to be polite to each 

other. 

 

10.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We should state 

our honest opinions even though other people may disagree with them. 

 

11.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Teachers were 

more appreciated and valued by the society in the past than they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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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 

 

12.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Workers would 

be much happier if they are doing different types of tasks during their 

workday than doing the same task. 

 

13.  

In the past young people depended on their parents for making 

decisions. Today, young people are better able to make decisions on their 

own. 

 

中範圍 

1.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Students could 

receive a better, more efficient education if they spend 11 months a year 

studying. 

 

2.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Teachers should 

assign homework for students every day.  

 

3.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Drivers have to 

pay a fee for driving in busy city streets when there is a great amount of 

traffic.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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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portant for the government to spend money on new buildings than to 

preserve historic or traditional buildings and homes. 

 

5.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In twenty years’ 

time, people will lead a more leisurely lif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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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The best way to 

truly relax and reduce stress is to spend time alon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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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end money on something that lasts a long time, such as an expensive 

piece of jewelry, than on something that provides short-term pleasure, 

such as a vacation. 

 

8.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The purpose of 

television is to educate, not to entertain. 

 

9.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In 20 years from 

now on, students will not use printed books any more 

 

10.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Teachers should 

be paid according to how well their students perform. 

 

11.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Visiting the 

museums is the best way to learn about a country. 

 

12.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Getting advice 

from friends who are older than you is more valuable than getting advice 

from friends of your own age. 

 

13.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Parents should 

giveschool-age children money for getting a high mark (grade) in school. 

 

14.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As modern life 

becomes more complex, it is essential for young people to have the 

ability to plan and organ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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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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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derstand their children so well as parents did 50 years ago. 

 

16.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The ability to 

read and write is more important now than in the past. 

 

17.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The 

environmental issue is too complex to be handled by the individual. 

 

18.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The government 

should spend more money on improving access to the Internet than on 

the public transportation. 

 

19.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Most business 

people are only motivated by the desire of money. 

 

 

20.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Professional 

athletes, such football and basketball players, do not deserve the high 

salaries that they are paid. 

 

21.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Students should 

not take part-time jobs while they are studying in universities. 

 

22.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Telephone has 

greater influence on people’s lives than television has. 

 

23.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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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ed to make our life simpler actually makes our life more 

complicated. 

 

24.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To remain happy 

and optimistic when you fail is more important than achieving success.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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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x by watching a movie or reading a book than doing physical 

exercises. 

 

Daniel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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