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1-03 [Health and Lifestyle] Digital Upskill_ Improving Your
Technology Skills 词汇表词汇表

1 about 2 [ə'baut] prep.关于；大约 adj.在附近的；四处走动的；在起作用的 adv.大约；周围；到处 n.大致；粗枝大叶；不拘小节的
人 n.(About)人名；(法)阿布

2 accelerator 1 [ək'seləreitə] n.油门；催化剂；[机]加速装置

3 accelerators 1 [ək'seləreɪtəz] 加速度表

4 act 1 n.行为，行动；法案，法令；假装；（戏剧，歌剧等）一幕 v.做事，行动；假装；扮演（戏剧，电影中的角色）；充当，
起作用；对…有影响 n.(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

5 adapted 1 [ə'dæptɪd] adj.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6 added 1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7 adj 3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8 administrator 1 [əd'ministreitə] n.管理人；行政官

9 advancement 1 [əd'vɑ:nsmənt, əd'væns-] n.前进，进步；提升

10 advises 1 [əd'vaɪz] vt. 劝告；通知；忠告；建议 vi. 提建议

11 agency 2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12 alone 1 [ə'ləun] adj.独自的；单独的；孤独的 adv.独自地；单独地

13 also 2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4 always 1 ['ɔ:lweiz, -wiz] adv.永远，一直；总是；常常

15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6 and 12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7 anna 2 ['ænə] n.安娜（女子名）

18 any 1 ['eni] adj.任何的；所有的；丝毫 pron.任何；任何一个；若干 adv.稍微；少许 n.(Any)人名；(法、罗)阿尼

19 approach 1 [ə'prəutʃ] n.方法；途径；接近 vt.接近；着手处理 vi.靠近

20 are 6 [强ɑ:, 弱ə] v.是（be的第二人称单复数现在式） n.公亩 n.(Are)人名；(意、西、芬)阿雷

21 art 1 n.（包括雕塑、绘画、音乐等的）艺术，美术；美术（作）品；艺品（作）品；（表演）艺术；技术，技巧； adj.艺术
的；艺术品的；具有艺术性的 v.be的现在式单数第二人称形式，过时用法

22 as 5 [æz] conj.因为；随着；虽然；依照；当…时 prep.如同；当作；以…的身份 adv.同样地；和…一样的

23 ask 2 [ɑ:sk, æsk] vt.问，询问；要求；需要；邀请；讨价 vi.问，询问；要求 n.(Ask)人名；(芬、瑞典)阿斯克

24 asked 1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25 at 4 prep.在（表示存在或出现的地点、场所、位置、空间）；以（某种价格、速度等）；向；达；因为；朝；忙于 n.阿特（老
挝货币基本单位att）；[化]砹（极不稳定放射性元素） abbr.密封的（airtight）；气温（airtemperature）

26 atkinson 2 n.阿特金森（姓氏）

27 based 1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28 be 7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29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30 become 1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31 been 2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32 before 3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33 big 2 [big] adj.大的；重要的；量大的 adv.大量地；顺利；夸大地 n.(Big)人名；(土)比格

34 bite 1 [bait] vt.咬；刺痛 n.咬；一口；咬伤；刺痛 vi.咬；刺痛 abbr.机内测试设备（Built-InTestEquipment） n.(Bite)人名；(匈)比泰

35 breaking 1 ['breikiŋ] n.破坏；阻断 v.破坏（break的ing形式）

36 business 3 ['biznis] n.商业；[贸易]生意；[贸易]交易；事情

37 businesses 2 ['bɪznəsɪz] n. 店铺，商行（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

38 but 3 [强 bʌt, 弱 bət, bʌt] conj.但是；而是；然而 adv.仅仅，只 prep.除…以外 n.(But)人名；(俄、罗)布特；(越)笔

39 by 1 prep.通过；被；依据；经由；在附近；在……之前 adv.通过；经过；附近；[互联网]白俄罗斯的国家代码顶级域名

40 called 1 [kɔː l] vt. 呼叫；打电话；把 ...称为 n. 打电话；访问；召唤；呼叫；把 ... 看作 vi. 呼叫；(短暂的)拜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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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calls 1 ['kɔː lz] n. 呼唤；命令；电话；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

42 can 7 vt.将…装入密封罐中保存 aux.能；能够；可以；可能 n.罐头；（用金属或塑料制作的）容器；（马口铁或其他金属制作
的）食品罐头

43 career 1 n.生涯；职业；事业；速度，全速 adj.作为毕生职业的 vi.全速前进，猛冲

44 chance 1 [tʃɑ:ns, tʃæns] n.机会，际遇；运气，侥幸；可能性 vt.偶然发生；冒……的险 vi.碰巧；偶然被发现 n.(Chance)人名；(英)
钱斯

45 change 1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46 changes 1 [tʃendʒs] n.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

47 characterized 1 ['kærəktəraɪz] vt. 表示 ... 的典型；赋予 ... 特色

48 chemical 1 ['kemikəl] n.化学制品，化学药品 adj.化学的

49 chief 2 [tʃi:f] n.首领；酋长；主要部分 adj.首席的；主要的；主任的 adv.主要地；首要地

50 class 1 n.阶级；班级；种类；班；等级 vt.分类；把…分等级；把…归入某等级，把…看作（或分类、归类）；把…编入某一班
级 adj.极好的；很好的，优秀的，出色的 vi.属于…类（或等级），被列为某类（或某级） n.（英、德）克拉斯（人名）

51 code 2 [kəud] n.代码，密码；编码；法典 vt.编码；制成法典 vi.指定遗传密码 n.(Code)人名；(英、法、西)科德

52 coding 3 ['kəudiŋ] n.译码 v.把…编码（code的ing形式）

53 collective 1 [kə'lektiv] adj.集体的；共同的；集合的；集体主义的 n.集团；集合体；集合名词

54 companies 3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55 company 4 ['kʌmp(ə)ni] n.公司；陪伴，同伴；连队 vi.交往 vt.陪伴 n.(Company)人名；(西)孔帕尼；(英)康帕尼

56 computer 6 [kəm'pju:tə] n.计算机；电脑；电子计算机

57 conducting 1 [kən'dʌkt] n. 行为；举动；品行 v. 引导；指挥；管理 vt. 导电；传热

58 construction 1 [kən'strʌkʃən] n.建设；建筑物；解释；造句

59 covid 2 abbr.冠状病毒 (Corona Virus Disease)

60 create 3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61 crisis 1 ['kraisis] n.危机；危险期；决定性时刻 adj.危机的；用于处理危机的

62 dance 1 [dɑ:ns, dæns] n.舞蹈；舞会；舞曲 vi.跳舞；跳跃；飘扬 vt.跳舞；使跳跃 adj.舞蹈的；用于跳舞的 n.(Dance)人名；(英)丹
斯；(法)当斯

63 date 1 [deit] n.日期；约会；年代；枣椰子 vi.过时；注明日期；始于（某一历史时期） vt.确定…年代；和…约会 n.(Date)人名；
(日)伊达(姓)；(英)戴特

64 demand 2 [di'mɑ:nd, -'mænd] vt.要求；需要；查询 vi.需要；请求；查问 n.[经]需求；要求；需要 n.(Demand)人名；(德)德曼德

65 design 2 [di'zain] vt.设计；计划；构思 n.设计；图案 vi.设计

66 designed 1 [di'zaind] adj.有计划的，原意的；故意的 v.设计；计划（design的过去分词）

67 developer 1 [di'veləpə] n.开发者；[摄]显影剂

68 device 2 n.装置；策略；图案；设备

69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70 difference 1 n.差异；不同；争执

71 digital 11 ['didʒitəl] adj.数字的；手指的 n.数字；键

72 do 2 n.要求；规定；C大调音阶中的第一音 v.做；干；学习；研究；进行；完成；解答；整理；算出；引起；行过 aux.助动词
（构成疑问句和否定句）；（代替动词）；（用于加强语气） vi.行，足够；生长 n.（英）多（人名Dorothea和Dorothy的昵
称） n.（口语）事件；（主英国口语）诈骗；（主英国、新西兰口语）宴会；（口语）必须做到的事情

73 doce 1 Directorate of Civil Engineering 土木工程处

74 does 2 [dʌz] v.做；工作；有用（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Does)人名；(荷)杜斯

75 done 1 adj.已完成的；做好了的；煮熟的；合乎礼仪的；合乎规矩 int.表示接受建议 v.做（do的过去分词） n.（西、罗）多内
（人名）；（英）多恩（人名）

76 each 2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77 earn 1 [ə:n] vt.赚，赚得；获得，挣得；使得到；博得 n.(Earn)人名；(泰)炎

78 ease 1 [i:z] vt.减轻，缓和；使安心 n.轻松，舒适；安逸，悠闲 vi.减轻，缓和；放松；灵活地移动

79 easier 1 [英 ['i:zɪə] 美 ['i:zɪr]] adj.更简单；容易些（easy的比较级形式）；较早的

80 editor 1 ['editə] n.编者，编辑；社论撰写人；编辑装置

81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82 eight 1 [eit] num.八；八个；第八 adj.八的 n.八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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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employee 2 [,emplɔi'i:, em'plɔii:] n.雇员；从业员工

84 employees 3 [ˌemplɔɪ'iː ] n. 受雇者；雇工；雇员 名词employee的复数形式.

85 enabling 1 [en'eibliŋ] adj.授权的 v.使能够；授权给（enable的现在分词）

86 English 2 ['iŋgliʃ] adj.英国人的；英国的；英文的 n.英语；英国人；英文；英格兰人 vt.把…译成英语

87 even 3 ['i:vən] adj.[数]偶数的；平坦的；相等的 adv.甚至；即使；还；实际上 vt.使平坦；使相等 vi.变平；变得可比较；成为相等
n.(Even)人名；(法)埃旺；(德)埃文；(英)埃文

88 ever 1 ['evə] adv.永远；曾经；究竟 n.(Ever)人名；(英)埃弗；(俄)叶韦尔；(西、法)埃韦尔

89 every 1 ['evri] adj.每一的，每个的；每隔…的 n.(Every)人名；(英)埃夫里

90 everyone 1 ['evriwʌn] pron.每个人；人人 n.每个人

91 example 2 [ig'zɑ:mpl] n.例子；榜样 vt.作为…的例子；为…做出榜样 vi.举例

92 experience 1 [ik'spiəriəns] n.经验；经历；体验 vt.经验；经历；体验

93 experts 2 英 ['ekspɜ tː] 美 ['ekspɜ rː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94 families 2 ['fæməlɪz] n.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

95 family 1 n.家庭；亲属；家族；子女；[生]科；语族；[化]族 adj.家庭的；家族的；适合于全家的

96 fast 2 [fɑ:st, fæst] adj.快速的，迅速的；紧的，稳固的 adv.迅速地；紧紧地；彻底地 vi.禁食，斋戒 n.斋戒；绝食 n.(Fast)人名；
(德、英、俄、芬、捷、瑞典)法斯特

97 faster 1 ['fa:stə] adj.更快的 adv.更快地 n.(Faster)人名；(德、捷)法斯特

98 few 2 [fju:] adj.很少的；几乎没有的 pron.很少 n.很少数 n.(Few)人名；(英)菲尤

99 find 3 vt.查找，找到；发现；认为；感到；获得 vi.裁决 n.发现 n.(Find)人名；(丹)芬

100 Florida 1 ['flɔridə] n.佛罗里达（美国东南部的州）

101 for 17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02 free 1 [fri:] adj.免费的；自由的，不受约束的；[化学]游离的 vt.使自由，解放；释放 adv.自由地；免费 n.(Free)人名；(英)弗里

103 frightening 1 ['fraitəniŋ] adj.令人恐惧的；引起突然惊恐的

104 from 3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05 George 1 [dʒɔ:dʒ] n.乔治（男子名）；自动操纵装置；英国最高勋爵勋章上的圣乔治诛龙图

106 get 2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107 giacomelli 3 n. 贾科梅利

108 gianni 1 n. 詹尼

109 goal 1 [gəul] n.目标；球门，得分数；终点 vi.攻门，射门得分

110 goals 1 ['ɡəʊlz] n. 目标 名词goal的复数形式.

111 good 2 [gud] adj.好的；优良的；愉快的；虔诚的 n.好处；善行；慷慨的行为 adv.好 n.(Good)人名；(英)古德；(瑞典)戈德

112 grade 1 [greid] n.年级；等级；成绩；级别；阶段 vt.评分；把…分等级 vi.分等级；逐渐变化 n.(Grade)人名；(英)格雷德；(法、
德、西、葡、塞、瑞典)格拉德

113 group 1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114 grow 1 [grəu] vi.发展；生长；渐渐变得… vt.使生长；种植；扩展 n.(Grow)人名；(英)格罗

115 guidelines 1 ['ɡaɪdlaɪnz] n. 指导方针；准则 名词guideline的复数形式.

116 habit 1 ['hæbit] n.习惯，习性；嗜好 vt.使穿衣

117 happen 1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118 happy 1 ['hæpi] adj.幸福的；高兴的；巧妙的 n.(Happy)人名；(英、瑞典、喀)哈皮

119 hard 1 adj.努力的；硬的；困难的；辛苦的；确实的；严厉的；猛烈的；冷酷无情的 adv.努力地；困难地；辛苦地；接近地；
猛烈地；牢固地 n.（Hard）人名；(英、芬、瑞典)哈德

120 has 2 v.有，吃，得到，从事，允许，雇用，享有（have的第三人称单数）；（亲属关系中）接受；拿；买到

121 have 3 [hæv, 弱həv, əv, v] vt.有；让；拿；从事；允许 aux.已经 n.(Have)人名；(芬)哈韦；(德)哈弗

122 having 1 ['hæviŋ] n.所有；持有；占有 adj.具有的；所有的 v.有（have的ing形式）

123 he 7 [hi:, 弱 hi, i:, i] n.男孩，男人；它（雄性动物） pron.他 n.(He)人名；(日)户(姓)；(朝)海；(柬)赫

124 head 1 [hed] n.头；头痛；上端；最前的部分；理解力 vt.前进；用头顶；作为…的首领；站在…的前头；给…加标题 vi.出发；
成头状物；船驶往 adj.头的；主要的；在顶端的 n.(Head)人名；(英)黑德

125 health 3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126 help 2 [help] vt.帮助；促进；治疗；补救 n.帮助；补救办法；帮忙者；有益的东西 vi.帮助；有用；招待 n.(Help)人名；(芬)海尔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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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helped 2 [help] v. 帮助；有助于；促进；擅自拿取；（不）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 帮助；援助；帮手；佣人；仆人 int. 救命！

128 helpful 1 ['helpful] adj.有帮助的；有益的

129 her 2 pron.她（she的宾格）；她的（she的所有格）；她（指某个国家；一艘船） n.（法）埃尔（人名）

130 high 1 [hai] adj.高的；高级的；崇高的；高音调的 n.高水平；天空；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高压地带 adv.高；奢侈地 n.(High)人
名；(英)海伊

131 higher 2 ['haiə(r)] adj.更高的，较高的（high的比较级）

132 home 1 [həum] n.家，住宅；产地；家乡；避难所 adv.在家，回家；深入地 adj.国内的，家庭的；有效的 vt.归巢，回家 n.(Home)
人名；(德、芬)霍梅；(英、尼)霍姆

133 hours 1 n.小时（hour的复数形式） n.(Hours)人名；(法)乌尔

134 how 4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135 however 3 adv.无论如何；不管怎样（接副词或形容词）；然而；可是 conj.无论以何种方式;不管怎样

136 human 1 ['hju:mən] adj.人的；人类的 n.人；人类 n.(Human)人名；(英)休曼

137 idea 3 [ai'diə, 'ai'diə] n.想法；主意；概念

138 if 4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139 improve 1 [im'pru:v] vt.改善，增进；提高…的价值 vi.增加；变得更好

140 improving 2 [ɪm'pruːvɪŋ] n. 改良；改进 动词improve的现在分词形式.

141 in 9 [in] prep.按照（表示方式）；从事于；在…之内 adv.进入；当选；（服装等）时髦；在屋里 adj.在里面的；时髦的 n.执政
者；门路；知情者 n.(In)人名；(中)演(广东话·威妥玛)；(柬)殷(用于名字第一节)，因；(日)寅(名)

142 include 2 [in'klu:d] vt.包含，包括

143 individuals 1 [ɪndɪ'vɪdʒuəlz] 个人

144 industry 1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145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46 innovation 3 [,inəu'veiʃən] n.创新，革新；新方法

147 instead 1 adv.代替；反而；相反

148 institute 1 ['institjut, -tu:t] vt.开始（调查）；制定；创立；提起（诉讼） n.学会，协会；学院

149 instructions 1 n.指令；说明（instruction的复数形式）

150 intelligence 1 n.智力；情报工作；情报机关；理解力；才智，智慧；天分

151 interact 1 [,intə'rækt] vt.互相影响；互相作用 vi.互相影响；互相作用 n.幕间剧；幕间休息

152 into 1 ['intu:, -tu, -tə] prep.到…里；深入…之中；成为…状况；进入到…之内 n.(Into)人名；(芬、英)因托

153 is 8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54 it 9 [ɪt] pron.[指无生命的东西、动物、植物]它；这；那 pron.指已提到或将提及的事物、活动、经验、抽象观念等 pron.在不分
性别或情况不详时指代 pron.作无人称动词的主语，表示天气、时日、距离、状态、温度等等 abbr.信息技术
informationtechnology

155 job 1 [dʒɔb] n.工作；职业 vt.承包；代客买卖 vi.做零工 n.(Job)人名；(英)乔布；(法、葡)若布；(?-1605)约伯〈俄〉俄罗斯正教会
莫斯科牧首。；(德、塞、捷、荷、意)约布

156 jobs 4 [dʒɔbs] n.工作（job的复数形式）

157 Joe 1 [dʒəu] n.乔（男子名）

158 just 3 [dʒʌst] adv.只是，仅仅；刚才，刚刚；正好，恰好；实在；刚要 adj.公正的，合理的；正直的，正义的；正确的；公平
的；应得的 n.(Just)人名；(英)贾斯特；(法)朱斯特；(德、匈、波、捷、挪)尤斯特；(西)胡斯特

159 keep 1 [ki:p] vt.保持；经营；遵守；饲养 vi.保持；继续不断 n.保持；生计；生活费 n.(Keep)人名；(英)基普

160 kind 1 [kaind] n.种类；性质 adj.和蔼的；宽容的；令人感激的 n.(Kind)人名；(德、俄、法、捷)金德；(瑞典)欣德

161 know 1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162 knowledge 2 ['nɔlidʒ] n.知识，学问；知道，认识；学科 n.(Knowledge)人名；(南非)诺利奇

163 lab 1 [læb] n.实验室，研究室

164 language 2 ['læŋgwidʒ] n.语言；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165 larger 1 adj.大的；多量的；大的(large的比较级)；大规模的；众多的；（服装、食物、日用品等）大型号的

166 latest 1 adv.最迟地；最后地 n.最新的事物 adj.最新的，最近的；最迟的，最后的

167 leader 1 ['li:də] n.领导者；首领；指挥者 n.(Leader)人名；(英)利德

168 learn 3 [lə:n] vt.学习；得知；认识到 vi.学习；获悉

169 learned 3 ['lə:nid] adj.博学的；有学问的；学术上的 n.(Learned)人名；(英)勒尼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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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learning 7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171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172 lesson 1 ['lesən] n.教训；课 vt.教训；上课

173 lessons 1 ['lesn] n. 教训；课，功课，课业；榜样，典范 vt. 教训，告诫，训斥；给 ... 上课

174 level 1 ['levəl] n.水平；标准；水平面 adj.水平的；平坦的；同高的 vi.瞄准；拉平；变得平坦 vt.使同等；对准；弄平 n.(Level)人
名；(法)勒韦尔

175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176 lifestyle 2 ['laifstail] n.生活方式 保健的

177 like 1 [laik] vt.喜欢；想；愿意 vi.喜欢；希望 prep.像；如同 adj.同样的；相似的 n.爱好；同样的人或物 adv.可能 conj.好像

178 likely 1 ['laikli] adj.很可能的；合适的；有希望的 adv.很可能；或许

179 likened 1 ['laɪkən] v. 比作；比拟；使像

180 linkedin 2 [lɪŋ'kiː dɪn] n. 关系网；通过介绍人机制来扩充人脉的社交网站。

181 list 1 [list] n.[计]列表；清单；目录 vi.列于表上 vt.列出；记入名单内 n.(List)人名；(匈)李斯特；(英、德、法、西、捷)利斯特

182 little 1 ['litl] adj.小的；很少的；短暂的；小巧可爱的 adv.完全不 n.少许；没有多少；短时间 n.(Little)人名；(英)利特尔

183 looked 1 [lʊkt]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84 lot 1 n.份额；许多；命运；阄 adv.（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很，非常；（与动词连用）非常 pron.大量，许多 vt.分组，把…划
分（常与out连用）；把（土地）划分成块 vi.抽签，拈阄

185 made 1 [meid] adj.成功的；创造的 v.做，使，安排（ma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Made)人名；(塞)马德

186 make 1 [meik] vt.使得；进行；布置，准备，整理；制造；认为；获得；形成；安排；引起；构成 vi.开始；前进；增大；被制
造 n.制造；构造；性情 n.(Make)人名；(塞、南非)马克

187 management 2 ['mænidʒmənt] n.管理；管理人员；管理部门；操纵；经营手段

188 managing 1 ['mænidʒiŋ] adj.管理的；节约的；爱管闲事的 v.管理；设法对付（manage的ing形式）

189 many 4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190 marketing 1 ['mɑ:kitiŋ] n.行销，销售 v.出售；在市场上进行交易；使…上市（market的ing形式）

191 Massachusetts 1 [,mæsə'tʃu:sits] n.马萨诸塞州（美国）

192 massive 1 ['mæsiv] adj.大量的；巨大的，厚重的；魁伟的

193 matteo 2 n. 马泰奥

194 may 1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195 me 1 [mi:, 弱mi] pron.我（宾格） n.自我；极端自私的人；自我的一部分 n.(Me)人名；(日)马(姓)；(朝)袂；(阿拉伯、柬、老)梅

196 meet 1 [mi:t] vt.满足；遇见；对付 vi.相遇；接触 n.集会 adj.合适的；适宜的 n.(Meet)人名；(英)米特

197 method 1 ['meθəd] n.方法；条理；类函数 adj.使用体验派表演方法的

198 microsoft 1 ['maikrəusɔft] n.微软公司（全球知名的PC软件主要厂商）

199 might 2 [mait] n.力量；威力；势力 v.可以；或许（may的过去式）；应该 aux.可能；也许 n.(Might)人名；(英)迈特

200 miller 6 ['milə] n.磨坊主；碾磨工；蛾 n.(Miller)人名；(西、葡)米列尔；(英、德、法、爱沙、芬、罗、瑞典、波)米勒

201 minutes 1 ['mɪnɪts] n. 分钟；会议记录 名词minute的复数形式.

202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203 more 1 [mɔ:] adv.更多；此外；更大程度地 adj.更多的；附加的 pron.更多的数量 n.更多 n.(More)人名；(英、法)莫尔；(意、西、
以)莫雷

204 most 1 [məust] adv.最；非常，极其；最多；几乎 adj.大部分的，多数的；最多的 n.大部分，大多数 n.(Most)人名；(德、俄、
法、芬、捷、英)莫斯特

205 must 1 [mʌst, 弱məst, məs, mst, ms] aux.必须，一定；可以，应当；很可能 n.绝对必要的事物；未发酵葡萄汁 n.(Must)人名；(匈)穆
什特；(俄、瑞典)穆斯特

206 my 2 [mai;弱mi] pron.我的 int.哎呀（表示惊奇等）；喔唷 n.(My)人名；(越)美；(老、柬)米

207 nacho 1 ['nɑ:tʃəu] n.（墨西哥人食用的）烤干酪辣味玉米片 n.(Nacho)人名；(保)纳乔；(葡)纳舒

208 name 1 n.名称，名字；姓名；名誉 vt.命名，任命；指定；称呼；提名；叫出 adj.姓名的；据以取名的 n.(Name)人名；(日)滑
(姓)；(英)内姆

209 necessity 1 [ni'sesəti, nə-] n.需要；必然性；必需品

210 needs 1 [ni:dz] adv.（只与must连用）必须地 n.需要（need的复数） v.需要；必须；缺少（need的三单形式）

211 new 3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212 news 2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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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non 1 [nɔn] adv.非，不 n.投反对票的人，反对票 n.(Non)人名；(柬)嫩；(俄)诺恩

214 not 6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215 noted 1 ['nəutid] adj.著名的；显著的；附有乐谱的 v.注意；记下（no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16 now 3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217 of 14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218 offer 1 [ˈɒfə] vt.提供；出价；试图 n.提议；出价；意图；录取通知书 vi.提议；出现；献祭；求婚

219 office 1 ['ɔfis, 'ɔ:-] n.办公室；政府机关；官职；营业处

220 officer 2 ['ɔfisə, 'ɔ:-] n.军官，警官；公务员，政府官员；船长 vt.指挥 n.(Officer)人名；(英)奥菲瑟

221 On 5 [ɔn, ɔ:n, ən, n] adv.向前地；作用中，行动中；继续着 prep.向，朝……；关于；在……之上；在……时候 adj.开着的；发生着
的，正在进行中 n.(On)人名；(日)温(姓、名)；(缅、柬、印)翁

222 once 1 [wʌns] adv.一次；曾经 conj.一旦 n.一次，一回

223 ongoing 1 ['ɔn,gəuiŋ, 'ɔ:n-] adj.不间断的，进行的；前进的 n.前进；行为，举止

224 online 1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225 openings 1 ['əʊpənɪŋz] n. 开口；开始；职位空缺；机遇 名词opening的复数形式.

226 operate 1 vi.运转；动手术；起作用 vt.操作；经营；引起；对…开刀

227 operations 2 n.运营；运作；业务操作（operation的复数）

228 opportunities 1 [ˌɒpə'tjuːnɪtɪs] npl. opportunity的复数形式，机会，时机

229 opportunity 1 [,ɔpə'tju:niti] n.时机，机会

230 or 9 conj.或，或者；还是；要不然 n.(Or)人名；(中)柯(广东话·威妥玛)；(柬)奥；(土、匈、土库、阿塞、瑞典)奥尔

231 order 1 ['ɔ:də] n.命令；顺序；规则；[贸易]定单 vt.命令；整理；定购 vi.命令；定货

232 other 2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233 others 1 pron.其他人

234 out 1 [aut] adv.出现；在外；出局；出声地；不流行地 adj.外面的；出局的；下台的 n.出局 prep.向；离去 vi.出来；暴露 vt.使熄
灭；驱逐

235 pandemic 1 adj.（疾病等）（全国、全球i）流行的；普遍的 n.流行性疾病

236 past 2 [pɑ:st, pæst] n.过去；往事 adj.过去的；结束的 prep.越过；晚于 adv.过；经过

237 patricia 2 [pə'triʃə] n.帕特丽夏（女子名）

238 people 3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39 positions 1 [pə'ziʃənz] n.[水运]位置（position的复数）；定位

240 pricewaterhousecoopers 1 n.普华永道（全球四大会计事务所之一）

241 processing 1 n. 进程；步骤；数据处理；整理；配制

242 production 1 [prəu'dʌkʃən] n.成果；产品；生产；作品

243 products 1 [p'rɒdʌkts] n.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

244 profits 1 n.[会计]收益，红利；盈利（profit的复数）

245 program 2 ['prəugræm, -grəm] n.程序；计划；大纲 vt.用程序指令；为…制订计划；为…安排节目 vi.编程序；安排节目；设计电脑
程式

246 progress 1 ['prəugres, 'prɔ-, prəu'gres] n.进步，发展；前进 vi.前进，进步；进行 n.(Progress)人名；(赞)普罗格雷斯

247 project 1 [英 [prə̍ dʒekt] 美 [prəˈdʒɛkt] vi.设计；计划；表达；投射 vt.设计；计划；发射；放映 n.工程；计划；事业

248 projects 1 [p'rədʒekts] [ projected ]的第三人称单数

249 pwc 3 =Printed Wiring Card 印刷线路卡

250 python 3 n.巨蟒；大蟒 n.（法）皮东（人名）

251 quickly 1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252 raise 1 [reiz] vt.提高；筹集；养育；升起 vi.上升 n.高地；上升；加薪 n.(Raise)人名；(英)雷兹

253 reaction 1 [ri'ækʃən, ri:-] n.反应，感应；反动，复古；反作用

254 really 1 ['riəli, 'ri:li] adv.实际上，事实上；真正地，真实地；真的吗？（表语气）

255 related 2 [ri'leitid] adj.有关系的，有关联的；讲述的，叙述的 v.叙述（relate过去式）

256 report 2 [ri'pɔ:t] n.报告；报道；成绩单 vt.报告；报导；使报到 vi.报告；报到；写报导 n.(Report)人名；(匈)雷波特

257 reported 1 [ri'pɔ:tid] adj.报告的；据报道的 v.报道（report的过去分词）；报告；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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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representative 1 [,repri'zentətiv] adj.典型的，有代表性的；代议制的 n.代表；典型；众议员

259 requires 1 英 [rɪ'kwaɪə(r)] 美 [rɪ'kwaɪər] v. 要求；需要；命令；规定

260 resource 1 [ri'sɔ:s, -'zɔ:s, 'ri:s-, 'ri:z-] n.资源，财力；办法；智谋

261 reuters 2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62 said 4 adj.上述的，该 v.说（s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Said)人名；(西、塞、哈萨克、乌兹、吉尔、塔吉、土库、阿塞、阿
拉伯)赛义德

263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64 seem 1 [si:m] vi.似乎；像是；装作 n.(Seem)人名；(英)西姆

265 set 2 [set] n.[数]集合；一套；布景；[机]装置 vt.树立；点燃；点缀； vi.(日,月)落沉；凝固；结果 adj.固定的；规定的；固执的
n.(Set)人名；(瑞典)塞特；(俄)谢特

266 share 1 [ʃεə] vt.分享，分担；分配 vi.共享；分担 n.份额；股份 n.(Share)人名；(阿拉伯)沙雷

267 she 3 [ʃi:] pron.她（主格）；它（用来指雌性动物或国家、船舶、地球、月亮等） n.女人；雌性动物 n.(She)人名；(中)佘(普通
话·威妥玛)

268 should 1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269 signed 1 [saind] adj.有符号的；已签字的；有正负之分的 v.署名；写下；预示；示意（sign的过去分词）

270 since 1 [sins] conj.因为；由于；既然；自…以来；自…以后 prep.自…以来；自…以后 adv.后来

271 six 1 [siks] num.六，六个 n.六，六个 n.(Six)人名；(法、德)西克斯

272 size 1 [saiz] n.大小；尺寸 adj.一定尺寸的 vt.依大小排列 vi.可比拟

273 skill 1 [skil] n.技能，技巧；本领，技术 n.(Skill)人名；(瑞典)希尔

274 skills 10 技能

275 small 1 [smɔ:l] adj.少的，小的；微弱的；几乎没有的；不重要的；幼小的 adv.小小地；卑鄙地 n.小件物品；矮小的人 n.(Small)
人名；(英)斯莫尔

276 smaller 1 [s'mɔː lər] adj. 较小的

277 so 2 ['səu, 弱 sə] adv.如此，这么；确是如此 conj.所以；因此 pron.这样 n.(So)人名；(柬)索

278 software 1 ['sɔftwεə, 'sɔ:-] n.软件

279 some 1 adj.一些；某个；大约；相当多的 pron.一些；若干；其中的一部分；（数量不确切时用）有些人 adv.非常；相当；<美
>稍微

280 someone 1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281 something 2 ['sʌmθiŋ] pron.某事；某物 n.重要的人；值得重视的事 adv.非常；有点；大约 adj.大约；有点象

282 source 1 [sɔ:s] n.来源；水源；原始资料 n.(Source)人名；(法)苏尔斯

283 speed 2 [spi:d] vi.超速，加速；加速，迅速前行；兴隆 n.速度，速率；迅速，快速；昌盛，繁荣 vt.加快…的速度；使成功，使
繁荣 n.(Speed)人名；(英)斯皮德

284 speeds 1 [spiː d] n. 速度；迅速 v. 加速；急行

285 started 1 [s'tɑ tːɪd] v. 出发，启动，开始（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86 story 2 ['stɔ:ri] n.故事；小说；新闻报道；来历；假话 vt.用历史故事画装饰 vi.说谎 n.(Story)人名；(英)斯托里

287 strengthen 1 ['streŋθən, 'streŋkθən] vt.加强；巩固 vi.变强；变坚挺

288 substance 1 ['sʌbstəns] n.物质；实质；资产；主旨

289 successful 1 [sək'sesful] adj.成功的；一帆风顺的

290 such 2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291 suggestions 1 n. 意见；示意 名词suggestion的复数形式.

292 suggests 1 [sə'dʒest] vt. 建议；暗示；使想起；表明；要求

293 summer 1 ['sʌmə] n.夏季；全盛时期 vi.避暑；过夏天 adj.夏季的 n.(Summer)人名；(德)祖默；(英)萨默

294 supervising 1 英 ['suːpəvaɪz] 美 ['suːpərvaɪz] vt. 监督；管理；指导

295 support 1 [sə'pɔ:t] vt.支持，支撑，支援；扶持，帮助；赡养，供养 n.支持，维持；支援，供养；支持者，支撑物

296 taking 1 ['teikiŋ] n.取得；捕获；营业收入 adj.可爱的；迷人的；会传染的 v.拿；捕捉；夺取（take的ing形式）

297 talking 1 ['tɔ:kiŋ] adj.说话的，多嘴的；有表情的 n.讲话，谈论 v.谈论；讲话（talk的ing形式） n.(Talking)人名；(英)托金

298 Tampa 1 ['tæmpə] n.坦帕市（美国佛罗里达州西部港市）

299 tasks 1 英 [tɑːsk] 美 [tæsk] n. 任务；工作 vt. 交给某人（任务)；使做艰苦的工作

300 team 1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301 tech 4 [tek] n.技术学院或学校 abbr.技术（technology）；技术员（technician） n.(Tech)人名；(柬)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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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technologies 2 英 [tek'nɒlədʒi] 美 [tek'nɑ lːədʒi] n. 技术；工艺；工艺学

303 technology 11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304 term 1 n.术语；学期；期限；条款；(代数式等的)项 vt.把…叫做 n.(Term)人名；(泰)丁

305 than 1 [ðæn, 弱ðən, ðn] conj.比（用于形容词、副词的比较级之后）；除…外（用于other等之后）；与其…（用于rather等之
后）；一…就（用于nosooner等之后） prep.比；超过 n.(Than)人名；(老、柬、德)坦；(缅)丹

306 that 10 [ðæt, 弱ðət, ðt] pron.那；那个 adv.那么；那样 conj.因为；以至于 adj.那；那个 n.(That)人名；(德)塔特

307 the 30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308 their 2 [ðεə, 弱ðər] pron.他们的，她们的；它们的 n.(Their)人名；(英)蒂尔；(芬、瑞典)泰尔

309 them 1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310 there 3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311 these 3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312 they 3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313 think 3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314 thinks 1 [θɪŋk] v. 认为；想；记起；考虑 n. 想

315 this 7 [ðis, 弱ðəs] pron.这；这个；这里 adj.这；本；这个；今 adv.这样地；这么 n.(This)人名；(法)蒂斯

316 through 1 [θru:] prep.通过；穿过；凭借 adv.彻底；从头至尾 adj.直达的；过境的；完结的

317 time 1 [taim] n.时间；时代；次数；节拍；倍数 vt.计时；测定…的时间；安排…的速度 adj.定时的；定期的；分期的 n.(Time)人
名；(俄)季梅；(英)泰姆；(罗)蒂梅

318 to 21 [强 tu:, 弱 tu, 辅音前弱tə, t] adv.向前；（门等）关上 prep.到；向；（表示时间、方向）朝…方向 n.(To)人名；(柬)多；(中)脱
(普通话·威妥玛)

319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320 top 1 [tɔp] n.顶部，顶端；上部；首席；陀螺 vi.高出，超越；结束；达到顶点 vt.超越，超过；给…加盖；达到…的顶端 adj.最
高的，顶上的；头等的 n.(Top)人名；(英、土、意)托普

321 tracking 2 ['trækiŋ] n.追踪，跟踪 v.跟踪（track的ing形式）

322 training 3 ['treiniŋ] n.训练；培养；瞄准；整枝 v.训练；教养（train的ing形式）

323 up 4 [ʌp] adv.起来；上涨；向上 prep.在…之上；向…的较高处 adj.涨的；起床的；向上的 n.上升；繁荣

324 upgrade 2 ['ʌpgreid, ʌp'greid] vt.使升级；提升；改良品种 n.升级；上升；上坡 adv.往上 adj.向上的

325 upskill 2 ['ʌpskɪl] v. 提高 ... 的技术性

326 upskilling 3 通过培训等方式学习其它的工作技能

327 urge 1 [ə:dʒ] vt.力劝，催促；驱策，推进 n.强烈的欲望，迫切要求；推动力 vi.强烈要求

328 use 2 [ju:z] n.使用；用途；发挥 vt.利用；耗费 vi.使用，运用 n.(Use)人名；(德)乌泽

329 used 1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330 using 2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331 very 1 ['veri] adj.恰好是，正是；甚至；十足的；特有的 adv.非常，很；完全 n.(Very)人名；(英)维里

332 VOA 1 英 [ˌviː 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333 want 1 [wɔnt, wɔ:nt] vt.需要；希望；应该；缺少 n.需要；缺乏；贫困；必需品 vi.需要；缺少

334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35 way 1 [wei] n.方法；道路；方向；行业；习惯 adv.大大地；远远地 adj.途中的 n.(Way)人名；(中)见Wei；(英、缅)韦

336 ways 1 [weiz] n.方法（way的复数）；滑路 n.(Ways)人名；(吉布)瓦伊斯

337 we 1 [wi:弱 wi] pron.我们（主格）；笔者，本人（作者或演讲人使用）；朕，寡人 n.(We)人名；(缅)韦

338 website 1 ['websaɪt] n. 网站

339 were 1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340 what 1 [hwɔt, hwʌt, 弱hwət] pron.什么；多么；多少 adj.什么；多么；何等 adv.到什么程度，在哪一方面 int.什么；多么

341 when 1 conj.考虑到；既然；当…时；在…时；如果 adv.什么时候，何时；（用于时间的表达方式之后）在那时；其时；当时
pron.那时；什么时侯 n.时间，时候；日期；场合

342 whenever 1 [hwen'evə, hwən-] conj.每当；无论何时 adv.不论何时；随便什么时候

343 wherever 1 [hwεə'evə] adv.无论什么地方；究竟在哪里 conj.无论在哪里；无论什么情况下

344 whole 2 [həul] adj.完整的；纯粹的 n.整体；全部

345 with 2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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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 words 2 [wə:dz] n.[计]字（word的复数）；话语；言语 v.用言语表达（word的三单形式）

347 work 3 n.工作；[物]功；产品；操作；职业；行为；事业；工厂；著作；文学、音乐或艺术作品 vt.使工作；操作；经营；使缓
慢前进 vi.工作；运作；起作用 n.（英、埃塞）沃克（人名）

348 worked 1 [wə:kt] adj.处理过的；制造好的；耕种过的 v.工作（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49 workforce 1 ['wə:kfɔ:s] n.劳动力；工人总数，职工总数

350 working 2 ['wə:kiŋ] adj.工作的；操作的；可行的 n.工作；活动；制作；操纵 v.工作；影响；受雇用（work的ing形式） n.
(Working)人名；(英)沃金

351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352 would 1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353 write 1 [rait] vi.写，写字；写作，作曲；写信 vt.写，书写；写信给；著述

354 years 1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355 York 1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356 you 4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357 your 2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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