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9-11 [Ask a Teacher] Can You Start a Sentence with 'Because'
词汇表词汇表

1 abo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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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eptable 1 [ək'septəbl] adj.可接受的；合意的；可忍受的

3 achmad 3 艾哈迈德

4 action 1 ['ækʃən] n.行动；活动；功能；战斗；情节 n.(Action)人名；(英)埃克申

5 adverb 2 ['ædvə:b] n.副词 adj.副词的

6 after 2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7 Alice 2 ['ælis] n.爱丽丝（女子名）

8 and 11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9 another 1 [ə'nʌðə] adj.又一，另一；另外的；不同的 pron.另一个；又一个 prep.另一个；另一个人

10 answer 6 ['ɑ:nsə, 'æn-] vt.回答；符合 vi.回答；符合 n.回答；答案；答辩

11 answered 1 英 ['ɑːnsə(r)] 美 ['ænsər] v. 回答；答复；接电话 n. 答案；回答；答复

12 answering 1 ['a:nsəriŋ] n.[通信]应答；回应 v.回答；回击；起反应（answer的ing形式） adj.应答的；回应的

13 answers 1 英 ['ɑːnsə(r)] 美 ['ænsər] v. 回答；答复；接电话 n. 答案；回答；答复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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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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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shley 1 n.艾希莉（人名）

17 ask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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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asked 1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19 asking 1 ['ɑ:skiŋ] n.请求 v.问（ask的现在分词）

20 asks 1 英 [ɑːsk] 美 [æsk] v. 询问；请求；邀请；要求；开价；期待

21 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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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be 1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23 because 16 [bi'kɔz] conj.因为

24 began 1 [bi'gæn] v.开始；创建；着手于（begin的过去式） n.(Began)人名；(塞)贝甘

25 begin 2 [bɪ̍ gɪn] vt.开始 vi.开始；首先 n.(Begin)人名；(以、德)贝京；(英)贝让

26 beginning 1 [bi'giniŋ] n.开始；起点 v.开始；创建（begin的ing形式）

27 Bryant 2 ['braiənt] n.布赖恩特（男子名，等于Brian）

28 b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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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b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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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ca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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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cell 1 [sel] n.细胞；电池；蜂房的巢室；单人小室 vi.住在牢房或小室中 n.(Cell)人名；(英)塞尔

32 clause 1 [klɔ:z] n.条款；[计]子句 n.(Clause)人名；(法)克洛斯

33 clauses 1 [k'lɔː zɪz] n. 子句 名词clause的复数形式.

34 clear 1 [kliə] adj.清楚的；清澈的；晴朗的；无罪的 vt.通过；清除；使干净；跳过 vi.放晴；变清澈 adv.清晰地；完全地 n.清除；
空隙 n.(Clear)人名；(英)克利尔

35 commas 2 n. 逗号（comma的复数）

36 comments 1 ['kɒments] n. 评论；意见；注解；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

37 complete 5 [kəm'pli:t] adj.完整的；完全的；彻底的 vt.完成

38 computer 1 [kəm'pju:tə] n.计算机；电脑；电子计算机

39 conjunction 2 [kən'dʒʌŋkʃən] n.结合；[语]连接词；同时发生

40 coworker 1 英 ['kəʊˌwɜːkə] 美 ['koʊˌwɜːkə] n. 合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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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data 1 ['deitə] n.数据（datum的复数）；资料 n.(Data)人名；(日)驮太(姓)；(印、葡)达塔

42 describes 1 [dɪ'skraɪb] vt. 描述；说成；形容；画(尤指几何图形)

43 did 3 [did] v.做（do的过去式）

44 d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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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does 1 [dʌz] v.做；工作；有用（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Does)人名；(荷)杜斯

46 down 2 [daun] adv.向下，下去；在下面 adj.向下的 n.软毛，绒毛；[地质]开阔的高地 prep.沿着，往下 vt.打倒，击败 vi.下降；下
去 n.(Down)人名；(英)唐

47 earlier 1 adj.早的；初期的（early的比较级） adv.早地；早先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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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emails 1 ['iː meɪlz] 邮件

50 end 1 [end] n.结束；目标；尽头；末端；死亡 vi.结束，终止；终结 vt.结束，终止；终结 n.(End)人名；(英、德)恩德

51 Englis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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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53 everyday 1 ['evridei] adj.每天的，日常的 n.平时；寻常日子

54 example 1 [ig'zɑ:mpl] n.例子；榜样 vt.作为…的例子；为…做出榜样 vi.举例

55 examples 1 [ɪɡ'zɑːmplz] n. 例子 名词example的复数形式.

56 express 1 [ik'spres] vt.表达；快递 adj.明确的；迅速的；专门的 n.快车，快递，专使；捷运公司

57 facebook 1 ['feɪsbʊk] n. 肖像影集；脸谱网或脸书网（知名社交网站） v. 在脸书网页上寻找

58 fin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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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for 5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60 form 1 [fɔ:m] n.形式，形状；形态，外形；方式；表格 vt.构成，组成；排列，组织；产生，塑造 vi.形成，构成；排列 n.(Form)
人名；(英)福姆；(法、德)福尔姆

61 friend 1 [frend] n.朋友；助手；赞助者 n.(Friend)人名；(英)弗兰德

62 from 2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63 full 2 [ful] adj.完全的，完整的；满的，充满的；丰富的；完美的；丰满的；详尽的 adv.十分，非常；完全地；整整 vt.把衣服缝
得宽大 n.全部；完整

64 go 1 vi.走；达到；运转；趋于 n.去；进行；尝试 vt.忍受；出产；以…打赌 （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
gone现在分词going）

65 grammar 1 ['græmə] n.语法；语法书

66 groups 1 [ɡruːp] n. 群；组；团体；集团 v. 聚合；成群、组；把 ... 聚集；把 ... 分类

67 handled 1 adj.有把手的；有把柄的 v.使用；负责；触摸；指挥（handle的过去分词）

68 happy 3 ['hæpi] adj.幸福的；高兴的；巧妙的 n.(Happy)人名；(英、瑞典、喀)哈皮

69 h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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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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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hear 1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72 hello 1 [he'ləu, hə-] int.喂；哈罗 n.表示问候，惊奇或唤起注意时的用语 n.(Hello)人名；(法)埃洛

73 here 1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74 how 1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75 howev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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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if 1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77 imagine 1 vt.想象；猜想；臆断 vi.想象；猜想；想象起来

78 in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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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incomplete 1 [,inkəm'pli:t] adj.不完全的；[计]不完备的

80 informal 3 adj.非正式的；不拘礼节的；随便的；通俗的；日常使用的

81 Internet 3 ['intənet] n.因特网

82 is 6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83 i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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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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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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its 1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85 January 1 ['dʒænjuəri] n.一月

86 joins 1 [dʒɔɪn] v. 连接；加入；参与；和...一起

87 learn 1 [lə:n] vt.学习；得知；认识到 vi.学习；获悉

88 learning 1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89 lesson 1 ['lesən] n.教训；课 vt.教训；上课

90 let 1 [let] vt.允许，让；出租；假设；妨碍 vi.出租；被承包 n.障碍；出租屋 n.(Let)人名；(缅)莱；(俄)莱特

91 listen 1 ['lisən] vi.听，倾听；听从，听信 n.听，倾听

92 look 1 [luk] vt.看；期待；注意；面向；看上去像 vi.看；看起来；注意；面向 n.看；样子；面容 n.(Look)人名；(瑞典)洛克；(英)
卢克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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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many 1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95 marks 2 [ma:rks] n.标记，记号；唛头，分数；台面标志 n.(Marks)人名；(英、德、意、瑞典、西、捷)马克斯；(俄)马克思

96 mean 1 adj.平均的；卑鄙的；低劣的；吝啬的 vt.意味；想要；意欲 n.平均值 vi.用意 n.(Mean)人名；(柬)棉

97 meaning 1 ['mi:niŋ] n.意义；含义；意图 adj.意味深长的 v.意味；意思是（mean的ing形式）

98 means 1 n.手段；方法；财产 v.意思是；打算（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复数means]

99 message 1 ['mesidʒ] n.消息；差使；启示；预言；广告词 vi.报信，报告；[通信]报文 vt.通知

100 middle 1 adj.中间的，中部的；中级的，中等的 n.中间，中央；腰部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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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mostly 1 ['məustli] adv.主要地；通常；多半地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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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m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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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not 5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06 notice 2 ['nəutis] n.通知，布告；注意；公告 vt.通知；注意到；留心 vi.引起注意

107 of 9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08 often 1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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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o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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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other 1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112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13 page 1 [peidʒ] n.页；记录；大事件，时期；男侍者 vt.给…标页码 vi.翻书页，浏览 n.(Page)人名；(西)帕赫；(英)佩奇；(意)帕
杰；(法)帕日

114 part 1 n.部分；角色；零件；一些；片段 vt.分离；分配；分开 vi.断裂；分手 adv.部分地 adj.部分的 n.(Part)人名；(英、瑞典)帕
特；(泰)巴；(法)帕尔

115 period 1 ['pɪərɪəd] n.周期，期间；时期；月经；课时；（语法学）句点，句号 adj.某一时代的

116 periods 3 ['pɪrɪədz] n. 周期 名词period的复数形式.

117 phone 1 [fəun] n.电话；耳机，听筒 vt.打电话 vi.打电话 n.(Phone)人名；(老、缅)蓬

118 piece 1 [pi:s] n.块；件；篇；硬币 vt.修补；接合；凑合

119 progra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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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punctuate 1 ['pʌŋktjueit, tʃu-] vt.不时打断；强调；加标点于 vi.加标点

121 punctuation 2 [,pʌŋktju'eiʃən] n.标点；标点符号

122 put 2 [put] vt.放；表达；移动；安置；赋予 vi.出发；击；航行；发芽 n.掷；笨蛋；投击；怪人 adj.固定不动的 n.(Put)人名；
(泰、缅)布

123 question 4 ['kwestʃən] n.问题，疑问；询问；疑问句 vt.询问；怀疑；审问 vi.询问；怀疑；审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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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questions 1 ['kwestʃənz] n. 问题，疑问，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

125 ran 1 [ræn] v.跑（run的过去式） n.(Ran)人名；(俄、瑞典、塞)拉恩；(柬)兰

126 reader 1 ['ri:də] n.读者；阅读器；读物 n.(Reader)人名；(英)里德

127 reason 1 ['ri:zən] n.理由；理性；动机 vi.推论；劝说 vt.说服；推论；辩论 n.(Reason)人名；(英)里森

128 related 1 [ri'leitid] adj.有关系的，有关联的；讲述的，叙述的 v.叙述（relate过去式）

129 responses 1 [rɪs'pɒnsɪz] 名词response的复数形式

130 section 1 n.截面；部分；部门；地区；章节 vi.被切割成片；被分成部分 vt.把…分段；将…切片；对…进行划分

131 sentence 6 ['sentəns] n.[语][计]句子，命题；宣判，判决 vt.判决，宣判

132 sentences 8 ['sentəns] n. 句子；判决 vt. 宣判；判决

133 series 1 ['siəri:z, -riz] n.系列，连续；[电]串联；级数；丛书

134 severe 2 [si'viə] adj.严峻的；严厉的；剧烈的；苛刻的

135 shows 1 ['ʃəʊz] n. 表明；说明；放映；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

136 smile 1 [smail] vi.微笑 n.微笑；笑容；喜色 vt.微笑着表示 n.(Smile)人名；(塞)斯米莱

137 smiled 1 [s'maɪld] v. 微笑（动词smi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38 so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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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someth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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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speakers 1 [s'piː kəz] n. 说话者；发言者；说某种语言者；扬声器（名词speaker的复数形式）

141 speaking 1 ['spi:kiŋ] adj.演讲的；富于表情的，雄辩的 n.说话；演讲 v.讲（speak的ing形式）

142 start 4 [stɑ:t] vt.开始；启动 vi.出发 n.开始；起点

143 starting 1 ['stɑ tːɪŋ] n. 出发；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

144 stories 1 [s'tɔː rɪz] n. 故事，传说（名词story的复数形式） v. 讲…的故事；说假话（动词story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45 storm 3 [stɔ:m] n.暴风雨；大动荡 vi.起风暴；横冲直撞；狂怒咆哮 vt.猛攻；怒骂 n.(Storm)人名；(瑞典)斯托姆；(德)施托姆；
(英、西、芬)斯托姆

146 sto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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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subject 1 ['sʌbdʒikt, -dʒe-, səb'dʒekt] n.主题；科目；[语]主语；国民 adj.服从的；易患…的；受制于…的 vt.使…隶属；使屈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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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suppose 1 [sə'pəuz] vt.假设；认为；让（虚拟语气）；推想 vi.猜想；料想 conj.假使…结果会怎样

150 Suriname 2 ['suərə,nɑ:m; ,suəri'nɑ:mə] n.（荷兰语）苏里南

151 talk 1 [tɔ:k] vt.说；谈话；讨论 vi.谈话；说闲话 n.谈话；演讲；空谈

152 teacher 3 ['ti:tʃə] n.教师；导师 n.(Teacher)人名；(英)蒂彻

153 text 2 [tekst] n.[计]文本；课文；主题 vt.发短信

154 texts 1 ['teksts] n. 正文；原文；课文；课本 名词text的复数形式.

155 that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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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the 19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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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themselves 1 [ðəm'selvz, ðem-] pron.他们自己；他们亲自

159 there 1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160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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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163 thought 1 [θɔ:t] n.思想；思考；想法；关心 v.想，思考；认为（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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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to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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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today 1 [tə'dei] adv.今天；现今 n.今天；现今 n.(Today)人名；(英)托迪

167 us 1 pron.我们

168 verb 1 [və:b] n.动词；动词词性；动词性短语或从句 adj.动词的；有动词性质的；起动词作用的 n.(Verb)人名；(俄)韦尔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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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visit 1 ['vizit] n.访问；参观；逗留 vt.访问；参观；视察 vi.访问；暂住；闲谈 n.(Visit)人名；(老)维西；(泰)威实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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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72 w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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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week 2 [wi:k] n.周，星期

174 went 1 [went] v.去，过去（go的过去式） n.(Went)人名；(德、匈、荷)文特；(英)温特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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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which 1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177 who 1 pron.谁；什么人

178 why 2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179 with 9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180 word 5 [wə:d] n.[语]单词；话语；消息；诺言；命令 vt.用言辞表达 n.(Word)人名；(英)沃德

181 word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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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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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writing 3 ['raitiŋ] n.书写；作品；著作；[法]笔迹 v.书写（write的ing形式）

184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185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186 yes 2 [jes] adv.是,是的 n.是（表示肯定）

187 you 7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188 your 4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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