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0-15 [As It Is] Building Fire Takes 46 Lives in Taiwan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33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in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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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of 12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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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fire 11 ['faiə] n.火；火灾；炮火；炉火；热情；激情；磨难 vt.点燃；解雇；开除；使发光；烧制；激动；放枪 vi.着火；射击；开
枪；激动；烧火

6 to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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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building 9 ['bildiŋ] n.建筑；建筑物 v.建筑；建立；增加（build的ing形式）

8 people 8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9 a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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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tha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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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sai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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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were 6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13 had 5 v.有；吃；得到（动词h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ux.已经（用于过去完成时和过去完成进行时）

14 is 5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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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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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Taiwan 5 ['tai'wɑ:n] n.台湾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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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floor 4 [flɔ:] n.地板，地面；楼层；基底；议员席 vt.铺地板；打倒，击倒；（被困难）难倒

20 i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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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news 4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22 reported 4 [ri'pɔ:tid] adj.报告的；据报道的 v.报道（report的过去分词）；报告；记录

23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4 floors 3 英 [flɔː (r)] 美 [flɔː r] n. 地面；地板；楼层；底部 vt. 铺地板；击倒；(油门)踩到底

25 for 3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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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officials 3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28 rescue 3 ['reskju:] vt.营救；援救 n.营救；援救；解救

29 used 3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30 which 3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31 with 3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32 abandoned 2 [ə'bændənd] adj.被抛弃的；无约束的；恣意放荡的；寡廉鲜耻的 v.抛弃（abando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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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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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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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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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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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central 2 ['sentrəl] adj.中心的；主要的；中枢的 n.电话总机

39 city 2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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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control 2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41 could 2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42 daily 2 ['deili] adj.日常的；每日的 n.日报；朝来夜去的女佣 adv.日常地；每日；天天 n.(Daily)人名；(英)戴利

43 day 2 [dei] n.一天；时期；白昼 adv.每天；经常在白天地 adj.日间的；逐日的 n.(Day)人名；(英、法、西)戴；(越)岱；(阿拉伯、
土)达伊

44 efforts 2 ['efəts] 努力

45 firefighters 2 ['faɪə̩ faɪtəz] n. 消防员（firefighter的复数）

46 ha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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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hospital 2 ['hɔspitəl] n.医院 n.(Hospital)人名；(英)霍斯皮特尔

48 jr 2 abbr. （父子同名时；用于儿子姓名后）小(=Junior) abbr. 杂志；期刊(=Journal)

49 Karaoke 2 ['kærə,əuki, kærə'əuki] n.卡拉OK；卡拉OK录音，自动伴奏录音

50 killed 2 [kild] adj.被杀死的；镇静的；隔开的 vt.杀（kill的过去分词）

51 living 2 ['liviŋ] adj.活的；现存的；活跃的；逼真的 n.生活；生存；生计 v.生活；居住（live的ing形式）；度过 n.(Living)人名；
(英)利文

52 local 2 ['ləukəl] n.[计]局部；当地居民；本地新闻 adj.当地的；局部的；地方性的；乡土的

53 mad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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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many 2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55 mario 2 ['mæriəu; 'mɑ:-] n.马里奥（男子名）

56 mo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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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music 2 ['mju:zik] n.音乐，乐曲

58 nightclub 2 ['naitklʌb] n.夜总会 vi.去夜总会

59 no 2 [nəu] adv.不 adj.没有；不是 n.不；否决票 abbr.数字（number）；元素锘（nobelium）的符号 n.(No)人名；(柬)诺；(越)努

60 old 2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61 o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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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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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pay 2 vt.支付，付；偿还，补偿；给予 vi.付款；偿还 n.工资，薪水；付款；报答 adj.收费的；需付费的

64 place 2 [pleis] n.地方；住所；座位 vt.放置；任命；寄予 vi.名列前茅；取得名次 n.(Place)人名；(罗)普拉切；(法)普拉斯；(英)普
莱斯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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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ritter 2 ['ritə] n.骑士 n.(Ritter)人名；(英)里特；(西、俄、德、法、匈、捷)里特尔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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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songs 2 ['sɒŋz] n. 歌曲 名词song的复数形式.

69 started 2 [s'tɑ tːɪd] v. 出发，启动，开始（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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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taken 2 ['teikn, 'teikən] v.拿，带（take的过去分词）

72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73 thi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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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Thursday 2 ['θə:zdi; -dei] n.星期四

75 united 2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76 usually 2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77 who 2 pron.谁；什么人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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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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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additional 1 [ə'diʃənəl] adj.附加的，额外的

82 adj 1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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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afternoon 1 [,ɑ:ftə:'nu:n, ,æf-, 'ɑ:ftə'nu:n, 'æf-] n.午后，下午

84 age 1 [eidʒ] n.年龄；时代；寿命，使用年限；阶段 vi.成熟；变老 vt.使成熟；使变老，使上年纪 n.(Age)人名；(瑞典)阿格；(日)
扬(姓)；(西、荷)阿赫

85 alcohol 1 ['ælkəhɔl] n.酒精，乙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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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also 1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88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89 apartment 1 [ə'pɑ:tmənt] n.公寓；房间

90 apartments 1 公寓

91 appeared 1 [ə'piəd] adj.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92 areas 1 ['eərɪəs] n.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

93 associated 1 [ə'səuʃi,eitid] adj.关联的；联合的 v.联系（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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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96 before 1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97 below 1 [bi'ləu] adv.在下面，在较低处；在本页下面 prep.在…下面 n.(Below)人名；(英、德、芬、瑞典)贝洛

98 blocking 1 ['blɔkiŋ] n.阻塞；封闭；大块 v.阻塞（block的ing形式）

99 bring 1 vt.拿来；带来；促使；引起；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Bring)人名；(英、瑞典)布林

100 business 1 ['biznis] n.商业；[贸易]生意；[贸易]交易；事情

101 care 1 [kεə] n.关怀；照料；谨慎；忧虑 vi.照顾；关心；喜爱；顾虑 vt.在意；希望或喜欢 n.(Care)人名；(英)凯尔；(塞)察蕾

102 chemicals 1 ['kemɪklz] n. 化学药品；化学制品 名词chemical的复数形式

103 Chen 1 n. 陈（中国朝代；姓）

104 Chi 1 [kai] n.希腊文第二十二个字母 n.(Chi)人名；(德)希；(柬)齐；(日)智(名)

105 choose 1 [tʃu:z] vt.选择，决定 vi.选择，挑选

106 closed 1 [kləuzd] adj.关着的；不公开的 v.关；结束；接近（close的过去分词）

107 combined 1 [kəm'baind] adj.结合的；[数]组合的 v.使结合；联合（combine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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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confirmation 1 [,kɔnfə'meiʃən] n.确认；证实；证明；批准

110 confirmed 1 [kən'fə:md] adj.确认的；保兑的；坚定的；惯常的 v.确证；使坚定（confirm的过去分词）；批准

111 container 1 [kən'teinə] n.集装箱；容器

112 continued 1 [kən'tinju:d] adj.继续的；持久的 v.继续；逗留；维持原状（continue的过去分词）

113 country 1 n.国家，国土；国民；乡下，农村；乡村；故乡 adj.祖国的，故乡的；地方的，乡村的；国家的；粗鲁的；乡村音
乐的

114 dancing 1 ['dɑ:nsiŋ] n.跳舞；舞蹈 v.跳舞；摇晃（dance的ing形式）

115 dead 1 [ded] adj.无生命的；呆板的；废弃了的 adv.完全地 n.死者

116 deadliest 1 ['dedli] adj. 致命的；如死一样的 adv. 非常地；如死一般地

117 death 1 [deθ] n.死；死亡；死神；毁灭 n.(Death)人名；(英)迪阿思

118 department 1 [di'pɑ:tmənt] n.部；部门；系；科；局

119 described 1 [dɪsk'raɪbd] adj.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20 device 1 n.装置；策略；图案；设备

121 died 1 [daɪ] v. 死；枯竭；消失；渴望 n. 骰子；印模；金属模子

122 difficult 1 ['difi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123 disaster 1 [,di'zɑ:stə] n.灾难，灾祸；不幸

124 disused 1 [dis'ju:zd; ,dis'ju:zd] adj.废弃不用的 v.废弃（disuse的过去分词）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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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during 1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127 each 1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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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early 1 ['ə:li] adj.早期的；早熟的 adv.提早；在初期 n.(Early)人名；(英)厄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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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Englis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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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entertainment 1 [,entə'teinmənt] n.娱乐；消遣；款待

132 examining 1 adj.审查的；考试的 v.检查；审讯；进行考试（examine的ing形式）

133 extinguisher 1 [ik'stiŋgwiʃə] n.灭火器；消灭者；熄灭者

134 extinguishers 1 n. 灭火器（ extinguisher的复数）；灭火者

135 extremely 1 [ik'stri:mli] adv.非常，极其；极端地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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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fierce 1 [fiəs] adj.凶猛的；猛烈的；暴躁的 n.(Fierce)人名；(英)菲尔斯

138 filled 1 [fild] adj.满的；装满的；加满的

139 first 1 [fə:st] adv.第一；首先；优先；宁愿 n.第一；开始；冠军 adj.第一的；基本的；最早的 num.第一 n.(First)人名；(英)弗斯
特；(捷)菲尔斯特

140 flames 1 [fleɪmz] n. 火焰 名词flame的复数形式.

141 food 1 [fu:d] n.食物；养料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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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fought 1 [fɔ:t] v.战斗（fight的过去分词）；打架

144 girlfriend 1 ['gə:l,frend] n.女朋友 女伴

145 ground 1 n.地面；土地；范围；战场;根据 vt.使接触地面；打基础；使搁浅 vi.着陆；搁浅 adj.土地的；地面上的；磨碎的；磨
过的 v.研磨（grind的过去分词）；压迫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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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hear 1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148 h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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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his 1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50 homes 1 英 [həʊm] 美 [hoʊm] n. 家；家庭；收容所；栖息地；发源地 adv. 在家；回家；在国内；回国；正中目标 adj. 家用的；国
内的；总部的；（比赛）主场的 v. 提供住处；朝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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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identified 1 [aɪ'dentɪfaɪd] adj. 经鉴定的 动词ident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53 injured 1 ['indʒəd] adj.受伤的；受损害的

154 inside 1 [,in'said, 'in-] n.里面；内部；内情；内脏 adj.里面的；内部的；秘密的 adv.在里面 prep.少于；在…之内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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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investigators 1 [ɪn'vestɪɡeɪtəz] 侦查人员

157 kaohsiung 1 ['kau'ʃjuŋ] n.高雄（中国台湾一港市）

158 kept 1 [kept] adj.受人资助控制的 v.保持；维持；保管（k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59 largest 1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160 last 1 [lɑ:st, læst] n.末尾，最后；上个；鞋楦（做鞋的模型） adj.最后的；最近的，最新的；仅剩的；最不可能…的 vi.持续；维
持，够用；持久 vt.度过，拖过；使维持 adv.最后地；上次，最近；最后一点 n.(Last)人名；(英、德、葡、罗、瑞典)拉斯特

161 late 1 [leit] adj.晚的；迟的；已故的；最近的 adv.晚；迟；最近；在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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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least 1 [li:st] adj.最小的；最少的（little的最高级） adv.最小；最少 n.最小；最少

164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165 live 1 [lɪv,lʌɪv] adj.活的；生动的；实况转播的；精力充沛的 vt.经历；度过 vi.活；居住；生存 n.(Live)人名；(法)利夫

166 lived 1 [livd, 'laivd] adj.有生命的 v.居住（live的过去分词）；活着；度过；以…为生

167 lives 1 [laivz] n.生活，[生物]生命（life的复数） v.生活（live的三单形式）；居住

168 longer 1 ['lɔŋgə, 'lɔ:ŋ-] 长的（long的比较级）

169 lower 1 ['ləuə] vt.减弱，减少；放下，降下；贬低 vi.降低；减弱；跌落 adj.下游的；下级的；下等的 n.(Lower)人名；(英、意)洛
厄

170 Mai 1 邮政；邮递；邮件 n.(Mai)人名；(缅)梅；(巴布)马伊；(英)梅；(中)麦(普通话·威妥玛)；(法、俄、意、西、罗、尼日利、
德、葡、尼日尔)马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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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major 1 ['meidʒə] adj.主要的；重要的；主修的；较多的 n.[人类]成年人；主修科目；陆军少校 vi.主修 n.(Major)人名；(西)马霍
尔；(法)马若尔；(捷、德、塞、瑞典)马约尔；(英)梅杰

172 material 1 [mə'tiəriəl] adj.重要的；物质的，实质性的；肉体的 n.材料，原料；物资；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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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mayor 1 ['mεə] n.市长 n.(Mayor)人名；(英)梅厄；(法、西、俄)马约尔

175 media 1 ['mi:diə] n.媒体；媒质（medium的复数）；血管中层；浊塞音；中脉

176 metal 1 ['metəl] n.金属；合金 vt.以金属覆盖 adj.金属制的 n.(Metal)人名；(捷)梅塔尔；(瑞典)梅塔尔

177 meters 1 英 ['miː tə(r)] 美 ['miː tər] n. 公尺；米 n. 计量器；计时器 vt. (用仪表)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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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180 morning 1 ['mɔ:niŋ] n.早晨；黎明；初期

181 movie 1 ['mu:vi] n.电影；电影院；电影业 adj.电影的

182 newspaper 1 ['nju:s,peipə, 'nju:z-] n.报纸 报社 旧报纸

183 night 1 [nait] n.夜晚，晚上；黑暗，黑夜 adj.夜晚的，夜间的

184 nighttime 1 ['naittaim] n.夜间 adj.夜间的；夜里发生的

185 number 1 ['nʌmbə] n.数；（杂志等的）期；号码；数字；算术 vi.计入；总数达到 vt.编号；计入；数…的数目；使为数有限

186 official 1 adj.官方的；正式的；公务的 n.官员；公务员；高级职员

187 one 1 [wʌn] pron.一个人；任何人 adj.一的；唯一的 n.一 num.一；一个 n.(One)人名；(老)温

188 only 1 ['əunli] adv.只，仅仅；不料 adj.唯一的，仅有的；最合适的 conj.但是；不过；可是

189 open 1 ['əupən] adj.公开的；敞开的；空旷的；坦率的；营业着的 vi.开始；展现 vt.公开；打开 n.公开；空旷；户外

190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91 own 1 [əun] vt.拥有；承认 vi.承认 adj.自己的；特有的 n.自己的 n.(Own)人名；(阿拉伯)奥恩

192 owner 1 ['əunə] n.[经]所有者；物主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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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parents 1 ['peərənts] n. 父母；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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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partly 1 ['pɑ:tli] adv.部分地；在一定程度上

197 plays 1 [pleɪ] v. 玩；比赛；（在运动队中）担当；派...出场；带；踢；击（球）；走（棋子）；出牌；演奏；播放；扮演；假
装；上演；发挥（作用）；应付；处理；掠过；浮现；使轻快地活动；（喷泉）喷涌；做游戏 n. 游戏；戏剧；比赛；发挥
作用；玩笑；间隙；闪烁；闪现

198 popular 1 ['pɔpjulə] adj.流行的，通俗的；受欢迎的；大众的；普及的

199 poured 1 英 [pɔː (r)] 美 [pɔː r] v. 不断流动；倒；倾泻；蜂涌而来 n. 倾泻

200 press 1 [pres] vt.压；按；逼迫；紧抱 vi.压；逼；重压 n.压；按；新闻；出版社；[印刷]印刷机 n.(Press)人名；(英、德、俄、
西、瑞典)普雷斯

201 purpose 1 ['pə:pəs] n.目的；用途；意志 vt.决心；企图；打算

202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203 reportedly 1 [ri'pɔ:tidli] adv.据报道；据传闻

204 residents 1 ['rezɪdənts] 居民

205 restaurants 1 餐馆

206 retired 1 [ri'taiəd] adj.退休的；退役的；幽闭的 v.退休（retire的过去分词）

207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08 room 1 n.房间；空间；余地；机会；房间里所有的人 vt.为…提供住处；租房，合住；投宿，住宿；留…住宿 vi.居住；住宿 n.
（英）鲁姆（人名）；（俄）罗姆（人名）

209 rooms 1 [ruːm] n. 房间；空间；机会 v. 寄宿；给…提供留宿

210 rose 1 n.玫瑰；粉红色；蔷薇（花）；粉红色的葡萄酒 adj.玫瑰花的；玫瑰色的；粉红色的；带有玫瑰香味的 vt.使成玫瑰色，
使（面颊）发红；使有玫瑰香味 vi.起义(rise的过去式)；升起；（数量）增加；休会

211 ruled 1 [ru lː] n. 规则；条例；习惯；统治；直尺 v. 支配；统治；画直线

212 search 1 [sə:tʃ] vi.搜寻；调查；探求 vt.搜索；搜寻；调查；搜查；探求 n.搜寻；探究，查究 n.(Search)人名；(英)瑟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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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searched 1 ['sɜ tːʃt] 动词search的过去式，动词search的过去分词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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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seen 1 [si:n] adj.看得见的 v.看见；理解（see的过去分词）

216 serves 1 英 [sɜːv] 美 [sɜ rːv] v. 服务；侍候；担任；可作 ... 用；度过；对待 n. 发球

217 shand 1 n. 尚德

218 shop 1 [ʃɔp] n.商店；店铺 vt.购物 vi.购物；买东西

219 showed 1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220 signs 1 [saɪn] n. 手势；招牌；符号；迹象；正负号 v. 签；签名；做手势；做标记

221 sing 1 vi.唱歌；歌颂；鸣叫；呼号 vt.唱；用诗赞颂；唱着使 n.演唱；鸣声；呼啸声 n.(Sing)人名；(老、德、泰)辛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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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smoke 1 [sməuk] n.烟；抽烟；无常的事物 vi.冒烟，吸烟；抽烟；弥漫 vt.吸烟；抽

224 southern 1 ['sʌðən] adj.南的；南方的 n.南方人 n.(Southern)人名；(英)萨瑟恩

225 spaces 1 n. 空格；空间 名词的space复数形式.

226 spraying 1 ['spreɪɪŋ] n. 喷雾 动词spray的现在分词形式.

227 square 1 [skwεə] adj.平方的；正方形的；直角的；正直的 vt.使成方形；与…一致 vi.一致；成方形 n.平方；广场；正方形 adv.成
直角地

228 statement 1 ['steitmənt] n.声明；陈述，叙述；报表，清单

229 still 1 [stil] adv.仍然；更；静止地 adj.静止的，不动的；寂静的，平静的；不起泡的 n.寂静；剧照；蒸馏室 conj.仍然；但是；尽
管如此 vt.蒸馏；使…静止；使…平静下来 vi.静止；平静；蒸馏 n.(Still)人名；(英、芬、瑞典)斯蒂尔；(德)施蒂尔

230 such 1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231 susan 1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232 Taichung 1 ['tai'tʃu:ŋ] n.台中市（台湾）

233 Taiwanese 1 ['taiwɑ:'ni:z; -'ni:s] adj.台湾人的；台湾的 n.台湾人

234 takes 1 [teɪk] v. 拿；取；执行；需要；接受；理解；修(课程)；花费；吃（喝）；认为；搭乘 n. 拿取；取得物

235 tea 1 [ti:] n.茶叶；茶树；茶点 vt.给…沏茶 vi.喝茶；进茶点 n.(Tea)人名；(柬)迪

236 television 1 ['teli,viʒən, ,teli'v-] n.电视，电视机；电视业

237 theater 1 ['θiətə, 'θi:ə-] n.电影院，戏院，剧场；戏剧；手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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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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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third 1 [θə:d] num.第三；三分之一 adj.第三的；三分之一的

241 three 1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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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times 1 [taimz] prep.乘以 v.使…相乘（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 n.时代（time的复数）；[数]次数

244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245 tried 1 adj.可靠的；试验过的 v.尝试，审问，审理，审讯，审判（try的过去分词）

246 under 1 ['ʌndə] prep.低于，少于；在...之下 adv.在下面；在下方 adj.下面的；从属的

247 u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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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upper 1 ['ʌpə] adj.上面的，上部的；较高的 n.(Upper)人名；(英)厄珀

249 us 1 pron.我们

250 us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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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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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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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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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waste 1 [weist] n.浪费；废物；荒地；损耗；地面风化物 vt.浪费；消耗；使荒芜 vi.浪费；变消瘦；挥霍钱财 adj.废弃的；多余
的；荒芜的

255 water 1 n.水；海水；雨水；海域，大片的水 vt.使湿；供以水；给…浇水 vi.加水；流泪；流口水 n.(Water)人名；(英)沃特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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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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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while 1 [hwail] conj.虽然；然而；当……的时候 n.一会儿；一段时间 vt.消磨；轻松地度过

258 whose 1 [hu:z] pron.谁的（疑问代词）

259 woman 1 ['wumən] n.妇女；女性；成年女子

260 workers 1 ['wɜːkəz] n.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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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Wu 1 [wu:] abbr.西联（WesternUnion）；工作单位（WorkUnit）；武汉航空公司

263 you 1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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