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0-27 [Education Report] Tips to Address Cyberbullying 词汇词汇
表表

1 abo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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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usive 1 [ə'bju:siv] adj.辱骂的；滥用的；虐待的

3 accounts 1 [ə'kaʊnts] n. 帐目；叙述；账户；客户，用户 名词account的复数形式.

4 ac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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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ivities 1 英 [æk'tɪvɪtɪ] 美 [æk'tɪvəti] n. 活动；活跃 vt. 表演 adj.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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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ddress 3 vt.演说；从事；忙于；写姓名地址；向…致辞；与…说话；提出；处理 n.地址；演讲；致辞；说话的技巧；称呼

8 adj 2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9 adults 6 [æ'dʌlts] n. 成年人；成年动物；成虫 名词adult的复数

10 advocacy 2 ['ædvəkəsi] n.主张；拥护；辩护

11 advocating 1 ['ædvəkeɪt] v. 提倡；主张 n. 拥护者；提倡者；律师；辩护者

12 affected 1 [ə'fektid] adj.受到影响的；做作的；假装的 vt.影响；假装；使…感动（aff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3 after 1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14 against 1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15 ages 1 [eɪdʒ] n. 年龄；时代；时期；长时间 v. （使）变老；（使）陈化

16 all 2 [ɔ:l] adj.全部的 adv.全然地；越发 n.全部 pron.全部 n.(All)人名；(瑞典)阿尔；(英)奥尔

17 almost 1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18 also 4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9 American 1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20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21 amount 1 [ə'maunt] vi.总计，合计；相当于；共计；产生…结果 n.数量；总额，总数

22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3 and 20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24 annoy 1 [ə'nɔi] vt.骚扰；惹恼；打搅 vi.惹恼；令人讨厌；打搅 n.烦恼（等于annoyance）

25 anonymous 1 [ə'nɔniməs] adj.匿名的，无名的；无个性特征的

26 anonymously 1 [ə'nɔnəməsli] adv.不具名地；化名地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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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appears 1 英 [ə'pɪə(r)] 美 [ə'pɪr] vi. 出现；出版；显得；好像；登场

29 ar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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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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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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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attorneys 1 英 [ə'tɜːni] 美 [ə'tɜ rːni] n. (辩护)律师

33 average 1 n.平均；平均数；海损 adj.平均的；普通的；通常的 vt.算出…的平均数；将…平均分配；使…平衡 vi.平均为；呈中
间色

34 avoiding 2 [ə'vɔɪd] vt. 避免；逃避；[律]使无效；撤销

35 aware 1 [ə'wεə] adj.意识到的；知道的；有…方面知识的；懂世故的 n.(Aware)人名；(阿拉伯、索)阿瓦雷

36 awareness 1 n.意识，认识；明白，知道 n.人群对品牌或产品的认知

37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38 be 10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39 becoming 1 [bi'kʌmiŋ] adj.合适的，适当的 n.（变化过程的）形成，发生

40 been 1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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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before 1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42 behavior 2 [bi'heivjə] n.行为，举止；态度；反应

43 being 4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44 block 1 n.块；街区；大厦；障碍物 vt.阻止；阻塞；限制；封盖 adj.成批的，大块的；交通堵塞的 n.(Block)人名；(英、法、
德、西、葡、芬、罗)布洛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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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bother 1 ['bɔðə] vt.烦扰，打扰；使……不安；使……恼怒 vi.操心，麻烦；烦恼 n.麻烦；烦恼

47 boys 1 n. 男孩 名词boy的复数形式.

48 bullied 5 ['bʊli] n. 欺凌弱小者；开球 vt. 恐吓；威胁；欺负

49 bully 2 ['buli] n.欺凌弱小者；土霸 adj.第一流的；特好的 vt.欺负；威吓 vi.欺侮人 adv.很；十分 int.好；妙 n.(Bully)人名；(法)布利

50 bullying 5 ['bʊli] n. 欺凌弱小者；开球 vt. 恐吓；威胁；欺负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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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b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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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ca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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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cause 1 [kɔ:z] n.原因；事业；目标 vt.引起；使遭受

55 causing 1 [kɔː z] vt. 引起；使发生 n. 原因；理由；事业

56 center 2 ['sentə] n.中心，中央；中锋；中心点 vi.居中，被置于中心 vt.集中，使聚集在一点；定中心 adj.中央的，位在正中的 n.
(Center)人名；(英)森特

57 child 10 n.儿童，小孩，孩子；产物；子孙；幼稚的人；弟子 n.（英）蔡尔德（人名）

58 children 5 ['tʃildrən] n.孩子们（child的复数）

59 closing 1 ['kləuziŋ] adj.收盘的；结束的；结尾的 n.结尾辞 v.关闭（close的ing形式）

60 comes 1 ['kɔmis] v.来自；从…来（come的三单形式） n.伴引血管；伴星 n.(Comes)人名；(法)科姆；(德、西、意)科梅斯

61 common 4 ['kɔmən] adj.共同的；普通的；一般的；通常的 n.普通；平民；公有地 n.(Common)人名；(法)科蒙；(英)康芒

62 communication 2 n.通讯，[通信]通信；交流；信函

63 companies 1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64 completely 1 [kəm'pli:tli] adv.完全地，彻底地；完整地

65 concern 1 vt.涉及，关系到；使担心 n.关系；关心；关心的事；忧虑

66 condition 1 [kən'diʃən] n.条件；情况；环境；身份 vt.决定；使适应；使健康；以…为条件

67 connected 1 [kə'nektid] adj.[计]连接的；有联系的；连贯的 v.连接（connect的过去式）

68 consider 1 [kən'sidə] vt.考虑；认为；考虑到；细想 vi.考虑；认为；细想

69 constant 1 ['kɔnstənt] adj.不变的；恒定的；经常的 n.[数]常数；恒量 n.(Constant)人名；(德)康斯坦特

70 content 3 ['kɔntent] n.内容，目录；满足；容量 adj.满意的 vt.使满足 n.(Content)人名；(法)孔唐

71 convicted 1 [kən'vɪktɪd] adj. 已被判刑的；被宣布有罪的 动词convi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72 could 3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73 counselor 1 ['kaunsələ] n.顾问；法律顾问；参事（等于counsellor）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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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court 1 [kɔ:t] n.法院；球场；朝廷；奉承 vt.招致（失败、危险等）；向…献殷勤；设法获得 vi.求爱 n.(Court)人名；(英)考特；
(法)库尔

76 created 1 [kri'ː eɪtɪd] adj. 创造的 v. 创造；创设；制造 vbl. 创造；创作；设立

77 crimes 1 [k'raɪmz] 犯罪

78 criticism 1 ['krɪtɪsɪzəm] n.批评；考证；苛求

79 cyberbully 1 [ˈsaɪbərbʊli] vt.网霸; 网络欺凌; 是指通过电子邮件、即时对话、站点、博客留言; 以及手机等电子方式 vi.网霸，（意
思同上） n.网霸者

80 cyberbullying 17 网上欺凌

81 damage 1 n.损害；损毁；赔偿金 vi.损害；损毁 vt.损害，毁坏

82 dan 2 [dæn] n.段（围棋、柔道、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浮标

83 data 1 ['deitə] n.数据（datum的复数）；资料 n.(Data)人名；(日)驮太(姓)；(印、葡)达塔

84 d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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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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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达伊

85 deal 2 [di:l] vt.处理；给予；分配；发牌 vi.处理；讨论；对待；做生意 n.交易；（美）政策；待遇；份量 n.(Deal)人名；(英、西)
迪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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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delayed 1 [di'leid] adj.延时的；定时的 v.延迟（delay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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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depressed 2 [di'prest] adj.沮丧的；萧条的；压低的 v.使沮丧；使萧条（depre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压低

90 depression 2 n.沮丧；忧愁；抑郁症；洼地；不景气；低气压区

91 detrimental 2 [,detri'mentəl] adj.不利的；有害的 n.有害的人（或物）；不受欢迎的求婚者

92 development 1 [di'veləpmənt] n.发展；开发；发育；住宅小区（专指由同一开发商开发的）；[摄]显影

93 device 1 n.装置；策略；图案；设备

94 devices 1 [dɪ'vaɪsɪz] n. 设备

95 different 1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96 digital 1 ['didʒitəl] adj.数字的；手指的 n.数字；键

97 directed 1 [di'rektid, dai-] adj.定向的；经指导的；被控制的 v.指导；管理（dir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98 discussion 1 [dis'kʌʃən] n.讨论，议论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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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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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doing 2 ['du:iŋ] v.做；干（do的ing形式） n.活动；所作所为

102 during 2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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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asy 1 ['i:zi] adj.容易的；舒适的 adv.不费力地，从容地 vi.停止划桨 vt.发出停划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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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education 2 [,edju:'keiʃən] n.教育；培养；教育学

107 electronic 2 adj.电子的 n.电子电路；电子器件

108 electronically 1 [i,lek'trɔnikli] adv.电子地

109 eleven 1 [i'levən] n.十一；十一个 adj.十一的；十一个的 num.十一；十一个

110 emotions 1 英 [ɪ'məʊʃənz] 美 [ɪ'moʊʃənz] n. 情感 名词emotion的复数形式.

111 empathy 2 n.神入；移情作用；执着 n.感同身受；同感；共鸣

112 enjoyed 1 [ɪn'dʒɔɪd] v. 享受，喜欢（动词enjo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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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especially 1 [i'speʃəli] adv.特别；尤其；格外

115 eve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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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experiences 1 英 [ɪk'spɪəriəns] 美 [ɪk'spɪriəns] n. 经验；经历 v. 经历；体验；感受

117 experiencing 1 [ɪk'spɪərənsɪŋ] n. 体验；经历 动词experience的现在分词.

118 exposure 3 [ik'spəuʒə] n.暴露；曝光；揭露；陈列

119 face 1 [feis] n.脸；表面；面子；面容；外观；威信 vi.向；朝 vt.面对；面向；承认；抹盖 n.(Face)人名；(法)法斯；(意)法切

120 facebook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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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fact 1 [fækt] n.事实；实际；真相

122 feel 2 ['fi:l] vt.感觉；认为；触摸；试探 vi.觉得；摸索 n.感觉；触摸

123 feeling 1 ['fi:liŋ] n.感觉，触觉；感情，情绪；同情 adj.有感觉的；有同情心的；富于感情的 v.感觉；认为（feel的现在分词）；
触摸

124 feelings 1 ['fiː lɪŋs] n. 情感 名词feeling的复数形式.

125 few 1 [fju:] adj.很少的；几乎没有的 pron.很少 n.很少数 n.(Few)人名；(英)菲尤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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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for 3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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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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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forms 2 ['fɔː mz] n. 表格；形式；年级 名词form的复数形式.

130 found 2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131 founder 1 ['faundə] vi.失败；沉没；倒塌；变跛 vt.破坏；使摔倒；垮掉 n.创始人；建立者；翻沙工

132 france 1 [frɑ:ns] n.法国；法郎士（姓氏）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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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frightens 1 ['fraɪtn] vt. 使惊吓；害怕 vi. 惊吓

135 from 5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36 general 1 adj.一般的，普通的；综合的；大体的 n.一般；将军，上将；常规 n.(General)人名；(英)杰纳勒尔

137 get 1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138 girl 1 n.女孩；姑娘，未婚女子；女职员，女演员；（男人的）女朋友 n.（捷）吉尔

139 girls 3 ['ɡɜ lːz] n. 女孩子们 名词girl的复数形式.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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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gov 1 abbr.政府（goverment）

142 guidance 1 ['gaidəns] n.指导，引导；领导

143 Hai 1 [hai] abbr.国际保健行动（HealthActionInternational）；自动调温式空气滤清器系统（HotAirIntake） n.(Hai)人名；(阿拉
伯、巴基)哈伊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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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harass 2 ['hærəs, hə'ræs] vt.使困扰；使烦恼；反复袭击

146 harassment 1 ['hærəsmənt, hə'ræsmənt] n.骚扰；烦恼

147 harmful 1 ['hɑ:mful] adj.有害的；能造成损害的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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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hateful 2 ['heitful] adj.可憎的；可恨的；可恶的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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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health 5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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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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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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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hiding 1 ['haidiŋ] n.隐匿；躲藏处；殴打 n.(Hiding)人名；(瑞典)希丁

156 higher 3 ['haiə(r)] adj.更高的，较高的（high的比较级）

157 him 1 [him, 弱im] pron.他（宾格） n.(Him)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欣；(柬)亨；(中)谦(广东话·威妥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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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how 2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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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hurts 1 ['hɜ tːs] n. 伤害；疼痛 名词hur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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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if 2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164 ignoring 1 英 [ɪɡ'nɔː (r)] 美 [ɪɡ'nɔː r] vt. 忽视；不理；不顾

165 impact 1 n.影响；效果；碰撞；冲击力 vt.挤入，压紧；撞击；对…产生影响 vi.影响；撞击；冲突；压紧（on，upon，with）

166 impossible 1 [im'pɔsəbl] adj.不可能的；不可能存在的；难以忍受的；不真实的 n.不可能；不可能的事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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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169 including 3 [in'klu:diŋ] prep.包含，包括

170 increased 1 [ɪn'kriː st] adj.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71 information 2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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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injury 1 ['indʒəri] n.伤害，损害；受伤处

173 Instagram 3 英 [ˌins'tægrəm] 美 [ˌɪns'tægrəm] n. 一款图片分享应用

174 insult 1 [in'sʌlt] vt.侮辱；辱骂；损害 n.侮辱；凌辱；无礼

175 interest 1 ['intrist, 'intər-] n.兴趣，爱好；利息；趣味；同行 vt.使……感兴趣；引起……的关心；使……参与

176 Internet 2 ['intənet] n.因特网

177 involved 3 [in'vɔlvd] adj.有关的；卷入的；复杂的 v.涉及；使参与；包含（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78 is 6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79 i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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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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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January 1 ['dʒænjuəri] n.一月

182 journal 1 ['dʒə:nəl] n.日报，杂志；日记；分类账

183 kid 1 [kid] n.小孩；小山羊 vt.欺骗；取笑；戏弄 vi.欺骗；取笑；戏弄 adj.小山羊皮制的；较年幼的 n.(Kid)人名；(英)基德

184 kids 3 [kɪd] n. 小孩；年轻人；小山羊；小山羊皮制品 vi. (山羊等)下崽；捉弄 vt. 开玩笑；哄骗；嘲弄 adj. 较年幼的

185 know 2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186 la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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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lawmakers 1 n.立法者( lawmaker的名词复数 )

188 less 1 [les] adv.较少地；较小地；更小地 adj.较少的；较小的 prep.减去 n.较少；较小 n.(Less)人名；(德、意、匈、芬)莱斯

189 letter 2 ['letə] n.信；字母，文字；证书；文学，学问；字面意义 vt.写字母于 vi.写印刷体字母 n.(Letter)人名；(英)莱特

190 levels 2 ['levəlz] n.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91 li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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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losing 1 ['lu:ziŋ] n.损失；失败 adj.输的；失败的；导致失败的 v.失去；损失（lose的ing形式）；错过

193 mak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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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mark 1 n.标志；马克；符号；痕迹；分数 vi.作记号 vt..标志；做标记于；打分数 n..标志；做标记于；打分数

195 may 4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196 measures 1 ['meʒəz] n. 措施；度量；尺寸；[音]拍子；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

197 media 8 ['mi:diə] n.媒体；媒质（medium的复数）；血管中层；浊塞音；中脉

198 mental 3 ['mentəl] adj.精神的；脑力的；疯的 n.精神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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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month 2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202 mor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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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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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much 1 [mʌtʃ] adv.非常，很 adj.大量的 n.许多，大量 pron.许多，大量 n.(Much)人名；(德)穆赫；(英)马奇

205 named 1 [neimd] adj.命名的；指定的；被指名的 v.命名；任命（name的过去分词）；称呼

206 national 2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207 near 1 [niə] adj.近的；亲近的；近似的 adv.近；接近 prep.靠近；近似于

208 need 1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209 needed 1 ['niː dɪd] adj.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10 negatively 1 ['negətivli] adv.消极地；否定地

211 new 1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212 not 4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213 novak 2 n.诺瓦克（人名）

214 October 1 [ɔk'təubə] n.[天]十月

215 of 31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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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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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ones 2 [wʌnz] n.刻录软件

218 online 7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219 opening 1 ['əupəniŋ] n.开始；机会；通路；空缺的职位 adj.开始的 v.开放（open的ing形式）；打开；公开

220 opposition 1 [,ɔpə'ziʃən] n.反对；反对派；在野党；敌对

221 or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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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organization 2 [,ɔ:gənai'zeiʃən, -ni'z-] n.组织；机构；体制；团体

223 organizations 1 [ˌɔː ɡənaɪ'zeɪʃnz] n. 组织机构（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

224 other 3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225 others 3 pron.其他人

226 over 1 ['əuvə] adv.结束；越过；从头到尾 prep.越过；在…之上；遍于…之上 adj.结束的；上面的 vt.越过 n.(Over)人名；(俄、
西、土)奥韦尔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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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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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parents 2 ['peərənts] n. 父母；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

230 past 1 [pɑ:st, pæst] n.过去；往事 adj.过去的；结束的 prep.越过；晚于 adv.过；经过

231 people 5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32 percent 6 [pə'sent] n.百分比，百分率；部分；百分数 adj.百分之…的 adv.以百分之…地

233 person 3 ['pə:sən] n.人；身体；容貌，外表；人称 n.(Person)人名；(法、俄、德)佩尔松；(瑞典)佩尔松；(英)珀森

234 pew 1 [pju:] n.座位；会众；教堂内的靠背长凳 vt.排座位 n.(Pew)人名；(英)皮尤

235 posting 1 n.记录；[会计]过账；委派 vt.公布；邮递；布置（post的ing形式）

236 posts 1 英 [pəʊst] 美 [poʊst] n. 职位；邮件；标竿 v. 邮递；通知；布置；派遣；急行 adv. 快速地

237 prevention 1 [pri'venʃən, pri:-] n.预防；阻止；妨碍

238 problem 1 ['prɔbləm] n.难题；引起麻烦的人 adj.成问题的；难处理的

239 process 2 ['prəuses, 'prɔ-] vt.处理；加工 n.过程，进行；方法，步骤；作用；程序；推移 vi.列队前进 adj.经过特殊加工（或处理）
的

240 professional 1 [prə'feʃənəl] adj.专业的；职业的；职业性的 n.专业人员；职业运动员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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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proposal 1 [prəu'pəuzəl] n.提议，建议；求婚

243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244 release 1 [ri'li:s] vt.释放；发射；让与；允许发表 n.释放；发布；让与

245 repeated 1 [ri'pi:tid] adj.再三的，反复的 v.重复；复述（repeat的过去分词）

246 repo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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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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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research 1 n.研究；调查 vi.研究；调查 vt.研究；调查 [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

249 resources 1 [rɪ'sɔː sɪz] n. 资源；才智；储备力量 名词resource的复数形式.

250 risk 1 [risk] n.风险；危险；冒险 vt.冒…的危险 n.(Risk)人名；(英、阿拉伯)里斯克

251 risks 1 [rɪsk] n. 危险；风险；投资报酬的风险 vt. 冒 ... 的危险；承受...的风险

252 safety 1 ['seifti] n.安全；保险；安全设备；保险装置；安打

253 sai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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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55 school 2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256 screen 1 [skri:n] n.屏，幕；屏风 vt.筛；拍摄；放映；掩蔽 vi.拍电影 n.(Screen)人名；(英)斯克林

257 see 1 vt.看见；理解；领会；觉察；拜访 vi.看；看见；领会 n.(See)人名；(英)西伊；(柬)塞；(德)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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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sees 1 abbr.扩展企业应用套件（SageExtendedEnterpriseSuite）

260 sending 1 ['sendɪŋ] 发送； 派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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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sense 4 n.感觉，功能；观念；道理；理智 vt.感觉到；检测 n.森斯（人名）

262 September 1 [sep'tembə] n.九月

263 serious 1 ['siəriəs, 'si:r-] adj.严肃的，严重的；认真的；庄重的；危急的

264 service 1 ['sə:vis] n.服务，服侍；服役；仪式 adj.服务性的；耐用的；服现役的 vt.维修，检修；保养 n.(Service)人名；(英)瑟维斯

265 services 1 ['sɜːvɪsɪz] n. 服务；公共机构；宗教礼拜；维修，保养；发球（servic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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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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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269 show 1 [ʃəu] vt.显示；说明；演出；展出 vi.显示；说明；指示 n.显示；表演；炫耀 n.(Show)人名；(中)邵(普通话·威妥玛)；(英)
肖

270 showed 1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271 signs 2 [saɪn] n. 手势；招牌；符号；迹象；正负号 v. 签；签名；做手势；做标记

272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273 situations 1 [sɪtʃ'ʊeɪʃnz] 现状

274 smaller 1 [s'mɔː lər] adj. 较小的

275 social 6 ['səuʃəl] adj.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 n.联谊会；联欢会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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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someone 4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278 somethin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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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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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special 1 ['speʃəl] n.特使，特派人员；特刊；特色菜；专车；特价商品 adj.特别的；专门的，专用的

281 speech 1 [spi:tʃ] n.演讲；讲话；[语]语音；演说

282 spending 1 ['spendɪŋ] n. 经费(开销)

283 spent 1 [spent] adj.耗尽了的；精疲力尽的 v.花费（spend的过去分词）；浪费；耗费

284 state 1 [steit] n.国家；州；情形 vt.规定；声明；陈述 adj.国家的；州的；正式的 n.(State)人名；(罗、瑞典)斯塔特；(英)斯泰特

285 statistics 1 [stə'tistiks] n.统计；统计学；[统计]统计资料

286 stop 2 [stɔp] vt.停止；堵塞；断绝 vi.停止；中止；逗留；被塞住 n.停止；车站；障碍；逗留

287 stopped 1 [stɔpt] v.停止；停下来（sto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停止的；停顿的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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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street 1 [stri:t] n.街道 adj.街道的 n.(Street)人名；(英、葡)斯特里特；(德)施特雷特

290 stronger 1 [英[strɒŋə(r)] 美[strɒŋə]] adj.更强壮的

291 students 2 [st'juːdnts] 学生

292 study 1 ['stʌdi] n.学习，研究；课题；书房；学问 vt.学习；考虑；攻读；细察 vi.研究；用功 n.(Study)人名；(英)斯塔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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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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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supporting 1 [sə'pɔ:tiŋ] adj.支持的；辅助性的；次要的 n.支持；支承面 v.支持；供养（support的ing形式）

296 survey 1 [sə:'vei, 'sə:vei, sə-] n.调查；测量；审视；纵览 vt.调查；勘测；俯瞰 vi.测量土地

297 taken 1 ['teikn, 'teikən] v.拿，带（take的过去分词）

298 teachers 1 ['titʃə:s] n.教师（teacher的复数形式）

299 teenage 1 ['ti:neidʒ] adj.青少年的；十几岁的 n.青少年时期

300 teenagers 1 ['tiː nˌeɪdʒəz] n. 青少年 名词teenager的复数形式.

301 teens 2 ['ti:nz] n.十多岁，十几岁；青少年

302 terms 1 [tə:mz] n.地位，关系；[法]条款；术语；措辞；价钱（term的复数形式） v.把…称为（term的三单形式）

303 texting 1 ['tekstɪŋ] n. 发送短信息

304 th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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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tha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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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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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 the 38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307 thei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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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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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they 7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310 thi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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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those 1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312 threaten 1 ['θretən] vt.威胁；恐吓；预示 vi.威胁；可能来临

313 threatens 1 ['θretn] v. 威胁；恐吓；似将发生

314 threats 1 [θret] n. 威胁；恐吓；凶兆

315 tim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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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Tips 1 英 [tips] 美 [tɪps] abbr. =Technic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 技术情报处理系统[美] n. 顶端；消费；小部件；脏乱的地
方；实用的小建议（名词tip的复数形式）

317 to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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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towards 1 [tə'wɔ:dz, tu-, 'təuədz, twɔ:dz] prep.朝，向；对于；有助于

319 try 2 [trai] vt.试图，努力；试验；审判；考验 vi.尝试；努力；试验 n.尝试；努力；试验 n.(Try)人名；(英、印尼)特里；(柬)德里

320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321 understand 1 vt.理解；懂；获悉；推断；省略；明白 vi.理解；懂得；熟悉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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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urging 1 [ɜːdgɪŋ] adj. 催促的；紧迫的 动词urge的现在分词.

324 usage 1 ['ju:zidʒ] n.使用；用法；惯例

325 us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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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uses 1 abbr. 美国就业局(=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

327 using 3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328 version 1 ['və:ʃən] n.版本；译文；倒转术

329 violates 1 ['vaɪəleɪt] v. 侵犯；违反；扰乱；亵渎；强奸

330 wall 1 [wɔ:l] n.墙壁，围墙；似墙之物 vt.用墙围住，围以墙 adj.墙壁的 n.(Wall)人名；(英)沃尔；(德、芬、捷、瑞典)瓦尔

331 warning 2 ['wɔ:niŋ] n.警告；预兆；预告 adj.警告的；引以为戒的 v.警告（warn的ing形式） n.(Warning)人名；(德)瓦宁

332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33 watch 1 [wɔtʃ, wɔ:tʃ] vt.观察；注视；看守；警戒 n.手表；监视；守护；值班人 vi.观看，注视；守侯，看守

334 w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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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 ways 3 [weiz] n.方法（way的复数）；滑路 n.(Ways)人名；(吉布)瓦伊斯

336 weaker 1 [wiː kər] adj. 较弱的 形容词weak的比较级形式.

337 websites 1 ['websaɪts] n. 网站（名词website的复数形式）

338 well 1 [wel] adv.很好地；充分地；满意地；适当地 adj.良好的；健康的；适宜的 n.井；源泉 v.涌出 n.(Well)人名；(英、德、荷)
韦尔

339 wer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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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ther 1 ['weðə] conj.是否；不论 pron.两个中的哪一个

343 whi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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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 who 1 pron.谁；什么人

345 will 1 [wɪl] n.意志；决心；情感；遗嘱；意图；心愿 vt.决心要；遗赠；用意志力使 vi.愿意；下决心 aux.将；愿意；必须

346 with 4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347 witness 1 ['witnis] n.证人；目击者；证据 vt.目击；证明；为…作证 vi.作证人 n.(Witness)人名；(津)威特尼斯

348 word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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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 worse 3 [wə:s, 'wə:s] adj.更坏的；更差的；更恶劣的（bad的比较级）；（病情）更重的（ill的比较级） adv.更糟；更坏；更恶劣
地；更坏地 n.更坏的事；更恶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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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 wrote 2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351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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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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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 young 3 [jʌŋ] adj.年轻的；初期的；没有经验的 n.年轻人；（动物的）崽，仔 n.(Young)人名；(中)杨(广东话·威妥玛)；(柬)永；
(英、葡)扬

355 Zuckerberg 1 扎克伯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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