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5-26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ree Google AI Tool Aims to
Improve Job Interview Skills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35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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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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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in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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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for 13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6 interview 12 ['intəvju:] n.接见，采访；面试，面谈 vt.采访；接见；对…进行面谈；对某人进行面试

7 job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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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tool 11 [tu:l] n.工具，用具；器械，机床；手段 vi.使用工具；用机床装备工厂 vt.用工具给……加工

9 google 10 [gu:gl] 谷歌；谷歌搜索引擎

10 or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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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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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information 8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3 with 8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14 is 7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5 system 7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16 ca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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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questions 6 ['kwestʃənz] n. 问题，疑问，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

18 th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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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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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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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warmup 5 [wɔː mʌp] n. 加热；加热期；热身 (复)warmups: n.；运动衣

22 ai 4 [ai] abbr.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 n.(Ai)人名；(中)艾(普通话·威妥玛)；(日)爱(名)

23 answers 4 英 ['ɑːnsə(r)] 美 ['ænsər] v. 回答；答复；接电话 n. 答案；回答；答复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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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hel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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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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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O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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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practice 4 ['præktis] n.实践；练习；惯例 vi.练习；实习；实行 vt.练习；实习；实行

29 seekers 4 truth-seeking Quakers 寻求真理的教友派信徒

30 sh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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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skills 4 技能

32 systems 4 [sistəms] n.系统（system的复数形式）；体制，体系；制度

33 used 4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34 user 4 ['ju:zə] n.用户 n.使用者 n.(User)人名；(土)乌塞尔

35 users 4 ['juːzəs] n. 用户 名词user的复数形式.

36 using 4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37 w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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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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you 4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39 care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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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computer 3 [kəm'pju:tə] n.计算机；电脑；电子计算机

41 different 3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42 h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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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intelligence 3 n.智力；情报工作；情报机关；理解力；才智，智慧；天分

44 int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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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jobs 3 [dʒɔbs] n.工作（job的复数形式）

46 learning 3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47 methods 3 ['meθədz] n. 方法 名词method的复数形式.

48 mo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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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ord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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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par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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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says 3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52 technology 3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53 they 3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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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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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word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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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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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analytics 2 [,ænə'litiks] n.[化学][数]分析学；解析学

59 analyze 2 ['ænəlaiz] vt.对…进行分析，分解（等于analyse）

60 an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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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artificial 2 [,ɑ:ti'fiʃəl] adj.人造的；仿造的；虚伪的；非原产地的；武断的

62 background 2 ['bækgraund] n.背景；隐蔽的位置 vt.作…的背景 adj.背景的；发布背景材料的

63 be 2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64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65 classes 2 [kla:siz] n.级别，阶级（class复数形式）

66 compan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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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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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cover 2 vt.包括；采访，报导；涉及；行走（一段路程）；掩护；翻唱 n.封面，封皮；盖子；掩蔽物;幌子，借口 vi.覆盖；代
替；敷衍；给…投保； n.(Cover)人名；(英)科弗；(意)科韦尔

69 currently 2 ['kʌrəntli] adv.当前；一般地

70 designed 2 [di'zaind] adj.有计划的，原意的；故意的 v.设计；计划（design的过去分词）

71 develop 2 [di'veləp] vt.开发；进步；使成长；使显影 vi.发育；生长；进化；显露

72 explains 2 [ɪk'spleɪn] v. 说明；解释

73 Fields 2 n.域，字段；场设置（field复数形式） v.使上场（field的单三形式） n.(Fields)人名；(德、英、葡)菲尔茨

74 fre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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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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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ha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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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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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improve 2 [im'pru:v] vt.改善，增进；提高…的价值 vi.增加；变得更好

79 interviewing 2 ['ɪntəvju ɪːŋ] 动词interview的现在分词

80 kinds 2 [kaɪndz] n.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

81 launched 2 [lɔː ntʃ] v. 发起；推出（新产品）；发射；使(船)下水 n. 发射；产品推介

82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83 machine 2 [mə'ʃi:n] n.机械，机器；机构；机械般工作的人 vt.用机器制造 n.(Machine)人名；(意)马基内

84 mo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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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new 2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86 not 2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87 on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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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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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people 2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90 permit 2 [pə'mit] vi.许可；允许 vt.许可；允许 n.许可证，执照

91 prepare 2 [pri'pεə] vt.准备；使适合；装备；起草 vi.预备；做好思想准备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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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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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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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situational 2 [sitju'eiʃənəl, -tʃu-] adj.环境形成的；情形的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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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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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specific 2 [spi'sifik] adj.特殊的，特定的；明确的；详细的；[药]具有特效的 n.特性；细节；特效药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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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technical 2 ['teknikəl] adj.工艺的，科技的；技术上的；专门的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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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these 2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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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video 2 ['vidiəu] n.[电子]视频；录像，录像机；电视 adj.视频的；录像的；电视的 v.录制

105 wa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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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07 were 2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108 wh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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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which 2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110 wor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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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ability 1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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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accessing 1 ['æksesɪŋ] n. 访问 动词access的现在分词形式.

114 across 1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115 actively 1 ['æktɪvli] adv. 积极地；活跃地；勤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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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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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aims 1 [eɪm] n. 目标；对准；枪法 vt. 瞄准；针对 vi. 瞄准；旨在；致力

119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20 android 1 ['ændrɔid] n.机器人

121 asked 1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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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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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available 1 adj.可获得的；可购得的；可找到的；有空的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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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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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browser 1 ['brauzə] n.[计]浏览器；吃嫩叶的动物；浏览书本的人

127 browsers 1 [b'raʊzəz] 浏览者

128 build 1 [bild] vt.建立；建筑 vi.建筑；建造 n.构造；体形；体格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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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centers 1 英 ['sentə] 美 ['sentər] n. 中心；集中点 v. 居中；使集中 =centre<英>

131 certificate 1 [sə'tifikeit] vt.发给证明书；以证书形式授权给…；用证书批准 n.证书；执照，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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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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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completed 1 [kəm'pliː tɪd] adj. 已完成的 v. 完成（动词comple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35 computers 1 [kəm'pju tːəz] n. 计算机 名词computer的复数形式.

136 concerns 1 [kən'sɜːnz] n.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

137 conversational 1 [,kɔnvə'seiʃənəl] adj.对话的；健谈的

138 copy 1 ['kɔpi] vi.复制；复印；抄袭 vt.复制；复印；抄袭 n.副本；一册；摹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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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creates 1 [kri'ː eɪts] n. 创立 创建.

141 creating 1 [kri'ː eɪtɪŋ] vbl. 创造； 建造； 把 ... 列为

142 creative 1 [kri'eitiv] adj.创造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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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dealt 1 [delt] v.处理（dea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45 desire 1 [di'zaiə] n.欲望；要求，心愿；性欲 vt.想要；要求；希望得到… vi.渴望 n.(Desire)人名；(刚(布)、英)德西雷

146 detail 1 ['di:teil, di'teil] n.细节，详情 vt.详述；选派 vi.画详图

147 developers 1 [dɪ'veləpəz] 开发商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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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devices 1 [dɪ'vaɪsɪz] n. 设备

150 discover 1 [dis'kʌvə] vt.发现；发觉 vi.发现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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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document 1 n.文件，公文；[计]文档；证件 vt.记录，记载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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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doing 1 ['du:iŋ] v.做；干（do的ing形式） n.活动；所作所为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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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each 1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157 effective 1 [i'fektiv] adj.有效的，起作用的；实际的，实在的；给人深刻印象

158 efforts 1 ['efəts] 努力

159 engineer 1 [,endʒi'niə] n.工程师；工兵；火车司机 vt.设计；策划；精明地处理 vi.设计；建造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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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entered 1 ['entə(r)d] adj. 进入的 动词ent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62 examine 1 [ig'zæmin] vt.检查；调查；检测；考试 vi.检查；调查

163 examines 1 [ɪɡ'zæmɪn] vt. 检查；调查；考试；仔细观察 vi. 检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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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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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far 1 [fɑ:] adv.很；遥远地；久远地；到很远的距离；到很深的程度 adj.远的；久远的 n.远方 n.(Far)人名；(德、西、塞)法尔

167 field 1 ['fi:ld] n.领域；牧场；旷野；战场；运动场 vi.担任场外队员 adj.扫描场；田赛的；野生的 vt.把暴晒于场上；使上场 n.
(Field)人名；(英、法、德、葡)菲尔德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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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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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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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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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英)福姆；(法、德)福尔姆

171 found 1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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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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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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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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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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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help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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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helping 1 ['helpiŋ] n.帮助，协助；一份食物 adj.辅助的；给予帮助的 v.帮助；扶持（help的ing形式）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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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history 1 ['histəri] n.历史，历史学；历史记录；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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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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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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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hurt 1 [hə:t] vt.使受伤；损害；使疼痛；使痛心 vi.感到疼痛；有坏处；带来痛苦 n.痛苦；危害；痛苦的原因 adj.受伤的；痛苦
的；受损的 n.(Hurt)人名；(德、匈、捷)胡特；(英)赫特

185 identifies 1 [aɪ'dentɪfaɪ] vt. 鉴定；识别，辨认出，认出；认明；把…看成一样 vi. 认同；感同身受

186 important 1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187 improvements 1 [ɪmp'ruːvmənts] 改进

188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189 individuals 1 [ɪndɪ'vɪdʒuəlz] 个人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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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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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interested 1 ['intristid, 'intər-] adj.感兴趣的；有权益的；有成见的 v.使…感兴趣（interest的过去分词）

193 Internet 1 ['intənet] n.因特网

194 interviewee 1 [,intəvju:'i:] n.被接见者；被访问者

195 interviews 1 英 ['ɪntəvju ]ː 美 ['ɪntərvju ]ː n. 面谈；会见；面试；接见 vt. 接见；采访；对 ... 进行面试 vi. 面试；采访

196 involves 1 英 [ɪn'vɒlv] 美 [ɪn'vɑ lːv] vt. 包含；使忙于；牵涉；使卷入；使陷入

197 ios 1 n. 仪表操作台

198 jasmin 1 ['dʒæsmɪn] n. [植]茉莉属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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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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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knowledge 1 ['nɔlidʒ] n.知识，学问；知道，认识；学科 n.(Knowledge)人名；(南非)诺利奇

202 lab 1 [læb] n.实验室，研究室

203 language 1 ['læŋgwidʒ] n.语言；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204 large 1 [lɑ:dʒ] adj.大的；多数的；广博的 adv.大大地；夸大地 n.大 n.(Large)人名；(英)拉奇；(法)拉尔热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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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looking 1 ['lukiŋ] adj.有…相貌的；有…样子的

207 main 1 [mein] n.主要部分，要点；体力；总管道 adj.主要的，最重要的；全力的 n.(Main)人名；(德)迈因；(西)马因；(英、法)梅
因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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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management 1 ['mænidʒmənt] n.管理；管理人员；管理部门；操纵；经营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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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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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mathematical 1 [,mæθi'mætikəl] adj.数学的，数学上的；精确的

213 meeting 1 ['mi:tiŋ] n.会议；会见；集会；汇合点 v.会面；会合（meet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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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messaging 1 n.消息传送；通知；信息传送 v.发送；报信（message的ing形式）

215 microphone 1 ['maikrəfəun] n.扩音器，麦克风

216 million 1 ['miljən] n.百万；无数 adj.百万的；无数的 num.百万 n.(Million)人名；(法、罗、埃塞)米利翁

217 mobile 1 adj.可移动的；机动的；易变的；非固定的 n.移动电话

218 models 1 ['mɒdlz] n. 模范；模特儿；模型（名词model的复数形式）

219 natural 1 ['nætʃərəl] adj.自然的；物质的；天生的；不做作的 n.自然的事情；白痴；本位音 n.(Natural)人名；(西)纳图拉尔

220 network 1 ['netwə:k] n.网络；广播网；网状物

221 none 1 [nʌn] pron.没有人；一个也没有；没有任何东西 adj.没有的，一点没有的 adv.决不，一点也不 n.(None)人名；(葡、罗)诺
内；(日)野根(姓)

222 normally 1 ['nɔ:məli] adv.正常地；通常地，一般地

223 notes 1 英 [nəʊt] 美 [noʊt] n. 笔记；便条；纸币；音符；票据；注解；音调 vt. 注意；记录；注解

224 offered 1 ['ɒfəd] v. 提供；奉献；提议 vbl. 提供；奉献；提议

225 ones 1 [wʌnz] n.刻录软件

226 online 1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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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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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operating 1 ['ɔpəreitiŋ] adj.操作的；[外科]外科手术的 v.操作（operate的ing形式）；动手术

230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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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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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patterns 1 ['pætənz] n. 式样；图案；样式；模式 名词的pattern复数形式.

234 paying 1 ['pei'ŋ] adj.支付的；赢利的；合算的 n.支付；填缝；放送绳链 v.支付；报答（pay的ing形式）

235 perform 1 [pə'fɔ:m] vt.执行；完成；演奏 vi.执行，机器运转；表演

236 pers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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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point 1 [pɔint] n.要点；得分；标点；[机]尖端 vt.指向；弄尖；加标点于 vi.表明；指向 n.(Point)人名；(法)普安

238 points 1 [英[pɒɪnts] 美[pɔints]] n.点；目的（point的复数）；见解 v.指引；瞄准（point的第三人称单数） n.(Points)人名；(英)波因
茨

239 position 1 [pə'ziʃən] n.位置，方位；职位，工作；姿态；站位 vt.安置；把……放在适当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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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powered 1 ['pauəd] adj.有动力装置的；以…为动力的 n.促进（power的过去分词）；给…提供动力

242 presented 1 ['preznt] n. 礼物；现在 adj. 出席的；现在的；当前的；存在的 v. 提出；赠送；呈现

243 privacy 1 ['praivəsi, 'pri-, 'prai-] n.隐私；秘密；隐居；隐居处

244 programs 1 [p'rəʊɡræmz] n. 程序；节目；课程（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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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provide 1 [prəu'vaid] vt.提供；规定；准备；装备 vi.规定；抚养；作准备

247 public 1 ['pʌblik] adj.公众的；政府的；公用的；公立的 n.公众；社会；公共场所 n.(Public)人名；(英)帕布利克

248 puts 1 [pʊts] n. C语言的字符串输出语句

249 qualified 1 ['kwɔlifaid] adj.合格的；有资格的 v.限制（qualify的过去分词）；描述；授权予

250 questi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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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252 recognition 1 [,rekəg'niʃən] n.识别；承认，认出；重视；赞誉；公认

253 recognize 1 ['rekəgnaiz] vt.认出，识别；承认 vi.确认，承认；具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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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repeatedly 1 [rɪ'piː tɪdli] adv. 重复地；再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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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researcher 1 [ri:'sə:tʃə] n.研究员

258 safe 1 [seif] adj.安全的；可靠的；平安的 n.保险箱；冷藏室；纱橱 n.(Safe)人名；(几)萨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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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sai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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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sales 1 [seilz] adj.销售的，售货的；有关销售的 n.销售（sale的复数）；销售额 n.(Sales)人名；(意、西、葡)萨莱斯；(法)萨勒；
(英)塞尔斯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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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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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seek 1 [si:k] vt.寻求；寻找；探索；搜索 vi.寻找；探索；搜索

264 seeker 1 ['si:kə] n.探求者；搜查人

265 separate 1 vt.使分离；使分开；使分居 vi.分开；隔开；分居 adj.单独的；分开的；不同的；各自的； n..分开；抽印本

266 several 1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267 shared 1 英 [ʃeəd] 美 [ʃerd] adj. 共享的；共用的 v. 分享，共享；分配；共有（动词sh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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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sites 1 [saɪt] n. 地点；位置；现场 vt. 使 ... 位于

270 situations 1 [sɪtʃ'ʊeɪʃnz] 现状

271 software 1 ['sɔftwεə, 'sɔ:-] n.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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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space 1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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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speaks 1 [spiː k] v. 讲；说话；演说；发言

276 spoke 1 v.说话（speak的过去式）；为…装轮辐；说；演说；从某种观点来说 n.（车轮的）辐条；轮辐；破坏某人的计划；阻
挠某人的行动；刹车；扶梯棍

277 spoken 1 ['spəukən] adj.口语的，口头的 v.说（speak的过去分词）

278 States 1 n.州，国家（state的复数形式） vt.声明（sta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陈述

279 store 1 [stɔ:] n.商店；储备，贮藏；仓库 vt.贮藏，储存 n.(Store)人名；(德)施托雷

280 stored 1 [stɔː d] adj. 存信息的；存储的 动词sto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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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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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suggest 1 vt.提议，建议；启发；使人想起；显示；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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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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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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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technologies 1 英 [tek'nɒlədʒi] 美 [tek'nɑ lːədʒi] n. 技术；工艺；工艺学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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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test 1 [test] n.试验；检验 vt.试验；测试 vi.试验；测试 n.(Test)人名；(英)特斯特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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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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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then 1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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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295 think 1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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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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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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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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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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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typing 1 ['taipiŋ] n.打字；键入 v.打字；按类型把…归类（type的现在分词）

302 understand 1 vt.理解；懂；获悉；推断；省略；明白 vi.理解；懂得；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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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 united 1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304 us 1 pron.我们

305 useful 1 ['ju:sful] adj.有用的，有益的；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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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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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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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voice 1 [vɔis] n.声音；嗓音；发言权；愿望 vt.表达；吐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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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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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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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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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who 1 pron.谁；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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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written 1 ['ritən] adj.书面的，成文的；文字的 v.写（write的过去分词）

317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318 your 1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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