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10-02 [Education Report] More University Study Programs
Become STEM-designated 词频表词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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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to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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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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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18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5 in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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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for 15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7 or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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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stem 14 [stem] n.干；茎；船首；血统 vt.阻止；除去…的茎；给…装柄 vi.阻止；起源于某事物；逆行

9 study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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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programs 12 [p'rəʊɡræmz] n. 程序；节目；课程（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

11 new 11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2 students 11 [st'juːdnts] 学生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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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program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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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data 8 ['deitə] n.数据（datum的复数）；资料 n.(Data)人名；(日)驮太(姓)；(印、葡)达塔

16 designated 8 ['dezɪɡneɪtɪd] adj. 指定的；特指的

17 work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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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you 8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19 is 7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20 something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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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university 7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22 who 7 pron.谁；什么人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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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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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journalism 6 ['dʒə:nəlizəm] n.新闻业，新闻工作；报章杂志

26 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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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business 5 ['biznis] n.商业；[贸易]生意；[贸易]交易；事情

28 do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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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international 5 n.国际组织；国际体育比赛；外国居留者；国际股票 adj.国际的；两国（或以上）国家的；超越国界的；国际
关系的；世界的

30 opt 5 [ɔpt] vi.选择

31 wil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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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an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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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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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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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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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s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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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such 4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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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your 4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40 analytics 3 [,ænə'litiks] n.[化学][数]分析学；解析学

41 be 3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42 comment 3 n.评论；意见；批评；描述 vt.发表评论；发表意见 vi.为…作评语 n.(Comment)人名；(德)科门特；(法)科芒

43 degree 3 [di'gri:] n.程度，等级；度；学位；阶层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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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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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lee 3 [li:] n.保护；背风处 adj.保护的；庇荫的；避风的 n.(Lee)人名；(朝)李；(中)李(普通话·威妥玛)；(柬)利；(中)李(广东话·威
妥玛)

47 li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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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media 3 ['mi:diə] n.媒体；媒质（medium的复数）；血管中层；浊塞音；中脉

49 northeastern 3 [,nɔ:θ'i:stən] adj.在东北的；东北方的；来自东北的

50 not 3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51 on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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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psychology 3 [psai'kɔlədʒi] n.心理学；心理状态

53 science 3 ['saiəns] n.科学；技术；学科；理科 n.(Science)人名；(英)赛恩斯

54 sciences 3 科学

55 stor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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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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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visualization 3 [,vizjuəlai'zeiʃən] n.形象化；清楚地呈现在心

58 wan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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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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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York 3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61 able 2 ['eibl] adj.能；[经管]有能力的；能干的 n.(Able)人名；(伊朗)阿布勒；(英)埃布尔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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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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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areas 2 ['eərɪəs] n.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

65 away 2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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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c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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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come 2 [kʌm] vi.来；开始；出现；发生；变成；到达 vt.做；假装；将满（…岁） int.嗨！ n.(Come)人名；(英)科姆；(阿尔巴)乔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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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devices 2 [dɪ'vaɪsɪz] n. 设备

71 digital 2 ['didʒitəl] adj.数字的；手指的 n.数字；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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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emphasis 2 ['emfəsis] n.重点；强调；加强语气

74 engineering 2 [,endʒi'niəriŋ] n.工程，工程学 v.设计；管理（engineer的ing形式）；建造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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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fiel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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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friedell 2 n. 弗里德尔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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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h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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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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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here 2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81 humanities 2 英 [hju 'ːmænɪtɪz] 美 [hju 'ːmænətɪz] n. 人文学科 名词humanity的复数形式.

82 ideas 2 观念

83 importance 2 [im'pɔ:təns] n.价值；重要；重大；傲慢

84 include 2 [in'klu:d] vt.包含，包括

85 jobs 2 [dʒɔbs] n.工作（job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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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learning 2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88 loo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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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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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market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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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mathematics 2 [,mæθə'mætiks] n.数学；数学运算

92 methods 2 ['meθədz] n. 方法 名词method的复数形式.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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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news 2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95 office 2 ['ɔfis, 'ɔ:-] n.办公室；政府机关；官职；营业处

96 physical 2 adj.[物]物理的；身体的；物质的；根据自然规律的，符合自然法则的 n.体格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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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schools 2 [s'ku lːz] n. 学校；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

99 se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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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should 2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101 take 2 vt.拿，取；采取；接受（礼物等）；买，花费；耗费（时间等） vi.拿；获得 n.捕获量；看法；利益，盈益；（入场券
的）售得金额

102 tak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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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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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them 2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105 therapy 2 ['θerəpi] n.治疗，疗法

106 think 2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107 ti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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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109 under 2 ['ʌndə] prep.低于，少于；在...之下 adv.在下面；在下方 adj.下面的；从属的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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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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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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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115 years 2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116 account 1 n.账户；解释；账目，账单；理由；描述 vi.解释；导致；报账 vt.认为；把…视为

117 accumulate 1 [ə'kju:mjuleit] vi.累积；积聚 vt.积攒

118 accumulated 1 [ək'juːmjʊleɪtɪd] adj. 累积的 动词accumul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19 activity 1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120 actually 1 adv.实际上；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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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administration 1 [əd,mini'streiʃən] n.管理；行政；实施；行政机构

123 advantage 1 [əd'vɑ:ntidʒ, əd'væn-] n.优势；利益；有利条件 vi.获利 vt.有利于；使处于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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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after 1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125 agricultural 1 [,ægri'kʌltʃərəl] adj.农业的；农艺的

126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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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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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animal 1 ['æniməl] n.动物 动物的

131 area 1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132 arts 1 [a:ts] n.文科

133 audio 1 ['ɔ:diəu] adj.声音的；[声]音频的，[声]声频的

134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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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behaviors 1 [bɪheɪ'viː əʊz] 行为

137 being 1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138 belonged 1 [bɪ'lɒŋd] v. 应归入；属于（动词belong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39 biden 1 n. 拜登(姓氏)

140 biological 1 [,baiəu'lɔdʒik,-kəl] adj.生物的；生物学的

141 Boston 1 ['bɔstən] n.波士顿（美国城市）

142 businesses 1 ['bɪznəsɪz] n. 店铺，商行（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

143 California 1 [,kæli'fɔ:njə] n.加利福尼亚（美国一个州）

144 call 1 [kɔ:l] vi.呼叫；拜访；叫牌 vt.呼叫；称呼；召集 n.电话；呼叫；要求；访问 n.(Call)人名；(瑞典、罗)卡尔；(英)考尔

145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146 careful 1 ['kεəful] adj.仔细的，小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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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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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classes 1 [kla:siz] n.级别，阶级（class复数形式）

150 coding 1 ['kəudiŋ] n.译码 v.把…编码（code的ing形式）

151 collect 1 [kə'lekt] vt.收集；募捐 vi.收集；聚集；募捐 adv.由收件人付款地 adj.由收件人付款的 n.(Collect)人名；(英)科莱克特

152 collecting 1 [kə'lekt] v. 收集；聚集；募捐；运走；使（自己）镇定

153 colleges 1 ['kɒlɪdʒɪz] 高校

154 colors 1 ['kɒlərz] n. 彩色 名词color的复数形式.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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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coming 1 ['kʌmiŋ] adj.即将到来的；接着的；前途有望的 n.来到；到达 v.来（com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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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communication 1 n.通讯，[通信]通信；交流；信函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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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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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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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considers 1 英 [kən'sɪdə(r)] 美 [kən'sɪdər] v. 考虑；思考；认为；体谅；注视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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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courses 1 ['kɔː sɪz] n. 课程；路线（course的复数）

165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166 currently 1 ['kʌrəntli] adv.当前；一般地

167 degrees 1 英 [di'ɡri:z] 美 [dɪ'ɡri:z] n. 度；学位 名词degree复数形式.

168 design 1 [di'zain] vt.设计；计划；构思 n.设计；图案 vi.设计

169 designate 1 ['dezigneit, 'dezignit, -neit] vt.指定；指派；标出；把…定名为 adj.指定的；选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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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designation 1 [,dezig'neiʃən] n.指定；名称；指示；选派

171 direction 1 [di'rekʃən, dai-] n.方向；指导；趋势；用法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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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doors 1 [dɔ:z] n.大门；入口；通道（door的复数）

174 drama 1 ['drɑ:mə, dræmə] n.戏剧，戏剧艺术；剧本；戏剧性事件 n.(Drama)人名；(刚(金))德拉马

175 editing 1 n. 编辑 动词edit的现在分词形式.

176 employer 1 [im'plɔiə] n.雇主，老板

177 ended 1 adj.结束的（end的过去分词）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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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extended 1 [ik'stendid] adj.延伸的；扩大的；长期的；广大的 v.延长；扩充（extend的过去分词）

180 extends 1 [ɪk'stend] v. 延伸；延长；伸展；扩展；提供；使竭尽全力

181 extension 1 [ik'stenʃən] n.延长；延期；扩大；伸展；电话分机

182 extra 1 ['ekstrə] adv.特别地，非常；另外 n.临时演员；号外；额外的事物；上等产品 adj.额外的，另外收费的；特大的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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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finding 1 ['faindiŋ] n.发现；裁决；发现物 v.找到；感到（find的ing形式）；遇到

185 finishing 1 ['finiʃiŋ] adj.最后的；终点的 n.完成，结束；最后的修整 v.完成（finish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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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forestry 1 ['fɔristri] n.林业；森林地；林学

188 gain 1 [gein] n.增加；利润；收获 vt.获得；增加；赚到 vi.增加；获利 n.(Gain)人名；(英、匈、法)盖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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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given 1 adj.赠予的；沉溺的；规定的 prep.考虑到 v.给予（give的过去分词） n.(Given)人名；(英、土)吉文

191 government 1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192 graduate 1 ['grædʒuət, -eit, 'grædjueit, -dʒu-] vt.授予…学位；分等级；标上刻度 vi.毕业；渐变 n.研究生；毕业生 adj.毕业的；研究生
的

193 graduates 1 ['ɡrædʒuət] n. 毕业生 vt. 毕业；标以刻度；定等级 vi. 毕业；获学位；逐渐变得 adj. 毕业的；获得学位的

194 graphics 1 ['græfiks] n.[测]制图学；制图法；图表算法

195 great 1 [greit] adj.伟大的，重大的；极好的，好的；主要的 n.大师；大人物；伟人们

196 growing 1 ['grəuiŋ] adj.发展的；成长的 v.生长（grow的ing形式）

197 ha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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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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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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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hel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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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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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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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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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huge 1 [hju:dʒ] adj.巨大的；庞大的；无限的 n.(Huge)人名；(英)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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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illness 1 ['ilnis] n.病；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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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immigration 1 [,imi'greiʃən] n.外来移民；移居

209 incline 1 [in'klain] vi.倾斜；倾向；易于 vt.使倾斜；使倾向于 n.倾斜；斜面；斜坡

210 inclined 1 [in'klaind] adj.趋向于…的 v.使…倾向（incline的过去分词）

211 included 1 [in'klu:did] adj.包括的；[植]内藏的 v.包括（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12 including 1 [in'klu:diŋ] prep.包含，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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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interactive 1 [,intər'æktiv] adj.交互式的；相互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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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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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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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introducing 1 [ɪntrəd'juːsɪŋ] n. 引进 动词intro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

218 January 1 ['dʒænjuəri] n.一月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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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Joe 1 [dʒəu] n.乔（男子名）

221 john 1 [dʒɔn] n.厕所

222 joins 1 [dʒɔɪn] v. 连接；加入；参与；和...一起

223 journalists 1 ['dʒɜːnəlɪsts] n. 记者；新闻工作者(复数)

224 known 1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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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laws 1 [lɔ:z] n.法律；规章（law的复数） n.(Laws)人名；(英)劳斯

227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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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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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lists 1 ['lists] n.竞技场 竞技场围栏

231 literature 1 ['litərətʃə] n.文学；文献；文艺；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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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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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magazines 1 ['mæɡəziː nz] 杂志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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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makes 1 [meɪks] v.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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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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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master 1 ['mɑ:stə, 'mæstə] vt.控制；精通；征服 n.硕士；主人；大师；教师 adj.主人的；主要的；熟练的 n.(Master)人名；(英)马斯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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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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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mental 1 ['mentəl] adj.精神的；脑力的；疯的 n.精神病患者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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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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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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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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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newspapers 1 [njuːz'peɪpəs] n. 报纸 名词newspaper的复数形式.

248 n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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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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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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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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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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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optional 1 adj.可选择的，随意的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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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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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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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people 1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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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permit 1 [pə'mit] vi.许可；允许 vt.许可；允许 n.许可证，执照

260 permitted 1 英 [pə'mɪt] 美 [pər'mɪt] n. 许可证；执照 v. 允许；许可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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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pictures 1 ['pɪktʃəz] n. 绘画作品 名词picture的复数形式.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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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265 practical 1 ['præktikəl] adj.实际的；实用性的

266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267 printouts 1 n.（电脑）打印出来的资料( printout的名词复数 )

268 proces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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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professor 1 [prəu'fesə] n.教授；教师；公开表示信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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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publishes 1 ['pʌblɪʃ] v. 出版；发行；公开发表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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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radio 1 ['reidiəu] n.收音机；无线电广播设备 vi.用无线电进行通信 vt.用无线电发送 n.(Radio)人名；(西)拉迪奥

274 read 1 [ri:d] vt.阅读；读懂，理解 vi.读；读起来 n.阅读；读物 adj.有学问的 n.(Read)人名；(英)里德

275 relate 1 [ri'leit] vt.叙述；使…有联系 vi.涉及；认同；符合；与…有某种联系

276 released 1 [rɪ'liː st] v. 释放；让予；准予发表，发布，发行；免除，豁免 动词rel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77 replies 1 [rɪ'plaɪ] v. 回答；答复；回应 n. 回答；答复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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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reporting 1 英 [rɪ'pɔː tɪŋ] 美 [rɪ'pɔː rtɪŋ] n. 报告 adj.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

280 represent 1 [,repri'zent] vt.代表；表现；描绘；回忆；再赠送 vi.代表；提出异议

281 require 1 [ri'kwaiə] vt.需要；要求；命令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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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return 1 [ri'tə:n] vt.返回；报答 vi.返回；报答 n.返回；归还；回球 adj.报答的；回程的；返回的

284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85 searching 1 ['sə:tʃiŋ] adj.搜索的；透彻的 n.搜索 v.搜索（search的ing形式）

286 sense 1 n.感觉，功能；观念；道理；理智 vt.感觉到；检测 n.森斯（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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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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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showing 1 ['ʃəuiŋ] n.放映；表演；陈列 v.展示（show的ing形式）

290 site 1 [sait] n.地点；位置；场所 vt.设置；为…选址

291 skills 1 技能

292 social 1 ['səuʃəl] adj.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 n.联谊会；联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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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south 1 [sauθ, sauð] n.南方，南边；南部 adv.在南方，向南方 adj.南的，南方的 n.(South)人名；(老)苏；(英)索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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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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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start 1 [stɑ:t] vt.开始；启动 vi.出发 n.开始；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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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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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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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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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student 1 ['stju:dənt, 'stu:-] n.学生；学者 n.(Student)人名；(德)施图登特

303 Syracuse 1 ['sairəkju:z; 'si-; -kju:s] n.锡拉库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部一港市）

304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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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 teaches 1 ['tiː tʃɪz] v. 教；教导；教授；教训（动词teach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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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technology 1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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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telling 1 ['teliŋ] adj.有效的；生动的；显著的 n.命令；叙述；吐露真情 v.告诉；讲述（tell的ing形式）；命令 n.(Telling)人名；(英)
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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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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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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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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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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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training 1 ['treiniŋ] n.训练；培养；瞄准；整枝 v.训练；教养（train的ing形式）

317 treatment 1 ['tri:tmənt] n.治疗，疗法；处理；对待

318 true 1 [tru:] adj.真实的；正确的 adv.真实地；准确地 n.真实；准确 vt.装准 n.(TRUE)人名；(英)特鲁

319 united 1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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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322 vide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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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visa 1 ['vi:zə] n.签证 vt.签发签证 n.(Visa)人名；(塞、芬)维萨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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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viz 1 [viz] abbr.即；也就是（videlicet） n.(Viz)人名；(匈)维兹

326 web 1 [web] n.网；卷筒纸；蹼；织物；圈套 vt.用网缠住；使中圈套 vi.形成网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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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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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330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331 worried 1 ['wʌrid, 'wə:rid] adj.担心的

332 writing 1 ['raitiŋ] n.书写；作品；著作；[法]笔迹 v.书写（write的ing形式）

333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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