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t 2
分析資訊並組織你的答案
Analysing the Information and
Organising Your Ans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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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與暖身練習 Warm Up
在這個單元裡，你會學到如何分析圖片裡的資訊並組織你的答案。本單元有許多
相關的練習，這些練習很重要，因為經過大量的分析圖片練習，能幫助你在考試時更
快速、更輕鬆地完成它，不但節省了時間，也會讓你更有自信地進行接下來的寫作。
你先前之所以無法在考試取得高分，原因之一可能就是因為未能正確地分析資訊。接
下來，我們將從你在 IELTS 寫作 Task 1 可能產生的問題開始。

Practice 1
請研究這張圖表和題目敘述，列出你在理解資訊時可能產生的問題，並規劃你的答案。
Topic｜文章標題

This graph shows the demand for energy, and the amount of energy generated in
Snowvania (measured in terawatt-hours) from January to December in any one year.
Summarize the information by selecting and reporting the main features and make
comparisons where relevant.

〈Figu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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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答案

我當然不知道你寫了什麼，但是這裡有一些考生們常見的問題。

Q1「我不理解在題目敘述裡所使用的字彙」，或是「我不懂圖片裡的用語」。
Q2 我不知道我該做什麼。我該針對資訊提出自己的看法嗎？我該描述所有資訊嗎？
我該解讀資訊嗎？我該評判資訊嗎？我該推測資訊嗎？

Q3
Q4

我不確定圖表裡的時間點，不確定該用什麼時態來描述它。

PART

1

我不清楚圖片裡的單位是什麼？是單數、以十為單位，還是百分比？我要描述它
嗎？」

Q5
Q6

我不確定圖例的意思，它到底在說什麼？
圖片裡的資訊好多，我真的不知道該如何讓它們言之有理，該從哪裡下手，以及
我必須涵蓋多少資訊，還有該如何把它們組織起來。
接下來看看該如何處理這些問題。首先，我們會把重點放在分析資訊，然後是組

織你的答案。

UNIT 2／分析資訊並組織你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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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資訊 Analysing the Information
分析題目和說明文字
1.

請將圖例的字彙畫上底線。你要確保自己知道圖例中字彙的意思。這裡幾乎不太
可能出現你不認識的字彙，如果有的話，你只能藉由常識和圖片裡的其他資訊來
幫助自己理解它們。舉例來說，在 Practice 1 裡，你可能不認識 terawatt-hours 這
個字，但也許想得到這應該是一種度量單位，用來測量非常大單位的能量。當你
把字彙畫上底線後，就要把重點放在 word partnerships 和 chunks。這一點很重要，
因為你必須在答案裡重複使用這些字彙。舉例來說，在上述的 Practice 1 裡，你可
以把 the demand for 和 measured in 畫上底線，並且確定你有在答案裡正確使用這
些 chunks。

2.

請確定你知道該做些什麼。說明文字通常會要求你單純地描述你看到什麼。例如，
在 Practice 1，題目要求你 summarize、select、report，並且 make comparisons，
所以你必須確定自己有做到這些事。說明文字不太會要求你表達自己的意見，或
是推測資料的原因或結果。你可能還記得我們在寫作概論和 Unit 1 提過的，IELTS
寫作 Task 1 的目標在於準確的描述性寫作。然而，在 IELTS 測驗裡，你永遠都要
有心理準備可能會遇到意料之外的事。

分析圖表
3.

時間的間隔是多少？這部分通常顯示在水平軸。這一點很重要，因為它會決定你
應該用哪一種時態。一般來說，時間間隔是過去的時間，但請不要預設永遠都是
這樣。如果它是在過去的時間，這表示你必須使用過去簡單式。例如，有些時間
間隔可能從過去開始，但一直持續到未來。在這種情況下，你必須使用過去簡單
式和表達未來的 will 或 might。或是，它可能把重點放在現在，這時你就必須用現
在完成簡單式來說明結果，或是用現在進行式來說明整體趨勢。最有可能的情況
是用過去簡單式，但不管怎麼樣都要小心，要確定你知道該用哪一種時態。舉例
來說，在 Practice 1，水平軸表示一月到十二月，而且題目說明提到這是 in any

one year，可以得知這是「平均一年」的意思。所以在這個 Task 中，你必須在答
案裡用到現在簡單式，因為你要描述的事實每年都不太會有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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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再來，請看看並找出垂直軸的單位。它的單位是什麼？是百分比嗎？是以十、百
或 千 為 單 位 嗎？ 請 確 定 你 了 解 這 一 點。 舉 例 來 說， 在 Practice 1 中 的 單 位 是

terawatt-hours，即使你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還是可以用這個字，或是使用圖表
上方顯示的符號：Twh。你也可以看到單位是以每 250 為間隔來衡量的，從最低的

250 Twhs 到最高的 2,250 Twhs。

5.

接下來，我們來看圖例。圖例通常是放在圖表旁邊或下方。你要確定自己知道圖
表中不同顏色或不同的線代表什麼。請注意這裡的字彙，因為你可以把它們用在

PART

1

答案裡。舉例來說，在 Practice 1 中，實心線表示「能源的需求量」(demand for

energy)，而虛線則代表由 Snowvania 鎮上多個發電廠「產生出來的能源」(energy
generated)。

6.

現在，你必須找到重要特徵 (signiﬁcant features)。這個重要特徵是指圖片裡你馬上
就注意到的特徵，亦即圖片中有哪些東西映入你的眼簾？這些都是你要寫的內容，
所以請試著至少發掘兩項或三項特徵。例如，在 Practice 1 中，你可以馬上注意到
「能源需求量」在冬季的月份達到最高，在夏季的月份最低，在春季和初夏月份則
持平。人們在冬季和夏季的能源消耗量明顯有很大的落差，差異幾乎達到 1,150

Twhs。此外，你可能也很快注意到夏季月份產出的能源比冬季月份來得多。

7.

現在，來看看整體趨勢 (general trends)。這些是你不會馬上注意到的趨勢，你必須
在稍微研究過圖片後才能看出一些較細微的趨勢。舉例來說，在 Practice 1 中，你
可以看到一整年產生能源的變化大約落在 650 Twhs 左右的小範圍裡，且一整年的
供應量差不多都很穩定。

8.

最後，我們來看看有什麼東西是可以比較的。你可以找到哪些重要特徵來進行比
較？你可以在整體趨勢中找到什麼來比較？如果有兩張圖，你可以比較它們之間
的哪些部分？例如在 Practice 1 中，你可以比較兩條線的兩種形狀：在夏季的月份
裡，能源產量較多而消耗較少，而在冬天裡能源的消耗則大於生產。
綜合以上，我們把分析資訊需注意的要點整理成一個清單。

UNIT 2／分析資訊並組織你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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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數據清單：圖表和表格
1. 關鍵字彙：把題目說明裡的關鍵字彙畫上底線。
2. 摘要提示：把說明文字告訴你該怎麼做的部分畫上底線。
3. 時間：請確定你知道圖表裡顯示的時間是什麼。
4. 主要變化：請確認你看到的主要變化。
5. 次要變化：請確認其他次要變化。
6. 重要特徵：找到 significant features「重要特徵」。
7. 整體趨勢：找到 general trends「整體趨勢」。
8. 比較內容：找到可比較的地方。

現在，我們一起用 IELTS Writing Task 1 需注意的「分析數據清單」來進行練習。

Practice 2
請利用「分析數據清單」來練習分析以下三道題目及圖表。
Topic 1

The graph below shows the average hours per week of unpaid work done by males
and females from different income brackets. (Unpaid work refers to such activities as
childcare in the home, housework and gardening.)
Summarize the information and offer some reasons for it.

〈Figu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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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 2

The graphs below show the number of male and female workers in 1990 and 2010 in
several employment sectors in Bolivia.
Summarize the information by selecting and reporting the main features and make
comparisons where relevant.

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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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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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 3

The table below shows the number of drink related driving accidents and other factors
which contribute to the possibility of a drink related accident in the UK.
Write a report for a university professor summarizing the information and speculating
as to what it might mean.

Number of drink related accidents
(total 3000)

Factors
Roads:

61

Motorway

609

Urban roads

330

Rural roads
Seasons:

280

Winter

136

Spring

155

Summer

25

Autumn
Time of day:

18

9 am – 5 pm

386

5 pm – 9 am
Age of driver:

611

under 45

389

over 45
〈Figu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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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答案

我們來看看你分析的清單應該包含哪些內容吧！
Topic 1
分析項目

參考內容
你應該畫上底線的字彙包括 the average hours per week、unpaid

1

關鍵字彙

work、income brackets，以及在括號裡的字彙。還要注意的是，你

PART

在這裡要用的動詞是 do。

1

必須先將資訊摘要出來，然後用你的常識解釋它的原因。例如，你
可以提到收入落在較高收入族群中的人，會花錢請別人做家務、照
2

摘要提示

顧孩子，而在較低收入族群中的人則無法負擔這筆錢。你還可以提
到傳統上仍認為女性應該比男性負擔更多無報酬的工作，例如操持
家務和帶小孩，這個特徵表現在所有的收入階層之中。
這裡沒有時間間隔，它確實沒有提到任何時間，所以你在這個 Task

3

時間

4

主要變化

這裡的計量單位是每週的小時數，時間間隔是兩小時。

5

次要變化

圖例說明男性和女性在三種不同收入階層的狀況：低、中、高。

裡應該用現在簡單式。

在這裡，我希望你有注意到以下幾個重要特徵：在所有收入階層中，
6

重要特徵

女性從事的無報酬工作比男性多；位於較高收入族群的男性和女性，
他們從事的無報酬工作比較低收入族群的人少很多。

7

整體趨勢

這部分有點細微，但是你有看到收入階層越低的地方，男性和女性
之間的差距越大嗎？
這裡有很多東西可以比較。你可以比較所有收入階層裡的男性和女

8

比較內容

性，或是只比較女性或男性，也可以比較性別之間日益擴大的落差。
你必須思考並判斷哪一種比較內容對你來說最簡單，且最能表現出
你的英文寫作能力。

UNIT 2／分析資訊並組織你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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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 2
分析項目

參考內容
請

1

關鍵字彙

將 the number of、male and female workers、several

employment sectors 畫上底線，其中 sector 這個字特別重要又有
用。另外，請把圖例中的字彙也畫上底線：manufacturing、service
和 government jobs。
你必須選擇資訊、說明重要特徵並且加以比較。基本上，你必須做

2

摘要提示

摘要。你絕對不能表達自己的看法或是推測數據，只要描述它就可
以了。

3

時間

4

主要變化

5

次要變化

這兩個數據圖有 20 年的時間間隔，但是因為兩個年份都是過去的時
間，所以當你在描述和比較兩者時，必須使用過去簡單式。

圖例的重點是三個主要產業別：製造業、服務業和政府部門。然後，
每一個類別旁都分別標示出男性和女性的人口比例。
整體來說，這裡的重要特徵是製造業和政府部門的工作在這 20 年期

6

重要特徵

間萎縮了，而服務業則成長了。還有一個很容易看出來的特徵是，
在這兩個年度裡，只有服務業的女性佔比高於男性，其他產業則一
直都是男性佔比高於女性。
製造業和服務業的整體趨勢是，女性在 2010 年有更多就業機會，而

7

整體趨勢

男性則失去更多就業機會。在政府部門裡，男性在 2010 年擁有更多
就業機會，而女性則失去就業機會。
在這裡，你可以進行的比較有很多，所以必須慎選。舉例來說，你

8

比較內容

應該在各別年度之中進行比較，然後再進行一些橫跨兩個年份的比
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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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 3
分析項目

參考內容
你應該把 drink related driving accidents、other factors、contribute

1

關鍵字彙

to、possibility of 畫上底線。這張表格也有很多字彙是你必須記下來
的，例如 urban 和 rural。請注意，這兩個字是形容詞，所以後面一
定要有名詞：urban roads、rural areas。

2

摘要提示

3

時間

4

主要變化

5

次要變化

你必須把資訊摘要出來，所以請不要陳述你自己的意見或加以推測。

PART

1

這裡也沒有提到年份或時間間隔，所以你可以假設應該用現在簡單
式來寫這則資訊。
計算單位是樣本數 (3000) 中的事故總數，以及因酒駕和其他綜合因
素造成的事故數量。
這裡沒有圖例，所以必須把重點放在其他因素上。你必須確定自己
知道它們的意思。
在撰寫重要特徵時，可以關注特別高的數字。例如：在冬季的下午

6

重要特徵

和晚上，年紀在 45 歲以下的駕駛在都市的道路上發生的事故特別
多。你也可以把重點放在最低的數字上。例如：超過 45 歲的駕駛較
少在秋季的早上和午後於公路上發生事故。

7

整體趨勢

處理整體趨勢會稍微困難一點，但在這裡你可以把重點放在非常接
近的數字上。例如，發生在春季和夏季的事故數非常接近。
這裡有很多東西可以比較。你可以比較酒駕時容易發生意外事故的

8

比較內容

是怎樣的人：他們可能是年齡低於 45 歲，並在冬季的夜晚在城裡開
車的人。你也可以比較每一個因素的數字：例如比較冬季和秋季，
或是比較公路和都市的道路。

了解如何分析資訊後，我們接下來要看看如何運用你分析過的資訊來組織你的答
案。

UNIT 2／分析資訊並組織你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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