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優百科英語教材  ? 專業英語教材銷售及 諮詢服務  

超夯！  培養「閱讀素養」系列，評價一級棒！ 

Q：學生單字老是背不起來?  發音拼字弱 ? 

全新研發：Skyline Phonics 拯救你！只有三冊，超完整自然發音 & 特殊音

變音規則通通涵蓋！內含大量聽音辨字練習。 (page 3) 

開班教材 Q & A： 

 

Q：想要活潑好玩有趣、大量會話練習、介紹各國家文化特色、跨學科閱讀， 

       又有英檢初級程度的主教材嗎?  

快來看 Hand in Hand、Superkids、Next Move (page 2) 

Q：國中英文文法統整加強?  

朗文文法通系列、文法與練習 任君挑選！ (page 10) 

Q：幼兒課後美語教材推薦?  

歌曲唱跳讀本、A-Z 、簡單會話句型、單字 

Q：全民英檢 2021 新題型?    

聽力 & 閱讀改成素養題，您準備好了嗎?  (page 10) 

Q：有沒有國中會考聽力訓練、大量閱讀訓練的教材? 

朗文英語越聽越清楚、Reading Success 滿足您的需求。 

在您最需要的時刻，推薦您最適合的教材  ? 

Ur BEST is your BEST CHOICE!  

QR Code 

APP 下載 

YouTube影片 

線上平台練習 



➊ 核心教材-兒童美語  

         國際菁英教育、國際觀、情境教學、識讀能力 & 新素養 。   

Smart English ：課程中充滿令人感興趣的內容，使學生在自然溝通交流的方式

中學習。最適合中低年級初階美語班，活潑有趣，口語訓練 so easy！ 

   √  1-6冊    √ 另有Starter 適合小一先修班   √ 快樂學英文   √ 情境式教學 

   √ 公托升小一    √ 零基礎好上手  √ 電子白板 

Hand in Hand：專門為了國小的學生所設計，用過都愛上！21世紀skills、跨學科閱

讀、國際觀課程、文化風情、GEPT初級程度通通有！ 

   √  1-6冊    √ 另有Starter 適合小一先修班   √ 色彩豐富   √ 情境式教學   √ 電子白板 

   √ 學習單搭配活動   √ 跨學科閱讀(108課綱)        

Hang Out：適合有英文基礎的學生。整系列透過全彩圖像、跨學科閱讀與吸引人的漫

畫來呈現。學生隨著主角全家的日常生活，學習高頻率單字、常用文法架構，以及實用

辭彙！   

  √  1-6冊    √ 另有Starter 適合小一先修班    √ 編排清楚明瞭    √ 單字延伸+8個 

  √ 跨學科閱讀(108課綱)     √ 電子白板   √ 當作銜接教材、複習、併班教材等也好用！ 

※ 核心教材-國中、高中、青少年、成人美語 → Macmillan、Cengage、Pearson等 

Big Show ：課程的架構遵循CEFR來編寫， 每個單元皆包含會話、歌曲、漫畫、故事

還有練習活動，透過這些來增加閱讀、寫作、聽力與口說的技巧。  

   √  1-6冊    √ 編排清楚明瞭    √ QR Code影片+音檔訓練聽力、延伸複習 

   √ 著重聽力、寫作建立    √ 跨學科閱讀(108課綱)    √ 發音複習     

Superkids (3/e)：Pearson 出版，暢銷多

年，全新第三版！緊密結合現實生活，課文

中的功能性對話，讓學生更能使用英語來溝

通。  

 

Face to Face：專為亞洲學童編制。每

個單元包含精心設計的對話句型，透過

多樣的遊戲、對話練習、聽力練習、寫

作訓練，讓孩子印象深刻，應用於生活

中，便宜又好用！ 

Hand in Hand 與世界做朋友！ 

Next Move：每冊一般建議安排9個月

以上學程。以國家為主題(45國)，培養

國際觀，可配合兒童劍橋英檢(YLE)。 

Story Central：每冊一般建議安排9個月

以上學程。以故事帶入，培養識讀能力、

批判性思考，聽說讀寫樣樣行！培養閱讀

素養，從 Story Central 開始！ 

√  1-12冊     

√  適合安親美語    √ 編排清楚明瞭     

  √  1-6冊    √ 有Starter    √  品德教育     

  √ 跨學科、跨文化           √  國際觀培養 

  √ 電子白板 

  √  1-6冊    √ 啟發式學習    √  附贈讀本     

  √ 跨學科、跨文化     √  YLE題型訓練  

  √ 電子白板 

√  1-6冊    √ 全新真實圖片    √ 電子白板 

√ 編排清楚明瞭    √ 跨學科、跨文化單元  

考卷 APP 
線上

練習 
音檔 學習單 

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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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223&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713&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761&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706&gp=171#na
https://www.pearson.com/asia/educator/english-language/Products/SuperKids.html
https://www.macmillanenglish.com/tw/catalogue/courses/young-learners/next-move/course-information
https://www.macmillanenglish.com/tw/catalogue/courses/young-learners/story-central/course-information
https://www.macmillanenglish.com/tw/catalogue/courses/adults-and-young-adults/breakthrough-plus-2nd-edition/course-information
https://www.crane.com.tw/book/kind?vtmc=00020014
https://www.crane.com.tw/book/kind?vtmc=00020016
https://www.crane.com.tw/book/kind?vtmc=00020010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791&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225&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761&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225&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713&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706&gp=171#na
https://www.macmillanenglish.com/tw/catalogue/courses/young-learners/next-move/course-information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223&gp=171#na
https://www.macmillanenglish.com/tw/catalogue/courses/young-learners/story-central/course-information
https://www.pearson.com/asia/educator/english-language/Products/SuperKids.html
https://www.crane.com.tw/Book/Multiple?DisNo=21&DisType=e
https://www.crane.com.tw/book/kind?vtmc=00020004
https://www.crane.com.tw/book/kind?vtmc=00020007


➋ 「超完整」自然發音 / 實用發音讀本 / KK音標  

           遊戲、附小圖卡、互動光碟、線上練習平台。 

NEW EFL Phonics (3/e)：發音最暢銷 NO. 1 。專為沒有英語基礎的孩子所設計， 

分五冊，循序漸進來安排課程。大量聽力及發音練習，有趣的發音故事，書後附習

作、小圖卡。    ※ 另有無習作版本(第一版)唷！ 

Smart Phonics ：聰明學發音！共5冊。透過多項活動，充分練習看字讀音、聽音辨字的技巧。   

  小撇步：課本用在平日課程，習作可用在寒暑假複習，或是混班時統整發音教學使用， 

                  習作便宜又全彩，評價一級棒！ 

★ 以上可搭配超可愛Phonics Fun Reader 使用，

內容活潑有趣，發音複習+加強閱讀，還有歌曲，

一舉數得！  √ 本系列還可用於寒暑假開班唷！ 

School Phonics ：共分4 冊。系統化的課程設計強化學習者的發音技

能，並提供有趣的基礎閱讀及手寫練習。 每冊皆含一本可拆式發音讀

本，以及App 下載，不必額外購買唷！    

※ 有豐富的讀本故事延伸活動 (Mini books、 Playlet…)  

※ 本套額外提供線上師訓影片，讓老師教學馬上上手！ 

Speed Phonics：重點濃縮，只分3冊，無基礎學生快速學完自然發音!! 運用快速、簡明

的步驟來引導學生學習基礎自然發音技巧，是為啟蒙學生學習閱讀與寫作的重要利器。    

★ 可搭配 My Phonics Reading：發音閱讀練

習共 3 冊！超可愛畫風，Sight Words列表，

重點句型，初學者好上手。 

Sounds Great：介紹字群規則→帶入拼讀技巧→綜合聽、讀、寫練習→Phonics Story 有趣的

閱讀複習 →Rhyming Chant 聽讀寫的整合複習→自我練習→達到見字拼音、聽音辨字的效果。 

★ 可搭配 Sounds Great Reader 精緻小讀

本使用，不論單獨使用或搭配發音，風評一

級棒！ 

Jungle Phonics ：1-4冊，歌曲韻

文、高頻率單字、多音節練習。  

√  第一冊課本(26字母)可適用於幼

兒園大班。 

Skyline Phonics：共分 3 冊。有課本、習作 & 大閃卡。發音規則超完整，且一開

始就教孩子字母正確的位置和筆順(有定位點)，課程著重於確認形、音的對應(口訣

分解、確認、反推)，及大量比較拼音組合，課程扎實不馬虎。 每冊有數十種閃卡

搶答遊戲、五種線上遊戲、額外考卷，讓學生打好發音基礎，背單字超快速！ 

American School  Phonics：共分三冊。風行美國二十年，重新全彩改版，採字母 

拼讀法並透過學習字母與發音的對應，進而達到拼音識字的基本閱讀能力。  

Super Easy KK：共分2冊，自然發音及KK音標對照練習，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KK for Kids(4/e) ：共分2冊，暢銷多年，練習多，附小本習作練習。 

Fast Phonics ：全1冊，發音

總複習，結合流行編曲，超洗

腦記憶發音規則！  

√  可用於國中先修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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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203&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205&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736&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702&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735&gp=171#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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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212&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214&gp=171#na
https://issuu.com/cornerbooks/docs/kk_for_kids_1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793&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790&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707&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735&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203&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205&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219&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736&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793&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207&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206&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702&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207&gp=171#na


➌ 閱讀系列：最強系統性、108課綱、跨學科  (國小低年級~國中、高中)  

        題材豐富、多元化、訓練閱讀速度、國中會考，另有內含聽說讀寫之練習(英檢範圍)。考卷提供。  

108課綱 推薦：Reading Future 是一套非常完整的閱讀教材。 

全系列分為 7個級數 ，每級3冊，總共有21本，包含336個未來性主題。搭配YouTube相關影片。 

簡
單 

困
難 

網頁中有內頁可看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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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756&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757&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758&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730&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759&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755&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760&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gp=171&C1pno=729


 超暢銷系列 

Pre A1~A2+ 

   單字閱讀 

Pre A1~A1+ 

共 12 冊 

   故事閱讀 

Pre A1~A2 

共 9 冊 

     跨學科 

Pre A1~A2 

共 9 冊 

My Reading 

Pre A1~A2 

共 18 冊 

 超札實系列 

Pre A1~A2 

共 9 冊 

   更高級數 

    B1~B2 

    共 9 冊 

      其他 

   更高級數 

上完 Reading Rocket 

或是 My Best Reading 

系列可以銜接。 

本系列每冊僅12單元，

教學時數不夠，但想補

充閱讀的班很適用唷！ 

3 冊 3 冊 6 冊 6 冊 

Reading Shelf 也可用

於英檢初級培養班唷！ 

每冊20單元，練習多

多，還另出習作本

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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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710&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268&gp=171#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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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255&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735&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714&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715&gp=171#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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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262&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261&gp=171#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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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檢培養班、會考訓練班、訓練閱讀速度常用： 

 超推薦：單字活用教材→整合閱讀 & 寫作能力 

更多學完發音後的銜接課程！  含Sight Words、Phonics Review、Sentence等練習。 

 約國中2000單字 

 約國高中5000單字 

 約高中7千~8千單字 

符合您各種不同需求~ 混班加強閱讀、短期銜接、補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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➍ 文法 (國小低年級~國中、高中)  

         文法重點表格統整、活潑有趣、螺旋式編排、互動光碟、線上練習網站、APP、考卷提供。   

My First Grammar：分三冊。非常適合初學者(約三四年級)的文法教材，配合大量圖片、 

                                      螺旋式編排，活潑有趣好上手，文法暢銷NO. 1！ 

 

My Next Grammar：分三冊。適合中高年級~國中，表格式重點整理，螺旋式編排，且 

                                       涵蓋到國中文法，考私中班超愛用！ 

★ 教你小撇步：全彩色習作，很適合當作複習講義使用，配合考卷事半功倍！ 

Grammar Planet：分三冊。適合低年級初學者，第一冊有三線譜練習句型書寫，簡單易 

                                   懂的課程，表格式整理，使學生能清楚了解文法規則 。 

 

Grammar Galaxy：分三冊。本套為 Planet 的進階，圖表提供清晰的解釋及範例，讓學生 

                                    可以清楚地瞭解到常用文法句構，配合口說及寫作的練習可加強學習 

                                     並提升英語的流暢度 。 

Grammar Starter：分三冊。內容涵蓋學生必學的基本文法，文法重點於課程中不斷地重 

                                     複出現，讓學生自然而然熟悉文法概念。  

 

Grammar Success：分三冊。為Starter 的進階，圖表、文法規則清楚明瞭，有分組練習 

                                      寫作與口說訓練，文法練習搭配系統性的寫作訓練，逐步建立學生寫 

                                      作基礎。  

基礎英文法： 

共分三冊。中英文編排，國小中高年級、國中適用。隨時可搭配

其他任何兒童美語教材使用，亦可單獨使用。 【超有用必背】文

法規則+口訣，是國中先修最佳拍檔！ 

Active English Grammar： 

共分六冊，建議國中以上、成人適

用。以美式英文為主，學生透過此套

書課程安排學習，可由中級提升至中

高級。 

本系列暢銷多年 

Easy English Grammar： 

共5冊。適用於已有一年英語基礎之小學

生。 每冊有八個單元，每單元文法學習

重點皆以簡易圖表標示明顯易學，是各種

主教材文法不足的最佳補充教材。  

Spin!： 

全套共六冊，針對國小生設計，學習全

面性寫作及文法的教材。 每單元透過

有趣、貼近生活的主題，教導與主題相

關的單字和文法。  

文鶴捷進英文法 (學習手冊)： 

提供豐富的題目練習。 

附解答本。 本書適用教學、自

修、全民英檢初級考試準備。 

Essential English Grammar： 

僅1冊，分課本&習作。建議國高

中以上使用。主題涵蓋90單元，從

基礎到困難，自學或是課堂教學皆

可搭配。 

初 

進 

初 

初 

進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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➎ 寫作 技巧 (國小低年級~國中、高中)  

        聯想式教學、引導式寫作、看圖寫作、英檢寫作培養。   

Guided Writing：分三冊。每單元有4大部

分，分別介紹單字、練習寫作結構良好的句

子、建立學生的思考能力，及引導其寫作出

組織良好的段落。 

My First Writing：初學者適用。擴展小

朋友的學習字彙並建構、提升其句型；透

過強化練習，讓小朋友能加以應用於寫作

中。另售習作本。 

Writing Framework ：是一系列共九冊的寫作教材。  

Sentence Writing >> 分三冊。本系列專為寫作的初學者所設計，讓學生可以從實際的

生活情境中循序漸進，往進階寫作的目標邁進。 

內容包含個人寫作(如：電子郵件、日記、信件~第一級)到學術寫作(如：文章、報告、學

生論文~第三級)；另外在習作裡提供「二十一世紀寫作專題報告」讓學生練習。 

建議至少有一年英文學習基礎再學第一冊。 

初 進 

初 進 

Writing Starter：國小中高年級~國中適用。多樣化的寫作題目，豐富的段落範例，老師愛用！ 

            Book 1著重於句子，指導學生依段落內容寫作句子並提示段落結構。 

            Book 2著重於簡單段落，指導學生在大綱的輔助下進行段落寫作。 

            Book 3著重於進階段落寫作，指導學生撰寫主題句、總結句，並使用更深入的寫作技巧。  

Writing Basics ：適合國小中高年級，主題式、句型結構 

                                重點、重組句型等練習。 

Writing Step by Step：Basics 進階教材，主題式單元， 

                                            含分級主題式詞彙等。 

↑初階仿寫 ↑暑假好搭 ↑英檢看圖寫作 ↑側重文法 

Very Easy Writing ：國小低年級適用。 

Book 1 側重於字母程度，建立書寫英文字的自信。 

Book 2 強調正確拼字能力及單字在句中的位置。 

Book 3 進一步認識英文語法模式並撰寫獨立句子。 

↑私中班 ↑寫作+句型文法↑ ↑國中適用 

Guided Writing Plus：分三冊。適合初級至

中級學習者使用。 提供學習者實用的寫作類

型，包括電子郵件、信件、電影、讀書心

得、創意寫作及其他有趣 

的類型等。  

My Next Writing：適合初級至中級寫作銜

接。第一冊，透過主題句型寫出一段完整的

段落；第二冊及第三冊，學生可以運用他們

自己的想法寫出整篇短文及 

文章。 

即將出版進階： 

>> Paragraph Writing  

>> Essay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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➏ 聽力 技巧 (國小低年級~國高中)  

        國外錄音、全民英檢適用、國小低年級也有，銜接性好、Dictation練習、考卷提供。 

 

Listen Up：適合中低年級初學者，共分三冊，附Dictation Book。 

Listen Up Plus：進階聽力，適合國小中高年級，分三冊，附Dictation Book。 

 

本系列教材每冊均含十六節核心課程及四節複習課程，課程簡短易完成，內容實用、

生活化 ，生動有趣的文法及字彙練習，課程內容不斷循環以強化記憶 。 

 

Listening Starter：適合國小中高年級~國中，附習作。 

Listening Express：適合國小高年級~國中，book 3有英檢初級程度，附習作。 

 

本系列編排使用頻繁的字彙、片語和句型，體會道地的英語 ，引用通俗易懂的文

句，便於打好基礎 。新的字彙及文法均會自然地在對話和短講中重複呈現。 

Step by Step Listening：適合國小高年級~國中。本套結合聽力與會話為英語初學者量

身訂做的聽力教材 ，藉由生動有趣的人物提供範例回答及句型結構讓學生對答如流 。 

 

More Step by Step Listening：一般適合高中以上。 

以時事和生活的主題來啟發學生學習興趣，同時提供有趣的課堂討論活動，並透過文中

的註解及總結指引，逐步練習各種聽力技巧 。 

初 

進 

初 

初 

進 

進 

      其他聽力系列：國中以上適用、多益聽力實力培養。  快掃QR Code 看樣頁 

➐ 口說 / 會話 (國小低年級會話~GEPT中高級程度)  

        國外錄音、國小低年級到銜接多益都有，多級數可選擇。 

Easy English Conversation： 

適合國小低年級~中年級，分四冊。 

簡單日常生活會話，重複練習常用 

文法重點 + 發音。   

※ 也推薦短期課程用哦！ 

Speaking Time： 

適合國小中高年級。以主題式的句型為主，強

調口說能力、簡報能力、公眾演 

講，可同時訓練聽力、問答，學 

生也可自行寫演講詞。 

教材編排方式 →  

※ 適合國高中以上， 

     或成人 

※ 程度約初級~中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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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252&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253&gp=171#na
https://www.crane.com.tw/book/kind?vtmc=000300010001
https://www.compasspub.com/eng/compass/skill_view.asp?h_seq=1672&sch_value=listening%20to%20the%20news&location_type=s
https://www.crane.com.tw/book/kind?vtmc=00020015
https://ltprofessionals.com/en/books/communicate
https://www.crane.com.tw/book/kind?vtmc=00020003
https://ltprofessionals.com/en/books/motivate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252&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253&gp=171#na
https://www.crane.com.tw/book/kind?vtmc=00020003
https://ltprofessionals.com/en/books/motivate
https://ltprofessionals.com/en/books/communicate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254&gp=171#na
https://www.crane.com.tw/book/kind?vtmc=00020015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769&gp=171#na


➑ 全民英檢 (小學英檢~中高級) & 多益 

         聽、說、讀、寫  應試技巧錦囊、模擬試題、英檢字彙、五六年級英檢、官方出版教材。  

➒ 國中英文系列  (適用國中各版本)(另有其他系列請洽各門市業務) 

小 

學 

英 

檢 

全 

民 

英 

檢 

朗文國中英語閱讀通 1~4 

朗文英語越聽越清楚 1~3 

朗文國中英語文法通 1~5 

朗文閱讀100篇 

(基礎) (中級) 

朗文英語會考 

文法練習(基礎)(進階) 

多   

益 

實

力

養

成 

朗文英語會考 

閱讀練習(基礎)(進階) 

朗文英語會考 

聽力練習(基礎)(進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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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gp=171&C1pno=354
https://issuu.com/tangao.books/docs/500
https://issuu.com/tangao.books/docs/700-1/16
https://tangao.wixsite.com/smart-toeic
https://tabook.wixsite.com/smart-toeic
https://issuu.com/cornerbooks/docs/201910171314
https://issuu.com/cornerbooks/docs/201910171329
https://issuu.com/cornerbooks/docs/201910171340
https://issuu.com/cornerbooks/docs/201910171418
https://issuu.com/cornerbooks/docs/201910171426
https://issuu.com/cornerbooks/docs/201910171534
https://issuu.com/cornerbooks/docs/201910171535
https://issuu.com/cornerbooks/docs/201910171536
https://issuu.com/cornerbooks/docs/201910171537
https://issuu.com/cornerbooks/docs/201910171645
https://issuu.com/cornerbooks/docs/201910171646
https://issuu.com/cornerbooks/docs/201910171647
https://issuu.com/cornerbooks/docs/____100___
https://issuu.com/cornerbooks/docs/____100____4fd0f75e93da6c
https://issuu.com/cornerbooks/docs/____-____
https://issuu.com/cornerbooks/docs/____-_____0b1ef8394f24d0
https://issuu.com/cornerbooks/docs/____-__
https://www.crane.com.tw/Book/Detail?bokid=01201140&vtmc=00070010
https://www.crane.com.tw/Book/Detail?bokid=0120728&vtmc=00070010
https://www.crane.com.tw/Book/Detail?bokid=0120111001&vtmc=00070010
https://www.crane.com.tw/Book/Detail?bokid=0120110001&vtmc=00070010
https://issuu.com/cornerbooks/docs/____-_____eb1c4a1fbdc2a2
https://issuu.com/cornerbooks/docs/____-_____d648aab0973a4f
https://issuu.com/cornerbooks/docs/____-___fb3a9d593903eb
https://www.crane.com.tw/Book/Detail?bokid=0120745&vtmc=00070010
https://www.crane.com.tw/Book/Detail?bokid=0120729&vtmc=00070010
https://www.crane.com.tw/Book/Detail?bokid=0120730&vtmc=00070010
https://www.crane.com.tw/Book/Detail?bokid=0120109001&vtmc=00070010
https://www.crane.com.tw/Book/Detail?bokid=0120109002&vtmc=00070010
https://www.crane.com.tw/Book/Detail?bokid=0120109003&vtmc=00070010
https://www.crane.com.tw/Book/Detail?bokid=0120673&vtmc=00070010
https://www.crane.com.tw/Book/Detail?bokid=01201080&vtmc=00070010


Level 1 Level 2 Level 3 Level 4 Level 5 Level 6 級數 

A1 / 400 A1 / 500 A1-A2 / 650 A2 / 800 B1 / 1000 B1-B2 / 1200 級數 / 字數 

      

QR Code 

故 事 繪 本 

讀 本 畫 漫 

大 集 合 

SKYLINE YOUNG READERS       經典故事 & 成果展 
 

分為3個級數 + Holiday，共 70 本以上的故事，還在陸續出新書唷！ 

故事 包含耳熟能詳的伊索寓言、格林童話等，畫風可愛，吸引孩子迫不及待地想看~ 

價格便宜 定價 $ 125~135左右。前為故事，後有劇本；部份故事還有親子閱讀講座教學

影片及英文導讀唷！  

音檔不僅有故事本身，另外還有背景配樂， 辦成果展不用另外找配樂，真的超方便！ 

每年都超暢銷！且每年搭配

寒暑假活動，很划算唷！ 

COMPASS CLASSIC READERS        文學小說系列 

 

分為6個級數 ，每個級數10本，共60本，額外另售習作可以當補充。 

針對初級和中級程度的英文學習者改編而成的優良文學作品系列。依照用字難易和文

法深淺，精心規劃六個等級，重現文學豐富的意境，幫助提昇英文閱讀的能力。  

◆ 由淺入深，由短入長，循序介紹各種專業寫作類型，讀前和讀後的問題討論 

◆ 書後附有適合班級表演的簡短劇本單元 

◆ 字彙一覽表          ◆ MP3 音檔 

Level 1 Level 2 Level 3 Level 4 Level 5 Level 6 級數 

A1 / 1500 A1-A2 / 2000 A2 / 2500 B1 / 3000 B1-B2 / 3500 B2 / 4000 級數 / 字數 

      

QR Code 

Level 1  Level 2 Level 3 Holiday  

*字數=Family Words (per level) 

*字數=Family Words (per level) 

你聽郭了沒? 

YOUNG LEARNERS CLASSIC READERS  世界名著 & 精緻美觀 
 

分為6個級數 ，每個級數10本，額外另售習作可以當補充。 

本套YLCR建議可以從三四年級開始搭配使用，放在閱讀角落 ，每個月讓孩子帶回家

一本，並用習作當學習單給孩子寫，從小開始培養閱讀習慣，讓以後的閱讀課程能

更快速上手。本系列課本，書後皆附word list、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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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379&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378&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377&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376&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375&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374&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319&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320&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321&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322&gp=171#na
https://www.crane.com.tw/book/kind?vtmc=001000020001
https://www.crane.com.tw/book/kind?vtmc=001000020002
https://www.crane.com.tw/book/kind?vtmc=001000020003
https://www.crane.com.tw/book/kind?vtmc=001000020004
https://www.crane.com.tw/book/kind?vtmc=001000020005
https://www.crane.com.tw/book/kind?vtmc=001000020006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at-bEqJNPNoljcK7f1aQMv1HQ-qVVUac


Level 1 Level 2 Level 3 Level 4 Level 5 Level 6 級數 Level 7 

Pre A1 / 200 A1 / 500 A1 / 700 A1-A2/ 1000 A2 / 1500 B1 / 2000 級數 / 字數 B2 / 2500 

      

QR Code 

 

 MAGIC ADVENTURES        漫畫式讀本 & 口語訓練 

 

本套書以漫畫呈現，分為6冊，程度約為國小中高年級。 

一連串跟魔法有關的冒險故事，吸引孩子不由自主的想學習， 

看懂漫畫內容。 

本系列可以延伸聽說讀寫練習、演戲對話，有列出單字片語，可配合文法， 

適合寒暑假的短期課程。 

SKYLINE CLASSIC COMICS        經典漫畫 

 

分為3本漫畫：皮諾丘、綠野仙蹤、湯姆歷險記 。 

Skyline經典漫畫系列將世界文學名著與漫畫結合，以精采有趣的連環漫畫讓文

學作品變得簡單易懂，使讀者們萌生閱讀的興趣，精彩生動的插圖與對話，讓學

生在自然的閱讀環境中學會單字片語及會話。  

GROW SERIES          節慶系列 

本系列共四冊 。 

◆ 每一個故事均有聽、說、讀、寫四方面的練習。 

◆ 每篇文章後有簡單易懂的單字解釋及例句的解說，片語解釋及聽力、寫作練習。 

◆ 介紹2000多個GEPT初中級最常用的單字。 

◆ 精美的中國風插圖呈現中外國節慶故事內容，讓學習者享受在閱讀的樂趣中。 

 第一冊  第二冊  第三冊  第四冊   

書名 
 From Monster to 

Moon Cakes  

From Portable Light to 

Precious Daylight  

 From Egg Hunts to 

White Elephants  
From the East to the West  

QR Code 

    

*字數=Family Words (per level) 

COMPPSASS READERS       跨學科主題式讀本 

 

分為7個級數 ，每個級數10本，共70本。 

本系列 (CR讀本) 程度約在國小低年級~全民英檢中級。 

跨學科 (科學、植物、國家風情等)，有Fiction 跟 Non-Fiction，可以用在課程結

束後，但還有1-2節課的空堂補充，或是寒暑假做主題課程時搭配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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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697&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696&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695&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694&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693&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692&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691&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s.com.tw/*NEW/Readers/SkylineClassicComics/Pinocchio.pdf
http://www.englishbooks.com.tw/*NEW/Readers/SkylineClassicComics/TheWizardofOz.pdf
http://www.englishbooks.com.tw/*NEW/Readers/SkylineClassicComics/TheAdventuresofTomSawyer.pdf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324&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335&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_detail.asp?p1no=&pno=1871&gp=171#A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_detail.asp?p1no=&pno=1872&gp=171#A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_detail.asp?p1no=&pno=1870&gp=171#A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_detail.asp?p1no=&pno=1869&gp=171#AA


總共有 11個級數 ，共180本書，滿足不同程度的英語學習者。 

畫風多元，主題囊括經典故事，內容有趣，附錄習題，是訓練閱讀的最佳利器！  

e-future   Classic Readers  系列讀本 

Workbook / Worksheet  Table of Contents 

Before Reading： Think Ahead 

During Reading： Sound Patterns 

                                  Words to Know 

                                  Meet the Characters 

                                  Comprehension 

After Reading： Review Quiz 

                              Fluency 

                              Book Report 

 Key Words and Phrases 

Level Starter Sample pages 

提供電子檔超多練習，老師

可以視情況補充給學生唷！ 

讀本後面附劇本，成果發表免煩惱！ 

↓ 快掃條碼看樣頁吧！ 

↓ 影片觀看  

Elementary  Secondary 

★ 前60本均附故事影片哦！ 

Starter  Level 1 Level 2  13 

http://readers.efuture-elt.com/series.php?seq=3
http://readers.efuture-elt.com/series.php?seq=4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Kxh6q5wMsCb0-Vp0Vsavd7MglV89jzyK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Kxh6q5wMsCYuvHxdtWN0d16Ih1-JX_Uz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Kxh6q5wMsCaa__mfiw0SGwkKNq-9zthQ


基本字彙與句型、律動、歌曲、貼紙、字母、韻文、遊戲、TPR及勞作。 

可
搭
配 

1 
主教材 

以有趣、活潑、創意的方式讓幼兒學習ABC與基本發音。 

2 
發  音 

3 
發音 
讀本 

Little Sprout Readers  音樂故事讀本 

◆ 一系列四個級數，每級10本，共40本。 

◆ 結合故事、歌曲、舞蹈，幫助學生記憶  

◆ 包含有趣的動畫以及易學的舞蹈影片 

◆ 全彩插圖，增添學生的學習興趣   

◆ 免費動畫影片、學習單提供 

→ Story Phonics 讀本系列 

→ Little Hands 系列可搭配專屬可愛小水獺手偶~ Chip 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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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194&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195&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703&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_detail.asp?p1no=&pno=5082&gp=171#A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_detail.asp?p1no=&pno=5079&gp=171#A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_detail.asp?p1no=&pno=5078&gp=171#A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_detail.asp?p1no=&pno=5080&gp=171#A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_detail.asp?p1no=&pno=5081&gp=171#A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_detail.asp?p1no=&pno=5076&gp=171#A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_detail.asp?p1no=&pno=5075&gp=171#A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_detail.asp?p1no=&pno=5077&gp=171#A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792&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703&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195&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194&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_detail.asp?p1no=&pno=891&gp=171#A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_detail.asp?p1no=&pno=893&gp=171#A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_detail.asp?p1no=&pno=892&gp=171#A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_detail.asp?p1no=&pno=888&gp=171#A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_detail.asp?p1no=&pno=888&gp=171#A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683&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683&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202&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202&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201&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211&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211&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771&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772&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775&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774&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773&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776&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207&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gp=171&C1pno=770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207&gp=171#na
http://readers.efuture-elt.com/series.php?seq=1
http://readers.efuture-elt.com/list.php?seq=1&lv=1
http://readers.efuture-elt.com/list.php?seq=1&lv=2
http://readers.efuture-elt.com/list.php?seq=1&lv=3
http://readers.efuture-elt.com/list.php?seq=1&lv=4


 多元教材 & 輔助教具 

數 學 
Math 

自然科學 
Science 

音 樂 
Music 

歷 史 
History 

教具 聯絡簿 

作業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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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338&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338&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337&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337&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339&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339&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341&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341&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342&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342&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364&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_detail.asp?p1no=&pno=1660&gp=171#A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688&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gp=171&C1pno=190
http://www.englishbooks.com.tw/*NEW/International/Hands On History/Sample/HandsonHistory1._sample.pdf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344&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373&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C1pno=372&gp=171#n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gp=171&C1pno=192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_detail.asp?p1no=&pno=2132&gp=171#A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_detail.asp?p1no=&pno=2133&gp=171#A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gp=171&C1pno=191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_detail.asp?p1no=&pno=2136&gp=171#A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_detail.asp?p1no=&pno=2135&gp=171#A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_detail.asp?p1no=&pno=1287&gp=171#A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_detail.asp?p1no=&pno=2134&gp=171#A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list.asp?gp=171&C1pno=191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_detail.asp?p1no=&pno=2137&gp=171#AA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_detail.asp?p1no=&pno=2138&gp=171#AA
http://www.englishbooks.com.tw/*NEW/International/Hands On History/Sample/HandsonHistory2_sample.pdf
http://www.englishbooks.com.tw/*NEW/International/Hands On History/Sample/HandsonHistory3_sample.pdf
http://www.englishbooks.com.tw/*NEW/International/Hands On History/Sample/HandsonHistory4_sample.pdf
http://www.englishbook.com.tw/product_detail.asp?p1no=&pno=917&gp=171#AA


網路書店 

 

●  我們成立於1998年10月，擁有超過20年的經驗傳承與專業服務。 

● 以幼兒、兒童及國高中學生各類英語學習書籍為主。 

● 已為上千家幼稚園、補習班、公私立學校提供英語教材之諮詢與銷售。 

● 多為國外進口教材，還有獨家代理的Macmillan、Pearson、Compass、e-future、 

      Cengage、文鶴Crane…..等教材。 

●  進口教材種類齊全，百種英文教材 隨搭即用，讓您做出獨有特色的教學配套！ 

 

 

 

 

 

▲ 眾多教材 “免費提供“ 教師資源，例如：期中期末考卷、單元卷、學習單、單字表等。 

▲ 部份教材提供教材線上練習平台、e-book 平台、互動光碟。 

▲ 教材價位適中，精緻、美觀，教師資源豐富 → CP值高！ 

▲ 不用辦會員卡，老師直接擁有專屬優惠 (英文老師限定)。 

▲ 教材就是要跟別人用得不一樣！有市場區隔，才更具競爭力！ 

▲ 訂購滿 1,500元就免運費配送唷！ 

台北：台北市大同區民生西路240號6樓 TEL：(02)2556-3256 總公司 

桃園：桃園市桃園區陽明一街57號  TEL：(03)363-0856  Isis、Marian 

台中：台中市西屯區洛陽路120號 TEL：(04)2316-2812 Ester、Gina 

台南：台南市東區崇善路672號 TEL：(06)289-1256  Jennifer、Ivy、Apple 

高雄：高雄市苓雅區福德二路249號 TEL：(07)724-5190 Michael、Anna、Venus 

公司簡介 

GOOD FOR TEACHERS 

歡迎到優百科各門市參觀唷~ 

優百科國際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