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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爾郭英語教學系統

 

 壹、比爾郭英語教學系統 - 功效

一、讓每位學習者一定學會英語聽、說、讀、寫，除非有學習障礙。

二、

三、英語有辦法跟美國人有受教育的一樣好，含口語流利度、發音準確性。

四、學會的費用全世界最便宜。

五、可利用本系統完全自學學會英語聽、說、讀、寫，找人與你對談每個單元

. .的內容（看圖問答及討論文章）即可。

 貳、比爾郭英語教學系統 - 特色

一、學習者能很快樂的學會英語聽、說、讀、寫。

二、系統的運作為母語教學法，所有的發音和表達皆為非常標準的母語人士，所.

. .以學習者學習過程等於一個美國人在家教一般（甚至更佳），學習者之發音、.....

.........用語、及流利度將如美國人。

英語教學的三個指標 (KPI)：在一定時間內，(1) 學生學會英語的數量；(2) 學

會的品質；(3) 在一個班級內學會學生的比率，全世界最好、最高。

 快樂學語言 (Happy to languages) 包含快樂學英文、快樂學中文、快樂學印尼文、

快樂學日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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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此為線上學習系統，任何載具 (Device)（手機、iPad、Pad、電腦）只要連上...

........網路，24小時都能隨時隨地練習，創造了英語學習環境，學習速度、效果最佳。

四、每位學習者都有個別的學習記錄和測驗記錄，所以家長能隨時了解其孩子的.....

........學習進度和成果；老師可掌握該校每班每位學生之學習進度和成果。

五、每位學習者每單元都能完全學會，在階段測驗和總測驗都會有記錄，因此在.

........學習建築上，每塊磚和水泥都非常穩固、札實。

六、

七、

八、除了學會英語聽說讀寫，遊戲還訓練學習者的注意力、觀察力、記憶力、.

........表達能力。

九、學會的費用全世界最便宜。

 參、比爾郭英語教學系統 - 優勢分析

     

老師利用此系統於教學上，可針對每位學生進行非常精緻之個別化教學。基

本教學和練習請學生在家練習，課堂上老師進行應用教學讓學生驗證他學會

了即可，另外就是進行作文教學指導。老師及學校可訂每周最基本之學習進

度，並緊盯沒有跟上進度之學生，採趕鴨子管理即可讓每位學生學會並全體

突飛猛進。

教材皆為英語系國家之主教材，及英語系國家開發之 ESL 教材，其教材之編撰

與生活上各種主題及各學科結合在一起，因此能學完即用。並採用螺旋式編排，

有一再使用的機會，能學會道地的活英語，能真正應用於生活上及考試中。

『比爾郭英語教學法－見 』讓英語教學步驟、方法清楚簡單。

不管有沒有讓學生利用科技學習，一定讓學生在課堂即學會。

1、大班有效全英語教學及最有效教學進程：

一、從『教學法』言之

www.sl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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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從教材的廣度來說

......每 Level.12 本書，採螺旋式及編序編排，讓學生對句型和各種文體、文章深...........

. .度有足夠的練習，才能真正學會。此外又有 Explorations（24.Levels，每. .

.........Level.4本，共96本）、Flying.Start（30Levels，每Level.4.~.12本，共168本）.

.........系列相同等級書籍額外增加大量閱讀，使學習者有非常穩固紮實根基。

二、從『教材面』言之—以Alphakids為例（該系列為美、加、英、 

澳、紐、南非英語系國家幼稚園及小學之主教材，Guiding Literacy）。

學生利用 www.happy2english.com、 和 One English 

Online System課前先練習每個單元或每本書，老師於課堂可不用進行基本教

學，直接進行應用教學－聽講、對談、及討論、寫作練習。利用科技工具學習，

老師省力且讓教學進入另一個境界，對學生來說：每位學生都能學會、學習

速度飛快、品質一如美國人。可想想現代如何蓋高樓大廈，大家就可知『科

技工具』的重要性。此方式教學，其教學品質、速度、和學會普及率都是最

高的。

.2、利用雲端科技學習：

3、因材施教：

4、革新教學法：以上三點徹底改變台灣英語教學模式及效果。

因從初學至大學以上之課程及分級非常精細，老師可依每位學生之程度進行

個別化及精緻教學，這是每學期一本教科書遠遠無法企及的，也才能教會每

位學生，讓學生願意學、主動學。

www.billkuoenglis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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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從教材的深度來說

. 從字母書、Level.1.－.Level.24 共 308本書，對非英語系國家學生來說已從初.........

........學至高中階段，然卻可在三年內學完，單字量已達 6000 以上。Explorations.....

. 有 24.Levels，Flying.Start.有 30.Levels。

Flying Start
Explorations

Alphakids Alphakids Plus

Level 1

Level 1

總代理：巨人企管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總公司：台南市東區東平路75號　電話：（06）2346650　傳真：（06）2346694　請上網站 www.sls.com.tw 可看到更詳細內容　郵政劃撥帳號：30163471　戶名：巨人企管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Alphakids Books

Alphakids Plus  Books Explo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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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從教材的內容來說

. . . . .其內容有故事、生活知識、動物、植物、科學、...... 種種題材，活潑有趣，不.

.. . . . . .只在學英語，也學會很多知識，學生喜歡學習，所學與生活及學校其它課程.

.. . . . . . 融合，即學即用，語言就是要即學即用，能用於生活上、學習上，所以..........

.........能吸引學生學習，很快學會。

4、從教材編撰的原則和方法來說.

(1) 採 Guiding.Literacy,.Scaffolding 原理編寫，語言學習是整合的、循環的、.........

.........是社會活動、被支援的並如搭鷹架般建構起來的，老師是一個斡旋者。由簡單....

.........到複雜，採編序及螺旋式編排，每頁並有圖畫來輔助學生理解句子或文章之意...

.........思，分級非常細膩，每本書主題明確、學生需學習之量不多，所以學生容易

....學會。每句型經反覆練習，一定學會。

(2) 學習目標包含：Phonics、看圖聽說教學、閱讀、及寫作。此系列學完，學生....

.........英語的基礎能力已建立。

..5、從教材的連貫性來說.. . . . . . . . .

. .Alphakids 系列有其獨特性。Alphakids 採 Guiding.Literacy.scaffolding 編輯.

.. . . . . .教材，分級細膩，句型練習足夠，每一 Level 又有 12 本書以上，其連貫性非...

.........常好，學生在學習上不會跌倒。

..6、綜上所知：有好教材才能事半而功倍。

故事 生活知識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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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比爾郭英語學習網

三、從『學習配套工具』言之－雲端科技、每人一個帳號

1. 快樂學英語遊戲線上系統  

  可使初學者在遊戲中快樂學會基本英語。

(1) 含「閱讀」、「聽力」、.「聽打及中譯英」能力培養及各種測驗。讓學

生時時、處處連上網路個別化練習「Alphakids 系列」中每本書之閱讀、聽力、

單字及句子之聽打和中翻英之練習及測驗。並有完整之學習歷程記錄和成績

記錄，老師也可透過網路檢查每位學生之學習成果。老師也可利用此系統檢

驗學生之程度和學習成果。

Happy to English Online System

www.billkuoenglish.com

www.Happy2Englis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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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Text 課文」、「New.Word」、「Test」三種練習模式，讓學生就每本書

學習書中句子學講話、練習聽講口說、發音、及句子朗讀。其可快速增進學

生之聽力、口說流利度、發音準確度、讓英語句型母語化，並增進其閱讀能

力及完整之英語能力。此軟體並能測出學生之英語能力。此系統為全世界最

先進之教學系統。

3.Alphakids Pro Online System

(2) 網站中每本書之測驗包含：單字、文法（句型結構）、理解測驗，如能練

習會，該本書就學會了，這是聘請國際級語言專家領導之團隊發展出來的。

(3) 此外還有每本書之 Activity.Sheet 和 Q&A、教師教學手冊、學生每 Level

能力之診斷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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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一班程度不一的學生，用審定本很難教學，利用 Happy to English及

Alphakids系列分級細膩能滿足不同程度學生之學習需求，有效幫助每位學生

學會，再加上有效又有趣之學習工具（比爾郭英語學習網

和 Alphakids Pro Online System）因此老師教學愉快，學生感激。

四、從『老師教學』言之

 1、對幼稚園及兒童美語老師來說

. . . . . . .利用 Happy to English及 Alphakids系列教學，學生可學的更好更多更有趣。.....

. . . . . . 其 教 法 與 小 學 老 師 同。 老 師 可 用 Happy to English Online System、.

.. . . . . . 比爾郭英語學習網 和 Alphakids Pro Online System       

              於教學及學生練習上。

 2、對小學老師來說

. . . . . . .如能依『比爾郭英語教學法－見 』利用 Happy to English及............

. . . . . . .Alphabet.books 教 2 遍，可把日常生活基本會話聽和說教會，也可教會..

. .Phonics，再依 Alphakids.+.Plus.Level 拾級而上，每本書圖畫部份用來練習..

. .聽和說，文字部份用來練習閱讀和寫作，非但可彌補審定本之不足，也可讓...

. .每位學生喜歡學，都學會，在小學 4年內把 24.Levels、308 本書學完學會，..

. .學生上國中可少英語一科，其英語能力已能聽說讀寫流利，實非國小及國中..

. .課本能及之境界。

 3、對國中和高職老師來說 

 4、對高中老師來說 

. . . . . . . 面對一班程度不一的學生及各校程度亦不同，比爾郭英語教學系統除...

..........Alphakids 系列外，另有其它教材上至大學以上及商業英語，因此在教學上完...

. .全能滿足各種程度學生及聽說讀寫不同程度之需求，整個網站之內容皆為英...

..........語系國家之教材，非但英語道地且編輯細膩、美好。

 5、對大專院校老師來說

. ..大專學生各校各班程度非常不一，唯有利用 Happy to English及比爾郭英語....

. ..學習網 和.One English Online System 才能讓學生願..

. .意學、認真學、學會英語。才能讓學生帶著英語能力離開學校。使用單一.

..........課本無法滿足同班程度不一的學習需求。

  

www.sls.com.tw

www.billkuoenglish.com

www.billkuoenglish.com

www.billkuoenglish.com

9

http://www.sls.com.tw/
http://www.billkuoenglish.com/
http://www.billkuoenglish.com/


..   因學生能學會，老師教學愉快、很有成就感，也不再為學生學習而困擾。

..   老師如能採用『比爾郭英語教學法－見 』，採全美語母語

.......教學，學生學習速度更快，所有學生都能學得更好。

..  各級老師皆可對每位學生進行診斷式聽、說、讀、寫教學，我們也有完整之.

..........診斷工具和方法。

學生利用 Happy to English及比爾郭英語學習網 .和

One English Online System能自學學會英語聽、說、讀、寫，面對各種考試都

能高分通過，可增加其學習興趣與信心；學習其它科目也會有信心。

除學生可利用比爾郭英語學習網 和 Alphakids Pro 

Online System自學外，英語老師可利用單槍和螢幕於課堂利用比爾郭英語學

習網 進行教學。

各班班級導師或由能力佳的學生每天早上 5至 10 分鐘利用比爾郭英語學習

網 全班共讀 2本書，一周熟讀 3本書到可背起來，

如此學生每天會在家完成應有之進度。

英師每次上課利用 5至 10 分鐘與學生討論一至兩書，可讓學生有應用英語

的機會，又可知每位學生是否有練習和跟上進度。當然一段時間可利用 3個

系統測驗學生之能力。老師如能全以『比爾郭英語教學系統』教學那當然是

最有效、進步最快的。

6、

7、

8、

1、

2、

3、

1、

2、

3、

學生可依其進度學習和學會，學生會自動自發學習，其學習速度飛快。

每位學生每日在跟自己比賽，是否每日進步？不需為落後其他同學困擾或..........

無法學會困擾。坐在教室聽不懂或學不會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六、就『學校實施面』言之

五、對『學生學習』來說

www.billkuoenglish.com

www.billkuoenglish.com

www.billkuoenglish.com

www.billkuoenglish.com

www.sls.com.tw

10

http://www.billkuoenglish.com/
http://www.billkuoenglish.com/
http://www.billkuoenglish.com/
http://www.billkuoenglish.com/
http://www.sls.com.tw/


16 年來有使用 Alphakids 教學之幼稚園、補習班或學校，其學生

不管在學習成果、興趣、和信心都非常好。如今再發展出整個

『比爾郭英語教學系統』已讓教學及學習成果獨步全球。

肆、實績－全校使用比爾郭英語教學系統 20160630 止

一、高中全校使用學校：新營高中、清水高中、台南高工、台南高商、

    南大附中、後壁高中（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開始）。

二、國中使用學校：

1、雲林縣：東南國中（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始）。

2、嘉義縣嘉新國中（全校學生都有帳號（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始））、

   過溝國中、義竹國中、昇平國中、八里國中。

三、國小全校使用學校

 1、台南市：新泰國小、安溪國小、仙草國小、七股國小、篤加國小、

    佳里國小（學生沒有帳號，只有 Alphakids 書）、歸南國小、

    虎山國小（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開始）。

 2、嘉義縣：秀林國小、平林國小、祥和國小、安東國小、安和國小、

    布新國小、竹園國小、中林國小（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開始）。

 3、台北市：胡適國小、東園國小（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開始）。

 4、台中市：潭陽國小、僑忠國小

 5、澎湖縣：興仁國小、石泉國小（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開始）。

 6、民國 92 年原台中縣經評選採購 3500 萬 Alphakids 分配給縣內各校當

    補充教材，老師使用 10 年後評價非常高。

 7、台北市於民國 90 年評選統一採購 Alphakids 給各校。各縣市採購      

         Alphakids 系列者非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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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英語教學以創造英語學習環境。見 比爾郭英語教學法之.

..........示範教學。

2、英語教學開始前 10 周利用 Alphakids.Alphabet 教 2 遍，教會學生英語基本生..

. 活會話和英語注音符號（Phonics），能看字讀音和聽音拼字。

3、學生利用雲端英語學習系統：（1）Happy to English.（2）One English Online         

 System和（3）比爾郭英語學習網 進行自我學習，.

.........老師於課堂上可不用做基本教學，而只進行應用教學－討論和寫作，換言之，..

. 給學生有機會驗證及應用其所學，有機會用英語，如此英語才能內化成母語。

4、養成學生利用系統自我學習，老師幫助其學習之基本觀念和態度，建立學生.

. 自我學習和研究之習慣，以期學生能活到老學到老及孜孜不斷研究之精神。

www.sls.com.tw

www.billkuoenglish.com

比爾郭英語教學法壹

比爾郭英語教學系統之介紹

一套能讓老師教學很方便、教學很成功的系統；一套學生能自學、 

能學會、願意學，能滿足聽、說、讀、寫不同程度學習需求的系統。

比爾郭英語教學系統是由 Bill Kuo 領導台灣、美國、加拿大、澳洲、

韓國、紐西蘭多國團隊聯盟合作而研發成功之英語教學及自我學習系

統。此系統之學習程度涵蓋初學至大學以上及專業英語，以利每位學

習者依其聽、說、讀、寫不同程度學習。

       比爾郭英語教學系統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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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快樂學英語線上遊戲教學系統 Happy to English

...這是一套針對三歲以上，英語初學到中等程度以上所開發之遊戲式互動教學雲端系...

...統。可讓學習者在遊戲中不知不覺很快樂的學會了英語聽說讀寫。內容從日常生活..

. . .基本字彙、對話之聽說，進而認字、學習英語注音符號（Phonics），到生活各種..

...情境之會話和表達，學習所有常用生活及學科、職業上所需之字彙、聽寫、及文法.

...遊戲教學。單字量超過 5000 字以上，涵蓋所有英語句型及文法。

價格介紹：

產品名稱 規....格 適用作業系統 公開教學版 個人使用版

Happy2English http://www.happy2languages.com/ Windows,.iOS,.Android

各種能上網之 device
36548/1 年 50美元 /月

www.happy2languag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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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爾郭英語學習網參

一、此網站內容及功能旨在訓練學習者之閱讀能力、聽力、聽寫及中譯英能力，.

...........其範圍涵蓋初學至大學以上及專業英語。目前課程有：

. 1、A l p h a k i d s + A l p h a k i d s . P l u s （ A l p h a b e t , . L e v e l . 1 ~ 2 4）.

............（BK.ABC,.Alphakids.Pro.Online.System）共 308 本書

. 2、Dialogue（1-7）共 96 單元

. 3、Foster.L8~50.（4.Skills.Online.System）共 465.單元

. 4、FluSpeak（1-.4）（FluSpeak.Online.System）共 40.大單元

. 5、Business.English（U1~U9）共 9大單元 64課

. 6、Advanced.English（U1~U12）.共 60 課涵蓋所有文法

........7、Cartoon.共 19 集

. 8、Action.Expression.共 12 單元

. 9、Rhymes.and.Songs.共 166 首

. 10、Reading.for.Literacy.分 6.Levels.共 162.本書

. 11、圖書館.Literacy.Center.目前有：

. （1）、Exploration.24.Levels.96 本書，.

. （2）、Flying.Start.30.Levels.168 本書.

比爾郭英語學習網.和 One English Online System的學習內容是相對應的，其目

的在使學習者能自我學會英語的聽說讀寫能力，所以此兩系統不但為自學系統，

也是教學系統。

二、老師管理系統

比爾郭英語學習網 用『管理者』身份即可查詢學生之...

學習記錄和統計表、排名。One English Online System各軟體都有管理系統來讓

老師了解學生學習狀況。

www.billkuoenglish.com

www.billkuoenglis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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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介紹：

項次 產品名稱 規....格 適用作業系統 公開教學版 個人使用版

1
Alphakids+Alphakids.

Plus.英語學習系統

http://www.billkuoenglish.com，

Alphakids+Alphakids.Plus.Level.1~Level.

24.共 308 本之分級英語數位教材，每

本書有閱讀測驗、聽力測驗、聽打及中

譯英練習和測驗、綜合測驗，並有學習

記錄。

Windows,. iOS,.

Android 各種能

上網之 device

36000/ 年 60美元 /月

2
FluSpeak.(Conversation)

英語學習系統

http://www.billkuoenglish.com，Flu-

Speak.1~4 共 40 課及 Dialogue.1~7 共

96 課，總計 136 課之英語數位教材，

每本書有閱讀測驗、聽力測驗、聽打及

中譯英練習和測驗、綜合測驗，並有學

習記錄。

Windows,. iOS,.

Android 各種能

上網之 device

36000/ 年 60美元 /月

3 Foster.英語學習系統

http://www.billkuoenglish.com，Foster.

Level.8~Level.50.共 414課之英語數位

教材，每本書有閱讀測驗、聽力測驗，

並有學習記錄。

Windows,. iOS,.

Android 各種能

上網之 device

36000/ 年 60美元 /月

4
Business.English.

英語學習系統

http://www.billkuoenglish.com，Busi-

ness.English.U1~U9 共 64 課之英語數

位教材，每本書有閱讀測驗、聽力測

驗、聽打及中譯英練習和測驗、綜合測

驗，並有學習記錄。

Windows,. iOS,.

Android 各種能

上網之 device

36000/ 年 60美元 /月

5
Advanced.English.

英語學習系統

http://www.billkuoenglish.com，Ad-

vanced.English.U1~U12 共 60 課之英

語數位教材，每本書有閱讀測驗，並有

學習記錄。

Windows,. iOS,.

Android 各種能

上網之 device

36000/ 年 60美元 /月

6
兒歌卡通等英語.

教學系統

http://www.billkuoenglish.com，包

含 Cartoon.18 課、Action.Expres-

sion.12 課、Alphabet.Songs.27 課、

Rhymes&Songs.155 課，共 212 課之

英語數位教材。

Windows,. iOS,.

Android 各種能

上網之 device

36000/ 年 60美元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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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English Online System肆

其內容在練習 Alphakids Alphabet。

一、BK ABC Online System 

其內容在練習 Alphakids + Alphakids Plus 24 個 Level共 282 本書，每本書

之單字（New Word）和句子（The Text）之聽講和朗讀能力（Test）。其
程度從初學至中級以上，單字量達 6000 以上。

二、Alphakids Pro Online System

.

此系統利用不斷的聽講（學講話）訓練學習者的聽說能力，矯正發音的準確度，

以使學習者的聽力和講話的流利度、發音的準確度一如美國人，並將英語的各種

句型變成習慣，使英語變成母語一般的對談如流。此系統為學英語最核心、最重

要的工具，其準確度、效度、信度世界第一。包含下列軟體：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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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FluSpeak Online System      此系統分

1、Pronunciation...訓練英語所有子音、母音、字首連音、字尾連音之分辨、正確

.........................發音，並進而建立看字讀音和聽音拼字（Phonics）的能力。

2、Intonation.......利用日常生活最常用之語句訓練各種語調。

3、Expression......有 40 大單元及情境，超過 5500 句讓學習者學會日常生活會話

.........................及英語各種語句。

五、LPGA Online System (Language Proficiency Grade Assessment) 

考聽講及口語中譯英，能真正考出英文能力的系統

四、4 Skills Online System

共 467 篇文章，分 6大 Level，每 Level.90 篇，其程度為國中至大學以上，

訓練學習者的聽、說、讀、寫能力。單字量達 24000 以上。

17



價格介紹：

項次 產品名稱 規....格 適用作業系統 公開教學版 個人使用版

1

Alphakids.Pro.

ABC.Online.Sys-

tem

Alphakids.Alphabet.26 本字母書為內

容，有Word.&.Chant 跟講練習，以訓

練學生良好之聽、說、讀之能力，並有

學習記錄。

.Windows 系列皆可 36000/ 年 150 美元 / 月

2

Alphakids.Pro.

Online.System.

Vol.1-3

請見 http://www.sls.com.tw,.One.Eng-

lish.雲端學習中.Alphakids.Pro.之所有

文字及影片介紹。Alphakids+Alphakids.

Plus.Level.1~Level.9共 108本為內容，

有單字、句子跟講練習及朗誦測驗，以

訓練學生良好之聽、說、讀之能力，並

有學習記錄。

.Windows 系列皆可 36000/ 年 150 美元 / 月

3

Alphakids.Pro.

Online.System.

Vol.4-6

請見 http://www.sls.com.tw,.One.Eng-

lish.雲端學習中.Alphakids.Pro.之所有

文字及影片介紹。Alphakids+Alphakids.

Plus.Level.10~Level.18 共 108 本為內

容，有單字、句子跟講練習及朗誦測

驗，以訓練學生良好之聽、說、讀之能

力，並有學習記錄。

.Windows 系列皆可 36000/ 年 150 美元 / 月

4

Alphakids.Pro.

Online.System.

Vol.7-9

請見 http://www.sls.com.tw,.One.Eng-

lish.雲端學習中.Alphakids.Pro.之所有

文字及影片介紹。Alphakids+Alphakids.

Plus.Level.19~Level.24 共 66 本為內

容，有單字、句子跟講練習及朗誦測

驗，以訓練學生良好之聽、說、讀之能

力，並有學習記錄。

.Windows 系列皆可 36000/ 年 150 美元 / 月

5
FluSpeak.Online.

System

請見 http://www.sls.com.tw,.One.Eng-

lish.雲端學習中.FluSpeak.之所有文字及

影片介紹。FluSpeak.中.Pronunciation

（含每個子音、母音、字首連音、字尾

連音）、Intonation、及.Expression 中

共 40 大課的會話（超過 5500 句），

以訓練學生良好之聽、說、讀、發音、

Phonics 之能力。

.Windows 系列皆可 36000/ 年 150 美元 / 月

6
4-Skills.Online.

System

請見 http://www.sls.com.tw,.One.Eng-

lish.雲端學習中.4-Skills.之所有文字及

影片介紹。Foster 共 467 課為內容，

有聽力測驗、句子跟講及聽打練習或測

驗，句子朗誦測驗，以訓練學生良好之

聽、說、讀、寫之能力，並有學習記錄。

Windows 系列皆可 36000/ 年 150 美元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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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人企管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軟體價格表

軟....體....區......個人使用版
項

次
軟體名稱 規....格 適用作業系統

數

量
單位 單價 複價

1
Happy2languages

（個人使用版.）

http://www.happy2languages.com/ 含 Happy.to.
English,.Happy.to.Chinese,.Happy.to.Indonesian,.
Happy.to.Japanese,.等

Windows,.iOS,.

Android 各種能上

網之 device

1 帳號 /1 個月 1500 1500

2

Alphakids+Alphakids.Plus.

英語學習系統

（個人使用版）

http://www.billkuoenglish.com，Alphakids+Alphakids.Plus.

Level.1~Level.24.共 308 本之分級英語數位教材，每本書

有閱讀測驗、聽力測驗、聽打及中譯英練習和測驗、綜合測

驗，並有學習記錄。

Windows,.iOS,.

Android 各種能上

網之 device

1 帳號 /1 個月 1800 1800

3

FluSpeak(Conversation)

英語學習系統

（個人使用版）

http://www.billkuoenglish.com，Conversation：FluSpeak.1~4

共 40 課及 Dialogue.1~7 共 96 課，總計 136 課之英語數位

教材，每本書有閱讀測驗、聽力測驗、聽打及中譯英練習和

測驗、綜合測驗，並有學習記錄。

Windows,.iOS,.

Android 各種能上

網之 device

1 帳號 /1 個月 1800 1800

4
Foster.英語學習系統

（個人使用版）

http://www.billkuoenglish.com，Foster.Level.8~Level.50.共

414 課之英語數位教材，每本書有閱讀測驗、聽力測驗，並

有學習記錄。

Windows,.iOS,.

Android 各種能上

網之 device

1 帳號 /1 個月 1800 1800

5
Business.English.英語學

習系統（個人使用版）

http://www.billkuoenglish.com，Business.English.U1~U9 共

64 課之英語數位教材，每本書有閱讀測驗、聽力測驗、聽

打及中譯英練習和測驗、綜合測驗，並有學習記錄。

Windows,.iOS,.

Android 各種能上

網之 device

1 帳號 /1 個月 1800 1800

6
Advanced.English.英語

學習系統（個人使用版）

http://www.billkuoenglish.com，Advanced.English.U1~U12

共 60 課之英語數位教材，每本書有閱讀測驗，並有學習記

錄。

Windows,.iOS,.

Android 各種能上

網之 device

1 帳號 /1 個月 1800 1800

7
兒歌卡通等英語教學系

統（個人使用版）

http://www.billkuoenglish.com，包含 Cartoon.18 課、Action.

Expression.12 課、Alphabet.Songs.27 課、Rhymes&Songs.

155 課，共 212 課之英語數位教材。

Windows,.iOS,.

Android 各種能上

網之 device

1 帳號 /1 個月 1800 1800

8

Alphakids.Pro.ABC

.Online.System

（個人使用版）

Alphakids.Alphabet.26 本字母書為內容，有Word.&.Chant

跟講練習，以訓練學生良好之聽、說、讀之能力，並有學習

記錄。

Windows 系列皆可 1 帳號 /6 個月 4500 4500

9

Alphakids.Pro.Online.

System.Vol.1-3

（個人使用版）

請見 http://www.sls.com.tw,.One.English.雲端學習中.Al-

phakids.Pro.之所有文字及影片介紹。Alphakids+Alphakids.

Plus.Level.1~Level.9 共 108 本為內容，有單字、句子跟講

練習及朗誦測驗，以訓練學生良好之聽、說、讀之能力，並

有學習記錄。

Windows 系列皆可 1 帳號 /6 個月 4500 4500

10

Alphakids.Pro.Online.

System.Vol.4-6

（個人使用版）

請見 http://www.sls.com.tw,.One.English.雲端學習中.Al-

phakids.Pro.之所有文字及影片介紹。Alphakids+Alphakids.

Plus.Level.10~Level.18 共 108 本為內容，有單字、句子跟

講練習及朗誦測驗，以訓練學生良好之聽、說、讀之能力，

並有學習記錄。

Windows 系列皆可 1 帳號 /6 個月 4500 4500

11

Alphakids.Pro.Online.

System.Vol.7-9

（個人使用版）

請見 http://www.sls.com.tw,.One.English.雲端學習中.Al-

phakids.Pro.之所有文字及影片介紹。Alphakids+Alphakids.

Plus.Level.19~Level.24 共 66 本為內容，有單字、句子跟

講練習及朗誦測驗，以訓練學生良好之聽、說、讀之能力，

並有學習記錄。

Windows 系列皆可 1 帳號 /6 個月 4500 4500

12
FluSpeak.Online.System

（個人使用版）

請見 http://www.sls.com.tw,.One.English.雲端學習中.Flu-

Speak.之所有文字及影片介紹。FluSpeak.中.Pronunciation

（含每個子音、母音、字首連音、字尾連音）、Intona-

tion、及.Expression 中共 40大課的會話（超過5500句），

以訓練學生良好之聽、說、讀、發音、Phonics 之能力。

Windows 系列皆可 1 帳號 /6 個月 4500 4500

13
4-Skills.Online.System

（個人使用版）

請見 http://www.sls.com.tw,.One.English.雲端學習中.4-Skills.

之所有文字及影片介紹。Foster 共 467 課為內容，有聽力

測驗、句子跟講及聽打練習或測驗，句子朗誦測驗，以訓練

學生良好之聽、說、讀、寫之能力，並有學習記錄。

Windows 系列皆可 1 帳號 /6 個月 4500 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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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區.公開教學版.....
項次 軟體名稱 規....格 適用作業系統 數量 單位 單價 複價 共契

1

Alphakids+Alphakids.

Plus.英語學習系統

（公開教學版）

http://www.billkuoenglish.com，Alphakids+Alphakids.Plus.

Level.1~Level.24.共 308 本之分級英語數位教材，每本

書有閱讀測驗、聽力測驗、聽打及中譯英練習和測驗、綜

合測驗，並有學習記錄。

Windows,.iOS,.Android

各種能上網之 device
1 帳號 /年 36000 36000 28426

2
Foster.英語學習系統

（公開教學版）

http://www.billkuoenglish.com，Foster.Level.8~Level.50.

共 414 課之英語數位教材，每本書有閱讀測驗、聽力測

驗，並有學習記錄。

Windows,.iOS,.Android

各種能上網之 device
1 帳號 /年 36000 36000 28426

3

Business.English

.英語學習系統

（公開教學版）

http://www.billkuoenglish.com，Business.English.U1~U9

共64課之英語數位教材，每本書有閱讀測驗、聽力測驗、

聽打及中譯英練習和測驗、綜合測驗，並有學習記錄。

Windows,.iOS,.Android

各種能上網之 device
1 帳號 /年 36000 36000 19289

4

Advanced.English

.英語學習系統

（公開教學版）

http://www.billkuoenglish.com，Advanced.English.

U1~U12 共 60 課之英語數位教材，每本書有閱讀測驗，

並有學習記錄。

Windows,.iOS,.Android

各種能上網之 device
1 帳號 /年 36000 36000 19289

5
FluSpeak.英語學習系

統（公開教學版）

http://www.billkuoenglish.com，FluSpeak.1~4 共 40 課及

Dialogue.1~7 共 96 課，總計 136 課之英語數位教材，每

本書有閱讀測驗、聽力測驗、聽打及中譯英練習和測驗、

綜合測驗，並有學習記錄。

Windows,.iOS,.Android

各種能上網之 device
1 帳號 /年 36000 36000 19289

6
兒歌卡通等英語教學

系統（公開教學版）

http://www.billkuoenglish.com，包含 Cartoon.18 課、

Action.Expression.12 課、Alphabet.Songs.27 課、

Rhymes&Songs.155 課，共 212 課之英語數位教材。

Windows,.iOS,.Android

各種能上網之 device
1 帳號 /年 36000 36000 19289

7

Alphakids.Pro.ABC.

Online.System

（公開教學版）

Alphakids.Alphabet.26 本字母書為內容，有Word.&.

Chant 跟講練習，以訓練學生良好之聽、說、讀之能力，

並有學習記錄。

Windows 系列皆可 1 帳號 /年 36000 36000 14213

8

Alphakids.Pro.Online.

System.Vol.1-3

（公開教學版）

請見 http://www.sls.com.tw,.One.English.雲端

學習中.Alphakids.Pro.之所有文字及影片介紹。

Alphakids+Alphakids.Plus.Level.1~Level.9 共 108 本為內

容，有單字、句子跟講練習及朗誦測驗，以訓練學生良好

之聽、說、讀之能力，並有學習記錄。

Windows 系列皆可 1 帳號 /年 36000 36000 28426

9

Alphakids.Pro.Online.

System.Vol.4-6

（公開教學版）

請見 http://www.sls.com.tw,.One.English.雲端

學習中.Alphakids.Pro.之所有文字及影片介紹。

Alphakids+Alphakids.Plus.Level.10~Level.18 共 108 本為

內容，有單字、句子跟講練習及朗誦測驗，以訓練學生良

好之聽、說、讀之能力，並有學習記錄。

Windows 系列皆可 1 帳號 /年 36000 36000 28426

10

Alphakids.Pro.Online.

System.Vol.7-9

（公開教學版）

請見 http://www.sls.com.tw,.One.English.雲端

學習中.Alphakids.Pro.之所有文字及影片介紹。

Alphakids+Alphakids.Plus.Level.19~Level.24 共 66 本為

內容，有單字、句子跟講練習及朗誦測驗，以訓練學生良

好之聽、說、讀之能力，並有學習記錄。

Windows 系列皆可 1 帳號 /年 36000 36000 28426

11

FluSpeak.Online.

System

（公開教學版）

請見 http://www.sls.com.tw,.One.English.雲端學習

中.FluSpeak.之所有文字及影片介紹。FluSpeak.中.

Pronunciation（含每個子音、母音、字首連音、字尾連

音）、Intonation、及.Expression 中共 40大課的會話（超

過 5500 句），以訓練學生良好之聽、說、讀、發音、

Phonics 之能力。

Windows 系列皆可 1 帳號 /年 36000 36000 28426

12
4-Skills.Online.System

（公開教學版）

請見 http://www.sls.com.tw,.One.English.雲端學習中.

4-Skills 之所有文字及影片介紹。Foster 共 467課為內容，

有聽力測驗、句子跟講及聽打練習或測驗，句子朗誦測

驗，以訓練學生良好之聽、說、讀、寫之能力，並有學習

記錄。

Windows 系列皆可 1 帳號 /年 36000 36000 28426

13
Happy2English

（公開教學版）
http://www.happy2languages.com/

Windows,.iOS,.Android

各種能上網之 device
1 帳號 /年 36548 36548 36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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