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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蓋最新教育議題的「最佳教學工具

書」！針對「教室管理」與「班級經

營」，詳細解說實用辦法和教學技巧，

幫助教師成功提升孩子的學習力及專

注度。

書中整理出 20 個最常見的教學迷思，
透過實際案例分享，提供真正實用的

方法，幫助所有在教學第一線的教師，

迅速找出問題的癥結點。

書中詳盡說明各種管理方式，協助教師

從檢視自己的教室管理開始，進而審視

自己的管理方法並制訂策略，讓教師對

教室管理與經營不再充滿疑惑。

以豐富多元的實習教學活動，協助英

語實習教師增加實作概念。另附有常

見英語教學專用術語表，使教師迅速

找到專用詞彙的定義。

以不同的學習動機、創意和差異化教學

等教學目標為主軸，提供實踐幸福教室

的方法，幫助教師滿足學生從基本到複

雜的學習需求，絕對讓您收穫滿滿。

陽光教室的 14堂課
不可不知的教室管理學

作者：Jill A. Lindberg, 
          April M. Swick
譯者：蔡欣怡

規格：17 × 23 cm／ 276 頁
適用對象：一般英語教師

ISBN：978-986-6915-58-1

學生最愛的幸福教室
作者：Danny Brassell
譯者：蔡欣怡

規格：17 × 23 cm／ 200 頁
適用對象：一般英語教師

ISBN：978-986-6915-51-2

老師，你好會教！
打破 20 個常見的教學迷思

作者：Elizabeth Breaux
譯者：倪婉君

規格：17 × 23 cm／ 204 頁
適用對象：一般英語教師

ISBN：978-986-6915-45-1

別再說你管不動
教室管理原則與實務

作者：Jim Walters, Shelly Frei
譯者：許恬寧

規格：17 × 23 cm／ 160 頁
適用對象：一般英語教師

ISBN：978-986-6915-31-4

英語教師養成手冊
作者：Roger Gower, Diane Phillips, 
          Steve Walters
譯者：許恬寧

規格：17 × 23 cm／ 276 頁
適用對象：師訓講師、實習教師

ISBN：978-986-6915-29-1

作者以多年教學經驗和心得，幫助新

進及資深教師積極面對教職必經之路：

「教學困境」與「教學倦怠」，使教師

們在各自的教學旅途中實踐自我成長。

教學心旅程
教師自我成長的 11道心法

作者：Jeffrey A. Kottler, 
          Ellen Kottler
譯者：張馨方

規格：17 × 23 cm／ 196 頁
適用對象：一般英語教師

ISBN：978-986-6915-66-6 

贏在班級管理
作者：J Roth
譯者：張馨方

規格：17 × 23 cm／ 180 頁
適用對象：一般英語教師

ISBN：978-986-6915-78-9

十個管好教室的有效方法

教 

室 

管 

理

協助新進和資深教師迅速掌握班級管理技巧，建立正向學習環境，營造

充滿活力的教學氣氛，不但能激盪出最佳教學效果，還可達成更有效能

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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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出版至今已逾二十年，是許多幼

美老師必備的教學聖經。新版將原來

內容加以修訂，附錄增列「故事繪本

教學」與「角落教學」單元，輕鬆打

造優質幼兒美語學習環境。

書中以循序漸進的方式，呈現基本的發

音教學內容與方法，且詳述 KK 音標教
學內容和技巧，還有發音課程設計、字

母教學方法等，讓教師能靈活運用。

專為剛踏入英語教學領域的教師，闡

述課程設計的要點，依照聽、說、讀、

寫四項學習技能，提供不同的教學活

動及步驟，讓教師輕鬆規劃生動活潑

的課程。

書中以簡單的六個教學步驟，點出閱

讀教學的重點技巧。書末收錄許多實

用教學資源，方便教師隨時掌握學習

者的程度，適時調整教學內容。

幼兒美語教學大全
【第三版】
作者：Mark Western
編譯：吳慧芳

規格：17 × 23 cm／ 236 頁
         （附 CD 一片）
適用對象：幼兒、國小英語教師

ISBN：978-986-6915-54-3

輕鬆教閱讀
作者：Edward Fry
譯者：許恬寧

規格：17 × 23 cm／ 152 頁
適用對象：國小英語教師

ISBN：978-986-6915-32-1

暢談發音教學
作者：殷彩鳳、謝欽舜、孫淑卿

規格：17 × 23.5 cm／ 112 頁
適用對象：國小英語教師

ISBN：957-3019-76-0

OxfordBasics 套書
作者：Jill Hadfield, Charles Hadfield
譯者：蔡筱玲、鄭惠雯、師德出版部

規格：17 × 23.5 cm／共 5 冊
         （可單獨購買）
適用對象：國小英語教師

ISBN：986-7923-52-9

國小英語師資訓練手冊
【第三版】
作者：陳淳麗

規格：17 × 23 cm／ 176 頁
適用對象：師訓講師、國小英語教師

ISBN：978-986-6915-59-8

全英語教室

本系列專門設計給想從事國小英語教學，或是剛踏入國小英語教學的新手教師，提供多面向的實用教學資訊，並特別著重於「教

學活動」的實務探討，也包含「遊戲教學」、「戲劇教學」及「故事教學」等內容，以期符合不同的教學需求。

國小英語師資活動手冊
作者：陳淳麗

規格：17 × 23.5 cm／ 212 頁
         （附 CD 一片）
適用對象：師訓講師、國小英語教師

ISBN：978-986-6915-18-5

作者：Sunny Lee
規格：17 × 23 cm／ 240 頁
適用對象：一般英語教師

ISBN：978-986-6915-53-6

根據課堂教學實務劃分出 15 種教學情境，收錄超過 1000 句最實用的教室
英語，另附「教學詞彙中英對照」及「全英文遊戲實例」，幫助教師迅速

找到教學時「最需要的那一句」。

全英語教學必備用書

教 

學 

應 

用

國小英語師資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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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各項英語能力測驗高分狀元的

杜哲宏老師所撰寫，各有 6 回全
真模擬試題。彙整歷屆試題精華，

切中命題要點，輔以中英對照，

考前實戰演練，徹底掌握滿分致

勝要訣，一次高分通過！

全民英檢初級一本通
閱讀 / 寫作口說 / 聽力 
作者：杜哲宏

規格：17 × 23 cm /（閱讀）264 頁
（寫作口說）208 頁（附 MP3）                             
（聽力）204 頁（附 MP3）
適用對象：一般讀者

ISBN：（閱讀）978-986-6915-83-3
            （寫作口說）978-986-6915-76-5
　　 　（聽力）978-986-6915-67-3

全 

民 

英 

檢

初級英檢文法經典

本書將中級全民英檢常考的文法觀念加

以整理、說明，並針對中級常考題型設

計練習題。文法說明詳盡，大量例句加

上練習題，立即檢視學習成果。另附解

析本，提升英檢解題能力。

由英檢書暢銷作者陳明華老師撰寫，

完整收錄中級英檢必備單字與片語，

詳列詞性、音標與例句，另搭配 30 
回題庫及全書片語總整理光碟，完全

掌握中級英檢高分關鍵。

由杜哲宏老師親自撰寫中級聽力全真

模擬試題 6 回，針對最新出題趨勢，
彙整歷屆試題精華，徹底掌握命題要

點，加上中英對照詳盡解析，考前演

練實力大增，高分通過就是這麼簡單。

全民英檢滿分寶典 
中級文法與練習
作者：馮景照

規格：17 × 23 cm／ 408 頁
適用對象：一般讀者

ISBN：978-986-69753-87-6

全民英檢滿分寶典 
中級單字和片語
作者：陳明華

規格：17 × 23 cm／ 344 頁
適用對象：一般讀者

ISBN：978-986-6915-97-0

全民英檢中級聽力一本通  
作者：杜哲宏

規格：17 × 23 cm／ 292 頁（附 MP3）
適用對象：一般讀者

ISBN：978-986-6915-85-7

本書完整收錄全民英檢初級必背單字，

藉由分類、例句、補充字詞、同／反

義字等多元方式，搭配學習進度表及 
MP3 光碟，幫助考生在有限的時間內，
自然而然地記憶單字。

8 週完勝 GEPT 初級單字 
作者：Jamie Wang
規格：17 × 23 cm／ 388頁（附 MP3）
適用對象：一般讀者

ISBN：978-986-6915-87-1

依照全民英檢初級寫作測驗內容，

分別解析單句寫作與段落寫作，精

選初級寫作必考的文法句型，搭配

擬真度超高的寫作題目，完全掌握

得分重點，初級寫作保證高分通

過。

全民英檢初級寫作
實戰練習
作者：郭文興

規格：17 × 23 cm／ 224頁
適用對象：一般讀者

ISBN：978-986-6915-91-8

全民英檢滿分寶典
初級文法與練習
作者：孫雅鈴

規格：17 × 23 cm／ 376 頁
適用對象：一般讀者

ISBN：978-986-6915-98-7   

本書將初級全民英檢常考的文法觀念加以整理、說明，並針對初級常考

題型設計練習題。文法說明詳盡，搭配大量例句，表格整理與比較，全

面掌握文法觀念。另附解析本，提升英檢解題能力。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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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錄英語學習者必學的 1200 單字，首
創以單字的形、音、義分類學習，統

整字首字尾、同反義字、同音押韻等

單字特徵，增強單字核心能力，有效

加快記憶速度。

必考必學 1200 核心單字
作者：蘇秦

規格：17 × 23 cm／ 236 頁（附 MP3 ）
適用對象：一般讀者

ISBN：978-986-6915-50-5

由外師撰寫全真試題，加上中師重點解析，徹底熟悉命題方向，

精準掌握解題技巧。隨書附贈 MP3，一本囊括聽力、閱讀、
寫作、口說測驗，初試、複試一次搞定。

全民英檢一本通
【熱銷超值版】
初級 / 中級 / 中高級
作者：師德出版部

規格：17 × 23 cm／ (初 ) 264 頁
(中 ) 316 頁 (中高 ) 280 頁
（各附 MP3一片）
適用對象：一般讀者

ISBN：(初 ) 978-986-6915-49-9 
            (中 ) 978-986-6915-60-4 
            (中高 ) 978-971-2123-07-8

精準收錄中級出題率最高 2000 單字，
重點單字搭配情境例句，補充衍生字、

同反義字，以及常見片語，單字程度

大躍進。還有外師唸讀單字 MP3，同
步提升聽力與口說能力。

全民英檢中級單字一本通
作者：蘇秦

規格：17 × 23 cm／ 252 頁（附 MP3）
適用對象：一般讀者

ISBN：978-986-6915-65-9

完整收錄初級所有單字，搭配情境例

句，幫助融會貫通。加上同反義字補

充，同時複習相關片語，增強運用能

力。還有外師唸讀單字 MP3，同步提
升聽力與口說能力。

全民英檢初級單字一本通
【熱銷超值版】
作者：蘇秦

規格：17 × 23 cm／ 328 頁（附 MP3）
適用對象：一般讀者

ISBN：978-986-6915-74-1

全 

民 

英 

檢
全民英檢全真題庫
初級／中級／中高級 
作者：師德出版部

規格：19 × 26 cm／（初）240 頁（中）295 頁（中高）308 頁（各附 MP3 一片）
適用對象：一般讀者

ISBN：（初）978-972-0161-02-4（中）978-972-0161-06-2
          （中高）978-972-0161-08-6

由中、外籍英語教師聯合撰寫，多回完全擬真測驗，涵蓋初試和複試，還有完整

試題中譯、專業外師錄製 MP3，考題命中率高，幫助考生掌握考試脈絡，考前
反覆練習，大幅提升應考實力。

擬真度最高考題

由多本英文學習暢銷書作者精心整理

最常考的 14 大文法主題，提供考生快
又有效的文法學習系統，詳細歸納文

法重點與必考句型，由淺而深完備英

檢初級必備文法基礎。

全民英檢初級文法
作者：薛詩怡

規格：19 × 26 cm／ 220 頁
適用對象：一般讀者

ISBN：978-986-6915-84-0

精選學測最常考的 300 個片語，好記
易懂的方式幫助學生理解並熟記。中

英對照例句和翻譯練習，大幅提升學

習效果，完備學測必考片語，大考小

考輕鬆應試！

300個學測最愛考片語
作者：郭文興

規格：17 × 23 cm／ 308 頁（附 MP3）
適用對象：一般讀者

ISBN：978-986-6915-86-4

全民英檢滿分寶典
初級文法與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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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通過新多益 750 分
模擬試題＋試題解析

作者：文之勤

規格：21 × 29.7 cm／（試題本）164 頁（附 MP3） 
                                      （解析本）288 頁
適用對象：一般讀者

ISBN：978-972-0162-08-3

依照 2018 年新多益全新題型設計，以新鮮人求職門檻 750 分為
目標，提供 3 回內容擬真、猜題精準的全真模擬試題，搭配詳盡
的解析與重點單字，絕對可以達成目標。

精選最常考 1000 單字，運用例句輔助學習，加上 2000 延伸
單字，搭配 12 回單字測驗及解析，確實掌握單字滿分要訣。
外師發音MP3，隨時隨地記憶單字，達到最高學習效率！

新多益黃金單字【暢銷最新版】

作者：文之勤

規格：17 × 23 cm／ 364 頁（附 MP3）                    
適用對象：一般讀者

ISBN：978-986-6915-88-8

依照 2018 年新多益全新題型設計，以大專院校畢業門檻 550 分
為目標，提供 3 回內容擬真、猜題精準的全真模擬試題，搭配詳
盡解析與重點單字，絕對可以達成目標，輕鬆畢業。

一次通過新多益 550分
模擬試題＋試題解析

作者：文之勤

規格：21 × 29.7 cm／（試題本）156 頁（附 MP3）
　　　                           （解析本）288 頁                    
適用對象：一般讀者

ISBN：978-972-0162-05-2

採用 2018 新多益最新題型，由六次滿分狀元親自選題、撰寫，
共 3 回全真試題，輔以詳盡翻譯與解析，模擬正式考試的四國發
音腔調，幫助考生全面完備所有應試能力。

新多益一本通
模擬試題＋試題解析

作者：文之勤

規格：21 × 29.7 cm／（試題本）152 頁（附 MP3）
　　　                           （解析本）264 頁                    
適用對象：一般讀者

ISBN：978-986-6915-92-5

求職加薪最佳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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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KT Course CLIL Module
作者：Kay Bentley
規格：19 × 19.5 cm／ 128 頁
適用對象：欲準備 TKT 考試的考生
ISBN：978-052-1157-33-9

本書專為準備 TKT：CLIL考試的考生所設計，亦適用於想要進行 CLIL教學的教
師。內容介紹 CLIL的核心概念和術語，並導入其主要教學理論、教學方法和教
學活動，協助教師將 CLIL 應用於本身的教學當中。

書中詳細剖析各種教學法內涵，輔以

教學實例，並列表比較各種教學法的

異同。以淺近的文字，呈現各種教學

法理論，造福更多對英語教學有興趣

的讀者。

本書為 TKT（劍橋英語教師認證）指
定參考用書，由 TKT 專業團隊所撰寫，
針對認證內容及考試題型，提供豐富

又完整的解說，還有詳盡解析可幫助

考生自我學習，亦適用於英語師資培

訓課程。

英語教學法大全【輕讀版】

作者：Diane Larsen-Freeman
譯者：毛佩琦

規格：17 × 23.5 cm／ 288 頁
適用對象：一般英語教師、師訓講師

ISBN：978-986-6915-11-6

The TKT Course  
Modules 1, 2 and 3
作者：Mary Spratt, 
          Alan Pulverness, Melanie Williams
規格：19 × 19.5 cm／ 188 頁
適用對象：欲準備 TKT 考試的考生
ISBN：978-052-1125-65-9

本課程以 TKT（劍橋英語教師認證）為主軸進行設計規劃。由
國內頂尖講師量身打造專屬課程，協助有意應考 TKT 之準考
生順利通過考試，取得認證。

TKT 專業認證課程 DVD
Module 1~Module 3
規格：(1) DVD 二片 (2) DVD 一片 (3) DVD 一片
適用對象：欲準備 TKT 考試的考生
ISBN：(1) 978-971-3131-08-9 (2) 978-971-3131-09-6
            (3) 978-971-3131-10-2

本套書完全依據 TKT（劍橋英語教師認證）考試內容撰寫，各
模組包含兩回全真試題，可做為考前模擬練習，幫助考生徹底

熟悉命題方向。

TKT 模擬試題【新版】
Module 1~Module 3
作者：TKT 認證中心
規格：21 × 29.7 cm／各 36 頁
適用對象：欲準備 TKT 考試的考生
ISBN：(1) 978-972-0160-04-1 (2) 978-972-0160-05-8 
            (3) 978-972-0160-06-5

108新課綱教學趨勢

T
K
T
 

考 

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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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鐘玩遊戲
作者：Jamie Wang
規格：17 × 23 cm／ 188頁 
適用對象：國小英語教師

ISBN：978-986-6915-77-2

本書以「12 大兒美教學主題」分類，共收錄 100 個課堂遊戲，
活動教學內容設計由易至難，方便教師快速搭配教學進程選用，

幫助學生從遊戲中建立學習信心。

12 大教學主題遊戲書

本書集結作者豐富的發音教學經驗，

將 100 個原創發音遊戲，依據教學進
程編排。多樣化的遊戲設計，詳盡的

遊戲步驟，讓第一次接觸發音教學的

教師，也能輕鬆上手。

本書以圖卡搭配教案，依名詞、動詞、

形容詞、介系詞與方向為章節主軸，

各有 10 個單元。可由重點句型、難度
指數，挑選適合的單元，讓教師在課

堂上輕鬆運用。

本書包含 60 多個不同的發音教學遊
戲，除了易上手的遊戲步驟，還有可運

用在遊戲中的簡單句型。搭配《字母

卡》、《字母拼讀卡》、《KK 音標卡》
使用，是教師備課的實用工具書。

第一本完整中英對照遊戲書！本書依上

課流程規劃遊戲內容，適用於不同程

度、不同人數的班級。改版新增「課堂

活動轉換時的遊戲」，方便教師彈性分

配遊戲型態與時間。

發音教室遊戲書

作者：龔玲慧

規格：17 × 23 cm／ 204 頁 
適用對象：國小英語教師

ISBN：978-986-6915-63-5

遊戲點子王
【超值加量版】

作者：Yi-Hui Zappe
規格：17 × 23 cm／ 180 頁
適用對象：國小英語教師

ISBN：978-970-5161-05-6

圖卡遊戲書

作者：師德出版部

規格：21 × 29.7 cm／ 112 頁
適用對象：國小、國中英語教師

ISBN：978-986-6915-48-2

發音遊戲卡好玩

作者：廖月華

規格：17 × 23.5 cm／ 124 頁
適用對象：國小、國中英語教師

ISBN：978-986-6915-15-4

本書收錄 101 個實用課堂遊戲，搭配
易使用的學習單，輕鬆培養聽說讀寫技

能。遊戲皆標註 STYLE 英檢級數對照，
教師可選擇程度適中的遊戲，有效提升

孩子的英語實力。

全能遊戲王

作者：林群峰、賴美如

規格：17 × 23 cm／ 184 頁
         （附遊戲教學 DVD） 
適用對象：國小英語教師

ISBN：978-986-6915-62-8

遊 

戲 

教 

學

書中包含英語教學常用的 700 多張圖
片，內容分為名詞、動詞、形容詞、

介系詞及節慶用語五大類，並附有實

用場景圖，可搭配小圖，讓教學活動

更活潑。

教學好用圖

編著：師德出版部

規格：21 × 29.7 cm／ 136 頁
適用對象：國小英語教師

ISBN：978-986-6915-17-8

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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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 10 篇耳熟能詳的經典童話故事，
配合讀者劇場教學建議，幫助學生透過

朗讀劇本，培養自信心與口語流利度。

美國說故事大師以輕鬆有趣的故事和實

用的口技技巧呈現，並介紹故事教學如

何跨領域應用。書末附有完整故事教

案，方便教師參考運用。

經典童話讀者劇場

作者：Dr. Margaret Allen, Ph.D.
譯者：彭臨桂

規格：21 × 29.7 cm／ 140 頁
         （附 CD 二片）
適用對象：國小、國中

ISBN：978-986-6915-37-6

大師教你說故事

作者：Dr. Mike Lockett 
譯者：李郁淳

規格：17 × 23 cm／ 184 頁
適用對象：一般英語教師

ISBN：978-986-6915-22-2

「讀者劇場」適用於各種程度的學生，

本系列依據學生程度規劃 15 個篇章，
內有清楚的教學指引、可愛的插畫、實

用的學習單，方便教師上課使用。

Leveled Readers’
Theater, Grade 1、2
出版社：Evan-Moor
規格：21 × 26.7 cm／各 160 頁
適用對象：國小、國中

ISBN：(1) 978-1596-733-96-1 
            (2) 978-1596-733-97-8

本書以可愛的故事搭配生動的繪本，以及精心撰寫的讀者劇場腳本，

不但提升學生閱讀的動機，更可以鼓勵學生進行讀者劇場表演，享受

英語學習過程的樂趣與成就感。

故事繪本
I See a Brown Bee Flying in a Tree
作者：楊耀琦

規格：21 × 29.7 cm／ 32 頁 （附 CD） 
適用對象：國小

ISBN：978-986-6915-68-0

全書共有 28 篇故事，內容包括劇本及
小書製作。以押韻、豐富的節奏感、

有趣的插圖呈現劇本，由淺入深加強

學生閱讀流利度，提升學生學習興趣。

圖畫故事劇場

作者：Dr. Margaret Allen, Ph.D.
譯者：呂奕欣

規格：21 × 29.7 cm／ 136 頁（附 CD）
適用對象：國小

ISBN：978-986-6915-40-6

進口原文書

唱歌謠、唸韻文、讀劇本系列

楊耀琦經典中的金典
故 

事 

教 

學 作者：楊耀琦

規格：19 × 23.5 cm／共 5 冊（各附 AVCD 一片）（可單獨購買）
適用對象：國小

ISBN：(T) 978-986-8979-86-4   (C) 978-986-8979-85-7 
           (A) 978-986-8979-84-0  (B) 978-986-8979-88-8
           (F) 978-986-8979-87-1

楊耀琦老師精心編寫，透過歌謠韻文和繪本故事，搭配押韻、節奏，

架構讓孩子進入閱讀的橋樑，不僅增進口語閱讀流利度，也建立上台

表演的自信和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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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音 

教 

學

本書旨在以韻文帶入發音教學。單元中的隨堂小測驗、單元複

習和總複習，提供階段性評測，不但有機會回顧學過的單元，

也可用來定期評量學習效果。

韻文發音練習本
【第二版】

作者：師德出版部

規格：21 × 29.7 cm／ 84頁
　 　 （附 CD 二片）
適用對象：國小

ISBN：978-971-9023-12-8     

龔玲慧老師運用多年「全美語教學」的經驗，設計出一套好

學、好用的發音練習本，幫助孩子循序漸進學習自然發音，搭

配 CD 一起練習，真正達到「看到字就會唸，聽到音就會拼」
的目標。

免背式發音練習本 1、2
作者：龔玲慧

規格：21 × 29.7 cm／ (1) 80 頁 
          (2) 92 頁（各附 CD 二片）
適用對象：國小 3~6 年級
ISBN：(1) 978-971-9023-10-4 
            (2) 978-971-9023-11-1

龔玲慧老師親自規劃，提供教學資源與示範，讓初次使用「免背式發

音」教材的教師，快速掌握免背式發音的教學要領，輕鬆規劃完整的

發音課程。

免背式發音教學工具箱

作者：龔玲慧

規格：DVD 一片
適用對象：國小英語教師

ISBN：978-971-3131-11-9

內容包括：

1 40 分鐘教學訓練影片
2 10 部教學遊戲示範影片
3 5 份課程規劃表
4 27 份練習評量卷

楊耀琦老師以自然發音為基礎，融入讀者劇場的表演型態。全

系列依據自然發音的教學順序規劃而成，幫助學生用活潑生動

的故事和劇本，輕鬆學習自然發音。

From Phonics to RT
1~3
作者：楊耀琦

規格：21 × 29.7 cm／各 56 頁
          （各附 CD一片）
適用對象：國小

ISBN：(1) 978-986-6915-70-3 
            (2) 978-986-6915-71-0
            (3) 978-986-6915-72-7

Super KK 音標 1、2
作者：郭文興

規格：21 × 29.7 cm／ (1) 80 頁 (2) 84 頁（各附 MP3 一片） 
適用對象：國小

ISBN：(1) 978-971-9023-20-3  (2) 978-971-9023-21-0

一次學好 KK音標 + 自然發音

楊耀琦老師以自然發音的教學順序，用圖片搭配單字，幫助

學生輕鬆學會自然發音，並能夠直接閱讀短文。書末附上故

事小書，進一步培養學生完整的閱讀能力。

Super Phonics 1、2
From Phonics to 
Reading

作者：楊耀琦

規格：21 × 28 cm／ (1) 44 頁 
          (2) 48 頁（各附 CD 一片） 
適用對象：國小

ISBN：(1) 978-986-6915-81-9
            (2) 978-986-6915-82-6

採用全新的學習方式，精心規劃的課程進度，豐富多元的練習題

型，結合 QR Code 即時觀看教學影片，幫助學習者快速學習
KK音標符號，真正做到「任何單字都能唸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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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佩玉老師親自規劃，提供最新、最完備的教學資源，符合現代數位化教學

需求。搭配全彩版《圖像式發音拼讀練習本 1、2》，輕鬆幫助學生學好發音。

本書以「圖像 KK 音標」為基礎，共 25 個單元，包含拼音練
習、字首子音、字尾子音等單元，運用 MP3 反覆練習，可引
導學生正確發音。

圖像式發音
教學工具箱 1、2
作者：白佩玉

規格：DVD 各一片
適用對象：國小英語教師

ISBN：(1) 978-971-3131-20-1
            (2) 978-971-3131-21-8

圖像 KK 音標練習本
【第二版】

作者：白佩玉

規格：21 × 29.7 cm／ 84頁
         （附 MP3）
適用對象：國小 3~6 年級
ISBN：978-9 71-9023-07-4

圖像 KK音標快學
教學工具箱

作者：白佩玉

規格：DVD 一片
適用對象：國小英語教師

ISBN：978-971-3131-05-8

白佩玉老師精選最常用的 85 個自然發音規則，將
趣味故事融入發音教學，幫助您迅速達到發音教學

的最佳成效。

圖像式發音故事海報套組

作者：白佩玉

配備：使用手冊 2 本、雙面全彩故事海報 10 張
規格：使用手冊 21 × 29.7 cm、全彩海報 84 × 60 cm／
　　　使用手冊 (1) 29 頁 (2) 45 頁（各附 CD 一片）
適用對象：國小 3~6 年級
ISBN：986-7923-02-2

內容包括：

【工具箱 1】
1 8 單元教學互動檔案 
2 1 份發音檢測卷
3 1 份師訓流程表
4 1 小時教學示範影片
5 3 份課程規劃表
6 11 回小考評量卷
7 8 單元教學投影片

內容包括：
1 1 份發音檢測卷 
2 1 份師訓流程表 
3 1 小時教學示範影片

4 3 份課程規劃表 
5 13 回小考評量卷 
6 206 張教學投影片

【工具箱 2】
1 11 單元教學互動檔案 
2 1 份發音檢測卷
3 1 份師訓流程表
4 1 小時教學示範影片
5 2 份課程規劃表
6 8 回小考評量卷
7 11 單元教學投影片

 圖像式發音拼讀練習本 1、2
【全彩版】
作者：白佩玉

規格：21 × 29.7 cm／ (1) 80 頁 (2) 88 頁（各附 CD 二片）
適用對象：國小 3~6 年級
ISBN：(1) 978-971-9023-16-6 (2) 978-971-9023-17-3

全彩版的推出不僅增添圖像視覺學習效果，還有自行閱讀操作的小

書，使發音教學加倍活化，激發學習樂趣，另可搭配數位互動教學

工具，更加豐富課堂內容。

超過 15,000團體一致使用的教材
發 

音 

教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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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 Family 1-4
作者：楊耀琦、楊峰

規格：19 × 26 cm／各 84 頁（各附 CD 一片） 
適用對象：國小

ISBN：(1) 978-986-9753-83-8  (2) 978-986-9753-84-5

           (3) 978-986-9753-85-2  (4) 978-986-9753-86-9　

運用國外常見的字彙家族概念，從辨識、拼讀、閱讀到聽寫，

系統性地加深單字熟稔度，字彙量立即倍數成長。搭配故事閱

讀和讀者劇場的練習，幫助學生從單字到閱讀，有效提升閱讀

流暢度與閱讀素養。

楊耀琦最新力作
單 

字 

文 

法

楊耀琦老師以 Dolch Sight Words 
220 個單字，系統性規劃學習單元，
不同型態的單字活動，帶領學生認識

常見字，並透過文章閱讀，由淺而深

提升閱讀能力。

Sight Words to 
Reading 1、2
作者：楊耀琦

規格：21 × 28 cm／ (1) 24 頁 (2) 32 頁
         （各附 CD 一片） 
適用對象：國小

ISBN：(1) 978-986-6915-79-6
            (2) 978-986-6915-80-2

書中提供許多刺激有趣的字彙練習，精

選的實用單字，提高日常生活應用頻

率。已學過的單字亦穿插出現於各種遊

戲，讓學生在反覆練習中更熟悉字彙。

字彙遊戲特區 1、2
作者：Peter Watcyn-Jones
譯者：陳怡欣

規格：21 × 29.7 cm／各 96 頁 
適用對象：國小 5~6 年級
ISBN：(1) 986-7923-67-7 
            (2) 986-7923-68-5

【149張字卡內容】
  • 105張紅色 (word family模塊組合用 )
   和藍色字母卡 (放字首拼讀用，包括
   6張自行填寫空白卡 )。
 • 38張已組合的 word family 模塊卡
  （包括 4張自行填寫空白卡 )。
 • 6張自行填寫短句和句型空白卡。

Word Family Chart
插卡掛圖

配備：插卡掛圖 1個、字卡 149張
規格：110 X 50 cm
適用對象：幼兒、國小

本書以遊戲方式讓單字學習變得有趣又

實用。透過充滿樂趣的學習經驗，經由

教師引導，掌握字彙學習技巧，培養自

主學習英語的能力，輕鬆提升英文程

度。

字彙疊疊樂

作者：Sarah Philpot
譯者：陳韋昕

規格：21 × 29.7 cm／ 96 頁
適用對象：國小 1~4 年級
ISBN：978-986-6915-09-3

全書以「視覺」為基礎，觀察書中生動

的圖片，依指示進行文法練習或回答問

題。透過大量的練習，加上創意發揮，

全方位提升英文能力。

視覺系英語活動

作者：Berwick G., Thorne S.
編譯：師德出版部

規格：21 × 29.7 cm／ 96 頁
適用對象：國中、高中

ISBN：986-7923-60-X

主題式的字彙編排、可供影印的單字

卡，加上多樣化的活動內容，無論班

級人數多寡，都能夠彈性安排，確實

達到單字與句型的有效運用。

兒童英語單字活動

作者：Jill Hadfield
譯者：陳采瑛

規格：21 × 29.7 cm／ 136 頁
適用對象：國小

ISBN：986-7923-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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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 Family 1-4 國中英語文法與練習 1-5
一次學好所有文法觀念

單 

字 

文 

法

圖像式文法教學工具箱

作者：彭若寧

規格：DVD 一片
適用對象：國小、國中英語教師

ISBN：978-971-3131-19-5

彭若寧老師用最專業、最生動的解說，幫助初次使用「圖像式文法練習

本」的教師，輕鬆掌握圖像教學的方法，並提供完整教學示範，是您便

利、好用的文法教學資源。

經由韻文歌謠、字母活動和多元化的活

動練習，讓孩子透過肢體動作或創意

學習活動，輕鬆認記字母發音和字形，

迅速建立學習英文的成就感。

字母遊戲盒套書

作者：Jane Pinsker
譯者：呂奕欣

配備：Games Book 一本、Handbook 一本、
          教學活動設計光碟一片
規格：(G) 21 × 29.7 cm／ 100頁 
          (H) 20 × 21 cm／ 100頁
適用對象：幼兒、國小 1~2 年級
ISBN：(G) 978-986-6915-07-9 
            (H) 978-986-6915-06-2

本書為國外暢銷兒童文法練習書之中

譯改編版，保有國外教材活潑有趣的

特點，多元豐富的練習題以及簡單易

懂的文法規則，每個文法要點皆搭配

簡易練習題，搭配聽力 CD 完成文法
練習，可幫助學生檢驗自己的文法理

解度。  

以青少年最喜愛的話題，搭配文法重

點，設計不同文法練習。各單元以主

題式的文法練習為主軸，兼顧閱讀、

口語與寫作能力的培養，特別適用於

英語程度落差較大的班級。

Grammar Gym
作者：Herbert Puchta, Rachel Finnie
規格：21 × 29.7 cm／ 88頁（附 CD）
適用對象：國小、國中

ISBN：978-986-9753-82-1

混能文法教室

作者：Jane Rollason
編譯：師德出版部

規格：21 × 29.7 cm／ 128 頁
適用對象：國中、高中

ISBN：986-7923-59-6

本書能有效幫助教師解決棘手的文法

教學問題，培養學生實際運用文法的

能力。除了以圖像表格歸納文法重點、

建立觀念，並透過不同的練習題型，

檢視學習狀況，提升學生的文法程度，

奠定穩固的文法基礎。

圖像式文法練習本

作者：彭若寧

規格：21 × 29.7 cm／ 140 頁
適用對象：國小、國中

ISBN：978-971-9025-03-0

內容包括：

1 40 分鐘教學訓練影片
2 5 份課程規劃表
3 16 回小考評量卷
4 32 張手繪教學閃示卡

作者：陳明華

規格：19×26cm／ (1)104頁 (2)116頁 (3)128頁 (4)130頁 (5)130頁
適用對象：國中

透過系統性的規劃，幫助國中學生建立正確的英語文法觀念，同時加強練

習以奠定紮實的文法基礎。教師也能使用作為補充教材，使學生藉由大量

練習題的磨練，逐步穩固英語文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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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作國、高中的英文學習延伸教材，

並提供教學相關資源網站，便於教師收

集資料，在教學上加以運用。

互動式閱讀

作者：Janet Myles
編譯：師德出版部

規格：21 × 29.7 cm／ 92 頁
適用對象：國中、高中

ISBN：986-7923-41-3

運用簡單易懂的單字、句型，結合日常

生活情境，使孩子更快理解。大量的發

音練習與閱讀活動，幫助熟練自然發

音，培養朗讀流暢度與閱讀興趣。

英語童詩練習本 2【學生本】
作者：Timothy Rasinski, 
           Karen McGuigan Brothers
譯者：呂奕欣

規格：21 × 29.7 cm／ 96 頁
         （附 CD 一片）
適用對象：國小 3~6 年級
ISBN：978-986-6915-43-7
補充配備：教師手冊 2 （需另行購買） 收錄多種類型文章，依學習程度分為

中級、中高級和高級。廣泛而多元的

文章主題，讓學生視野更開闊。配合

單元練習活動，使學習更完整，閱讀

更有趣。

啟發式閱讀活動

作者：Emma Grisewood,
　　　Juliet Meyers
編譯：師德出版部

規格：21 × 29.7 cm／ 96 頁
適用對象：高中

ISBN：986-7923-33-2

幼兒聽力練習 1、2
作者：師德出版部

規格： 21 × 29.7 cm／ (1) 48 頁 (2) 44 頁（各附 CD 一片）
適用對象：幼兒、國小 1~2 年級
ISBN：(1) 978-978-1120-01-5 (2) 978-978-1120-02-2

本書專為幼兒設計規劃，題型多樣、難易適中，便於幼兒作答，可

幫助幼兒培養聽力，奠定紮實的英語聽力基礎。書末附解答及錄音

稿，方便教師即時核對答案及檢討。

開口說英文，從小就開始
聽 

說 

讀 

寫
Start to Talk 1、2
作者：Jeremy Walenn
規格：21 × 29.7 cm／各 72 頁（各附 CD 一片）
適用對象：國小 
ISBN：(1) 978-970-6190-12-3 (2) 978-970-6190-13-0

本書重點在於聽力和口說，各有 12 個日常生活常見的對話主
題，利用豐富的互動方式讓學生使用學習到的單字和句型，進

行對答或發表意見，達到增進英語口說技巧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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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強調英語寫作必須掌握的特點，

以及七大寫作基礎課程。教師可依書

中明確的教學目標及容易實行的教學

步驟，輕鬆規劃課程內容。

兒童英文寫作的
7 堂課
作者：Mary Rosenberg
譯者：彭臨桂

規格：21 × 29.7 cm／ 124 頁
適用對象：國小 5~6 年級
ISBN：978-986-6915-25-3

每冊各有 42 個短篇小故事，每篇故事包含 3~4 題閱讀測驗與 1 個延
伸活動。內容簡短易懂，搭配多元化的延伸活動，幫助孩子培養閱讀

能力。

迷你閱讀練習本 1、2
作者：Susan Mackey Collins, M. Ed.
譯者：呂奕欣

規格：21 × 29.7 cm／各 64 頁（各附 CD 一片）
適用對象：國小 3~6 年級
ISBN：(1) 978-978-1925-01-6 (2) 978-978-1925-02-3

以多元化主題、隨機組句的練習方式，

增進單字和句型能力，進而達到加強寫

作能力的目的。書末附有單元迷你測驗 
(Mini Test)，教師可在學生學習後，檢
視課堂成效。

全書共有 15 個生活化組句主題，並依
時態變化，幫助學生循序漸進練習造

句技巧。隨書附有趣味組句活動頁，

可做為課外延伸練習。

看圖寫作練習本【第二版】 
作者：師德出版部

譯者：劉靜

規格：21 × 29.7 cm／ 68 頁
適用對象：國小、國中

ISBN：978-970-6190-10-9

隨堂組句通

作者：Jo Ellen Moore、師德出版部
譯者：劉靜

規格：21 × 29.7 cm／ 96 頁
適用對象：國小 5~6 年級、國中
ISBN：978-986-6915-24-6

暢銷萬本 全新登場
聽 

說 

讀 

寫

作者：楊耀琦

規格：21 × 29.7 cm／ (1) 76 頁 (2) 84頁
        （教師本）17 × 23 cm／ 120 頁
適用對象：國小、國中

ISBN：(1) 978-986-6915-99-4  (2) 978-986-9753-80-7
         （教師本）978-986-9753-8-14

楊耀琦老師分析學生學習需求，將銷售超過萬本的寫作練習本，

重新規劃為兩本學生本，透過多元化的活動設計，達到輕鬆學習

寫作、提高學習動機的目的。教師本則提供寫作教學理論、寫作

活動設計以及寫作範本，建議老師搭配運用。

引導式英文寫作1、2【學生本】
引導式英文寫作【教師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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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滿足英語歌謠教學的需求，本書收

錄多首經典易學的英語歌謠，詳盡的

實用教學步驟、多元有趣的活動內容，

讓英語歌謠教學更加豐富。

本書掌握年輕學子們最感興趣的流行主

題，透過心理測驗的方式，讓學生輕鬆

以英語一起進行討論。

以日常生活為主題，整合平常零星學

習的片語及慣用語，藉由多樣化的活

動類型，包括故事填空、看圖回答等，

幫助學生逐步熟悉片語的表達方式。

兒童英語歌謠精選

作者：Annie Hughes, Melanie Birdsall, 
　　　Juli Preece
編譯：師德出版部

規格：21 × 29.7 cm／ 88 頁
         （附 CD 一片）
適用對象：幼兒、國小

ISBN：978-986-6915-19-2

趣味測驗學英語

作者：Viv Lambert
編譯：師德出版部

規格：21 × 29.7 cm／ 96 頁
適用對象：國小、國中

ISBN：986-7923-43-X

實用片語教學活動

作者：Peter Dainty
編譯：師德出版部

規格：21 × 29.7 cm／ 84 頁
適用對象：國小、國中

ISBN：986-7923-42-1

好評 20 首易學英文律動童謠，
每首皆有圖解動作，讓孩子邊唱

邊跳，快樂學英語。內附中英文

歌詞本、歌曲動作圖解，透過唱

跳培養孩子的自我肢體認知，增

加英語學習樂趣。

歡唱英語童謠 2
作者：Lyn Thomas, Janet Stutley, 
　　　Paradiddle Band
規格：CD 一片、歌詞本
適用對象：幼兒、國小

ISBN：978-971-3131-07-2

專為國、高中英語教學，提供具體又多

元的活動主題，藉由分組活動、實際操

作，獲得學習英語的樂趣與成就，還可

做為任何正式課程的補充教材。

合作學習活動

作者：Janet Hardy-Gould
編譯：師德出版部

規格：21 × 29.7 cm／ 80 頁
適用對象：國中、高中

ISBN：986-7923-38-3

字母練寫最佳夥伴
綜 

合 

教 

學
ABC 習作本
編著：師德出版部

規格：19 × 26 cm／ 32 頁
適用對象：幼兒、國小

大而清晰的字體，搭配生動活潑的圖片，吸引孩子主動學習，也更

樂於練習。除了說明字母順序，每一頁還有筆劃順序、代表單字、

大小寫練習，幫助孩子充分學習字母書寫和單字拼寫。

書中集結許多新奇的想法與巧思，沒

有制式答案的活動設計，可激發學生

的學習興趣和創造力。教師也可發揮

創意使用學習單，讓學生快樂學習。

英語異想世界

作者：Richard Porteus
編譯：師德出版部

規格：21 × 29.7 cm／ 52 頁
適用對象：國中

ISBN：986-7923-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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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續《文法樂翻天》內容而設計，藉由多樣化的練習方式，將生

硬的文法規則與基本句型變得輕鬆有趣，降低孩子對文法練習的

排斥感，進而快樂有效地學習英語。

文法樂翻天 Workbook 2、3
編著：師德出版部

規格：21 × 29.7 cm／各 72頁
適用對象：國小

ISBN：(2) 978-978-1900-50-1 (3) 978-978-1900-60-0

各收錄 20 篇故事，具備活潑逗趣的漫畫特色，可依孩子不同
程度選用，還可搭配《字彙樂翻天有聲故事 CD》，讓豐富的
情境對話使學習更加生動有趣。（有聲故事 CD 需另購）

充滿俏皮可愛的彩色連環漫畫，

配合以基礎文法和句型為主的對

話。每冊皆附朗誦 CD，讓孩子
練習正確的英語發音。

字彙樂翻天 1、2
作者：Ken Singleton
規格：23 × 28 cm／各 72 頁
　　　（各附 CD 一片）
適用對象：幼兒、國小

ISBN：(1) 986-7923-54-5 
            (2) 986-7923-55-3

文法樂翻天 1
作者：Ken Singleton
規格：23 × 28 cm／ 56 頁
　　　（附 CD）
適用對象：國小

ISBN：986-7923-25-1

以美國重要節慶和特殊節日為重點，提供實用的可影印活動

頁，配合生動活潑的圖片介紹，幫助學生學習英語，也更了

解美國文化的豐富內涵。

介紹美國重要節慶起源與慶祝活動，

依照四季時序編排，內容包括與節慶

相關的字彙，還有可實際操作的活動

頁，讓學生對語言有更深一層的體會。

美國文化與節慶
【春夏篇】、【秋冬篇】

作者：Jane Myles
編譯：師德出版部

規格：21 × 29.7 cm／
　　　（春夏篇）96 頁
　　　（秋冬篇）112 頁
適用對象：國中、高中

ISBN：（春夏篇）986-7923-11-1 
　　     （秋冬篇）986-7923-10-3

美國節慶教學

作者：Elizabeth Claire
譯者：詹麗馨

規格：21 × 29.7 cm／ 168 頁
適用對象：國中、高中

ISBN：957-3019-79-5

節慶教學最佳幫手
綜 

合 

教 

學作者：Jenny Hsu
規格：21 × 29.7 cm／ 104 頁（附 CD）
適用對象：國小 3~6 年級
ISBN：978-986-6915-23-9

結合熟悉的中國節慶與英語教學，透過有趣的內容及活動，引起學

生的學習興趣。共有 10 個節慶故事，逐一詳述節慶由來和常用單
字，節慶學習單可讓教師彈性運用。

中國節慶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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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ji 老師以最幽默的筆調，最活潑可
愛的圖文，帶我們重新認識生活中不

可不知的單字。6 大生活主題，45 個
實用單元，看完保證捧腹大笑、拍案

叫絕，輕輕鬆鬆單字質量迅速升級。

全書 11 個以人生為主題的單元，67 
首會心一笑、說到心坎裡的英文詩。

附上生字解釋，深入淺出的中文翻譯，

讀出詩文更深層的詮釋，讓人發現原

來英文詩這麼有趣。

以道地的英語及亞洲文化背景為主軸，

為英語初學者提供 30 則絕不冷場的英
語笑話、35 個非直線通行的腦筋急轉
彎，以及 40 則關關難過關關過的英語
謎語，保證開心學英語。

英語愛說笑

作者：Jenny Hsu
規格：17 × 23 cm／ 188 頁
適用對象：一般讀者

ISBN：978-986-6915-41-3

史提夫的異想世界

作者：Steve Turner
譯者：蔡欣怡

規格：17 × 23 cm／ 212 頁
　　　（附 MP3）
適用對象：一般讀者

ISBN：978-986-6915-52-9

Moji 老師以手繪的彩色圖文，記錄自
己身為國小教師的菜鳥教學生涯。親

身經歷的震撼教育，以及有趣的校園妙

事，全都收錄在這本日記裡。

　糬手繪單字書

作者：Moji
規格：17 × 23 cm／ 212 頁
適用對象：一般讀者

ISBN：978-986-6915-46-8

英語教學魔術師謝欽舜老師，歸納出一

般台灣英語學習者最常犯的錯誤，挑出

最常見的單字、句型和發音問題，透過

輕鬆幽默的筆調，在開懷大笑的同時，

學習到最正確的英文。

拒當英語台客
作者：謝欽舜

規格：17 × 23 cm／ 172 頁
　　　（附 MP3）
適用對象：一般讀者

ISBN：978-986-6915-27-7

新手英語老師的圖文記事

本書挑選最常見的 100 大英文陷阱，
包括五大主題，透過各種真實生活情

境，給你最 in 的英文對話。MP3 內
有所有對話內容及 3 回聽力練習，快
速提升英語競爭力。

說英語的 100 大陷阱
作者：Sunny Lee
規格：17 × 23 cm／ 268 頁
　　　（附 MP3）
適用對象：一般讀者

ISBN：978-986-6915-26-0

主 

題 

學 

習
六星級餐旅英文
作者：薛詩怡

規格：17 × 23 cm／ 316 頁（附 MP3）
適用對象：一般讀者、餐旅相關科系

ISBN：978-986-6915-75-8

本書針對飯店與餐廳兩大領域，提供 50 種實務情境，收錄超過 500 句
實用句型，有效培養實用、精準的英文對話能力，搭配 MP3 同步學習，
迅速提升聽力和口語能力。內附聽力測驗，既能加強餐旅專業，也能躍

升成為餐旅玩家。

英語好美味，餐旅最專業

菜鳥　糬日記

作者：Moji 
規格：15 × 21 cm／ 132 頁
適用對象：新手英語教師、一般讀者

ISBN：978-986-6915-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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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國中會考資深名師撰寫 3 回全真模
擬試題，詳盡試題解析及獨家閱讀文

摘，精熟考題重點，掌握解題關鍵。

專業外師錄製 MP3，模擬測驗情境，
高效完備應考實力。

跨科統整學習單系列

作者：Melanie Birdsall
編譯：師德出版部

規格：21 × 29.7 cm／（1~3 年級）54 頁
　　 （4~6 年級）50 頁（7~9 年級）50頁 
適用對象：國小、國中

ISBN：（1~3 年級）986-7923-16-2
            （4~6 年級）986-7923-17-0
            （7~9 年級）986-7923-18-9

以主題式學習單為主，協助國中、小教

師以英語結合數學、自然、地理和歷史

等科目。幫助教師設計具有跨科統整概

念的課程，以多面向的學習內容，達成

九年一貫英語教學的整合目標。

國中英語會考模擬試題
作者：詹麗馨、李欣蓉

規格：19 × 26 cm／ 268 頁
　　　（附 MP3）
適用對象：國中

ISBN：978-986-6915-64-2

兒童中作易學堂教學光碟
規格：DVD 二片
適用對象：國小、國中作文教師

ISBN：978-970-5260-02-5

本教學光碟共有四個章節，結合作文主題教室與作文易學堂，為老師規

劃出最深入淺出、紮實的進修課程，不論是新手教師或是已在教學現場

的老師，都能用更有效率的方式提升孩子的寫作興趣。 

中 

作 

專 

區

妙筆生花的作文教學法寶

全書共分為 30 個一看就會的動詞用
法、20 個一讀就懂的動詞片語，以及 
10 組意思相近的句型。搭配活潑有趣
的圖畫及唸讀 MP3，學習英文也能輕
鬆有效率！

本書完整收錄 20 篇 CWT 全民中檢考
生實際範文，呈現學生真實手稿。從

閱讀範文開始，作文名師團隊親自分

析寫作題意，激發寫作靈感，依照步

驟擬定寫作大綱，寫出六級分作文。

圖解式加法英文
作者：黃勝煥、Jerry Kwon
規格：17 × 23 cm／ 188 頁
　　　（附 MP3）
適用對象：一般讀者

ISBN：978-986-6915-47-5

六級分作文 
CWT 全民中檢初等範文書
作者：CWT全民中檢／云團隊教師群
規格：19 × 26 cm／ 208 頁
適用對象：國小、國中

ISBN：978-986-6915-89-5

每冊皆有 10 堂主題式作文課，收錄作文初學者最常見的作文
主題，分析不同文體所需寫作規範與技巧，並認識寫作中的修

辭和成語，引導學生獨立完成文章，輕鬆變身作文高手。

作文主題教室 1、2、3、4
作者：作文易學堂師資團隊

規格：19 × 26 cm／各 68 頁
適用對象：國小

ISBN：(1) 978-986-6915-93-2  (2) 978-986-6915-94-9       
            (3) 978-986-6915-95-6  (4) 978-986-6915-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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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布教學插卡袋
規格：86.5 × 62.5 cm
適用對象：幼兒、國小

透明教學插卡袋
規格：74.6 × 54.8 cm
適用對象：幼兒、國小

每組各有四張主題遊戲海報、二張空

白遊戲海報，搭配可愛活潑的卡通圖

案，帶入實用句型與單字，好玩有趣、

立即上手的大富翁遊戲玩法，方便攜

帶的海報設計，讓學習自然融入在遊

戲中。

 字彙大富翁
【動物、水果、教室、交通工具篇】
【自然、衣物、動作、廚房篇】

  配備：各含教案一張、全彩海報六張
  規格：全彩海報 59.5 × 39.5 cm
  適用對象：幼兒、國小

全新研發，材質更優更耐

用。可展示閃示卡、單字

卡、句型條等，上課教學

超方便。還可定期更換教

室主題、節慶佈置、活動

訊息等，教室佈置超輕鬆。

藉由《子音卡》和《母音卡》，

不僅幫助學生學習卡片上符合

發音規則的單字與圖像，還能

加深對發音與單字的記憶，培

養看字讀音的技巧。

 免背式發音卡
【子音卡】、【母音卡】
 
  規格：每副 54 張
  適用對象：幼兒、國小

透過《字母卡》、《字母拼讀卡》、《KK 音標卡》，
搭配簡單有趣的遊戲，加深學生對字母拼讀法及 KK 
音標的熟悉度，幫助學生奠定穩固的學習基礎。

Wonder Card【字母卡】、【字母
拼讀卡】、【KK 音標卡】
規格：每副 54 張
適用對象：幼兒、國小、國中

教學插卡袋系列

規格：59 × 84 cm
適用對象：幼兒、國小

不同主題的遊戲積分海報，方便使用與整理，無論是在課堂

上邊進行遊戲邊教學，或是針對學生的表現予以獎勵，積分

海報的使用方式創意無限，讓老師教室管理更輕鬆，讓學生

學習表現更出色。

創 

意 

教 

具 

遊戲中快樂學習

 遊戲積分海報
【Racing Drivers】、【Jungle Party】、
【Fruit Carnival】、【Train Travel】

簡單又大方的教室必備海報，內

容可彈性調整、重覆使用。「萬

用歡迎」可用於各種活動現場；

「教室守則」可清楚條列各項班

規；「遊戲積分」可用於課堂競

賽、學生表現等各類計分。

情境海報可搭配主題單字句型教

學，也可用於佈置教室，營造英語

學習環境。可直接使用白板筆書

寫，易於擦拭，使用效期長。另附

活動教案，幫助教師輕鬆備課。

 Dr. Owl 功能海報
【萬用歡迎】、【教室守則】、
【遊戲積分】

  規格：全彩海報 59 × 84 cm
  適用對象：幼兒、國小

 情境互動海報
【My Dream Job】、
【Let's Get Dressed!】
  規格：全彩海報 59 × 84 cm
  適用對象：幼兒、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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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數量充足的英文字母磁鐵，可拼出有重複字母的單

字，教導孩子辨認單字，大幅提升學習興趣，還可搭配

句型條與教案，變化出更多更有趣的教學方法。

英文字母磁鐵桶
規格：每片 5 × 5 cm／共 108 片
　　　（附易可擦句型條、參考教案各一）

　適用對象：幼兒、國小

內含 26 張活潑生動的彩色圖畫閃示卡，將 52 個大小寫
字母的形狀，與單字圖畫相互結合，從圖像就能直接聯

想英文字母，並同時學會每個字母所代表的單字。

（另有圖像字母桌遊卡 請見 P.22）

圖像字母教學卡
規格：21 × 29.7 cm／共 26 張
適用對象：幼兒、國小

美國教室班級必備的實用插卡袋。

根據六大教學主題：年份、月份、

日期、星期、天氣、季節，上課輕

鬆教學，讓孩子每天更換字卡主動

學習，更是教室佈置的好幫手，一

起和美國教室同步吧！

All About Today
六大主題插卡袋

配備：牛津布插卡袋一個、字卡 93張
規格：115 × 80 cm
適用對象：幼兒、國小

以色彩豐富的圖像幫助辨認單字，可用做教學海報，也

可佈置教室。附有可影印使用的學習單與參考教案，是

您單字教學活動的必備教具。

單字海報
Vocabulary Basic
【水果篇】、【動物篇】

配備：各含教案一張、學習單 
　　　二張

規格：42 × 52.5 cm
適用對象：幼兒、國小

Phonics Fun拼讀字卡組
萬用字卡學好拼讀

配備：拼讀字卡 84 張、拼讀字卡說明書、拼讀卡收納袋、
　　　故事閱讀小書、MP3光碟一片
適用對象：幼兒、國小

本套字母拼讀卡由楊耀琦老師精心企劃，可幫助練習各種

拼音規則。精美實用又容易整理的收納袋，加上故事閱讀

小書與 MP3 光碟，幫助孩子輕鬆打好基礎。

創 

意 

教 

具 

220 個 Dolch sight words字卡，外框以五種不同顏色
分級，單字也依照詞類分為五種顏色，易於分辨及整理。

字卡右下角提供相關常見字，能夠有系統地學習。搭配

字卡使用建議與課堂活動教案，增加學習的樂趣與效果。

Sight Words 字卡
配備：220 張字卡、
          教案說明一張
適用對象：國小

專為兒童學習英語句型所設

計，表面可重複書寫，輕鬆培

養句型運用能力。可輔助課堂

教學，也能佈置教室，還有學

習單與參考教案，教學效果事

半功倍。

可擦拭句型海報
Super Sentences
配備：教案一張、學習單二張

規格：44 × 61 cm
適用對象：幼兒、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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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吐司空白卡方便教師客製化您的桌遊，或是做為其他記

憶吐司系列擴充卡牌，寫上單字、畫上圖案，讓您的教學內

容不設限！ 36 種日常生活常見物品，透過生動的字圖卡
加速學習，搭配專用桌遊板，讓學習更有層

次變化，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配備：字卡 54 張（空白卡 44 
　　　張、功能卡 6 張、參考
　　　字卡 2 張、示範教案 2 張）
規格：8.8 × 5.8 cm
適用對象：國小、國中

配備：物品字卡 54張、全彩桌
　　　遊海報 2張（附教案說
　　　明 1張）
規格：物品字卡 8.8×5.8cm、
　　　全彩海報 42×29.7cm（2 張）
　　　（正反兩面）

適用對象：國小、國中

可愛的主題，玩法多變化，用於練

習單字、句型問答。易攜帶、可重

複書寫、不佔空間，且不易破損。

內附教學建議和使用說明，方便教

師即刻上手。

遊戲海報組
【忙碌蜜蜂】、【叢林競賽】、

【灌籃射手】

配備：教案一張、全彩海報一張、桌遊

          海報四張
規格：全彩海報 100 × 70 cm、
          桌遊海報 42.1 × 29.7 cm
適用對象：幼兒、國小

可用於單字、句型學

習，還可輔助文法、

對話練習，重複書寫

的特性，是您超級實

用的最佳教學幫手。

磁立貼句型條

規格：60 × 10 cm（厚 0.1 cm）／ 2 入一組
適用對象：幼兒、國小、國中

易可擦句型條

規格：60 × 7.5 cm／ 10 入一組
　　　（白色 4 張、黃色 2 張、粉紅色 2 張、綠色 2 張）
適用對象：幼兒、國小、國中

句型條系列

記憶吐司字卡
「圖像字母」篇
配備：字卡 54 張（圖像字母卡 52 張、遊戲說明卡 2 張）
規格：8.8 × 5.8 cm
適用對象：幼兒、國小

將大小寫字母形狀與單字圖像相互結合，從圖像就能直接

聯想英文字母的形狀，並同時學會每個字母的代表單字。

加入書寫筆順與字母格線，字母習寫快速又正確，就像吃

了記憶吐司，牢牢記住每個字母與單字！

過目不忘的神奇教具
教 

具 

專 

區

透過生動可愛的字圖卡與豐富遊戲變化，幫助學生

記憶單字過目不忘，搭配專用桌遊板，不論課堂分

組練習、親子遊戲，皆能提高學習效果、加倍成長。

配備：動詞字卡 54 張、全彩
　　　桌遊海報 2張（附教案說明
           1 張）
規格：動詞字卡 8.8×5.8cm、
　　　全彩海報 42×29.7cm（2 張）
　　　（正反兩面）

適用對象：國小、國中

記憶吐司桌遊套組
    「動詞」篇

記憶吐司空白卡 記憶吐司桌遊套組
     「物品」篇



2020師德圖書總覽
教 室 管 理
贏在班級管理  $ 330
教學心旅程  $ 330
陽光教室的 14 堂課 $ 330
學生最愛的幸福教室 $ 320
老師，你好會教！ $ 320
別再說你管不動 $ 280
英語教師養成手冊 $ 360

新 多 益 測 驗
一次通過新多益 750 分【試題＋解析】（附 MP3） $ 569
新多益一本通【試題＋解析】（附 MP3） $ 549
一次通過新多益 550 分【試題＋解析】（附 MP3） $ 549
新多益閱讀一本通【試題＋解析】 $ 499
新多益聽力一本通【試題＋解析】（附 MP3） $ 499
新多益黃金單字【暢銷最新版】（附 MP3） $ 399

遊 戲 教 學
3 分鐘玩遊戲 $ 299
全能遊戲王（附 1 DVD） $ 299
發音教室遊戲書 $ 330
遊戲點子王【超值加量版】 $ 299
圖卡遊戲書 $ 260
發音遊戲卡好玩 $ 280
教學好用圖 $ 399
教室剪貼佈 $ 399
幼兒創意勞作 $ 280
精打細算做教具 $ 280

故 事 教 學
唱歌謠、唸韻文、讀劇本系列套書（附 5 AVCD） $ 1,000
Cows in the Kitchen（附 1 AVCD） $ 240
A Camping We Will Go（附 1 AVCD） $ 190
This is the Way I Go to School（附 1 AVCD） $ 190
Five Little Pumpkins Sitting on a Gate（附 1 AVCD） $ 190
BINGO（附 1 AVCD） $ 190
故事繪本 I See a Brown Bee Flying in a Tree（附 1 CD） $ 180
經典童話讀者劇場（附 2 CD） $ 280
圖畫故事劇場（附 1 CD） $ 290 
大師教你說故事 $ 299
麥克爺爺說故事 DVD（1 片裝） $ 249
Leveled Readers' Theater, Grade 1 $ 805
Leveled Readers' Theater, Grade 2 $ 805

發 音 教 學
Super KK音標 1（附MP3） $ 219
Super KK音標 2（附MP3） $ 219
Super Phonics 1 ~ From Phonics to Reading（附 1 CD） $ 190
Super Phonics 2 ~ From Phonics to Reading（附 1 CD） $ 190
From Phonics to RT 1（附 1 CD） $ 180
From Phonics to RT 2（附 1 CD） $ 180
From Phonics to RT 3（附 1 CD） $ 180
韻文發音練習本【第二版】（附 2 CD） $ 180
免背式發音練習本 1（附 2 CD） $ 199
免背式發音練習本 2（附 2 CD） $ 199
圖像 KK音標練習本【第二版】（附 MP3） $ 160
圖像式發音拼讀練習本 1【全彩版】（附 2 CD） $ 180
圖像式發音拼讀練習本 2【全彩版】（附 2 CD） $ 180
圖像式發音故事海報套組 
（使用手冊＋故事海報＋ 2 CD）

$1,100

圖像式發音故事海報（10 張故事海報） $ 299
免背式發音教學工具箱（DVD） $ 499
圖像 KK音標快學教學工具箱（DVD） $ 899
圖像式發音教學工具箱 1（DVD） $ 599
圖像式發音教學工具箱 2（DVD） $ 599

教 學 應 用
幼兒美語教學大全【第三版】（附 1 CD） $ 350
全英語教室 $ 330
輕鬆教閱讀 $ 280
暢談發音教學 $ 250
The Taiwan English Teachers' Handbook $ 249
OxfordBasics 系列 五冊套書 $ 1,100
OxfordBasics 系列 一教英語就上手 $ 220
OxfordBasics 系列 聽力教學超輕鬆 $ 220
OxfordBasics 系列 口語教學超輕鬆 $ 220
OxfordBasics 系列 閱讀教學超輕鬆 $ 220
OxfordBasics 系列 寫作教學超輕鬆 $ 220
國小英語師資訓練手冊【第三版】 $ 380
國小英語師資活動手冊（附 1 CD） $ 380

T K T考試
The TKT Course CLIL Module $ 780
The TKT Course Modules 1, 2 and 3 $ 740
TKT 專業認證課程 DVD M1（2 片裝） $ 1,699
TKT 專業認證課程 DVD M2（1 片裝） $ 749
TKT 專業認證課程 DVD M3（1 片裝） $ 749
TKT 模擬試題 M1【新版】 $ 250
TKT 模擬試題 M2【新版】 $ 250
TKT 模擬試題 M3【新版】 $ 250
英語教學法大全【輕讀版】 $ 399

全 民 英 檢
全民英檢滿分寶典 初級文法與練習 $ 379
全民英檢滿分寶典 中級文法與練習 $ 399
全民英檢滿分寶典 中級單字與片語 $ 399
全民英檢初級寫作實戰練習 $ 320
8週完勝GEPT初級單字（附 MP3） $ 349
全民英檢初級文法 $ 320
300 個學測最愛考片語（附 MP3） $ 299
全民英檢中級聽力一本通（附 MP3） $ 320
全民英檢初級閱讀一本通【暢銷最新版】 $ 320
全民英檢初級聽力一本通（附 MP3） $ 320
全民英檢初級寫作口說一本通（附外師示範口說答題 MP3） $ 320
全民英檢初級全真題庫（附 MP3） $ 330
全民英檢中級全真題庫（附 MP3） $ 330
全民英檢中高級全真題庫（附 MP3） $ 330
全民英檢初級一本通【熱銷超值版】（附 MP3） $ 299
全民英檢中級一本通【熱銷超值版】（附 MP3） $ 299
全民英檢中高級一本通【熱銷超值版】（附 MP3） $ 299
全民英檢初級單字一本通【熱銷超值版】（附 MP3） $ 349
全民英檢中級單字一本通（附 MP3） $ 349
必考必學 1200 核心單字（附 MP3） $ 320
說英語的 100 大陷阱（附 MP3） $ 249
文法挑戰 101 $ 249
9 小時搞定動詞 $ 199
9 小時學會英文時態 $ 199
9 小時戰勝介系詞 $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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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字 文 法
Word Family 1（附 1 CD） $ 269
Word Family 2（附 1 CD） $ 269
Word Family 3（附 1 CD） $ 269
Word Family 4（附 1 CD） $ 269
Grammar Gym 學生練習本（附聽力練習題 CD） $ 259
Sight Words to Reading 1  （附 1 CD） $   90
Sight Words to Reading 2（附 1 CD） $   90
Word Family Chart（插卡掛圖 1入 + 字卡 149張） $ 899
字彙遊戲特區 1  $ 249
字彙遊戲特區 2 $ 249
字母遊戲盒套書（2 書＋ 1 片活動頁光碟） $ 490
圖像式文法練習本 $ 199
圖像式文法教學工具箱（DVD） $ 599
混能文法教室 $ 299
視覺系英語活動 $ 249
字彙疊疊樂 $ 249

作文主題教室 2 $ 219
作文主題教室 3 $ 219
作文主題教室 4 $ 219
六級分作文 $ 369
六星級餐旅英文（附 MP3） $ 480
圖解式加法英文（附 MP3） $ 299
菜鳥    糬日記 $ 250
    糬手繪單字書 $ 299
英語愛說笑 $ 239
史提夫的異想世界（附 MP3） $ 299
拒當英語台客（附 MP3） $ 249
跨科統整學習單 1~3 年級 $ 199
跨科統整學習單 4~6 年級 $ 199
跨科統整學習單 7~9 年級 $ 199
國中英語會考模擬試題（附 MP3） $ 320

教 具 專 區
功能海報 Fruit Carnival 遊戲積分 $   99
功能海報 Train Travel 遊戲積分 $   99
情境互動海報 My Dream Job $ 150
情境互動海報 Let's Get Dressed! $ 185
功能海報 Dr. Owl萬用歡迎 $   99
功能海報 Dr. Owl教室守則 $   99
功能海報 Dr. Owl遊戲積分 $   99
功能海報 Racing Drivers 遊戲積分 $   99
功能海報 Jungle Party 遊戲積分 $   99
可擦拭句型海報 Super Sentences $ 149
單字海報 Vocabulary Basic【水果篇】 $ 119
單字海報 Vocabulary Basic【動物篇】 $ 119
字彙大富翁【動物、水果、教室、交通工具篇】 $ 199
字彙大富翁【自然、衣物、動作、廚房篇】 $ 199
遊戲海報套組【灌籃射手】 $ 199
遊戲海報套組【叢林競賽】 $ 199
遊戲海報套組【忙碌蜜蜂】 $ 199
情境佈置 A4 海報【品格教育】 $ 250
記憶吐司空白卡 $ 150
記憶吐司字卡【圖像字母篇】 $ 150
記憶吐司字卡【動詞篇】 $ 150
記憶吐司字卡【物品篇】 $ 150 
記憶吐司桌遊套組【動詞篇】（字卡 + 桌遊板） $ 300
記憶吐司桌遊套組【物品篇】（字卡 + 桌遊板） $ 300
易可擦句型條（10 入一組） $ 129
磁立貼句型條（2 入一組） $ 280
字母隨寫板（5 入一組） $ 150
英文字母磁鐵桶 $ 399
Phonics Fun 拼讀字卡組（附 MP3） $ 250
Wonder Card【字母卡】 $   60
Wonder Card【字母拼讀卡】 $   69
Wonder Card【KK 音標卡】 $   69
免背式發音卡【子音卡】 $   79
免背式發音卡【母音卡】 $   79
Sight Words 字卡（220張字卡 + 教案說明） $ 250
圖像字母教學卡（26 張圖像閃示卡） $ 299
透明教學插卡袋 $ 299
牛津布教學插卡袋 $ 469
免機器護貝套萬用學習單 $ 239
All About Today 六大主題插卡袋 $ 1299

聽 說 讀 寫
引導式英文寫作【學生本 1】 $ 179
引導式英文寫作【學生本 2】 $ 179 
引導式英文寫作【教師本】 $ 249
Start to Talk 1（附 1 CD） $ 238
Start to Talk 2（附 1 CD） $ 238 
幼兒聽力練習 1（附 1 CD） $ 220
幼兒聽力練習 2（附 1 CD） $ 220
英語童詩練習本 2【教師本】 $ 120
英語童詩練習本 2【學生本】（附 1 CD） $ 240
迷你閱讀練習本 1（附 1 CD） $ 160
迷你閱讀練習本 2（附 1 CD） $ 160
互動式閱讀 $ 269
啟發式閱讀活動 $ 299 
隨堂組句通 $ 249
看圖寫作練習本【第二版】 $ 199
兒童英文寫作的 7 堂課 $ 280
引導式寫作活動 $ 299

綜 合 教 學
ABC 習作本 $   39
歡唱英語童謠 2（歌詞本＋ 1 CD） $ 249
兒童英語歌謠精選（附 1 CD） $ 280
字彙樂翻天 1（附 1 CD） $ 249
字彙樂翻天 2（附 1 CD） $ 249
字彙樂翻天有聲故事 CD（2 片裝） $ 199
文法樂翻天 1（附 1 CD） $ 299
文法樂翻天 Workbook 2 $ 199
文法樂翻天 Workbook 3 $ 199
趣味測驗學英語 $ 249
實用片語教學活動 $ 249
合作學習活動 $ 249
中國節慶教學（附 1 CD） $ 299
美國文化與節慶【春夏篇】 $ 349
美國文化與節慶【秋冬篇】 $ 349
美國節慶教學 $ 380

主 題 學 習
兒童中作易學堂教學光碟（雙 DVD） $ 499
作文主題教室 1 $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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