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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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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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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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在

遊戲中快樂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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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式英語學習

 情境互動海報
【My Dream Job】、【Let's Get Dressed!】

五款教室必備海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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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海報
【Dr. Owl 萬用歡迎】、【Dr. Owl 教室守則】、
【Dr. Owl 遊戲積分】、【Racing Drivers遊戲積分】、
【Jungle Party遊戲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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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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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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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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ght Words 字卡
初階閱讀必學單字

配備：220 張字卡、教案說明一張
適用對象：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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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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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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美實用又容易收納的插卡袋，加上故事

閱讀小書與 MP3 光碟，幫助孩子輕鬆打好基礎。

Phonics Fun
拼讀字卡組

配備：拼讀字卡 84 張、拼讀字
　　　卡說明書、拼讀插卡袋、

　　　故事閱讀小書、MP3光
　　　碟一片

適用對象：幼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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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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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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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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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忙碌蜜蜂】、【復活兔尋蛋趣】、

【海底歷險】

配備：（忙）教案一張、全彩海報一張、

　　　桌遊海報四張

　　　（復）教案一張、全彩海報一張、

　　　節慶學習單

　　　（海）教案一張、全彩海報一張

規格：（忙）、（復）100 × 70 cm
　　　（海）84 ×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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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戲海報組
【Jungle Racing 叢林競賽】
配備：教案一張、全彩海報一張、A3 桌遊海報四張
適用對象：國小、國中

多功能的遊戲海報，起終點競賽、環狀桌遊、佔地為王、

顏色跳棋⋯通通都能玩。中央的特製轉盤設計，方便教師

規劃更多活動方式，無論是班級遊戲活動或是分組競賽，

馬上玩出新樂趣。

多種玩法，一次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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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可應用在賓果、桌遊、發音遊戲⋯等，也

能用於高階閱讀寫作練習，還可重複影印使用，

再搭配護貝套，就能變成人手一張的小白板囉！

免機器護貝套萬用學習單
【暢銷新版】

配備：教案一張、

　　　護貝套 20 入、
　　　學習單 10 張
規格：29.7 × 21 cm
適用對象：幼兒、國小、

　　　　　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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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桌遊海報二張（附教案

　　　說明 1 張）
規格：動詞字卡 8.8×5.8cm、
　　　全彩海報 42×29.7cm
　　　（正反兩面）

適用對象：國小、國中

記憶吐司桌遊套組
「動詞」篇（字卡 +桌 
遊板）

記憶吐司桌遊套組
「物品」篇（字卡 +
           桌遊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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