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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
簡介

適用
課程

NorthStar Series, Fifth Edition
作 者Series Editors: Frances Boyd & Carol Numrich  
出版社Pearson

一套完美融合學術技能的英語教材。新版內容強調筆記與簡報技巧，培
養學生掌握資訊重點，透過反思及整理筆記，建構並表達自己的想法。

中學 | 英語進階課程
大學 | 大學英文、英語聽力與口說、英語閱讀與寫作、學術英語

A1 A2 B2B1 C15 Levels

一步步解開聽說讀寫秘技
成為高階英語使用者

教材特色 FEATURES

筆記技巧訓練

學術單字列表

鷹架式邏輯推理

學術任務型導向評量

多元的口說寫作題目

能力目標 BENEFITS

能聆聽、閱讀英語長篇演說及文章，並截取重要訊息。

能正確使用英語學術字詞，進行深度議題討論。

能理解英語語詞背後的意涵，推論出各種問題的解決方法。

能接收、分析並整合大量學術英語資訊，並產出新的想法。

能根據不同的情境要求，靈活運用學到的英語單字、句型。

左  配合學術情境，加強學生分析、比較及整合英語資訊的能力，進而創造出自己的作品。
右  教材中涵蓋大量、細緻的學術英語單字、句型練習，學生可以隨時透過 App 完成練習。

取材自 NorthStar (5/E) Reading & Writing Level 1 及 Pearson Practice English App
適應能力

創造力溝通能力

批判性思考 /
問題解決能力

語文素養

Test Bank Online Resource

Online Practice

相關資源

App

More Info 
(L&S)

More Info 
(R&W)

線上練習 / 線上資源
統一入口

App (iOS) App (Android)

https://www.cavesbooks.com.tw/EC/Books_Prod_ERP_Content.aspx?ShopID=WSP20121212140138LFW&GID=GDS2019122617254613R
https://www.cavesbooks.com.tw/EC/Books_Prod_ERP_Content.aspx?ShopID=WSP201212121401389NW&GID=GDS201908050819170LC
https://www.cavesbooks.com.tw/EC/Books_Prod_ERP_Content.aspx?ShopID=WSP20121212140138LFW&GID=GDS2019122617254613R
https://www.cavesbooks.com.tw/EC/Books_Prod_ERP_Content.aspx?ShopID=WSP201212121401389NW&GID=GDS201908050819170LC
https://www.cavesbooks.com.tw/EC/Books_Prod_ERP_Content.aspx?ShopID=WSP20121212140138LFW&GID=GDS2019122617254613R
https://www.cavesbooks.com.tw/EC/Books_Prod_ERP_Content.aspx?ShopID=WSP201212121401389NW&GID=GDS201908050819170LC
https://tinyurl.com/uvpj5yv
https://tinyurl.com/rvnoepu
https://tinyurl.com/yxfgx9er
http://english.com/ppe-ios
http://english.com/ppe-and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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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
簡介

適用
課程

C21-English for the 21st Century
作 者Nina O’Driscoll, Jake Hughes & Fiona Scott-Barrett
出版社Caves Books 

全系列教材涵蓋不同生活情境，讓學生同時學會日常生活用語、學
術英語以及職場英文，訓練學生綜合應用聽、說、讀、寫四項技能，
在各種情境中，正確且精準地使用英語。

中學 | 英語課程、英語選修課程：英語聽說讀寫訓練
大學 | 大學英語：初階 / 進階、實用生活英語、國際職場英文

一網打盡日常會話、進階英語
與職場情境的全新教材

A1 A2 B2B1 C1

精心挑選富含討論內涵的閱讀篇章，搭配讀後的分組討論，培養學生表達自我意見、學習接納
不同想法與思考角度；同時藉由完整的讀後練習，全面訓練聽說讀寫語言能力。

取材自 C21 Level 1

PPTTest Bank

Online Resource

相關資源

教材特色 FEATURES

聽說讀寫訓練

C21 Skills 延伸活動

Focus 學習提點

Planning Ahead 檢視表格

Slideshow 影片資源

能力目標 BENEFITS

能學會日常、學術及職場用語，全方位提升英文能力。

能獨自思考、解決問題，並學習團隊合作與分工。

能學會符合情境的精準用語，培養更佳的英語語感。

能主動檢討學習成效、提出未來個人學習計畫。

能觀賞英語影音，並掌握與議題相關的重要資訊。

資訊科技素養

溝通能力自發能力

批判性思考 /
問題解決能力

語文素養

4 Levels

More Info
(Coming Soon)

Caves 
WebSource

https://supr.link/TJmsn
https://supr.link/gWdl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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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
簡介

適用
課程

Q: Skills for Success, Third Edition
作 者Joe McVeigh et al.
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全套教材著重培養英語學習者的批判性思考能力，採用布魯姆分類
法（Bloom’s Taxonomy）設計語言活動，反覆訓練不同層級的認
知力，同時兼顧英語與學術學習，打造具獨立思考能力的國際人才。

高中 | 加深加廣課程：英語聽講、英文閱讀與寫作
大學 | 大學英文：語文與溝通、英語聽講訓練、用英文學思考

精熟英語 善於思考
成功晉升為國際知性人才

A1 A2 B2B1 C1

教材特色 FEATURES

OPAL* 學術字彙

批判性思考訓練

每單元三部影片

“Unit question”

多元人文主題

能力目標 BENEFITS

能在各專業領域中，應用正確的口語及書寫字詞。

能辨析、評估英語資訊，反思原本的想法，整合出新的看法。

透過觀看和討論大量的影片內容，提升英語理解及表達能力。

能訓練學生用英語提出合理的疑問並深入討論各種議題。

能在各專業領域中，包容不同文化，用英語表達人文關懷。

Online Resource

Test Bank

CPT

Online Practice

相關資源

More Info
 (L&S)

More Info 
(R&W)

線上練習 / 線上資源
統一入口

文化素養

求知能力溝通能力

批判性思考 /
問題解決能力

語文素養

左  單元問題能刺激學生深入思考平時習以為常的事物。
  右  「批判性思考策略」逐步培養學生各種認知能力。

取材自 Q: Skills for Success (3/E) Listening and Speaking Level 3

6 Levels

*Oxford Phrasal Academic Lexicon

Classroom Presetation Tool

https://pse.is/3bckf6
https://pse.is/3an9ct
https://supr.link/kWcHv
https://pse.is/3bckf6
https://pse.is/3an9ct
https://supr.link/gGv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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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
簡介

適用
課程

American English File, Third Edition
作 者Christina Latham-Koenig & Clive Oxenden
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一套致力於讓學生開口說英語的教材。彈性串接單字、文法、發音
活動，搭建自然流暢說出英語的階梯。學生訓練聽力、閱讀、寫作
技巧的同時，成就口語對話能力。

中學 | 英語聽力與會話、英語選修課程：日常口說英語
大學 | 大學英文、英文文法與聽說訓練、超實用英語說話課

活用語言元素
培養生活英語的自信與能力

 主題式強化英語要素和技巧，份量適中，學生能輕鬆吸收並運用於現實生活對話之中。
取材自 American English File (3/E) Level 1

A1 A2 B2B1 C1

教材特色 FEATURES

主題式單字活動

社交英語練習

大量口語訓練

國際文化議題

互動式影片活動

能力目標 BENEFITS

能擴充英語單字量，並於合適的情境中精確地表達。

透過欣賞影片和模仿，能於各種場合用英語交談。

能與同儕緊密合作，幫助彼此提升英語口說流暢度。 

能吸取各國文化特色作為先備知識，應用於英語對談之中。

能配合影片情境，創造英語對話內容並於線上錄音。

相關資源

CPT

Test BankOnline Practice

Online Resource

文化素養

溝通能力適應能力

協作能力

語文素養

6 Levels

More Info

線上練習 / 線上資源
統一入口

Classroom Presetation Tool

https://pse.is/3b4uka
https://pse.is/3b4uka
https://supr.link/zzcIR
https://supr.link/gGv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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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
簡介

適用
課程

Smart Choice, Fourth Edition
作 者Ken Wilson et al.
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本系列教材採一頁一重點的教學模式，力求「學完」即是「學會」
的效果。彈性編排教學活動，在挑戰學生英語能力的同時，亦提供
充足的協助，有效降低學習焦慮，提高學習動力。

中學 | 英語聽力與會話、英語課程（海外留學班）
大學 | 基礎聽說讀寫訓練、中階英語演說與溝通技巧、實用英文

紮實訓練，充分表達，多方展現英語學習成效

A1 A2 B2B1 C1

溝通能力

協作能力求知能力

資訊科技素養

語文素養

左  新級數 Levels 4 & 5 將 Writing 環節納入單元主頁面，加強進階寫作能力。
右  全新錄製影片，以真實情境引導學生掌握英語對話。

取材自 Smart Choice (4/E) Levels 2 & 5

教材特色 FEATURES

Over to You 任務

錄製對話影片

多元互動情境

全新製作紀錄片

Bonus Unit 口說活動

能力目標 BENEFITS

能模仿英語句型結構，以正確的語詞發表自己的看法。

能理解、改編對話內容，進而創作、分享英語影音。

能與同儕合作完成英語問卷調查、訪談、辯論等活動。 

能運用英語聽讀能力，挖掘各種議題的新知識。

提升英語口說技巧，在正式場合也能適切地表達。

相關資源

CPT

Test BankOnline Practice

Online Resource
6 Levels

More Info

線上練習 / 線上資源
統一入口

Classroom Presetation Tool

https://pse.is/38fpe6
https://pse.is/38fpe6
https://supr.link/WJgs4
https://supr.link/gGv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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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
簡介

適用
課程

Flow-21st Century Strategic Reading, Second Edition
作 者James Baron & Joe Henley
出版社Caves Books 

全套教材每一單元皆包含 21 世紀關鍵能力的訓練，並強調廣泛閱
讀的重要性，讓學生透過閱讀多元主題，加上閱讀技巧的訓練，增
進英語學習的廣度及深度。

中學 | 英文閱讀與寫作、英文課程（閱讀技巧訓練）
大學 | 英文字彙與閱讀、英語會話與閱讀、大學英文：閱讀

乘著 21世紀觀點，悠遊於英語閱讀之中

A1 A2 B2B1 C1

利用圖表分析各種文體架構及文章內容，提升閱讀理解能力。
取材自 Flow (2/E) Level 1 

PPT

Test BankOnline Resource

相關資源

More Info Caves 
WebSource

文化素養

溝通能力創造力

求知能力

語文素養

教材特色 FEATURES

跨領域文章 

“21st Century Skills”

奇聞異事

“Think More”

“Did You Know?”

能力目標 BENEFITS

能提升各種題材與豐富文體的英文閱讀及寫作能力。

透過任務型的分組課堂活動，進行創意發想以解決問題。

真實發生卻新奇的文章內容自然激發讀者求「知」的欲望。

透過分組討論，理解不同觀點，並產生共識。

累積生活小知識，培養觀察、分析時勢的敏銳度。

3 Levels

https://www.cavesbooks.com.tw/EC/Books_Prod_ERP_Content.aspx?ShopID=WSP201212121401389NW&GID=GDS20171220135536K05
https://www.cavesbooks.com.tw/EC/Books_Prod_ERP_Content.aspx?ShopID=WSP201212121401389NW&GID=GDS20171220135536K05
https://www.cavesbooks.com.tw/EC/Books_Prod_ERP_Content.aspx?ShopID=WSP201212121401389NW&GID=GDS20171220135536K05
https://tinyurl.com/tsh7o2j
https://cws.cavesbooks.com.tw/bookseries.aspx?id=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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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
簡介

適用
課程

Great Writing, Fifth Edition
作 者Keith S. Folse et al.
出版社National Geographic Learning

全套教材收錄多元題材，啟發學生寫作靈感。新版更提供學術性的
寫作範本，呼應各學習階段的需求，引導學生寫出優質英文文句、
表達清晰文意。

中學 | 英語寫作訓練、英語選修課程：認識世界與表達
大學 | 英語閱讀與寫作、學術英語寫作、英文文字表達課

深入全球的實境探索
激發想法，提升寫作能力

A1 A2 B2 C2B1 C1

由淺入深、由點到面依序引出文法盲區，逐步養成能自我修正的閱讀與寫作功力。
取材自 Great Writing (5/E) Level 3

Test Bank

CPT

Online Practice

相關資源

教材特色 FEATURES

串聯的寫作步驟

FREEWRITE 暖身活動

社會議題探討

同儕互評

完整寫作過程

能力目標 BENEFITS

能逐步建構文法句型、閱讀技巧、寫作能力。

能透過觀察，結合個人想法，自由創作。

解決問題時，能將多面向的真實社會現象列入考量。

能以共好為前提，提出改善的方案。

能培養學生規畫進程與確實執行的能力。

協作能力

創造力毅力

批判性思考 /
問題解決能力

語文素養

6 Levels

More Info 線上練習
統一入口

https://www.cavesbooks.com.tw/EC/Books_Prod_ERP_Content.aspx?SHOPID=WSP20121212140138K5A&GID=GDS20200224100511S0F
https://www.cavesbooks.com.tw/EC/Books_Prod_ERP_Content.aspx?SHOPID=WSP20121212140138K5A&GID=GDS20200224100511S0F
https://www.cavesbooks.com.tw/EC/Books_Prod_ERP_Content.aspx?SHOPID=WSP20121212140138K5A&GID=GDS20200224100511S0F
https://supr.link/7w4ht
https://supr.link/qGPx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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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
簡介

適用
課程

Alive-21st Century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作 者Daniel Hailstone
出版社Caves Books 

全系列每一單元含兩個英語對話，主題從校園生活到兼職打工，培
養學生日常生活應對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同時，針對單元主題深入
探討文化差異，幫助學生掌握跨文化溝通技巧。

中學 | 英語選修課程、英語聽講、留學先修課程
大學 | 生活互動英文、大學英語：語言與跨文化、英語簡報技巧

從日常對話到文化溝通
全方位活絡你的英語會話

A1 A2 B2B1 C1

每冊介紹四位世界各地知名演說家，例如：Sheryl Sandberg，並針對該演說家專長設計延伸的
口說活動，讓學生學習不同領域的知識以及不同類型的英語簡報技巧。

取材自 Alive Level 3

PPT

Test BankOnline Resource

相關資源

More Info Caves 
WebSource

教材特色 FEATURES

“Culture Tip and Dialogue”

會話練習

“21st Century Project”

“Great Speaker”

跨文化對話設計

能力目標 BENEFITS

能擴展文化視野，讓跨文化對談更加順暢無礙。

能學會符合情境的精準用語，並擴充更多字詞及語法。

能從精心設計的活動中，循序漸進解決問題、完成專案。

能掌握不同講者的演說特色，並培養探索知識的好奇心。

能認識文化差異，進而包容不同文化。

求知能力

溝通能力適應能力

批判性思考 /
問題解決能力

文化素養

3 Levels

https://www.cavesbooks.com.tw/EC/Books_Prod_ERP_Content.aspx?ShopID=WSP20121212140138LFW&GID=GDS20191223152047BGN
https://www.cavesbooks.com.tw/EC/Books_Prod_ERP_Content.aspx?ShopID=WSP20121212140138LFW&GID=GDS20191223152047BGN
https://supr.link/6NVBV
https://supr.link/NMN1R
https://www.cavesbooks.com.tw/EC/Books_Prod_ERP_Content.aspx?ShopID=WSP20121212140138LFW&GID=GDS20191223152047B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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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
簡介

適用
課程

Culture Link
作 者Cynthia H. M. Wu
出版社Caves Books

全書囊括華人最重視的十大重要節慶活動。學生可藉由閱讀故事、
字彙練習以及會話活動，有效掌握文化意涵，並表達自我觀點，學
會用英語深入地介紹中華節慶文化。

中學 | 英語選修課程：文化與閱讀、國際教育課程、國際交流培訓
大學 | 國際文化交流、英語跨文化溝通、英語解說臺灣文化

A1 A2 B2B1 C1

為國際互動交流頻繁的今日，精心設計每個單元的對話，將節慶與文化放置於真實的對話
情境中，透過外國人有趣的觀點，討論中西文化與節慶的異同，激盪出更多思考空間。

取材自 Culture Link

Online Resource PPT

相關資源

More Info Caves 
WebSource

教材特色 FEATURES

重點單字學習法

Lead-in 節慶介紹

延伸討論題目

“Did You Know?”

真實對話情境練習

能力目標 BENEFITS

能透過上下文推敲單字意義，主動增加字彙量。

能提供語言知識以外的軟性文化知識，增進文化實力。

能鼓勵學生表達自我意見，同時深入思考各節慶意義。

能透過了解節慶背後的文化故事，引發對節慶來源的好奇心。

能在進行文化討論時，理解並包容不同文化的觀看角度。

文化素養

溝通能力適應能力

求知能力

語文素養

1 Level

豐富中華節慶介紹
提升跨文化閱讀與溝通軟實力

https://www.cavesbooks.com.tw/EC/Books_Prod_ERP_Content.aspx?SHOPID=WSP201212121401389NW&GID=GDS20190819115350JG6
https://www.cavesbooks.com.tw/EC/Books_Prod_ERP_Content.aspx?SHOPID=WSP201212121401389NW&GID=GDS20190819115350JG6
https://www.cavesbooks.com.tw/EC/Books_Prod_ERP_Content.aspx?SHOPID=WSP201212121401389NW&GID=GDS20190819115350JG6
https://supr.link/Rr0Xu
https://supr.link/sr6Z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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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ine Resource

教材
簡介

適用
課程

閱讀聽力高分過 / 英檢萬試達
出版社Caves Books 

《英檢萬試達系列》分為初級與中級兩個級別，收錄六回全真模擬
試題及解析，完全仿照全民英檢之題型及題數。

《閱讀高分過系列》及《聽力高分過系列》亦分為初級與中級兩個
級別，各收錄十回測驗試題及解析，紮實訓練閱讀、聽力應試技巧。 

高中英檢訓練課程、英語補救教學
大學英文初 / 中級聽力與閱讀、初 / 中級英文寫作與口說練習

　　口碑最高的新制全民英檢過關寶典

A1 A2 B2B1 C1

全民英檢最新題型模擬試題，學生可藉由最新題型的練習，確實掌握改制以後的英檢準備重點。
題目收錄不同類型文本，並增加閱讀材料的長度，訓練學生快速分析與整合的能力。

取材自《初級閱讀高分過》、《中級英檢萬試達 》

相關資源

適應能力

毅力溝通能力

批判性思考 /
問題解決能力

語文素養

教材特色 FEATURES

模擬試題 

新制英檢題型

最新議題內容

多元考題類型

口說題目

能力目標 BENEFITS

能提升全民英檢初級 / 中級程度聽說讀寫能力。

能透過新版英檢題型，提升素養及思考能力。

與時俱進的考題內容，能幫助增進應考臨場實力。

能培養解題的耐心與細心。

能針對常見題型準備充分、侃侃而談。

Caves WebSource
高分過 

Caves WebSource
萬試達 

More Info

2 Levels

https://www.cavesbooks.com.tw/EC/Books_Prod_ERP_Content.aspx?SHOPID=WSP201212121401465WE&GID=GDS201609141144066KS
https://www.cavesbooks.com.tw/EC/Books_Prod_ERP_Content.aspx?SHOPID=WSP201212121401465WE&GID=GDS201609141144066KS
https://www.cavesbooks.com.tw/EC/Books_Prod_ERP_Content.aspx?SHOPID=WSP201212121401465WE&GID=GDS201609141144066KS
https://www.cavesbooks.com.tw/EC/Books_Prod_ERP_Content.aspx?SHOPID=WSP201212121401465WE&GID=GDS201609141144066KS
https://www.cavesbooks.com.tw/EC/Books_Prod_ERP_Content.aspx?SHOPID=WSP201212121401465WE&GID=GDS201609141144066KS
https://www.cavesbooks.com.tw/EC/Books_Prod_ERP_Content.aspx?SHOPID=WSP201212121401465WE&GID=GDS201609141144066KS
https://www.cavesbooks.com.tw/EC/Books_Prod_ERP_Content.aspx?SHOPID=WSP201212121401465WE&GID=GDS201609141144066KS
https://www.cavesbooks.com.tw/EC/Books_Prod_ERP_Content.aspx?SHOPID=WSP201212121401465WE&GID=GDS201609141144066KS
https://supr.link/nP7oY
https://supr.link/YeGNq
https://supr.link/j3Y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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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
簡介

適用
課程

Vibe-21st Century Strategic Listening
作 者Stefan Kostarelis et al.
出版社Caves Books

全系列教材收錄多元豐富的聽力類型與內容，包含日常生活對話、
校園對話以及短文聽力練習，透過各種聽力技巧及策略的訓練，讓
學生有效地掌握英語內容的關鍵重要資訊。

中學 | 英語課程、英語聽力加強課程：英語聽講
大學 | 大學英語：英語聽講練習、英語聽力與表達、英語聽力技巧訓練

在互動中，享受英語聽講的美好氛圍

A1 A2 B2B1 C1

Online Resource

PPT

相關資源

More Info Caves 
WebSource

Test Bank

除了任務型的聽力訓練，更針對 EFL 學生，加強訓練易混淆的發音。透過發音小提點，
修正 EFL 學生發音的通病，同時提升英語聽力及口語表現。

取材自 Vibe Level 2

教材特色 FEATURES

Skills 聽力技巧訓練

課後活動 Let’s Do It! 

口語用法補充

對話內容設計

補充主題相關知識

能力目標 BENEFITS

能提升聽力技巧，加強聽力速度與準確性。

額外加強口說與互動練習，能將 input 轉換為 output。

能聽懂常見的英語口語用法，貼近實際會話情境，調整用語。

能認識、理解不同文化，培養國際觀，溝通無障礙。

能增進知識，延伸思考與多元主題相關的議題。

適應能力

溝通能力文化素養

批判性思考 /
問題解決能力

語文素養

3 Levels

https://www.cavesbooks.com.tw/EC/Books_Prod_ERP_Content.aspx?ShopID=WSP20121212140138UQW&GID=GDS20170623095120S0Y
https://www.cavesbooks.com.tw/EC/Books_Prod_ERP_Content.aspx?ShopID=WSP20121212140138UQW&GID=GDS20170623095120S0Y
https://supr.link/40lbc
https://supr.link/mnVil
https://www.cavesbooks.com.tw/EC/Books_Prod_ERP_Content.aspx?ShopID=WSP20121212140138UQW&GID=GDS20170623095120S0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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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
簡介

適用
課程

English Works for Journalism
作 者Andre Louw
出版社Caves Books 

本書為 Caves ESP 系列教材之一，取材自《紐約時報》、《美國之音》
以及《路透社》。每單元另提供專業新聞深入報導，以及新聞訪問或
採訪兩部影片，讓學生能透過畫面了解報導內容。

中學 | 英語選修課程：新聞英語、英語新聞聽講
大學 | 大學英文（進階）：新聞英語、媒體英語 / 文、時事英文選讀

一次到位！掌握新聞英語聽說讀寫要訣

A1 A2 B2B1 C1

PPT

Test BankOnline Resource

相關資源

Caves 
WebSource

More Info

教材特色 FEATURES

主題多元的真實報導

“Extended Reading”

新聞從業名人介紹

“Presentation”

Newsflash 新聞用語

能力目標 BENEFITS

能藉由真實新聞報導，認識更多世界熱門話題與著名事件。

能學習更多延伸主題新聞，培養世界觀。

能透過窺探名人背景、事蹟，激發學生對新聞產業的好奇心。

能習得採訪、蒐集資料，製作新聞稿，及播報新聞的能力。

能分辨新聞英語與日常用語的差別，調整英語字詞及語句。

16

Spread the News 

Presentation

A.  Before you watch, fill in the blanks with the correct words from the box.  
Make changes if necessary.

injury          medal          record          comeback          highlight

1.	The	athlete	suffered	a	great	loss	in	his	previous	                          . 

2. Following the finals, athletes received their gold, silver, and bronze                           .

3.  The                            of the day was Liao’s amazing performance in weightlifting. 

4.	He	set	a	world	                           in the clean and jerk 69 kg weight class. 

5.	In	2016,	Liao	spent	a	month	in	a	wheelchair	because	of	a	serious	                          .

B.  After you watch, read the sentences and number the order of events discussed.

 Local fans cheered Adam Liao for bagging a gold medal. 

 Liao smashed a world record in men’s weightlifting. 

 Medals were awarded following finals in fencing, diving, and judo.

	 A	new	record	of	199	kilograms	was	set	by	Adam	Liao.	

	 Liao	only	managed	a	bronze	in	the	2017	championships.		

Work with a partner and compile 
your own 1-2-minute news report 
on the 2017 Universiade in Taipei. 
Present your report in dialogue 
form. Your report should include 
the venue, event category, 
medal winners, and other facts 
and records. You can do some 
research online. 

2

7

            

       

       

       

       

       

       

       

       

       

 

A running shot refers to a filming technique 

in which the camera moves to follow a moving 

person or object. In recent years, remote-

controlled drones have been used for capturing 

these shots.

82

Spread the News 

Presentation

A.  Before you watch, fill in the blanks with the words from the box.  
Make changes if necessary.

blast          traumatic           suicide          instinct          survival

1.	                        bombers sacrifice their own lives when they detonate explosives. 

2.	How	the	woman	managed	to	stay	alive	is	an	incredible	                        story. 

3.  When the bomb                        , everything was plunged into darkness. 

4.	Living	through	a	terrorist	attack	is	a	very	                        experience for most. 

5.	Despite	serious	injuries,	Gill	lived	because	of	her	strong	survival	                      . 

B.  After you watch, read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and circle True (T) or False (F).

1.	Gill	Hicks	was	on	her	way	home	from	work	on	the	day	of	the	attack.	 T     F

2.	The	19-year-old	terrorist	on	Hicks’	train	carried	the	bomb	in	his	backpack.	 T     F

3. Twenty-six of the deaths on the day of the attacks were caused by Lindsay.  T     F

4.	Today,	Gill	Hicks	is	able	to	walk	again	with	the	aid	of	prosthetic	limbs.	 T     F

5.	A	former	magazine	director,	Hicks	currently	works	as	a	full-time	lawyer.	 T     F

In groups, present an analysis of a 
modern-day terrorist attack. 
You should research the parties 
involved, possible reasons for the 
attack, and international reaction, 
then come up with solutions to 
issues like this. The presentation 
should include PowerPoint slides 
and a Q&A session at 
the end.

14

55

             

        

        

        

       

        

       

       

       

       

       

        

 

Shotgun microphones are long and thin 

microphones in the shape of a gun barrel. 

They are aimed directly at the sound source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the recordings. They’re 

most commonly used at press conferences, 

conventions, and lectures, so speakers don’t have 

to hold microphones when addressing the 

audience. The equipment used in filming 

for receiving sound is called a boom 

microphone.

每單元的「Spread the News」收錄新聞採訪影片，透過生動且真實的 SNG 連線播報畫面，
幫助學生看懂英語新聞報導，並提升對各新聞主題的敏銳度。

取材自 English Works for Journalism

適應能力

溝通能力求知能力

批判性思考 /
問題解決能力

文化素養

1 Level

https://www.cavesbooks.com.tw/EC/Books_Prod_ERP_Content.aspx?SHOPID=WSP201802121328263OP&GID=GDS20180529094558GGK
https://www.cavesbooks.com.tw/EC/Books_Prod_ERP_Content.aspx?SHOPID=WSP201802121328263OP&GID=GDS20180529094558GGK
https://supr.link/VHx5Y
https://supr.link/W3ROX
https://www.cavesbooks.com.tw/EC/Books_Prod_ERP_Content.aspx?SHOPID=WSP201802121328263OP&GID=GDS20180529094558GG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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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
簡介

適用
課程

Business Result, Second Edition
作 者John Hughes et al.
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職場潛力股必備的一套商用英語教材，全方位培養學生之國際溝通能
力。以現學現用為目標，設計真實情境，提高學生學習動機的同時，
給予大量練習英語口說的機會。 

中學 | 應用英文課程、英語選修課程：商業英語聽講
大學 | 國際商務英語、商管英語溝通、國際職場文化

塑造軟、硬實力兼備的職場能人

A1 A2 B2B1 C1 C2

結合遊戲，提供豐富多樣的職場情境、對話範例，培養國際職場的英語溝通能力。
取材自 Business Result (2/E) Pre-intermediate

教材特色 FEATURES

國際職場情境

雙重單元目標

對話信件範例

information gap 任務

影片引導自我反思

能力目標 BENEFITS

能應各商業場合需求，用合適的英語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互動。

透過追求英語學習目標，同時培養職場積極行動力。

能使用準確英語語詞文字，達成有效的國際職場溝通。

能對陌生事物產生求知欲，以精準的英語提問，獲得所需的資訊。

能以英語整合不同的觀點，建構個人與企業的商業及社會價值。

求知能力

溝通能力自發能力

批判性思考 /
問題解決能力

文化素養

6 Levels

Test BankOnline Practice

Online Resource

相關資源

More Info

線上練習 / 線上資源
統一入口

https://www.cavesbooks.com.tw/EC/Books_Prod_ERP_Content.aspx?SHOPID=WSP201902011756124MM&GID=GDS201809041409342AE
https://www.cavesbooks.com.tw/EC/Books_Prod_ERP_Content.aspx?SHOPID=WSP201902011756124MM&GID=GDS201809041409342AE
https://www.cavesbooks.com.tw/EC/Books_Prod_ERP_Content.aspx?SHOPID=WSP201902011756124MM&GID=GDS201809041409342AE
https://supr.link/DJbGv
http://www.oxfordlear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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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ine ResourceOnline Resource

世界名著完整收錄，
讀小說就從經典開始

為個人英語學習與
閱讀興趣量身打造

Caves 
WebSource More Info

Online 
Resource More Info相關資源 相關資源

教材特色 FEATURES

經典長篇文學故事

故事情節

精美插圖

精選經典名著

各國小說

教材特色 FEATURES

文本體裁多元

閱讀問答活動

Project Work 活動

涵蓋豐富議題

收錄當代作品

能力目標 BENEFITS

能提升英文閱讀、理解與寫作能力。

能培養對未知事物的好奇心。

能運用想像力詮釋圖像並撰寫新的故事。

能提升文學素養，增進言談的深度與廣度。

能從故事中，認識不同國家的文化與習俗。

能力目標 BENEFITS

能提升各體裁英文文字理解及寫作能力。

在接收資訊的過程中，保持好奇心。

能搜集並統整延伸資訊，設計海報、創作故事等。

能增進英語言談中的人文涵養。

能從文本中，認識當代各國的文化與風情。

Caves Select Series
出版社Caves Books

Penguin Readers
出版社Penguin Random House UK

教材
簡介

從美國《School Library Journal》讀者
票選的「21 世紀青少年百大小說」中，
精心挑選經典故事，搭配專業錄音員朗
讀文句，帶領讀者身歷其境，拿起書本、
戴起耳機，就彷彿走進故事之中。

適用
課程

中學 | 英語選修課程：英文小說與故事選
讀、英語閱讀與寫作
大學 | 英文小說文學、英美文學選讀、用
寓言小說學英文、英文讀本欣賞與應用

教材
簡介

一套專為非英語系讀者撰寫的系列分級
讀本，囊括廣受歡迎的經典文學、現代
小說以及涵蓋傳記、議題等非小說類作
品，並提供閱讀活動，幫助學生發展閱
讀及思辨能力。

適用
課程

中學 | 英語進階閱讀、英語小說社團、
寒 / 暑假英語延伸閱讀
大學 | 英語閱讀與思考、英文文學賞析、
英語閱讀技巧訓練

A1 A2 B2B1 C1

溝通能力

求知能力文化素養

創造力

語文素養

溝通能力

求知能力文化素養

創造力

語文素養

8 Levels A1 A2 B2B1PreA1 C1

https://supr.link/bD8wF
https://supr.link/jkvhP
https://supr.link/SHuww
https://supr.link/nGVT2
https://www.cavesbooks.com.tw/EC/Books_Prod_ERP_Content.aspx?SHOPID=WSP201212121401397SJ&GID=GDS201901171748469FV
https://www.cavesbooks.com.tw/EC/Books_Prod_ERP_Content.aspx?SHOPID=WSP20121212140139J19&GID=GDS202010231016236S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