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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於1998年的TutorGroup教育集

團，是全球首間提供365天24小時

服務的線上英語教學企業。憑藉優

秀的師資、良好的服務，迅速成長

為全球頂尖英語培訓品牌。集團首

創全球線上語言學習平臺，由美國

矽谷核心研發團隊新創獨步全球的

雲端計算整合服務。多元化課程體

系、隨到隨上的靈活排課，專業認

證的全球師資，為學習者提供最高

效的真人線上、即時互動語言學習

平臺。

獲得的肯定與榮耀

策略夥伴

阿里巴巴集團－創立於1999年，提

供電子商務在線交易平臺服務，業

務包括B2B貿易、網上零售、購物

搜索引擎、第三方支付和雲計算服

務。旗下的淘寶網和天貓在2012年

銷售額達到1.1萬億人民幣，超過亞

馬遜公司和eBay總和。英國《經濟

學人》雜誌稱其為「世界上最偉大

的集市」。

新加坡淡馬錫投資公司－新加坡政

府財政部對其擁有100%的股權，至

2013年3月31日的財政年度，全年

盈利約83億美元。

啟明創投－中國領先的創業投資機

構，目前管理資金總額近11億美元，

投資超過60家企業。

SBI集團－世界著名的綜合互聯網金

融集團。除打造了完全基於互聯網

的證券、銀行、保險、外匯保證金

交易平臺、私設證券交易系統（PTS）

等金融服務業務以外，還是亞洲最

大的風險投資機構之一。復思基金

是SBI集團和復旦大學旗下復旦復華

共同發起成立的基金，主要投資於

教育相關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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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創TutorGlass，重新定義未來學習

‧SBI集團透過旗下教育專項基金—復思基金入股，
 成為TutorGroup策略夥伴

‧TutorGroup榮獲阿里巴巴集團、新加坡投資公司
  淡馬錫和啟明創投1億美元融資

‧TutorGroup與前NBA全明星球員姚明簽訂合作協定

‧「TutorMobile 行動學習系統」、

  「Quick Session服務」

   榮獲資訊月百大創新產品金質獎

‧榮獲第二屆臺灣數位學習金質獎「電子白板教材軟體」與
 「創新行動學習應用軟體」殊榮

‧獨步全球發表平板電腦真人互動學習系統TutorMobile，
  開啟行動學習紀元

‧TutorMobile榮獲100年資訊月「傑出資訊應用暨產品獎」

‧榮獲新浪網「2011最具品牌知名度外語教育機構」
「2011十大知名網路教育機構」

‧APEC中國企業價值榜「年度最具成長潛力企業」

‧「CloudMeet雲端互動系統」再獲「傑出資訊應用暨產品獎」

‧CEO楊正大博士受邀擔任兩岸華人領袖高峰會與談嘉賓

‧CEO楊正大博士受邀擔任北京人民大學商學院60周年院慶論壇嘉賓
‧榮獲經濟部第八屆e-21
 「十大金網優質獎」殊榮

‧與台灣大學合作成立全球中文學習網

  NTUtorMing，開創產學界合作先例

‧榮獲《紅鯡魚》(Red Herring) 

  全球創新100強企業

‧TutorGroup獲啟明創投注資1500萬美元，

  加速拓展大中華市場

2013

‧榮獲資訊月「傑出資訊應用暨產品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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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明，一個舉世皆知的名字，一個高大出眾的形象。

從NBA球場上震撼全場的「移動長城」到投資者、慈

善家甚至教育家，姚明讓世界見識到了他退場後的華

麗轉身。儘管角色轉換，不變的仍是他傳達出的一

股謙遜篤實的特質；他的成功並非全來自於先天優

勢，而是他的力量。

或許很難想像，現今能夠在國際場合說著一口流利

英語的他，2002年初挑戰N B A 時卻總透過翻譯受

訪，這樣的障礙也讓他決心超越，抱持打籃球一樣

的態度；靜下心、勇敢說、勇敢講。對的環境與積

極的態度，短時間內他的英語就突飛猛進，如今的

他言談中不僅更添自信，也更有力量。他曾表示：

「學習語言就是為了融入這個社會，學英語就是為

了和世界接觸。」

事實證明，姚明的確成功躋身國際，這股語言的力

量幫助他看得遠也站得高，即使退下籃壇舞台，他

仍然有俯瞰世界的高度；也讓他反思關注下一代教

育，他深切體認到語言的重要性，於是開始致力幫

助偏鄉地區孩童英語教育，可以讓他們的人生有更

多機會與選擇。然而偏鄉地區教育的困境即在於軟

體與師資的匱乏，若只是捐助電腦，也無法達成教

育普及化。

因為這樣契合的理念，TutorGroup與姚明有了合作

的機會，TutorGroup成功打破地理時差限制，將全

世界的優秀外籍師資與教材帶到學習者面前，一舉

解決姚明原先所憂心的軟體與師資問題。姚明在使

用過後更驚喜表示：「TutorGroup能提供真實的語

言環境，讓我接觸全世界最優秀的外教（外籍教師），

在我需要的時候、有任何問題的時候，都能夠找到

相對應的教材進行學習。」

姚明運用了語言的力量，讓他持續站立於世界的高

處。現在就讓語言也成為你內在堅實的力量，改變

可以立刻開始，現在就一起見證語言的力量，見證

更好的自己！

與姚明攜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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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torGroup創新啟動真人實境學習模式「TutorGlass」，讓

身歷其境的英語學習法徹底實現。TutorGlass由美國矽谷及台

灣的技術團隊共同研發，利用搭載穿戴科技的眼鏡，讓外籍

教師使用此眼鏡時，在任何地方所見、所聽、所說的內容，

能透過網際網路傳送到學員的電腦或行動裝置上，因此學員

可以同步和在地球另一端的老師互動，就好像親臨現場一樣，進行

一堂教學場景隨時在改變、移動的真人實境英語課，藉此加

深學習印象，並且了解如何將英語應用在真實生活中。

TutorGlass不僅是結合科技和英語教育所推出的獨家學習服

務，在線上教育的發展上更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讓教室不僅僅

限於單一地點，教材不只是課本或ppt檔案，而是真實的生活

場景，強化互動學習的精神，重新定義人類未來的學習面貌。

互聯網已快速改變人類生活，近年來 sharing economy和

on-demand service(分享經濟、隨選經濟)在全世界掀起風

潮，例如以行動應用程式連結乘客和司機的Uber、線上住

宿分享平台Airbnb。自由、個人化的便利性已經對傳統產業

產生巨大衝擊。但以上二者都必須提供有形的資產，且受限

於時空。TutorGroup的線上學習平台卻早在創立之始，就

提供了自由、個人化的on-demand learning（隨選學習）

服務！意即能任意學你想學、要學的！在這裡擁有全球的線

上師資服務，消弭時空限制，你可以自由選擇學習英語的時

間、頻率、主題、甚至是老師與同學！例如一位計畫到英國

攻讀法律的學生，就能指定相關背景的英籍顧問，配合他的

時間，在行前針對相關用語與口音為他先打底，百分百切合

個人需要，不必遷就於僵硬的群體式教學，學習自由度超越

目前所有教育體系，TutorGroup率先做到了。

重新定義未來學習

隨選學習

真人實境

獨步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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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學習」是許多國際級趨勢專家和媒體所共同關注
的話題。大前研一曾提出，透過網路媒介，未來日本人的
英 語 老 師 ， 可 能 並 不 住 在 日 本 ； 紐 約 時 報 的 資 深 記 者
Steve Lohr也呈現出一幅新場景：一位印度的媽媽坐在家
中地板上，透過電話教加州孩子學化學。

這樣的場景，對於很多人來說可能還是「未來式」，但在
TutorABC，卻已經是真實的「現在進行式」。線上、真
人、即時互動的視訊學習系統，讓你只要連上網路，就能
讓全世界最優秀的英語老師成為你的家教，有效提升你的
語言力。TutorABC的出現印證了科技的發明，始終來自

創造全球化學習

於人性的需求，運用科技的輔助，讓英語學習從此進入
一個嶄新的紀元。過去，沒有任何學習方式能夠不受時
空限制，也沒有人能夠把分散在世界各國的外籍顧問都
請到家中擔任自己的私人英語家教，更沒有人可以享受
自己專屬量身打造的獨特教學模式，然而，TutorABC
讓這一切都實現了。

全球化的時代，需要的是全球化的競爭力，TutorABC
將為你打開世界的大門，是 你 邁 向 國 際 不 可 或 缺 的 捷
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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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優勢打造專業英語力

開啟國際視野，邁向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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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英語還要遷就補習班的固定課表？工作忙碌導致

學習斷斷續續？這是許多人的共同經歷，也是難以

學好英語的原因之一。時代持續進步、生活不斷改

變，你的英語學習法也必須超越傳統，而TutorABC

就是讓英語力與時俱進的首選！

在TutorABC，你過去所有的學習阻礙都不再是問題。

無須舟車勞頓往返補習班、不再因戶外颳風下雨把

自己弄得很狼狽，只要待在舒舒服服的家中連上網

路，TutorABC英語學習平台就為你24小時全天候開

放，想學就學！你可以在天剛破曉、精神最好之際

開始學英語，也可在夜晚臨睡前，在床邊悠哉地上

網學習，上課時間完全自由安排，依你的生活作息

為準。

全年無休開課

學習彈性自由
找了外籍家教，沒想到老師不專業。

買了一堆教材，卻沒時間唸，結果不了了之。

報名了補習班，可是教的東西卻不是自己要學的。

雖然知道英語很重要，但你的學習路，總是受到各種

因素干擾?

TutorABC獨家研發「動態課程生成系統」

（Dynamic Course Generation System，DCGS）與

「學習追蹤系統」（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LMS），為你的學習路精準導航，讓你一次學到位，

不再因錯誤的學習方式虛擲金錢時間。

專屬學習系統 設計個人化課程

24H線上互動

化解學習障礙

TutorABC獨步全球開發，可依照你的職業、興趣、

語言程度等個人化屬性，配對最符合的教學顧問、

教材及同學，並且記錄您每一次的學習喜好、意見

及回饋，優化未來的所有課程，精準滿足學習需求，

有效練就好英語。

全球首創！

動態課程生成系統
同樣由TutorABC研發，能針對每一位學習者所學過

的教材及諮詢顧問等學習過程，做出詳細的紀錄，

完整追蹤學習成效，並深入分析學習者的個別情況，

以解決所有學習問題。

獨家研發！

LMS學習追蹤系統
不僅全天候自由學習，TutorABC更提供免費的課後

錄影檔，讓你時時刻刻回顧精彩實況、溫故知新。

課堂中不必抄筆記，可以專心和外籍顧問練習會話，

課後再利用錄影檔重複播放，有效加深學習印象。

上課彈性，靈活複習，你的英語力自然隨時保持在

最佳狀態！

課後免費錄影檔

隨時重溫英語時光

學英語最有效的方法，並不是一次埋頭苦幹、投入

數小時鑽研苦讀，這樣只是徒費心力，更扼殺了英

語的學習樂趣。TutorABC強調「少量多餐」概念，

一堂課45分鐘不多不少，正好讓學員集中精神、輕

鬆吸收課堂內容，更有10分鐘「隨選快課」，讓你

充分利用生活中的零碎片刻，有效補充語言能量，

每天都能維持卓越英語力！

每天45分鐘 
維持英語語感1 2

13 14

系統
DCGS

相近程度的

同班同學

符合你愛好的

外籍顧問

你感興趣的

課程內容

量身訂製的學習體驗

旅行

你的興趣
你的等級和
提昇目標

你的產業
和職業

美食

聆聽

會話

醫療保健 工程師

「動態課程生成系統」



學英語要學得又快又好，好的師資絕對不可或缺，來自全球超過

60個國家的三千多位顧問，皆通過TESOL、TEFL等專業認證，具

有商學、法律、企管、傳播、工程、文學、藝術等專業背景，讓

你的學習全年不打烊，隨時都能擁有最合適的專屬英語家教。在

TutorABC，學習不僅無時間限制，更打破地理限制，今天你可能

與英國生物學專家學習生物知識，明天你就聽美國電影工作者暢談

拍攝趣聞，甚至能與新加坡金融人才分享投資心得！國際競爭力

和世界觀的培養，不用出國，在TutorABC彈指可及。

3000位以上外籍顧問

聯手提供學習日不落服務

傳統教學採取單向評鑑，只有老師為學生打分數，只有老師了解

學生的吸收程度、決定採用哪種教學方式，學生更是只能被動接

受。TutorABC徹底顛覆這種不對稱模式！在這裡，系統會針對

學員的條件，主動配對最合適的外籍顧問，你也能提出需求，請

客服為你安排顧問。每次課後，你都能評鑑顧問的教學能力，更

令人驚訝的是，外籍顧問的鐘點費是由學員的評鑑分數決定！這

種教學分享互動的方式，讓顧問在上課時，會積極主動回應每一

位客戶的需求，不僅最大化你的學習效益，更確認了非常重要的

一點：學英語的主角就是你！

顛覆傳統模式 
你是英語課的主角

會說英語就能當英語老師？無法篩選外籍老師品質？這種情況在

TutorABC完全不可能出現。TutorABC的外籍老師，我們稱為顧問，

顧名思義，他們不是高高在上的「知識傳授者」，而是容易親近

的「知識分享者」，透過真人互動的方式，與所有學習者一起分

享學習英語的樂趣。目前，TutorABC共有來自全世界的三千多位

專業外籍顧問，無論你的學習需求是什麼，TutorABC都能為你安

排適合的人選，不必負笈千里，不必上山拜師，只要打開上課平

台，全球各地的顧問立即躍然眼前，有如你的私人家教，為你創

造全英語環境。

全球外籍顧問

請來當家教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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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競爭對手來自全世界的時代，學英語是分秒必爭的競賽；因此，你需要的是一間打

破時空侷限的教室。回顧以往學習英語的經驗，不外乎得背著厚重的書本，甚至還有英語

字典，屈就固定的時間地點，無論是加班、聚會、交通因素都會影響你的學習，不但得奔

波往返，更大大限制了生活的自由度。科技的起因源自於給人們方便的生活，網路時代的

新學習模式，應該是教室跟著你，而不是你侷限在教室中！

在TutorABC，只要連上網路，使用電腦、筆電、平板甚至手機，馬上開啟雲端學習之旅，

時時即課堂，處處皆教室，拋開以往的侷限性與沉重負擔，無論何時何地，都能與外籍顧

問進行密切的線上互動；24小時自選課程，再冷門的上課時段，也阻擋不了你學英語的熱

情，讓你的學習有了無限的彈性，輕鬆提升英語能力。

行動學習

英語力帶著走4

獨家研發App　平板手機掌握英語力  

隨時隨地展開行動學習，置身全英語環境不必出國。

真人互動教學，讓你自然掌握語言中最微妙的情緒。

網路直播課程，深入淺出帶你了解語言背後的文化。

學習無國界，全球24時區都能找到你的專屬顧問。

1

2

3

4

TutorM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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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是線上教學機構，課程排定卻難

以更動，取消或延期還要親赴櫃檯？

臨時會議，身體不適、停電斷線……

意外狀況導致上不了課，學費虛擲？

在TutorABC，完全沒有這樣的問題！

保護客戶權益 體貼入微

24小時專業客服 保護客戶權益5
全天候客服 熱誠不打烊

除了真人客服，我們更擁有專

業的網路工程師，在課程進行

中，可根據你的反應需求，立

即性排除所有狀況，讓你的學

習品質獲得保障。

你可能不知道，TutorABC除了二十

四小時不打烊的課程、技術客服之外，

我們還有一個獨步產業的部門－客戶

保護部。因為我們認為，唯有保護好

客戶，用客戶的聲音管理自己品質，

不管你在全球的任何角落，

TutorABC客服團隊都隨時為

您待命。舉例來說，如果你是

位忙碌的醫護工作人員，只有

凌晨3點能抽空上課，如果是

坊 間 的 線 上 學 習 機 構 恐 怕 無 法
提 供 服 務 ， 另 外 ， 若 一 旦 遇 上
斷線，TutorABC絕對以你的權
益 優 先 ， 可 立 刻 為 你 銜 接 合 適
的 課 程 與 顧 問 ， 更 再 回 饋 你 相
對堂數。

才能提供最真實也最貼近的服務。

我們傾聽每一位客戶的聲音，注意

每一位客戶的反饋，在這裡你無須

擔心會被忽視，因為背後有一支頂

尖團隊時時刻刻呵護你的權益。

我們的客服團隊全年無休，24小時待命，只要透過網路或電話，就能為你取消、改訂或復還課程，做到百分百

的細膩服務。除此之外，學習上的大小事，通通為你搞定。

19 20

江皇樺
律師

要讓英語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關鍵在每天開口講，
TutorABC幫我做到了！

從看不懂英語書信到與國外總
部對談，高速進步就靠
TutorABC！

陳秉宏
外商主管

張柏恩
國立大學講師

我用教育業的標準來
看，這裡的師資相較
強大許多，最終還是
選擇TutorABC。

TutorABC讓我成功通過
語言檢定，實現英國留學
夢想！

袁支翔
倫敦政治
經濟學院

電影工作者

廖大緯
國際不動產

投資師 (CCIM)

不只是學英語，
TutorABC更像是把整
個世界帶到我面前！

TutorABC全英語互動環
境幫助我以全英語靈活
授課！

莊慧謙
航空培訓中心

講師



在

學英語變得很容易
以下這些，是你心中的疑問嗎？

唯有置身在真正的語言環境之中，進步才顯著。TutorABC強調用英語學英語，
創造100%全英語環境，讓你和母語人士一樣直接英語思考，開口流利無比。
課後提供免費錄影檔，還可下載教材無限複習，從此不必手忙腳亂抄筆記、
死背單字文法，輕鬆進步效果驚人。

學了那麼久，還是不見效果？Q

A

TutorABC採取線上、真人、即時互動的視訊學習系統，讓你自由決定上課時間，
三百六十五天二十四小時皆可上課，只要上網預約，時間就掌握在自己手中。
另外針對忙碌的現代人，特別推出十分鐘「隨選快課」，讓你積少成多，掌握時間充分學習。

工作太忙，抽不出時間學英語？Q

A

在TutorABC，學習地點由你決定！再也不用奔波往返補習班，也無須忍受不舒適的學習環境。
只要透過網路，就能在任何地方以真人互動方式學習，完全不受時空限制，
節省大筆交通時間和精力，英語力自然大幅提升。

學英語一定得舟車勞頓？到補習班人擠人？Q

A

TutorABC上課注重隱私，這是許多企業老闆與名人選擇TutorABC的原因。
透過網路視訊上課，你能看見外籍顧問，顧問與同學卻看不到你，真實身分絕對不曝光。
一堂課平均1~6人，你將有充裕時間可以練習口說，也不怕在別的同學面前丟臉，充分享受學習樂趣。

難克服心理障礙，不敢在眾人面前開口說英語？Q

A

學習英語幾乎都會面臨能力不均，不知從何加強的問題。TutorABC採精準分級制，
針對聽說讀寫能力細分為十二個等級，先詳細了解每位學員的既有程度，
再提出最適合個人狀況的建議課程，上課過程中可視學習狀況調整分級，保證最符合你的程度。

聽說讀寫能力不均，無法針對弱點加強？Q

A

21

學英語 從現在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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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torABCJr是由TutorABC專業成人線上英語學習品

牌延伸，針對8到18歲學生所設計規劃的線上真人即

時互動英語學習平台。旨在讓孩子接觸到最新的學

習方式，看見最豐富、與時俱進的教材，聽到最多

元的英語使用方式，進而說出最流利的英語。

我們全面檢視英語教學的缺點，讓孩子從小輕鬆學

習，愛上英語，進而能夠在生活中應用，並且培養

國際競爭力。

 

新時代學習模式

在TutorABCJr 孩子的學習歷程

輕鬆
學英語

獲得
好成績

大膽
開口說

擁有
成就感

愛上
學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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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浪潮。面對這樣的挑戰，在《世

界是平的》書中有一段話很傳神：「小時候我常聽爸

媽說：『兒子啊，乖乖把飯吃完，因為中國跟印度的

小孩沒飯吃。』現在我則說，『女兒啊，乖乖把書念

完，因為中國跟印度的小孩正等著搶你的飯碗。』」

科技跳躍式進步，國際產業版圖也快速轉移，生活在

二十一世紀，每一個人或多或少都能感受到「飯碗被

搶」的壓力，更擔心自己會在全球競爭的場域中被邊

緣化。未來，全球化只會越來越緊密，競爭也會越來

越激烈，您是否擔心自己的孩子，成為全球化洪流下

的輸家？

TutorGroup CEO楊正大博士表示：「根據相關研究，

世界溝通大門

開啟

未來，孩子的學習量是我們這一代人的30倍，但他們

的學習時間和資源卻相當有限。而面對當今知識爆炸

的時代，我們的孩子要打敗競爭對手，必須進行大量

的學習。如果依舊採用我們這一代的學習方式，集體

課堂、培訓班補課，那麼他的學習量是無法超越同年

齡的競爭者。」

在這樣的競爭中，每個人都需要掌握更多的訊息，才

能進一步拉大視野；有了開闊的視野，才能掌握未來，

打造全球競爭力，擴展自己生命的無限可能。

如何讓孩子在有限的時間裡，用最輕鬆的方式掌握最

多訊息，能將「碎片式學習」做最有效應用，就非線

上學習莫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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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用對學習方法嗎？觀念正確

英語一學就會
您經歷過學習英語的辛苦過程嗎？

您曾因為英語不好，在工作、國際場合上遭挫折？

大班制的課程，讓您的孩子無法發揮獨特性？

這樣的經驗，不想讓孩子也承受？

在TutorABCJr，我們給予正確學習英語的觀念，

讓孩子英語一次就學會，

成為孩子受用一生的利器！

TutorGroup CEO楊正大博士說：「我的母語是

中文，也在美國受教育，並在日本東京大學擔

任教職，經歷過不同文化衝擊，所以體會到語

言只是一種工具，學英語不是做學問，更不應

該只是記憶力大作戰。」所以，只要用對方法，

學會語言絕非難事，況且孩子正值記憶力最強、

學習力最旺盛的時刻，更必須用對方法，以免

耽誤了黃金學習時間，又抹煞了孩子對英語的

學習興趣。

楊博士觀察台灣以往英語教學的模式，認為

從學習方法、產業模式到師資的供需，都必

須進行系統性的檢討。於是決定導入正確的

語言學習方法，並且運用不斷進步的網路科

技，打造一個創新的、全球化的、不受時空

限制的語言學習平台。透過精確、縝密的流

程，發展出滿足每個孩子的獨特性，提供最

適合的學習方式。

師資無法驗證，孩子首當其衝成為受害者
死記硬背讓孩子喪失學英語興趣
課程一致性，無法符合孩子個人特性
班級人數太多，孩子上課無練習機會
師生關係不對等，家長難以反應意見
遷就補習班時間、地點，奔波勞累，還得
犧牲家庭時間

台灣孩子學習英語的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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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助孩子

學好英語的   大特色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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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家教式英語學習法     

親子同步成長
■家長參與孩子課程，成長不缺席
■了解進度，激發孩子學習動力
■完整追蹤系統定期報告，掌握學習成效

什麼樣的學習方式，能讓您與孩子大手牽小手一起前進呢？

TutorABCJr採用在歐美暢行的家教式學習法，能讓您與孩子的

親情與英語力同步升溫！

所謂的家教式學習，並非要您擔任督促的角色，而是讓您一起

參與孩子的學習，讓家長從在孩子背後提醒「要背單字、要念

書、準備考試」的權威者，轉變為孩子的學習夥伴，進而見證

孩子的進步！

以往孩子在學校、補習班的學習情形，您往往只能透過老師，

或是成績單才得知，但在TutorABCJr，隨時隨地的上課方式，

方便您一起參與孩子的學習，甚至能讓上英語課成為親子共同

時光。而完整的學習追蹤系統（LMS），可詳細的紀錄下孩子

每堂的出席的情形，以及聽說讀寫能力的程度，更有專業客服

定期關心學習狀況，讓您輕鬆掌握孩子的情況。

而您也無須擔心自己的英語程度能否給予孩子幫助，這將會是

我們的責任，關鍵是您能否在孩子的學習過程中，付出關心和

鼓勵，更走在孩子的面前，讓孩子追隨您的腳步。

孩子在課堂上學習到的內容只是『吸收』，但只有在日常生活

中才能真正『應用』英語，台灣孩子多數有不敢開口說英語的

問題，主要的原因是怕犯錯，但犯錯才是學習語言的捷徑，在

TutorABCJr，我們提供給孩子一個安心犯錯，敢開口的環境！

家長需要時常提醒孩子應用英語。甚至有使用英語的機會時，

無論父母英語程度如何，都要先開頭示範，鼓勵孩子開口，父

母跟孩子一起犯錯，孩子才會更勇敢犯錯。孩子是喜愛模仿大

人的，每一位父母都是孩子的楷模，當您先以身作則，您會驚

豔於孩子的學習程度，遠遠超過您的想像！

在TutorABCJr，我們不只是提供孩子學習英語的環境，更提供

了一個親子同享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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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線上真人即時教學　

隨時隨地精進英語     

■全年24小時無休英語課，學習兼顧家庭時間

■課後下載教材無限複習

■單向視訊平台，克服害羞大膽說英語

心疼您的寶貝小小年紀，就得背著重重的書包往返補習

班嗎？假日想帶孩子出遊，卻總是得遷就補習班上課時

間？孩子的成長只有一次，您一定不願錯過與他們相處

的時光！

TutorABCJr是全球第一間提供24小時、線上真人教學的

企業。在這裡，您的寶貝可以在最舒服的地方學英語，

隨時隨地想學就學，天天24小時線上與外籍顧問輕鬆互

動。

3創造英語環境

培養國際競爭力   
■通過TESOL、TEFL認證的外籍頂尖顧問

■顧問耐心引導，糾正文法與發音

■用英語學英語，掌握語言邏輯

外國人會說英語就能教英語？您想為孩子找外籍家教，卻

又擔心對方專業無法驗證？

TutorABCJr為孩子嚴選三千位以上外籍顧問，超過六十個

國家，皆通過TESOL、TEFL認證，同時還與全球一百四十

多個英語教師培訓中心合作，更有效率為孩子篩選專業外

籍顧問。

您不用送孩子出國，TutorABCJr讓您將全球三千位外籍顧

問，通通請來當孩子家教！最優質的師資，直接反應出最

好的效果！

加入TutorABCJr，上課時間全部由您為孩子決定！您

可以帶孩子遊山玩水，卻不錯過學習，英語力與親子感

情兼顧。更可隨著個人時間自由安排堂數，寒、暑假可

為您的寶貝一天安排多一些堂數，平日則可讓寶貝在回

到家晚餐過後，享受45分鐘的全英語課程，不用出家

門就能有超越國際學校的好效果！

除了時間自由以外，專屬上課平台讓孩子上課不用抄筆

記，課程中孩子只要專心與外籍顧問互動，

顧問會將重點註記在教材上，課程後孩子再將教材下載

即可無限次複習。單向視訊的上課平台設計，讓孩子看

得見顧問，顧問和其他學生卻看不見孩子，即使再害羞

的孩子，在TutorABCJr也敢大聲開口說英語！

TutorABCJr的外籍顧問之所以來自世界各地，是因應全球

化的趨勢；在國際往來頻繁的今天，孩子們的未來可能會

與多國人士一起工作，甚至是將腳步延伸到全世界！因此

TutorABCJr為孩子細心篩選了來自世界各國的精英外籍顧

問，讓孩子用英語學英語、進入最真實的語言環境裡，以

學習母語的方法自然掌握語言邏輯。孩子的吸收能力和適

應力強，沉浸多元文化的孩子，未來比別人更多一分競爭

力！TutorABCJr讓孩子在全球化的競爭下，從小培養世界

觀，順利走向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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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獨家DCGS動態課程

生成系統     
■依個人程度、興趣及學校版本安排課程

■量身訂做，最適合才最有效

■世界唯一訂製課程，重視孩子的獨特性

孩子英語在聽說讀寫上

有沒有哪一部分需要特別加強？

教育政策改來改去，讓您擔心孩子承受課業壓力？

學校成績和個人興趣，您希望孩子都能兼顧？

5從           到

                 學習不間斷

完善分級制度

■依聽說讀寫能力細分等級
■解決從小到大學習需要
■程度分班小班制最多六人

TutorABCJr是針對8到18歲學生所設計的專屬英語課程，
據聽說讀寫能力分為12級。

第一次上課前，系統會為孩子進行語言程度分析，依孩
子的程度配對最適合的教材與顧問。

與您孩子同班的皆為程度相近的學習者，因此您不需擔
心孩子的程度超出同學，浪費學習時間；或是孩子的程
度偏弱，緊張跟不上進度。一到六人小班制，讓顧問能

Lv.1 Lv.2 Lv.3 Lv.4 Lv.5 Lv.6 Lv.7 Lv.8 Lv.9 Lv.10 Lv.11 Lv.12級別

課程

學習方法

階段

Stage

TOEFL IBT

TOEIC

IELTS

自然發音學習，詞彙句型複習，
基礎會話增加。

實時發音應用，詞彙句型變化
應用，以及情境對話應用。

口音訓練與熟悉，專業詞彙語法
應用，以及深度討論技巧學習。

「模仿」 「熟悉英語應用」

初級 基礎級

Beginner
Advanced
Beginner

<25 25-35

- 4-4.5

- 151-400

「指導」 「練習英語應用」

加強級 中級

Lower
Intermediate

46-65 66-95

5-5.5 6-6.5

405-600 605-780

「互動」 「提升英語知識」

中高級 高級

Upper
Intermediate

96-105 >106

7-7.5 8

785-900 905-990

Intermediate Advanced

照顧到每位孩子，孩子也能有充分時間練習，更能從顧
問和其他學習者的互動中學習。

上課過程中，顧問會觀察記錄孩子的聽說讀寫能力，替
孩子進行升降級的考核。您也能將升級制度做為鼓勵孩
子學習的機制，讓孩子看得見自己的進步，學英語充滿
成就感！

TutorABCJr的教材是專為孩子所設計，若您的孩子長大
後，或是程度已高於TutorABCJr等級，更可直接申請從
TutorABCJr轉為TutorABC，讓寶貝從小時候到成年課程
可一路銜接，應付從小到大的課業、生活需要，舉凡學
校大小考試、升學面試、留學準備，在TutorABCJr，學
習不間斷，讓英語一路伴孩子成長！

TutorABCJr獨家研發動態課程生成系統（DCGS），要

給每位孩子最有效的英語課！

對我們來說，每一位孩子都是獨特的，最適合他的，才

最有效！

針對每一位孩子聽說讀寫能力、興趣與學校使用版本和

年級，挑選最適合的課程，幫助孩子融會貫通，真正學

會英語。也能自行選擇有興趣或是想學習的課綱重點。

不管是從興趣入手或是加強學校課程，TutorABCJr都能

幫助孩子最有效學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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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
DCGS

相近程度的

同班同學

符合你愛好的

外籍顧問

你感興趣的

課程內容

量身訂製的學習體驗

旅行

你的興趣
你的等級和
提昇目標

學校版本
和年級

美食

聆聽

會話

「動態課程生成系統」

課綱重點 學年程度



立即加入

孩子輕鬆學英語！

孩子在成長期間，特別容易受同儕影響，但是您了解孩子在補習班的交友情形嗎？請家教又

擔心孩子沒有和同儕互動的機會？在TutorABCJr，採取程度相近的小班制，孩子可選取喜愛的友伴一起學

補習班龍蛇混雜，擔心孩子被影響？Q

A

台灣傳統英語教學只強調背單字和文法，即使雙語安親班，一班少說十人，一堂課下來，孩子可能只有

一兩次開口機會。在練習不夠的情況下，即使學了很久的英語，孩子還是視開口說英語為畏途。TutorABCJr

採取小班制，將聽說讀寫程度相近的學生排在一班，讓孩子不擔心程度被比較。更重要的是TutorABCJr

採用獨家上課視訊平台，只有孩子看得見顧問，顧問和其他學生卻看不見孩子，再害羞的孩子也敢大膽

英語學了那樣久，孩子還是不敢開口說英語？Q

A孩子下課後還得奔波至補習班，
連晚餐也沒辦法好好吃？假日安
排了全家出遊，但總得遷就
孩子補習班的上課時間？孩子的
成長只有一次，從現在起，別讓

下課後或假日還得往返補習班，不僅孩子累，也犧牲
家庭時間？

Q

A

會說英語就能當英語老師？不清楚外籍老師的專業程度？這種情形在TutorABCJr完全不可能出現。嚴選三

千位以上外籍顧問，超過六十個國家，皆通過TESOL、TEFL認證。不但上課平台有機制可即時反應學生意

見給顧問，課後更有評鑑制度，立即檢視顧問的上課情形，若孩子有喜愛的顧問，可將其放置課表中，反之

外籍老師專業無法認證，好師資無處尋？Q

A

孩子的成長，不能被沉重的填鴨式

教育給壓垮！孩子的學習興趣，更

不能被扼殺！TutorABCJr替孩子

省去了奔波勞累的路程，拿掉了沉

重的書包與教科書。在這裡，我們

孩子不喜歡上英語課？Q

A

孩子學了好久的英語，還是學不

好？考試成績總是讓孩子沮喪不

已？學英語要找對方法！在

TutorABCJr，讓孩子英語一次學

到會！學語言最有效的方式就是

讀再多，還是學不好？Q

A

沉浸在那種語言的環境中，猶如嬰兒學習母語的過程，TutorABCJr為孩子打造一個24小時的全英語環境，

讓孩子自然將外語內化成思考模式，在無壓力的情形下快樂學習，從此不需死背英語，聽說讀寫流利順

暢，自然也最有效！

補習班課程影響您與孩子的親子時光！TutorABCJr真人線上即時的授課模式，365天24小時只要連上網
路，外籍顧問線上開課！孩子可以下課後吃完晚餐，輕鬆地在家裡上課，只要有電腦、筆電、平板甚至
手機就能學習！
就連家庭旅行也不用擔心！不耽誤孩子的學習，更維持了您珍貴的家庭時光！

讓孩子在最輕鬆的地方學習，上課不僅不用抄筆記，課後還可以下載教材無限次複習。上課中孩子可以專

心地和外籍顧問互動，沉浸在全英語環境中，自然而然學會英語。更可以依照孩子興趣選取課程，舉凡運

動、音樂、卡通、自然一應俱全，讓孩子學習同時滿足求知慾，簡單愛上英語！

開口說，一開口就有成就感！

習，課程中可從顧問與同學的互動

中學習，孩子可享有45分鐘專心互

動英語的時間！在TutorABCJr學英

語，家長最放心！

孩子若有不習慣的顧問，更可以將

其排除在課表外，在這裡，師資由

我們為您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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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慧儀
新莊高中

TutorABCJr有世界各國的外籍
老師，而且用英語教英語，讓
我在台灣就能感受到國外環境
！為我出國留學做好準備！

華姿涵
桃源國中

我利用週末上課，45
分鐘的練習就能學到
很多！現在學校段考
都能輕鬆考滿分！

王甫森
民權國小

自從加入TutorABCJr，我就能
幫忙接聽爸爸壽司店外國客人
預約電話，和外國人溝通輕鬆
沒問題！

TutorABCJr開啟了我們
對英語的興趣，讓我們
立志往翻譯的路邁進！

陳薇安
陳雅荷

香港中文大學

學TutorABCJr之後，我
的英語可以對答如流，出
國進修馬術也不再需要翻
譯。

熊天祺
薇閣國中

因為我很喜歡運動，
TutorABCJr就替我安排和運動
相關的課程，讓我用興趣來學
英語，學起來非常開心！

郎德叡
靜心國小



比較項目 其他線上學習機構 傳統補習班 線上單向學習系統

線上真人

即時互動視訊

不一定是

真人視訊
實體教室上課 線上單向閱覽教材

彈性 有時間限制 固定 彈性

彈性 限用桌機上課 固定 彈性

專業外籍顧問 外籍人士
小班制8-20人

大班制20-80人
不限

1-6人 3-8人 傳統補習班 線上單向學習系統

學習追蹤系統
LMS

無 無 無

輕鬆有效率

成效驚人

師資專業難掌握
客服無法即時反應

學習狀況
時間空間難掌握

成效緩慢
無法練習口說

學習模式

學習時間

學習地點

學習對象

學習人數

有 無 無 無隨堂課後測驗

開放預習功能
課後可下載教材
免費課堂錄影檔

部分開放且需付費 無 單純瀏覽教材預習複習功能

動態課程
生成系統

分類不精細

無法客製化
無 無量身訂做學習內容

追蹤學習效果

學習成效

TutorABC
TutorABCJr

英語學習

機構比一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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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英語環境 

    輕鬆學習

Best Cho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