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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ABC》課程簡介與價格 

 更新日期：2021/2/9 

 

LiveABC 企業數位英語培訓首選，有效提升語言實力，提供商業英語、生活英語、社交英語、多益英

語、實用日語、職場日語等各式專業課程，以最有效率的方式，滿足企業人才語言培訓需求，榮獲

AAA 最高數位學習教材品質認證，標竿企業、政府機關、各級學校目前使用達數千家以上，教材合

作遍及中、韓、日、美、泰、越、歐世界各地，教材品質深獲肯定，提供數位語言培訓最佳利器。 

 

▌課程價格： 

【商用英語系列】 

價格 課程類別 課程/教材名稱 

$70,000 元/年 

【會議英語】： 

開會現場篇 

《會前準備》籌備會議：01 討論籌備細節  

《開會現場》主持會議：02 提出問題 

《開會現場》主持會議：03 意見討論 

《開會現場》主持會議：04 溝通協調 

《開會現場》主持會議：05 會議總結 

《開會現場》關鍵話術：06 切入正題 

《開會現場》關鍵話術：07 廣納意見 

《開會現場》關鍵話術：08 提出異議 

《開會現場》關鍵話術：09 達成結論 

《開會現場》視訊會議：10 會前準備 

《開會現場》視訊會議：11 反映連線狀況 

 

 

價格 課程類別 課程/教材名稱 

$52,000 元/年 

【會議英語】： 

溝通協調篇 

《溝通協調會議》尋求跨部門協助：01 請求協助 

《溝通協調會議》尋求跨部門協助：02 協調訂單需求 

《溝通協調會議》尋求跨部門協助：03 協商對策 

《溝通協調會議》尋求跨部門協助：04 表達難處 

《溝通協調會議》商討業務外包：05 討論發包 

《溝通協調會議》商討業務外包：06 說明需求 

《溝通協調會議》商討業務外包：07 討論時程 

《溝通協調會議》商討業務外包：08 達成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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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 課程類別 課程/教材名稱 

$70,000 元/年 

 

【上班族輕鬆學】：

職場實用篇 

你 book 好會議室了嗎 

我想跟你 go over 這些數字 

這個我要 confirm 一下 晚一點再讓你知道 

我們公司要開始 Cost Down 了 

大家來 brainstorming 開始開會吧 

這一餐我們 go Dutch 吧! 

這個專案已經 delay 很久了 

這個案子以後由你去 follow 

會議結束前 我們應該 review 一下今天的重點 

這張發票的 title 要寫什麼 

我沒辦法 handle 這個工作，所以我打算辭職 

我已經把年度會議的 agenda 寄給你了 

我們等一下要 con-call 喔 

輪到你的時候我會 cue 你 

下一個 season 

 

 

【生活社交英語系列】 

價格 課程類別 課程/教材名稱 

$30,000元/年 

【生活英語教室】： 

一定要會的英語發燒句 

用英語打招呼 

用英語鼓勵他人 

用英語表達開心 

用英語表達氣憤 

用英語提供工作上的建議 

用英語提供旅遊建議 

用英語抱怨與反應意見 

超市購物英語 

選購甜點 

選購 3C 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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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 課程類別 課程/教材名稱 

$30,000元/年 

【實用社交英語】： 

用英語表達你的態度與

情緒 

表示客氣的 4 句實用句 

你說的很對英文怎麼說 

用英文大聲說出我懂你 

表達直說無妨 4 句實用句 

解釋說明時你會用到的英文實用句 

用英文表示我真的不懂 

我不知道 5 種英文說法 

讓我考慮一下的 5 個實用句 

表示不同意的說法 

表達喜悅的英文怎麼說 

用英文表達失望情緒 

表達尷尬的詞彙 

英文裡表現驚訝的實用句 

如何表達遇到挫折而心情低落的英文 

用英文表達我真的無言的情緒 

 

 

 

價格 課程類別 課程/教材名稱 

$30,000 元/年 

【實用社交英語】： 

老外輕鬆聊天必備會話 

讓你有好人緣的英文句 

寒暄打招呼的完美起手式 

教你用英文一開口就變好朋友的破冰實用句 

飯局裡會用到的英文實用句 

派對邀約的問法與回應 

提出邀約的 5 個實用句 

跟老外聊天的禁忌話題 

英文裡的免費有哪些說法 

不想跟對方繼續爭論的英文實用句 

婉拒朋友的邀約時 你一定會用到的實用英文句 

回應催促的好用句 

關於錢的英文用語 

小事一樁 有那些英文句呢 

表達再連絡或提議改期的英文說法 

祝你好運 除了 Good luck 還有哪些實用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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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實用技巧系列】 

價格 課程類別 課程/教材名稱 

$60,000 元/年 

【易混淆字大解析】： 

常用基礎篇 

hobby & interest 「嗜好」或「興趣」，怎麼用才對 

easy & simple「容易」和「簡單」有何不同 

borrow & lend 「借來借去」怎麼借才對 

career, job, occupation & work 「工作」不一樣 

climate & weather 「天氣」好與「氣候」佳，用哪個

字才對 

clever, smart & wise 跟你想的「聰明」一樣嗎? 

advertisement& commercial 「廣告」大不同 

alive, live & living 都是「活的」哪裡不同? 

elder & older 「年長」對象不同 

bake, grill, roast & toast 到底怎麼「烤」 

skinny, slim & thin 「瘦的」很不一樣  

bored & boring 都是「無聊」那裡不一樣 

bread & toast 「麵包」有什麼不同 

sunburn & suntan 「曬黑」別「曬傷」 

blossom & flower 「花」也有不同 

cloth, clothes & clothing 「衣服」或「布料」 

tour, travel & trip 「旅行」大不同 

quiet & silent「安靜」比一比 

hear & listen 你「聽」到什麼 

satisfactory, satisfying & satisfied 都是「滿意」，哪裡不

一樣 

 

 

價格 課程類別 課程/教材名稱 

$60,000 元/年 

【易混淆字大解析】： 

實用必學篇 

ability, capability & capacity 「能力」有別怎麼用才對 

appointment & date 跟誰在「約會」? 

benefit & profit 「利益」有什麼差別 

common, ordinary & regular 「普通」有差別 

conserve, preserve & reserve 怎麼「保存」才對? 

efficient & effective 「有效率」和「有成效」不一樣 

skill & technique 都是「技巧」哪裡不一樣? 

check, examine, inspect 怎樣「檢查」才對呢? 

accurate, correct, precise & right 哪一個最「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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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ince & persuade 「說服」有一套 

holiday, festival & vacation 「假期」哪裡不一樣? 

insist & persist 「堅持」哪裡不一樣? 

pleasant & pleased 都「愉快」，哪裡不一樣 

different, varied, various 都是「各式各樣」的，到底有

多「不一樣」 

character & personality 「性格」善良、「個性」活潑要

怎麼用 

error & mistake 都是「錯誤」怎麼用才對 

anxious, nervous, stressed & worried 是「緊張」還是

「焦慮」 

damage, destroy & ruin 「毀壞」的多嚴重 

evidence & proof 「證明」不一樣 

accomplish, complete & finish 都是「完成」哪裡不一

樣? 

 

 

【日語課程系列】 

價格 課程類別 課程/教材名稱 

$50,000 元/年 

【主編教你說日語】：

日語基礎文法 

L01_指示代名詞 

L02_方向指示代名詞 

L03_形容詞的肯定_否定_現在_過去變化 

L04_形容詞的接續與比較 

L05_動詞變化與基本應用 

L06_移動動詞與應用 

L07_他動詞與應用 

L08_「～は～が」句型的應用 

L09_表示「想要、願望」的句型 

L10_I、II、III 類動詞的分類方式語練習 

L11_動詞「て形」變化與應用 

L12_「～ています」相關句型 

L13_與「て形」接續的必備句型 

L14_表示動作先後順序的句型 

L15_授受動詞 

L16_動詞「ない形」變化與接續 

L17_動詞「辞書形」變化與接續 

L18_動詞「た形」變化與接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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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9_「普通體」的變化 

L20_「普通體」的接續與應用 

L21_「名詞修飾」與應用 

 

 

價格 課程類別 課程/教材名稱 

$50,000 元/年 

【日語50音】： 

平假名與片假名 

*平假名 

平假名 あ行 あ行 

平假名 か行 か行 

平假名 さ行 さ行 

平假名 た行 た行 

平假名 な行 な行 

平假名 は行 は行 

平假名 ま行 ま行 

平假名 や行 や行 

平假名 ら行 ら行 

平假名 わ行 わ行 

平假名濁音・半濁音 ひらがな濁音・半濁音 

平假名拗音 ひらがな拗音 

平假名長音 ひらがな長音 

平假名促音 ひらがな促音 

*片假名 

片假名 ア行 ア行 

片假名 カ行 カ行 

片假名 サ行 サ行 

片假名 タ行 タ行 

片假名 ナ行 ナ行 

片假名 ハ行 ハ行 

片假名 マ行 マ行 

片假名 ヤ行 ヤ行 

片假名 ラ行 ラ行 

片假名 ワ行 ワ行 

片假名濁音・半濁音 カタカナ濁音・半濁音 

片假名拗音 カタカナ拗音 

片假名長音 カタカナ長音 

片假名促音 カタカナ促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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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簡介 

【商用英語系列】 

精通開會話術，打造商場英語溝通力! 為了幫助您站穩國際市場，順利與全球客戶洽談生意，本系列為企業精

心規劃了開會實況英語，從開會現場到溝通協調，讓你一次備足開會英語即戰力。此外，還有上班族天天用得

上的必備句，由中外師群精心打造，透過老師講解搭配真實場景英語，獨家研發最有效率的學習方式，幫助上

班族擺脫商業英文很難學好的刻板印象，透過本系列課程，絕對教您說一口流利的商用英語。 

課程類別 課程/教材名稱 簡介 

【會議英語】： 

開會現場篇 

<會前準備> 籌備會

議：討論籌備細節  

會議英語系列課程，幫你精通開會話術，打造商場英語溝通力！

本課首先透過籌備會議準備細節，從會議開始前，就快速進入

狀況。從了解會議種類、會議前一定要會的單字、與會前會討

論細節，從會議準備前，就掌握明確的資訊。 

<開會現場> 主持會

議：提出問題 

如何當一個稱職的會議主持人? 如果只是出席會議，又該如何

輕鬆聽懂會議主持人關鍵會議用語? 透過本課程，您將學會用

英語進行開場白、破題、引導、提出問題等相關會議英語。 

<開會現場> 主持會

議：意見討論 

開會是為了討論出共識，如果意見不同，該如何進一步討論與

協調? 如何表達贊同或再次確認對方的想法? 透過本課您將學

會與會議成員，用英語進行意見討論相關用語。 

<開會現場> 主持會

議：溝通協調 

開會中如何表示反對別人的想法? 會議中難免因正反意見有激

烈爭執，如何適時調解會議爭論? 透過本課，您將學會在會議

中溝通協調爭論點的會議英語說法。 

<開會現場> 主持會

議：會議總結 

會議將邁入尾聲，如何澄清闡述自己的意見? 所剩時間有限，

該如何引導推動會議以達成結論? 會議結束時如何總結並謝謝

成員的參與?透過本課您將學會以英語進行會議總結。 

<開會現場>關鍵話

術：切入正題 

會議討論時，難免發生離題的狀況，透過本課程，將教你如何

用一句英語秒切入重點，讓會議討論，緊扣主軸重點，適時拉

回主題，以提升開會效率。 

<開會現場>關鍵話

術：廣納意見 

用英文開會時，現場鴉雀無聲，這時候該如何鼓勵大家發表意

見，以活絡會議討論現場? 想表達自己的看法，又該如何用英

語婉轉提出呢? 透過本課您將學會引導發言與廣納會議意見。  

<開會現場>關鍵話

術：提出異議 

會議看法一致、部分贊同、意見相左，這都是會議中常發生的

狀況。透過本課，您將學會各種實用句以成功表達自己意見。 

<開會現場>關鍵話

術：達成結論 

開會講求效率，在大家離開會議室前，就該達成本次會議結

論，透過本課，您將學會引導會議結束的各種實用句型。 

<開會現場> 視訊會

議：會前準備 

視訊會議是後疫情時代開會的主要方式，透過本課您將學會

con-call 常用英語，包含會前安排、人員上線、會議破題等實用

句型，為每次的 con-call 打好最佳基礎。 

<開會現場> 視訊會

議：反映連線狀況 

con-cal 最怕的就是網路連線狀況不佳，聽不到對方聲音或雜

音不斷? 如何用英語反映聲音斷斷續續或斷線問題? 影像停格

或看不清楚又該怎麼說? 本課將學會視訊緊急處理用語。 

 

課程類別 課程/教材名稱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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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英語】： 

溝通協調篇 

<溝通協調會議> 尋

求跨部門協助：請求

協助 

在職場中，難免有需要跨部門支援的時候，當你想請別的部門

同事幫忙，該如何用英語禮貌提出需求? 無論幫忙處理報告、

幫忙接電話、或幫忙處理專案，本課將學會請求協助實用句。 

<溝通協調會議> 尋

求跨部門協助：協調

訂單需求 

當有緊急專案，該如何用英語協調時程安排? 如何用英語請求

公司團隊提撥人手處理專案? 本課程將以實境英語，透過講解

與對話，教你協調人手，處理緊急訂單或專案需求。 

<溝通協調會議> 尋

求跨部門協助：協商

對策 

在工作上我們常需要評估各種狀況，透過完整的事前評估，才

能提出正確的解決方案，透過本課我們將以實際情境劇與老師

講解，教你正確溝通評估與協商對策實用句型。 

<溝通協調會議> 尋

求跨部門協助：表達

難處 

當同事希望你幫忙，但手邊的專案已經焦頭爛額，剛如何表達

拒絕之意呢? 無論是明確拒絕或婉轉拒絕，我們都有好用的英

語說法，透過本課您將學會適時拒絕請求。 

<溝通協調會議> 商

討業務外包：討論發

包 

有時因工作量太多或專業需求，公司會將部份工作內容外包

隊，這時候該如何用英語討論外包、轉包、承包方等相關用

語? 透過本課您將學會外包實用英語。 

<溝通協調會議> 商

討業務外包：說明需

求 

如何用英語開會外包相關問題? 發包商與承包商如何討論與說

明需求? 本課將透過實用情境劇，實際演練業務外包會議時，

討論需求相關用語。 

<溝通協調會議> 商

討業務外包：討論時

程 

如何詢問最新專案進度與交貨時間?與客戶、同事、外包商討

論進度超前或落後時，該如何反應處理進度落後狀況?本課將

演練以英語討論專案時程與產品交期實用會議英語。 

<溝通協調會議> 商

討業務外包：達成協

議 

會議中如何討論報價，協調價格，或以英語實際議價? 如何技

巧性表達價格超出預算，希望對方降低售價? 透過本課您將學

會達成價格協議的實用句型。 

 

課程類別 課程/教材名稱 簡介 

【上班族輕鬆

學】：職場實用篇 

你 book 好會議室了

嗎 

在公司常聽到 Book 會議室，book 這個字有更好的用法嗎? 透

過本課將學會與預約、預定、登記、註冊等職場常用相關句型。 

我想跟你 go over 這

些數字 

老闆說我想跟你 go over 這些數字，透過本課你將學會 go over

這個字與其他仔細察看、認真討論，英文正確用法。 

這個我要 confirm 一

下 晚一點再讓你知

道 

專案進度要再 confirm，confirm 這個字在工作上還有許多字詞

片語可供代換各種情境，透過本課你將學會相關同義字用法。 

我們公司要開始 Cost 

Down 了 

降低成本英文叫做 cost down 嗎? 透過本課讓我們告訴你，中

文思維與英文用法的差異在哪裡，學會降低成本的正確說法。 

大家來 brainstorming

開始開會吧 

開會時大家來腦力激盪一下，英語常會用到 brainstorming 這

個字，快來學會職場中正確腦力激盪的正確相關用法。  

這一餐我們 go Dutch

吧! 

上班族同事用餐習慣 Go Dutch 嗎? 要各付各平均分攤費用

時，常用的 go Dutch 用法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項一次教會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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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專案已經 delay

很久了 

有效時間管理是上班族的重要課題，專案進度 delay 有多種英

文上的說法可正確表達，在本課中你將一次學會。 

這個案子以後由你去

follow 

工作上常聽到這個案子由你 follow，其實英文上還有 track、

monitor、conform 等多組單字適合在不同情境上表達。 

會議結束前 我們應

該 review 一下今天

的重點 

今天的會議如何 review 重點完美畫下句點，透過本課將帶你

一起了解 review 等各相關字詞延伸用法。 

這張發票的 title 要寫

什麼 

透過本課將學會英文發票抬頭寫法與發票格式的專屬名詞，並

了解 invoice 和 receipt 兩字的用法差異點。 

我沒辦法 handle 這

個工作，所以我打算

辭職 

透過本課程將學會職場中常用的處理事情用法與相關可代換的

詞語，如 manage、deal with、address 等正確使用情境。 

我已經把年度會議的

agenda 寄給你了 

透過本課程將學會關於議程表、時間表、日程表、議事表等相

關字詞，在職場中時常應用的情境句型。 

我們等一下要 con-

call 喔 

透過本課程將學會電話會議常用的用語，幫助您順暢召開電話

會議，與會議成員進行線上會談。 

輪到你的時候我會

cue 你 

「cue」這個詞語一直以來在職場上都很常使用，透過本課程

你將學會相關正確用法。 

下一個 season 職場中常用的單位有季和會計年度，透過本課你你將學會工作

中常用的時間長度單位與相關句型。 

 

【生活社交英語系列】 

從生活社交會話打好基礎，讓你在英語環境中，與外國人溝通無障礙！本系列課程，將帶你用簡單實用的英

語，輕鬆在各種場景中，正確地用英語表達想法，本系列為您規劃了一定要會的英語發燒句、用英語表達你的

態度和情緒、還有老外輕鬆聊天必備會話，讓你學到真正需要且實用的內容，並在各種社交場合靈活運用。 

 

課程類別 課程/教材名稱 簡介 

【生活英語教室】： 

一定要會的英語發

燒句 

用英語打招呼 

學了這麼多年英文，你只會用 How are you 打招呼嗎? 依據對象與熟

識程度不同，用英文打招呼其實有許多不同說法，快來學會社交場

合必備實用打招呼 4 個基本常用句型，看到老外從此不再緊張，快

速破冰就是這麼簡單。 

用英語鼓勵他人 

想幫別人打氣加油，英文應該怎麼說比較好? 本課將快速教會必學

11 個英文鼓勵句型，快記下這些句型，當個讓人備感溫馨的暖男暖

女吧!  

用英語表達開心 

只有 happy 還不夠? 在英文中有許多不同的單字，都能表達你快樂

開心的情緒，透過本課程您將學會表達開心 8 個實用字彙與用法，

學會本課，更能正確傳遞你的快樂能量。 

用英語表達氣憤 

生活與職場中，難免碰到讓人動肝火的情況，當情緒需要抒發時，

除了 angry，還可以怎麼用英文表達你不同程度生氣的情緒?  快來

看今天的 4 個實用單字與多組應用句型，正確用英語抒發你的情

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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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英語提供工作上

的建議 

互相請益常是職場溝通重要的加溫方式，如何尋求他人工作上的建

議? 如何用英語提供同事工作方面建議?本課程將教你如何英語尋求

建議與提供建議，下次有需要請教別人，或提供意見給他人時，馬

上派上用場。 

用英語提供旅遊建

議 

想與外國朋友討論接下來的安排的行程景點? 背包客如何用英語尋求

旅遊建議? 又該如何提供同行友人旅遊建議? 本課將提供相關實用

句，讓你與朋友出遊安排景點時，溝通旅遊行程更加順暢。 

用英語抱怨與反應

意見 

當碰到不如意的事情，該怎麼用英語適切反映出你所受到的委屈，

以便後續和對方打交道會更容易些? 跟朋友同事閒聊時，又該如何用

英語抱怨自己的情況? 這堂課將帶你學會上述實用句型，助你更快海

闊天空。 

超市購物英語 

出國就是要逛超市啊! 國外玩最珍貴的回憶，就是體驗當地的生活，

逛超市絕對是最輕鬆的體驗方式! 這堂課要教大家實用超市英語，讓

你可以輕鬆地問到、並且順利結帳買到心目中想要的品項。 

選購甜點 

國外的甜點總是特別讓人垂涎欲滴! 如何用英語選購美味的甜點? 店

員邀請你試吃時會怎麼說? 本甜點每天限量供應英文又該怎麼說? 透

過本課將輕鬆學習用基礎句型選購甜點， 

選購 3C 商品 

出國想買最潮的手機、電腦，該如何與店員互動邁出第一步? 如何請

店員推薦產品? 分期付款英文又怎麼說? 喜歡購買 3C 商品的你快來

學會必備互動用語。 

 

課程類別 課程/教材名稱 簡介 

【實用社交英

語】：用英語表達

你的態度與情緒 

表示客氣的 4 句實

用句 

有禮走遍天下! 如何用英文表示自己很客氣的謙遜態度?透過本課您

將輕鬆學會用英語表達客氣的態度。 

你說的很對英文怎

麼說 

如何在對談中表達贊同對方的看法? 怎麼用英文表達你說得對? 透過

本課將學會表達贊同對方的口語用法。 

用英文大聲說出我

懂你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我懂! 該如何用英語快速簡單明瞭的表達我懂你

呢? 透過本課您將學會用英文大聲說出我懂你的實用句型。 

表達直說無妨 4 句

實用句 

有話直說，請不用拐彎抹角了! 如何用英語對外國友人表達直說無坊

呢? 快看本課精彩介紹吧! 

解釋說明時你會用

到的英文實用句 

讓我來告訴你! 該怎麼向外國友人進一步解釋說明某些情況與涵義

呢? 本課將教您學會解釋說明時你會用到的實用句型。 

用英文表示我真的

不懂 

不懂千萬不要裝懂，如果真的不清楚，該怎麼跟外國朋友表達，我

真的不懂你的意思呢?  

我不知道 5 種英文

說法 

我不知道，只會說 I don't know? 老外常用的替代用法還有哪些? 老

師沒教的英文，原來日常生活中可以這麼用! 

讓我考慮一下的 5

個實用句 

當你想婉轉拒絕，或希望多些時間考慮時，該如何用英文表達呢?  

表示不同意的說法 不同意如果直接說 I don't agree 這樣好嗎? 在英文中表達不同意的

說法還有哪些?  

表達喜悅的英文怎

麼說 

用英文表達開心除了 I'm happy 還可以怎麼說呢?  



 育碁 eHRD Ecosystem《內容訂閱服務》 

用英文表達失望情

緒 

心情不好，情緒低落的時候，英文該怎麼說? 如何用英文表達失落遺

憾的情緒呢? 

表達尷尬的詞彙 天啊! 好尷尬! 英文該怎麼說? 本課將教你表達尷尬的實用詞彙，分

享尷尬的情緒後，也許相視莞爾一笑，雙方也就不這麼尷尬。 

英文裡表現驚訝的

實用句 

除了 WOW、Really? 之外，還能怎麼表達驚訝的感受? 本課將帶你

學會老外如何表達驚訝的實用句型。 

如何表達遇到挫折

而心情低落的英文 

當心情沮喪時想找人抒發情緒，外國人都怎麼用英文表達挫折和心

情不佳的時候呢? 

用英文表達我真的

無言的情緒 

話不投機半句多，有時候遇到某些情況，真的讓人有無言、傻眼的

感受，英文中應該怎麼表達類似的情緒呢? 

表示客氣的 4 句實

用句 

有禮走遍天下! 如何用英文表示自己很客氣的謙遜態度?透過本課您

將輕鬆學會用英語表達客氣的態度。 

你說的很對英文怎

麼說 

如何在對談中表達贊同對方的看法? 怎麼用英文表達你說得對? 透過

本課將學會表達對方說的對的多種用法。 

 

課程類別 課程/教材名稱 簡介 

【實用社交英語】： 

老外輕鬆聊天必備

會話 

讓你有好人緣的英

文句 

想要人緣好，先學會這些讓你有好人緣的英文句! 跟老外打招呼互

動，用這些句型，就能拉近你們關係，快透過本課營造你的高人氣! 

寒暄打招呼的完美

起手式 

碰到老外只想裝作沒看到? 如何輕鬆與外國人寒暄打招呼呢? 我們教

你最簡單的打招呼起手式，從此不怕在茶水間遇到老外。  

教你用英文一開口

就變好朋友的破冰

實用句 

如何用英文快速變身社交高手? 就算不熟開口也能馬上變成好朋友的

必學英語是什麼? 

飯局裡會用到的英

文實用句 

跟外國朋友用餐時，有哪些飯局場合常用到的英文呢? 這次我請客的

英文又該怎麼說?  

派對邀約的問法與

回應 

邀約派對，該如何禮貌邀請對方一起參加? 聚會前如何詢問是否有特

別服裝的規定? 我們今晚會玩通宵英文又該怎麼說? 

提出邀約的 5 個實

用句 

勇敢開口，認識新朋友! 如何用英文提出邀約，擴大自己的生活圈? 

邀請別人的各種實用英文句型，究竟應該怎麼說呢?  

跟老外聊天的禁忌

話題 

跟老外聊天不踩雷! 東西文化大不同，跟外國人聊天時，應該避開那

些話題才好?  

英文裡的免費有哪

些說法 

免費除了 free，英文還能怎麼說呢? 快看老師教你一次學會英文裡的

免費說法吧! 

不想跟對方繼續爭

論的英文實用句 

溝通出狀況? 不想再深入討論這個話題? 聊天或討論事情時，如果不

想跟對方繼續爭論，英文該怎麼說呢? 

婉拒朋友的邀約時 

你一定會用到的實

用英文句 

生活與職場中，直接說 No 拒絕邀約真的太失禮! 如何用英文有禮貌

而委婉拒絕別人的邀約呢?  

回應催促的好用句 
我快好了! 當外國友人催促我們快一點時，有什麼委婉適當的句型可

以派上用場呢? 

關於錢的英文用語 
錢來也! 生活中的每一個部分都跟錢有關，在英文中關於金錢的用語

有哪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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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事一樁 有那些

英文句呢 

當別人跟你道謝，你想回應，這只是小事一件，不用掛在心上，英

文又有哪些實用表達的用法呢? 

表達再連絡或提議

改期的英文說法 

再連絡! 我們改約一個時間吧! 中文脫口而出的句子，英文又該怎麼

婉轉表達才好? 本課將教你表達再聯絡或提議改期英文說法。 

祝你好運 除了

Good luck 還有哪

些實用句 

一說起英文的祝你好運，你的腦海裡一定第一個跳出 Good luck？還

有哪些英文實用句能表達祝福之意呢? 

 

【英語實用技巧系列】 

英語表達要正確，使用情境要合理，一定要搞定英語易混淆字！本系列課程包含拼法相似易弄錯單字、近義但

程度有別單字、特定使用易混淆單字、意思相近但語氣不同單字，與中文相同但英文不同單字等各種組合，透

過中外師活潑搭配解說，絕對是您在市面上看不到的課程教學品質，值得您一再觀看。 

 

課程類別 課程/教材名稱 簡介 

【 易 混 淆 字 大 解

析】：常用基礎篇 

hobby & interest 

「嗜好」或「興

趣」，怎麼用才對 

社交場合一定要弄懂的 hobby & interest! 嗜好和興趣有什麼不同? 

hobby & interest 總是分不清楚? 就讓老師輕鬆解說這兩個字的用法

含意，學會本課，下次跟外國人聊天時，絕對派得上用場介紹您的

嗜好與興趣。 

easy & simple「容

易」和「簡單」有

何不同 

中文都是簡單，英文該怎麼正確使用 easy 和 simple 這兩個字呢? 簡

單其實不簡單，遣詞用字大有學問，歡迎點擊本課了解 easy&simple

用法說明。 

borrow & lend 

「借來借去」怎麼

借才對 

我可以跟你借兩千塊嗎? 應該如何正確使用 borrow 或 lend 這兩個

易混淆字? 借東西前，一定要搞懂 borrow & lend 用法，這樣借別人

東西，才不會借錯喔! 

career, job, 
occupation & work 

「工作」不一樣 

職場中常用到的 career, job, occupation & work 這四個字，總是讓商

業人士困擾，這四個字的中文翻譯，都跟工作、職位、職業有關，

到底應該怎麼正確使用? 想知道答案的你千萬別錯過了! 

climate & weather 

「天氣」好與「氣

候」佳用哪個字才

對 

不知道跟老外聊甚麼，就來聊聊天氣吧! 你知道 climate & weather 差

別在哪裡嗎?  透過本課，你會發現 climate & weather 這兩個字，比

你想像中還要簡單。 

clever, smart & wise 

跟你想的「聰明」

一樣嗎? 

看似簡單的 clever, smart & wise 三個字，中文都翻譯成聰明、明智、

機靈的意思，實際使用上，應該怎麼區分呢? 老師生動的解說，帶你

秒懂這三個常用字。  

advertisement& 

commercial 「廣

告」大不同 

我們的生活每天都充斥著各種廣告，商業廣告、網路廣告、電視網

告，用的都是 advertisement& commercial 這兩個字，究竟甚麼型態

廣告該用什麼字，就讓老師來告訴你! 

alive, live & living 

都是「活的」哪裡

不同? 

alive, live & living 不僅長得非常像，字義上也有所關連，與老外社交

聊天一定要會的 alive, live & living 絕對不能用錯，想正確釐清 alive, 

live & living 用法，快來看本課精彩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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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der & older 「年

長」對象不同 

同樣是年長的意思，elder & older 使用上卻有不同的含意，簡單卻實

用的易混淆字，只要看過這一課影片，elder & older 正確用法，保證

秒殺學會。 

bake, grill, roast & 

toast 到底怎麼

「烤」 

跟外國人閒聊美食時，談到烤麵包、烤肉、炭火燒烤，該怎麼正確

使用 bake, grill, roast & toast 這四個字呢? 本課特別推薦給愛吃燒烤

料理的你，學會本課，下次就能跟老外分享你最愛的燒烤料理! 

skinny, slim & thin 

「瘦的」很不一樣  

稱讚別人很瘦該用哪個字? skinny, slim & thin 都有瘦、纖細、苗條類

似的涵義，英文使用上應該怎麼正確使用? 想變瘦的你一定要學會這

組易混淆字喔! 

bored & boring 都

是無聊那裡不一樣 

國中就教過的 bored & boring ，到現在還是容易搞錯? 到底是自己覺

得無聊還是這件事情讓人感覺很無聊? 想擺脫無聊，就先把 bored & 

boring 徹底搞懂。 

bread & toast 「麵

包」有什麼不同 

麵包吐司控一定要會的易混淆字來了! 美味的麵包指的是麵包還是吐

司? bread & toast 對外國人來說有什麼區別? 喜愛吃麵包的你一定要

學會本課 bread & toast 差別在哪裡。 

sunburn & suntan 

「曬黑」別「曬

傷」 

夏日必學! sunburn & suntan 都跟曬有關係，到底曬黑跟曬傷，兩個

字要怎麼正確使用? 喜愛陽光的你，快來學會 sunburn & suntan 這組

易混淆字。 

blossom & flower 

「花」也有不同 

萬紫千紅，百花綻放，春天就要賞花，blossom & flower 都跟美麗的

花兒有關，兩者有甚麼差異呢? 喜歡花兒的氣質美女們，請別錯過了

blossom & flower 的用法說明。 

cloth, clothes & 

clothing 「衣服」

或「布料」 

cloth, clothes & clothing 這三個字分得清楚怎麼用嗎? 有加 es、沒加

es、加 ing，意思究竟差在哪裡? 國中老師沒講清楚的字，現在一次

告訴你! 快來看 cloth, clothes & clothing 的正確使用方式。 

tour, travel & trip 

「旅行」大不同 

我不是在旅行，就是在計畫下次旅行的路上! 熱愛旅遊的你，常常搞

不清楚 tour, travel & trip 這三個字的差異嗎? 中文都是旅行，英文上

該如何更精準的使用呢? 快進入本課跟我們一起旅行吧! 

quiet & silent「安

靜」比一比 

quiet & silent 這兩個字，都是在英文中形容安靜或聲音程度含意的

字，簡單的字更要學會精準使用，歡迎透過本課學會 quiet & silent 正

確用法。 

hear & listen 你

「聽」到什麼 

聽聽看! 你聽懂了嗎? 學了這麼久的英語，listen 和 hear 你真的用對

地方了嗎? 請點擊本課徹底了解 hear & listen 的用法。 

satisfactory, 
satisfying & 

satisfied 都是「滿

意」，哪裡不一樣 

想讓客戶滿意，先學會 satisfactory, satisfying & satisfied 這三個字用

法! 基礎的 satisfactory, satisfying & satisfied 易混淆字組，簡單更要不

出錯，快點擊進來學習。 

 

課程類別 課程/教材名稱 簡介 

【易混淆字大解

析】：實用必學篇 

ability, capability & 

capacity 「能力」

有別，怎麼用才對 

都是能力，ability, capability & capacity 哪裡不一樣? 先天的才能? 技

能? 如用表達正確涵義用字更精準? 透過本課您將學會辨別 ability, 

capability & capacity 三字正確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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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ointment & 

date 跟誰在「約

會」?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常和朋友、同事等不同的人見面約會。在英語

裡，根據不同的場合以及見面的對象，所使用的單字也不同，本課

將帶你了解 appointment & date 正確用法。 

benefit & profit 

「利益」有什麼差

別 

這間公司去年獲利超過兩百萬美元，應該使用 benefit 還是 profit 

呢? 同樣是獲得好處、獲利的意思，英文上有什麼不同? 請透過本課

實際了解相關用法。 

common, ordinary 

& regular 「普

通」有差別 

common, ordinary & regular 中文翻譯都是普通一般的意思，為什麼

英文這麼麻煩分成三個字? 究竟有什麼用法上的不同? 透過 Shane 與

Holly 兩位老師生動的課程講解，用字再也不出錯! 

conserve, preserve 

& reserve 怎麼

「保存」才對? 

這組易混淆字真的常讓人傻傻分不清，conserve, preserve & reserve

在英文某些情況下，都有保存的意思，該怎麼更正確使用呢? 透過本

課您將學會辨析 conserve, preserve & reserve 這三個字正確用法。 

efficient & effective 

「有效率」和「有

成效」不一樣 

開會有效率? 這藥很有效? 兩個中文都是有效，該怎麼正確的使用

efficient & effective 這兩個字呢? 透過本課您將輕鬆學會工作中常用

到的 efficient & effective 兩字差別。 

skill & technique 

都是「技巧」哪裡

不一樣? 

skill & technique 這組易混淆字，都有技術、技巧、技能的涵義，不

過使用上還是有些區別，請透過本課徹底掌握 skill & technique 正確

用法。 

check, examine, 

inspect 怎樣「檢

查」才對呢? 

在工作上經常使用的 check, examine, inspect 三個字，到底怎麼正確

使用，才能展現個人專業呢? 都是檢查的意思，要如何分辨使用情境

呢? 熟度本課，您將學會 check, examine, inspect 正確使用情境。 

accurate, correct, 

precise & right 哪

一個最「正確」? 

同樣是正確，到底 accurate, correct, precise & right 有甚麼使用上需

要注意的地方? 本課程將教你一次弄懂 accurate, correct, precise & 

right 這三個字，應該怎麼用英文正確使用。 

convince & 

persuade 「說

服」有一套 

convince & persuade 都是說服的意思，不過說服的是想法還是行

動，兩字用法竟然大不同? 快來看看老師怎麼教你釐清 convince & 

persuade 這兩個非常容易混淆的字組。 

holiday, festival & 

vacation 「假期」

哪裡不一樣? 

今天要來看的 holiday, festival & vacation 這三個字，同樣有節日、假

期等含意，意思非常接近，應該如何正確使用不出錯? 下次假期來到

前，請進入本課徹底學會 holiday, festival & vacation 正確用法。 

insist & persist 

「堅持」哪裡不一

樣? 

堅持該用 insist & persist 哪個字? insist & persist 翻譯成中文都一樣，

該如何精準用對 insist & persist 這兩個字? 快來看 insist & persist 正確

使用情境。 

pleasant & pleased 

都「愉快」，哪裡

不一樣 

pleasant & pleased 這兩個字拼法很相近，中文翻譯都是「愉快」，但

用法上有那些不一樣? 老外都怎麼用這個字呢? 快來看本課精彩介

紹! 

different, varied, 

various 都是「各

式各樣」的，到底

有多「不一樣」 

看來簡單的字，卻常有意想不到的涵義與使用方式，different, varied, 

various 都有各式各樣的意思，本課將教你應該如何用對 different, 

varied, various 這三個字。  

character & 

personality 「性
character & personality 都跟形容人的個性、特質有關，老師沒教你的

character & personality 差別，就讓本課輕鬆帶你學會這組易混淆字正

確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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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善良、「個

性」活潑要怎麼用 

error & mistake 都

是「錯誤」怎麼用

才對 

真的好容易搞混! error & mistake 都是錯，到底錯在哪裡? 差別在哪

裡? 學完本課，下次絕對不再用錯 error & mistake。 

anxious, nervous, 
stressed & worried 

是「緊張」還是

「焦慮」 

表達緊張焦慮的情緒，常用到的有 anxious, nervous, stressed & 

worried 這四個字，在使用情境上都有不同的用法，透過本課輕鬆學

會 anxious, nervous, stressed & worried 這四個字，放下焦慮就是這麼

簡單。 

damage, destroy & 

ruin 「毀壞」的多

嚴重 

在中文解釋中 damage, destroy & ruin 這三個字都帶有損壞、破壞、

摧毀的意思，英文使用上卻大不同，你分得清楚嗎? 

evidence & proof 

「證明」不一樣 
 proof 和 evidence 都是指證據、證明的意思，但用法不太一樣，來

看看差別在哪裡。 

accomplish, 
complete & finish 

都是「完成」哪裡

不一樣? 

accomplish, complete & finish 這三個字，都可以表達完成的意思，到

底有什麼不同? accomplish, complete & finish 絕對沒你想像中困難，

歡迎透過本課掌握關鍵用法情境，快來看老師精闢解析。 

 

【日語課程系列】 

零基礎輕鬆成為日本語達人！本系列課程由 LiveABC 日語編輯部推出，透過『互動日本語』雜誌主編與國內大

專院校日語系產學合作，幫助您從五十音、N5、N4 會話課程，與日語基礎文法課程，奠定日語實力。其中，

主編教你說日語：日語基礎文法課程的部分，透過文法概念難易度排序，為您逐步解析，學習更得心應手，以

短句及例句教學，輔助重點標示，加深學習者記憶。主題式解析容易混淆的文法跟句型，並且重點講解各種文

法變化以及接續方式，特別推薦給需要提升日語實力的企業採用，為員工找對最佳日語課程。 

課程類別 課程/教材名稱 簡介 

【主編教你說日

語】：日語基礎

文法 

■ 一、《認識代名詞與形容詞》 

L01_指示代名詞 これ/それ/あれ/どれ 

L02_方向指示代名詞 ここ/そこ/あそこ/どこ 

L03_形容詞的肯定_否定_現在_過去變化 形容詞的肯定、否定、現在、過去變化 

L04_形容詞的接續與比較 形容詞的接續與比較 

■ 二、《認識動詞》 

L05_動詞變化與基本應用 動詞變化與基本應用 

L06_移動動詞與應用 移動動詞與應用 

L07_他動詞與應用 他動詞與應用 

■ 三、《動詞進階應用》 

L08_「～は～が」句型的應用 「～は～が」句型的應用 

L09_表示「想要、願望」的句型 表示「想要、願望」的句型 

L10_I、II、III 類動詞的分類方式語練習 I、II、III 類動詞的分類方式語練習 

L11_動詞「て形」變化與應用 動詞「て形」變化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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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2_「～ています」相關句型 「～ています」相關句型 

L13_與「て形」接續的必備句型 與「て形」接續的必備句型 

L14_表示動作先後順序的句型 表示動作先後順序的句型 

L15_授受動詞 授受動詞 

■ 四、《動詞的各種型態》 

L16_動詞「ない形」變化與接續 動詞「ない形」變化與接續 

L17_動詞「辞書形」變化與接續 動詞「辞書形」變化與接續 

L18_動詞「た形」變化與接續 動詞「た形」變化與接續 

L19_「普通體」的變化 「普通體」的變化 

L20_「普通體」的接續與應用 「普通體」的接續與應用 

L21_「名詞修飾」與應用 「名詞修飾」與應用 

 

課程類別 課程/教材名稱 簡介 

【日語50音】： 

平假名與片假名 

■平假名  

あ行 あ行 學會あ行 あ行筆順、唸法、寫法，接著學有假名發音的單字，

最後是寫法練習。 

か行 か行 學會か行 か行筆順、唸法、寫法，接著學有假名發音的單字，

最後是寫法練習。 

さ行 さ行 學會さ行 さ行筆順、唸法、寫法，接著學有假名發音的單字，

最後是寫法練習。 

た行 た行 學會た行 た行筆順、唸法、寫法，接著學有假名發音的單字，

最後是寫法練習。 

な行 な行 學會な行 な行筆順、唸法、寫法，接著學有假名發音的單字，

最後是寫法練習。 

は行 は行 學會は行 は行筆順、唸法、寫法，接著學有假名發音的單字，

最後是寫法練習。 

ま行 ま行 學會ま行 ま行筆順、唸法、寫法，接著學有假名發音的單字，

最後是寫法練習。 

や行 や行 學會や行 や行筆順、唸法、寫法，接著學有假名發音的單字，

最後是寫法練習。 

ら行 ら行 學會ら行 ら行筆順、唸法、寫法，接著學有假名發音的單字，

最後是寫法練習。 

わ行 わ行 學會わ行 わ行筆順、唸法、寫法，接著學有假名發音的單字，

最後是寫法練習。 

平假名濁音・半濁音 認識平假名濁音・半濁音 ひらがな濁音・半濁音 

平假名拗音 認識平假名拗音 ひらがな拗音 

平假名長音 認識平假名長音 ひらがな長音 

平假名促音 認識平假名促音 ひらがな促音 

■片假名  

ア行 ア行 學會ア行 ア行筆順、唸法、寫法，接著學有假名發音的單字，

最後是寫法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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カ行 カ行 學會カ行 カ行筆順、唸法、寫法，接著學有假名發音的單字，

最後是寫法練習。 

サ行 サ行 學會サ行 サ行筆順、唸法、寫法，接著學有假名發音的單字，

最後是寫法練習。 

タ行 タ行 學會タ行 タ行筆順、唸法、寫法，接著學有假名發音的單字，

最後是寫法練習。 

ナ行 ナ行 學會ナ行 ナ行筆順、唸法、寫法，接著學有假名發音的單字，

最後是寫法練習。 

ハ行 ハ行 學會ハ行 ハ行筆順、唸法、寫法，接著學有假名發音的單字，

最後是寫法練習。 

マ行 マ行 學會マ行 マ行筆順、唸法、寫法，接著學有假名發音的單字，

最後是寫法練習。 

ヤ行 ヤ行 學會ヤ行 ヤ行筆順、唸法、寫法，接著學有假名發音的單字，

最後是寫法練習。 

ラ行 ラ行 學會ラ行 ラ行筆順、唸法、寫法，接著學有假名發音的單字，

最後是寫法練習。 

ワ行 ワ行 學會ワ行 ワ行筆順、唸法、寫法，接著學有假名發音的單字，

最後是寫法練習。 

片假名濁音・半濁音 認識片假名濁音・半濁音 カタカナ濁音・半濁音 

片假名拗音 認識片假名拗音 カタカナ拗音 

片假名長音 認識片假名長音 カタカナ長音 

片假名促音  認識片假名促音 カタカナ促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