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務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勾選

12期____年____月起 1,600 元 2,880 元

12期____年____月起 1,600 元 2,880 元

12期____年____月起 1,600 元 2,880 元

12期____年____月起 1,000 元 1,920 元

　(5-２)
　電視版教學DVD＋合訂本

*Key Words 單字小錦囊

*More Information 字彙小補帖

*Conversations 每日會話

*Teaching 每日教學

*Answer It 問答練習

*Jack's File 傑克時間

*Song Time 歡唱好歌

*eReport 英文札記

*Questions 你問我答

*Super Sentence Man 句型超人

*Calendar Phrase 每日一句

*Saturday Review 一週總複習

3,200 元 5,640 元

*Teaching 每日教學

*Language Lab

*Info Cloud

*SC Challenge

*Review Skit

７. 馬上說英語
　 (含：書+朗讀CD)
      適用英語初學者

199 元 340 元

1.如何學習英文

2.使用英英字典的訣竅

3.找機會練習

4.如何提升你的會話技巧

5.發音入門

6.如何增進你的字彙

7.令人混淆的字

8.讓演講更出色

9.仔細聽

10.別讀這篇文章

11.英文寫作技巧

12.寫個人書信的訣竅

13.減輕學文法重擔

14.如何研讀【空中英語教

室】

９. 消失的畫作
　(含：書+朗讀CD)
    全民英檢　中級

149 元 240 元

10.讀書共和國會員卡
線上書店 (880元儲值4冊)
www.bookrepclub.com.tw
定價500元內(含)書籍扣抵1冊
，定價501-1000元扣抵2冊。

880 元

　(6-２)
　電視版教學DVD＋合訂本

4,800 

元5,640 3,200 元

340 元

 最高

價值

2,000元

元

親愛的市府員工：期待已久的一年一度針對市府所屬機關提供訂閱優惠方案又起跑囉！請將您所需的產品在下列訂購單上勾選。　下述優

惠自即日起至 108年12 月 20 日截止。舊訂戶未到期我們也可以接受續訂！電話：06-2250101 轉103 許專員 /轉120 李小姐

優惠價 原價

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救世傳播協會（空中英語教室系列雜誌）因您訂購本會產品，基於消費者、客戶管理與服務、調查統計與研究分析、契約

關係事務、行銷業務及其他經營合於營業登記項目或組織章程所定之業務等目的，蒐集您的姓名、電話、地址、電子郵件信箱、職業及工作地點

等個資(類別為C001、038、061)。為提供服務，本會將提供給受本會委託業者於寄送產品或資訊之目的內利用；所蒐集的個資將於本會營運期間

及地區用以提供您本會產品和活動等訊息。若您不提供上述個資，將無法訂購本產品且無法獲得本會最新產品及活動訊息。如您欲行使個資法第

3條所賦予查閱、請求停止利用等權利，請洽詢客服人員（02-25339123）。

3. 彭蒙惠英語 雜誌(含朗讀雲) ＋ Super 光碟

教材名稱

元
完整收錄 半年份 每日電視教學節目，每日(集)約25分鐘，透過豐富的主題，實用的字

彙與精彩的課文，讓您習慣英語思考，用英語輕鬆溝通！DVD內容單元包含(以DVD內

實際單元為主)如下：

元2,999 

4,800 元

199 

5.大家說英語(半年份)：
 　(5-1) 電視版教學DVD

1.大家說英語 雜誌(含朗讀雲)＋有聲品 (二選㇐)　□ Super光碟  □ 課文精華DVD

2. 空中英語教室 雜誌(含朗讀雲)＋ Super 光碟

6.空中英語教室(半年份)：
　(6-1) 電視版教學DVD

4. 雜誌(含朗讀雲) □大家說英語 □空中英語教室 □彭蒙惠英語

請勾選：□2018上 (2018年1-6月)　□2018下 (2018年7-12月)

請勾選：□2018上 (2018年1-6月)　□2018下 (2018年7-12月)

2,999 完整收錄 半年份 每日電視教學節目，每日(集)約25分鐘，透過活潑的主題式生活會話

，好用的字彙與文法等單元，帶你活用單字與句型，英語輕鬆講！DVD內容單元包含

(以DVD內實際單元為主)如下：

讀書共和國出版集團，匯聚旗下40家出版品牌的編輯職人專業與品牌影響力，致力於發

展優質、兼具深度與廣度的出版品。此線上網路書店推出了儲值型的會員卡─「讀書共

和國閱讀護照」，推出上線迄今已超過9,000名付費讀者加入，每年每人平均購書量高

達21冊。讀書共和國出版集團與空中英語教室合作「閱讀卡」，每張閱讀卡880元，內

含四冊額度可任選讀書共和國出版集團網路上全部出版書籍。(詳見

www.bookrepclub.com.tw)

PS.訂購此項，需再填寫【讀書共和國校園閱讀卡訂購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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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

資

□滿仟免處理費

□未滿NT$1仟加 80元 處理費
書款 + 處理費(含郵資、包裝、運送等費用) 總計金額 $

◆驚世畫作遺藏在不知名的古屋中，除了畫家的親友外，還有一群蠢蠢欲動的竊賊覬覦

這些價值不斐的畫作。到底誰會捷足先登拿到這批畫作?

◆謎一般的精采懸疑劇情，帶你享受閱讀樂趣，學會更多字彙與寫作技巧；戲劇性的對

話，更能增強訓練聽力，讓聽力更上一層樓

◆這本基礎的實用英語小書，希望能提供很久沒碰英語、或對英語失去信心的朋友們，

一個開口說英語的機會。

◆26項食衣住行育樂用語，一天只要10分鐘，馬上學馬上說：

　　打招呼、久別重逢用語、表達謝意/歉意/讚賞/關心、指令要求、介紹自己及親友、

描述/比較人事物、會不會、詢問所有權、表達喜歡/不喜歡/贊同/不贊同/需求、時間、

日期和氣候、談論生活例行活動、詢問交通方式、關於價錢、詢問/提供資訊、有關邀

請、訂約會和計畫、提出要求、提出/回覆建議、點餐/電話用語

◆影音推薦：英語學習4大技巧 https://youtu.be/QsnhyKGBSzs

◆揭開英語聽說讀寫的獨門好招，讓您抓住學習英語的成功訣竅！

◆如何為自己製造更多開口說英語的機會? 想練習以英文思考，有什麼好妙方?  如何寫

出生動的英文書信?

◆提供14篇學英語的成功要訣，揭開英語聽說讀寫的獨門好招，帶您抓住學習訣竅，突

破語言障礙，漂亮學好英語!  ◆內容 (精選自空中英語教室雜誌)：

8. 英語看招
　(含：書+朗讀CD
　　　　+講解MP3)
    適用英語中級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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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親愛的市府員工：期待已久的一年一度針對市府所屬機關提供訂閱優惠方案又起跑囉！請將您所需的產品在下列訂購單上勾選。　下述優

惠自即日起至 108年12 月 20 日截止。舊訂戶未到期我們也可以接受續訂！電話：06-2250101 轉103 許專員 /轉120 李小姐

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救世傳播協會（空中英語教室系列雜誌）因您訂購本會產品，基於消費者、客戶管理與服務、調查統計與研究分析、契約

關係事務、行銷業務及其他經營合於營業登記項目或組織章程所定之業務等目的，蒐集您的姓名、電話、地址、電子郵件信箱、職業及工作地點

等個資(類別為C001、038、061)。為提供服務，本會將提供給受本會委託業者於寄送產品或資訊之目的內利用；所蒐集的個資將於本會營運期間

及地區用以提供您本會產品和活動等訊息。若您不提供上述個資，將無法訂購本產品且無法獲得本會最新產品及活動訊息。如您欲行使個資法第

3條所賦予查閱、請求停止利用等權利，請洽詢客服人員（02-25339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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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共和國閱讀卡說明:  https://www.bookrepclub.com.tw/?md=index&cl=scheme&at=scheme

個人儲值型閱讀卡

加入「讀書共和國閱讀護照」會員，取得閱讀卡，

每儲值4冊(點)，即可任意選領讀書共和國出版集團4冊(點)書籍。儲值8冊(點)，即可任選8冊(點)書籍 (以此類推) 。

額度使用說明：

1. 個人會員型儲值閱讀卡之效期、冊(點)數，依選擇的入會優惠方案為準。

2. 凡讀書共和國出版集團所出版書籍(以讀書共和國閱讀護照網站www.bookrepclub.com.tw頁面公告書籍為準)皆可選領。

同一種書籍(雜誌、商品)以至多選領2冊為限。

3. 選領冊(點)數計算方式，原則以定價(含)新台幣500元內為1冊(點)額度，定價501-1000元為2冊(點)，以此類推。

4. 特製(限量)版商品、非本集團出版品、套書、雜誌、非書商品等選領額度，請依網站公告為準。

[會員專屬權益]

為提供愛書、熱愛閱讀的您，更優質的服務與閱讀體驗，誠摯邀請您選擇我們提供的各項會員方案，

成為儲值型閱讀卡(讀書共和國閱讀護照)會員，享有以下權益：

1 專屬網站服務

會員專屬網站www.bookrepclub.com.tw提供會員查詢和瀏覽讀書共和國出版集團旗下各家出版品牌最新、熱門書籍資料。

網站提供的會員服務中心，提供會員透過網站服務，隨時隨地登入，進行選書、查詢、收藏文章功能。

2 超便利領書

讀書共和國提供所有會員選領每一本書，皆可享有免費宅配到府服務，

或每選二本(含)以上免費超商取書服務(全家、萊爾富、OK)。

3 第一手書籍訊息

每週寄發即將出版、最新書訊和活動消息電子報，不定期為會員推出超值優惠和選書活動，

讓您掌握最新活動、新書介紹、出版品牌動態。

4 滿意保證

讀書共和國非常重視您的閱讀品質。會員入會期間如遇書籍不符需求或商品不盡滿意，

保證提供退(換)書服務，或退回餘額。

5 豐盛閱讀

讀書共和國出版集團旗下40家出版品牌(持續增加中)，累積出版書籍超過8000種。多元豐富的書系，充實您的閱讀生活。

*為維護社群品質和不定期推出更符合讀者需求服務，請恕讀書共和國網站保留權益條款修訂與訂單接受與否權利。

付款方式：請各單位統一收款，並透過郵政劃撥方式：帳號(00028889)  戶名(空中英語教室文摘雜誌社)
                  **請註明：台南市府專案(008119) ，劃撥後，將其訂閱資料與劃撥收據一併傳真至空中英語教室台南分社 Fax: 06-2252277
                  **劃撥後7個工作天後將陸續收到所訂閱之產品，造成不便敬請見諒，若有疑問，歡迎上班時間來電詢問

【退費處理】若於訂閱期間中止訂閱時，本社將按已領取之產品訂價與每期雜誌零售價(書160元、有聲品100元)， 計算後扣除費用，餘款退回訂戶，並請親自到台南分社辦理。     

【發票開立資訊】此方案為團體優惠價格，故發票開立以團體為主，若貴單位需另開發票，請務必事先告知，以利會計作業。
請務必填E-mail：□同上方E-mail資訊；或另寄至E-mail：                                                                                .
□我要將發票捐給「救世傳播協會」或 □其他受贈機關或團體　　　　　　　　　　　(請填寫捐贈碼)，或自然人憑證　　　  　　　　　　　　.
[注意事項]本公司即日起啟用「電子發票」服務，若您未勾選發票開立資訊，本公司將使用空英載具，中獎發票將寄至您所提供之地址。
若您為公司/機關/有統編之電子發票 發票統編：                                        ;電子發票 □同上方E-mail資訊；或另寄至E-mail：
.
[注意事項]為配合財政部電子發票格式，電子發票證明聯並無抬頭欄位，故無開立抬頭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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