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C Muzzy》教材套裝
善用多媒體

自學英語

每天只需 15 分鐘，自然吸收英語的
語調和節奏、會話和詞彙、及英語文化
適合年齡 : 3 – 12+

100 個國家採用、取得 9 個國際大獎

購買閱覽：按此連結

原價： $3,600 / 網上： $2,520

查詢: info@greenfieldhk.com

2304 0355 內線 103
網上購書 9 折

9折

1.

149 個單元連續劇故事，孩子愛追看。主角有太空來客 Muzzy、公主 Sylvia、國王、王
后、公主的好朋友 Bob、和壞人 Corvax。故事環繞 Muzzy 降落在英國皇宮後所發生一連
串的趣事和歷奇。

2.

採用正宗牛津英語教學，配合口形發音視象，兒童容易掌握正確清晰的發音。

3.

故事及歌曲均有英文字幕，有助兒童看著字的串法，隨著字幕讀/唱。

4.

透過看(圖像、DVD) 、聽(聆聽故事、歌曲) 、讀(劇本、詞彙圖書)、玩(遊戲卡) 來學
習。

5.

小朋友每天觀看，與主角 Muzzy 建立親密、深厚的關系。

6.

低年班兒童，利用毛公仔玩角色扮演，模仿故事中人物的對話，自然地練習英語會話。
高年班兒童，利用所附劇本，透過讀者劇場(Readers’ Theatre) ，延伸故事。



Time



Health and Feelings



Days of the Week



People and Places



The Outdoors



Transportation



What to Wear



Big, Small and Opposites



Life at Home



Family & Friends



And much, much more!



Hundreds of Words & Phr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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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您的小孩要學好英語



英語作為第二語言， 如何才能學好

1.

最流通的語言：
全球化下不同國家之間的溝通越來越重要，英語是最普及的語言

2.

越早越好：
很多研究指出小孩從少學習外語，有明顯的優勢

3.

培育優秀的閱讀能力：
小孩學習外語時，能夠自然習得字母／字元和聲音間的關係

4.

建立興趣：
遊戲中，小孩模仿劇中人物說話和扮演，建立學習英語的興趣

5.

建立自尊心：
小孩潛移默化中習得劇中人物標準牛津英語的語調和節奏；能說得一口漂亮的英語受
到別人的稱讚，從而加強自信

6.

為踏入全球化的世界做準備：
大學多以英語授課，擁有優秀的英語能力是進入商界或各種文化藝術的大門。

7.

終身學習的優勢：
學習第二語言有助孩子擴闊人生經驗，建立更好的洞察力、更強的人際關係網、更多
的工作機會和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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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ents' Choice Award
Awarded by the Parents' Choice Foundation, this award is a nationally
coveted distinction for the very best in all fields of children's media.

iParenting Media Award
Certified by an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standard of quality assurance,
the iParenting Media Awards Program honors the best products in the
marketplace with their prestigious award.

Duke of Edinburgh Prize
Awarded by the English Speaking Union, established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and human achievement through the
widening use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throughout the world."

Media and Methods
Media and Methods, the foremost magazine of classroom technology in
America, prepares a portfolio each year of award-winning products.
MUZZY has won this award twice.

Featured Product: Wall Street Journal
MUZZY was featured in a Wall Street Journal article titled: "Bringing Up
(Bilingual) Baby." MUZZY was recommended by a language expert to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Monica Langley, to use with her own nine-month
old baby.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Teachers of German
With over 6,500 members, the AATG is an organization dedicated to the
advancement and improvement of the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of
German-Speaking countries. MUZZY received the highest rating of the
AATG in a review of useful materials for the teaching of Ge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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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 Product: SmartKid Online
SmartKid Online called MUZZY "...the best video language course
available today."

Worlddidac Award
Worlddidac - the World Association of Publishers, Manufacturers and
Distributors of Educational Materials has over 300 members in 48
countries. The Worlddidac award recognizes excellent and innovative
educational tools with this respected international prize.

Le Journal Français
This esteemed journal reported that, "MUZZY stimulates auditory and
visual memory to create apprenticeship with language that is as natural
as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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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D、CD-Rom
1)

2)

3)

4)

BBC Muzzy (故事 Stories) 動畫卡通 DVD 4 隻


故事分為程度 1 及 程度 2；各有 2 隻 DVD 光碟(Part 1-3, Part 4-6)，即共有 4 隻故
事光碟。



兩個程度的故事有連貫性。



有英文字幕 (另可選擇西班牙文、義大利文、法文，荷蘭文的字幕，但沒有發
音) 。



故事除了有情節外，亦有主題教學(themes) ，如問時間、提問等。



兩個程度共有主題教學 27 個(程度 1 有 11 個，程度 2 有 16 個) 。



故事中及完結時，均有總結(Norman 卡通作主持) 。

2 張詞彙 DVD


Vocabulary Builder 詞彙，含 27 個主題生字 512 個。



透過主題，學習日常生活常用生字。



每個程度皆有一隻 DVD 生字光碟，可選擇有沒有字幕。



程度 2 有 16 個主題的生字(共 252 個生字)。即共 27 個主題的生字，共 512 個。

互動遊戲 CD-Rom 12 隻


共 192 個互動遊戲，練習及重溫故事中所學。



每程度皆有 6 隻互動遊戲 CD-Rom。



透過互動遊戲，讓兒童重溫每個故事所學過的知識。



遊戲形式包括配對、造句、串字等。



如不能做到，按一個制便可重看該段故事，然後再重做該練習來幫助小朋友。

歌曲 CD 2 隻


共 23 首節奏輕快易學歌曲，及故事朗讀。



每程度皆有 1 隻 Song CD 。程度 1 有歌 12 首，程度 2 有歌 11 首。



除歌外，CD 內還附有故事朗讀。



歌詞及故事皆見於 Muzzy Video Script and Vocabulary Builder 一書。



小朋友能邊唱邊看邊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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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字卡
5)

6)

2 本圖書: 劇本、詞彙圖書


Video Script and Vocabulary Builder 劇本詞彙集共 2 本、彩色印刷，每程度皆有 1
本。



劇本可讓兒童透過玩 Reader’s Theatre(讀者劇場) ，誘發他們朗讀的興趣、重溫故
事情節、句式、及練習會話。



透過生字冊，重溫學過的生字。

3 本趣味遊戲練習本


Activity Books 趣味遊戲練習本共 3 本、彩色印刷。



程度 1 有一本，程度 2 有兩本。



用填空格、連線、長答等形式練習所學過的主題知識、生字、及句型。



附參考答案。

7)

家長使用說明

8)

4 盒遊戲卡 ― 336 張趣味遊戲卡 ( 本版獨有 )


4 盒遊戲卡：First Words Cards , Build a Word Cards, Bingo Cards 及 Domino Cards。



共 336 張卡、16 種組合。玩法由淺入深，學習生字和串字。



Level 1 及 Level 2 課程內容說明、遊戲卡玩法說明 (中文)

加送 Muzzy 毛毛公仔 ( 本版獨有，先到先得，送完為止 )

購買閱覽：按此連結

原價： $3,600 / 網上： $2,520

查詢: info@greenfieldhk.com

2304 0355 內線 103

陳列室開放時間：
Showroom Opening Hours :
Mon-Fri 9:00am ~ 6:30pm
Sat
9:00am ~ 1: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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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852) 2304 0355
Fax: (852) 2304 0778
email: info@greenfieldhk.com
http://www.greenfieldhk.com

香港九龍荔枝角青山道 696 號
時采中心 1 樓 1 室
Room 01, 1/F, Vogue Centre,
696 Castle Peak Road,
Lai Chi Kok, Kowloon, 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