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牛津英語專業家用學習系統
適合0至6歲幼兒

活學•愛讀
放眼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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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學出版社隸屬英國牛津大學，是歷史最悠久、最具規模的

大學出版社。

Oxford Path是牛津大學出版社集權威顧問及專業編輯團隊多人共

同研創，專為0–6歲幼兒設計的家用英語學習系統。Oxford Path

結合牛津四大教學法，讓幼兒在黃金學習期中獲得充份啟發，

逐步深化學習，掌握純正英式英語，發展邏輯思維，培養優良

品德，邁向全人發展。

牛津大學出版社  

   與 Oxford Path

   如欲了解更多，請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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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學習對寶寶至關重要

把握寶寶黃金學習期

寶寶的腦部由出生開始急速發展，3歲時的腦部體積達到成人的8成，

5歲時更達到9成。一些權威研究指出，腦部用以傳遞資訊的「突觸」

（synapses）數量在1歲時達至巔峰，而豐富和具系統的學習環境能更

好地刺激孩子發展智力及語言能力，故此要孩子學好英語，就要好好

把握6歲以前的黃金學習期。

如何培育
  精靈寶寶 ?

80%
90%

100%

3歲 5歲 成人

人類腦部發展圖

0–2歲幼兒平均一星期的時數分佈

150小時

16小時

2小時

*24小時 X 7天 ＝ 168小時 /星期

 在家      外出      興趣班

0–2歲幼兒待在家中的時間

遠較外出為多，要讓孩子

的腦部得到充份發展，便

更要細心安排孩子在家閱

讀、遊戲和學習的環境和

時間。若能營造優質的家

居英語學習環境，對幼兒

學好英語猶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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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xford Path Baby

寶寶多元感官探索系列

（建議從0歲開始使用）

Oxford Path  
Maths Adventure

早期數學學習系統

（建議從1歲半開始使用）

優質教材伴成長
   齊齊邁步牛津路

Oxford Path

專業英語學習系統

（建議從半歲開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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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書籍

中小學教科書

及故事書

學術及參考書籍

Oxford Path  
Maths Adventure

早期數學學習系統

（建議從1歲半開始使用）
牛津課程

Oxford Path 
Foundation Pack

中英文裝備系列

（建議從4歲開始使用）

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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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多元感官學習法

Oxford Path配合幼兒以多元感官探索及學習的特質，設計

各項學習資源，通過各種感官刺激提升孩子學習能力：

牛津教學法

聽覺

視覺

觸覺

嗅覺味覺

用聰明筆聆聽純正英語

故事錄音、有趣的聲效

及動聽的兒歌，能促進

孩子發展聆聽能力、語

音覺識能力和專注力。

插圖精美及包含各類小

驚喜的故事書、圖像豐

富的主題海報、字詞卡

和生動的動畫，能吸引

孩子注意力，強化認知

和記憶。

家長手冊內提供大量的

學習及遊戲點子，引領

孩子以味覺和嗅覺探索

世界，增強好奇心。

以不同物料製作的故

事書和學具、有趣的

律動和親子遊戲，能

提升孩子的學習興趣

和強化聯想力。



日常生活 社交和人際關係 探索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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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寶寶聆聽故事，一起幫助因怕黑

不敢睡覺的Cheeky。
Mia的父母特意為女兒和小動物帶
來驚喜，渡過了一個既熱鬧又温馨

的聖誕節。

Mia一行人到澳洲旅遊，在恐龍 
博物館鬧出了笑話。

Cheecumoka到遊樂場玩耍，他們
怎樣把不同圖形的物件變成有趣的

玩意呢?

Cheecumoka合力製作禮物，送給
巨人先生。

原來南極冰川融化，對生態環境

影響很大！Mia和Cheecumoka
可以怎樣做呢？

以洗澡為主題，讓寶寶認識身體

部位。

古堡太殘舊了，大家一起籌款修建。 為了把薑餅人帶回家，Mia和
Cheecumoka在倫敦四處探索。

2  主題式閱讀法

Oxford Path的故事環繞不同主題，引領

孩子透過生活化的情境，接觸實用的英語

和早期數學概念，幫助孩子發展日常生活

技能和各範疇的知識，強化情緒管理和社

交能力，培養對世界的好奇心，並建立正

面的價值觀、良好的品德與人文關懷。
日常生活

社交和 
人際關係

探索世界

4–6歲

故事主題

3–4歲

0–3歲

融入2,000個
日常英語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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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閱讀開始， 
學習英語詞彙。

3  用手偶重現

故事情節，

看孩子是否

已經掌握學

過的知識。

4  在日常生活靈活

運用英語知識。

3  螺旋式學習法

研究顯示，孩子需接觸一個英語詞彙達12次，才能有效

記憶該詞彙。Oxford Path依據幼兒需反復學習和記憶的

學習特質，以環環緊扣、螺旋深化的方式設計整個學習

系統，讓孩子藉着閱讀不同的故事和利用各種學具重温

所學，循序漸進地打好英語及數學基礎。
打好基礎

螺旋深化

循序漸進

I love you, Mum!

英語系列

2  聆聽兒歌，

重温故事。

全
面

發展 孩子潛
能

良好語言能力 

幫助掌握抽象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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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透過閱讀，學習平面

和立體圖形的概念。

2  使用立體積木和數

學遊戲卡，探索立

體圖形的面。

4  再利用活動冊，看孩子是否了解

平面和立體圖形的關係。

3  將數學概念應用

到日常生活。

4  語音拼讀法

語音拼讀法（Phonics）讓孩子認識語音和字母的關

係，能有效提升閱讀、認字和拼字技巧，為將來能獨

立閱讀和學習作好準備。Oxford Path設計一系列的

語音學習資源，配合具點讀和錄音功能的聰明筆，幫

助孩子掌握基本語音拼讀技巧。

音節 
mo
4

nke
4

y
首音＋尾韻 

c + at

元音＋輔音 
/a/ + /t/

≠ !

= ?

This is a cube!

全
面

發展 孩子潛
能

良好語言能力 

幫助掌握抽象概念

良好邏輯思維 

強化溝通技巧

發聲學習卡 精靈發聲 Kaboo 語音學習活動冊及 
語音拼讀活動冊

數學系列

聰明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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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核心學習組件

1

2
Oxford Path

專業英語學習系統

以40個故事為核心，發展一系列英語學習資源。讓孩子在豐富的

英語環境下，透過多元學習，掌握大量英語詞彙和句式，並發展

獨立閱讀能力，為未來英語學習作最佳準備。

Oxford Path Baby

寶寶多元感官探索系列

備有英語故事書、兒歌及多元感官玩具等學習資源，設計配合幼兒以

多元感官學習的特質，把英語學習融入日常生活，從小啟發幼兒的學

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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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xford Path Foundation Pack

中英文裝備系列

包含48本學習活動冊、6本遊戲冊、兩文三語學習卡及入學面試卡，

內容涵蓋聽、說、讀、寫，全面訓練語文能力，着重幼小銜接和小一

入學面試的準備，幫助孩子在能力和心理上盡早適應。

3

4

Oxford Path Maths Adventure

早期數學學習系統

備有英語故事書、活動冊和數學操作玩具。在故事中融入6大數

學基本範疇，包括「數數」、「方位」、「量度」、「設計」、「遊戲」及

「解釋」，讓孩子透過閱讀生活化的故事，從有意義的情境中學習

數學概念，藉此提升邏輯思維及表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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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詩韻博士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講師

Professor Ernesto Macaro

英國牛津大學教育學系 
應用語言學教授

梁貫成教授

香港大學健泰基金教授 
（數學教育）

Professor Brian MacWhinney

美國卡耐基梅隆大學心理學、 
計算語言學及現代語言學系教授

Professor Linda S. Siegel

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教育、 
心理輔導及特殊教育學系首席教授

Charles Hadfield

新西蘭懷卡托大學 
英語教師培訓專家

黃國成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語言學及 
現代語言系兼任助理教授

Professor Jill Hadfield

新西蘭聯合理工學院 
英語研究學系副教授

施敏文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課程與 
教學學系名譽專業顧問

Michael Sullivan

美國伊利諾伊大學 
心理學學士及社會工作碩士

徐志源先生

韓國著名兒童文學作家

Marian Lim

香港大學教育碩士及 
資深幼教教師

1  權威學術顧問及專業編寫團隊

Oxford Path專業英語學習系統由牛津大學出版社編輯團隊及全球12位幼兒

英語權威、早期數學教育及幼兒教育專家共同研創，為您的孩子奠定穩固的

英語、數學及語文基礎，培養邏輯思維，邁向全人發展。

選擇 Oxford Path的 4 大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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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培養 8 大必備共通能力

Oxford Path除了透過閱讀提升孩子的英語和數學能力，更從中培養孩子的

8大必備共通能力，打好全人發展和終身學習的基礎。

解難能力 
Problem-solving 

溝通能力 
Communication 

資訊科技運用能力

Information technology 
自我管理能力 
Self-management

邏輯推理能力 
Logical thinking 

創 意 
Creativity 

運算能力 
Numeracy 

協作能力 
Collab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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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系統的教學內容

Oxford Path的教學內容經過有系統的編排，每部份環環相扣。孩子只需

要依照編定的流程學習，就能夠輕鬆達到最佳學習成效。家長更可以隨

時查閱「學習歷程護照」，掌握孩子的學習情況及進度，方便跟進。

1 2 3

5 4

6

* 每本故事書的預設學
習週期為4–6星期。

故事書

分級閱讀英語故事。

故事唱片

聆聽及重温

有趣情節。
故事兒歌唱片

聆聽旋律優美的故事

兒歌，享受唱遊樂趣。

故事活動冊

透過有趣的活動，有

系統地强化英語各項

能力，深化所學。

字詞庫

讓孩子錄下和記下新

字詞，提升自學能力。

隨時重温，或開始

閱讀下一本故事書。

學習歷程護照

每完成一個學習活動，

就在相應的方格內貼上

貼紙，簡易記錄孩子的

學習進度。

字詞卡

玩字詞卡遊戲，

加深對詞彙的

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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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多元有趣的學習歷程

Oxford Path的故事書取材自日常生活，以Cheeky、Curly、Kaboo、Moppy 

4 隻親切可愛的小動物為主角。其中，Curly、Cheeky、Kaboo分別根據海、

陸、空元素精心設計，而小狗Moppy則是人類的好朋友，透過這些重要角色，

孩子不僅能夠學到地道英語及早期數學概念，更能培養良好品德，全面發展。

此外，Oxford Path的學具十分多元化，從學步車、布偶、海報、發聲學習卡、

積木、時鐘，到精靈發聲Kaboo及聰明筆等等，多不勝數。每件都能配搭故事

書及活動冊使用，最終達至以螺旋深化方式鞏固所學。

Cheeky

Kaboo

Moppy

Cu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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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xford Path 

牛津幼兒英語天地

Oxford Path牛津幼兒英語天地，為各位

牛津爸媽提供最全面的支援，讓您和孩

子更輕鬆面對每一個學習階段。

專業支援

產品更換及維修服務

親子閱讀室

Oxford Path 專業學習歷程導師團隊

會員專享網站資源

Oxford Kids 成長錦囊

• 共享親子閱讀時光

•  提供適合孩子不同 
學習階段的故事書、

大書

• 分享學具使用方法和心得

• 提供育兒及教育資訊

• 學具使用示範影片

• 增補資源下載區

•  會員專享活動登
記區

•  配合孩子成長階段 
的學習資訊

•  使用Oxford Path  
學材小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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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xford Path專家講座
幼兒早期教學資訊

孕媽媽講座

兒童過敏症

如何有效地提升寶寶閱讀及

理解能力

贏在起跑線？如何發展孩子的數學潛能

教材活用工作坊 升學策略講座

外籍家傭工作坊 幼稚園家長面試及筆試策略

英語教育資訊

認識英語的特質 —— 助寶寶學好英語 運用字詞卡及海報的創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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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活動及工作坊回顧

Oxford Path定期為會員舉辦各式精彩活動及工作坊，讓牛津寶寶

有更多機會接觸英語，實踐所學。

親子瑜伽班

夏日派對

聖誕派對

故事派對

母乳寶石媽媽工作坊



媽媽Veronica

媽媽Yoko

寶寶Harmony

媽媽Lydia

寶寶廷翰

寶寶Kristie

媽媽Rita 

寶寶Matthew

Harmony很喜歡Oxford Path以不同物料製作的故事

書，尤其是布書My First Book，這本布書顏色鮮明、圖

畫生動，Harmony一有空就會翻閱。

媽媽在懷孕期間已選用Oxford Path

Kristie自小就很喜歡Oxford Path的故事書，尤其是書內

令人驚喜的設計，Kristie特別喜歡翻閱Kaboo Sings and 

Sings這本故事書，內頁有立體的鸚鵡Kaboo彈出。現在

她已經培養了良好的閱讀習慣，會自行使用學材閱讀。

媽媽在懷孕期間已選用Oxford Path

廷翰使用了Oxford Path後，除了英語能力之外，他的表達

和溝通能力都大有進步，日常對話更有條理，我相信是因為

他掌握了一些數學概念後，思路變得更清晰、更有邏輯。

廷翰剛出生就開始使用Oxford Path

Oxford Path的「螺旋式學習法」最令我印象深刻。教學

內容有系統地重複，孩子可以自然地學會必須的知識，

不必死記硬背。

Matthew 7個月大開始使用Oxford Path

用家分享
根據2019年領研市場研究有限公司研究調查，接近90%用家表示Oxford Path 

教材有效提升幼兒英語能力；91%用家對Oxford Path 教材及相關服務感到

滿意；90%用家表示會向朋友或家人推薦Oxford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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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區

Oxford Path牛津幼兒英語天地

九龍彌敦道345號永安九龍中心14樓1406–1407室

電話（+852）2516 4567

澳門區

牛津大學出版社（澳門）經銷商：Sun Path English Hub

澳門肥利喇亞美打大馬路（荷蘭園正街）84D號

電話（+853）2856 5011

    Follow us @OxfordPath 牛津幼兒英語   

www.oxfordpath.com

立即聯絡我們

預約免費Oxford Path 
體驗服務

2516 45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