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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BRILLKIDS創始人的感謝詞!

感謝您購買Little Reader學習系統。

投資小孩子學習的這個決定，將帶給您及 

您的小孩一個更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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顗桐(Felicity)自己正在閱讀灰姑娘(兩歲大)

Little Reader的產生

Little Reader的概念，來自於我本身的經驗。當我的女兒黃顗桐還在嬰兒期時，妻子

跟我嘗試使用各種不同的工具教她閱讀，如閃卡、自製書本、DVDs、PowerPoint投
影片及一個以後發展成Little Reader的原型電腦程式。

我們的教學十分成功，顗桐十一個月大就已經能夠閱讀許多單字，我們拍攝了兩次顗

桐在十二個月大時的閱讀片段，這些影片可以在Youtube的BrillBaby頻道找到。顗桐

在兩歲半時已經能夠獨立閱讀(已錄影)；現在顗桐三歲半，閱讀能力大約是三年級的

程度，她對於書籍閱讀的高度興趣常常讓我們感到驚訝。

教導顗桐的過程雖然很快樂也很滿足，但需要投入大量的精神、時間及金錢來準備她

的課程，對於記錄已上過的課程及安排未來的課程也相當艱難，因此我相信一定有一

個更好更簡便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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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tle Reader正是依此構想設計，身為教導嬰兒閱讀的我很肯定的說，Little Reader
學習系統正是教導嬰兒閱讀時需要的工具。

真實成功案例

看到許多父母透過Little Reader學習系統成功地教導嬰兒閱讀令我感到雀躍。在

BrillBaby擔任編輯的Maddy，她的女兒Naimah十六個月大時就能夠利用Little 
Reader成功的連續讀出超過四十個單字，同樣能在BrillBaby頻道上看到閱讀的影片 

。

我們收到數不清來自使用Little Reader父母的感謝函，您都可以在網站BrillKids.com
上看到，這些都讓我們知道努力有了回報，請參考第二十頁摘錄的感謝函。

使用前

我們相信Little Reader已經幫您解決了教育嬰兒最困難的部分。但在您開始使用

Little Reader學習系統前，有幾點要提醒您注意：

了解課程!

為什麼Little Reader的課程要這樣設計？每個課程需要花多少時間？這些問題的答案

都在「了解Little Reader課程」的章節之中(詳見第十二頁)。

個人化!

個人化課程為有效教學的關鍵之一，小孩對於課程的投入是成功最主要的因素。更

多相關的觀念請詳見入門指南中的Little Reader技巧(Little Reader Tips)，內建於

Little Reader系統。

當然你可能會有很多基本問題，像是「為什麼要教嬰兒閱讀？」，這份指南目的就是

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或是引導您找這些問題的答案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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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兆璿,
BrillKids Inc 始創人及執行董事

最後但同樣重要的…

教學最重要的，就是享受學習過程，學習成果不應該是學習的重點，而是學習過程中

您與寶貝促進感情的機會向與小朋友一同享受學習的過程。

記得到BrillKids論壇 (forum.brillkids.com)分享您的教學經驗，在論壇上您能找到

許多跟您一樣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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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從未看過嬰兒閱讀，那麼您應到BrillBaby的嬰幼兒閱讀影片區瀏覽。您可以

看到數十個嬰幼兒閱讀的影片，包含黃顗桐(Felicity, BrillKids創始人的女兒)及奈瑪

(Naimah, BrillKids編輯的女兒) 分別在十二個月大及十六個月大的影片。

1

從未接觸早期閱讀？ 由此開始

觀賞嬰幼兒閱讀影片，請至網站:

www.BrillBaby.com > Teaching Babies > Reading > Baby Reading Videos

顗桐(Felicity),12個月大

奈瑪(Naimah),16個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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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是剛接觸嬰兒早期閱讀的話，在開始教學前，您可

能希望能對此有更多了解，為此我們特別設計了「教您的

嬰幼兒閱讀」手冊，裡面包含所有您需要的資訊。

如果沒有時間閱讀完整的手冊，您可以挑選最有興趣的章

節閱讀。

如果您認為嬰兒太小不適合學習閱讀，或是認為教導嬰兒

閱讀很荒謬，那您應該要閱讀「為什麼閱讀的教學要從嬰

兒時期開始？」，雖然教嬰兒閱讀是一件很好玩的事，但

這不是唯一的理由。在嬰兒時期開始學習閱讀，就有助提升小孩未來的閱讀能力和學

習能力，相關議題的詳細討論請詳見第二章。

您可能在疑惑要如何教嬰幼兒認識字母。事實上嬰兒在不認識字母前就能夠分辨出單

字，但嬰幼兒還是需要學習拼音課程，即各個字母及不同字母組合的發音，才能夠練

習拼音閱讀(即看到字詞就能讀出讀音)；有些人主張小孩不需要學習讀出完整的單字

讀音，但我們認為越早學習閱讀對小孩越有利，小孩在學前學習拼音課程， 將有助於

小孩的閱讀。關於上述議題相關的爭論，請詳見第三章：全語言與拼音課程。

在嬰幼兒閱讀教學上有兩種主要的方法，閃卡教學法及多感官教學法，詳細內容請分

別查閱第四章及第五章。

「教您的嬰幼兒閱讀」手冊是泛指一般早期閱讀的教學，並非單指Little Reader。我

們的學習系統提供您閃卡、多感官及拼音課程內容。本指南的第八至十一頁，列出各

種課程內容概要，詳細的Little Reader課程解釋則列於第十二頁。

如果您對於教學上有其他問題，可以瀏覽我們的BrillKids論壇(forum.brillkids.com)

，論壇上您可以與許多一樣在教自己寶貝閱讀的父母們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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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何使用LITTLE READER

您的Little Reader系統已經內建好課程，使

用上非常簡單，可以立即展開教學。課程中包

含閃卡、多感官及拼音的各項課程，接下來的

內容將幫助您了解更多相關內容。

要開始使用Little Reader，請參閱附送的快速

入門指南(Quick Start Guide)。

如果入門指南中沒有您要詢問的問題，請瀏覽網站上的Little Reader常見

問題及解答，會有更詳盡的內容。網站:

www.BrillKids.com > Support > Little Reader

Little Reader系統中也有內建入門指南，只要按下主控面板左下方「入門指南」的按

鈕即能夠使用。

有關學習系統更詳細的資訊，請參閱Little Reader操作手冊，手冊可以經由光碟或是

Little Reader內建的資料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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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經由論壇獲得技術支援:

Forum.BrillKids.com > BrillKids Software > Little Reader 

– General Discussions

如果您有其他問題或是疑慮，可經由網站發送電子郵件給我們:

www.BrillKids.com > Teach Baby Reading > We’re Here To Help 

> Contact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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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此課程更多的相關資訊，請瀏覽我們的網站： 

www.BrillBaby.com > Teaching Babies > Getting Started 

> Right-Brain Learning

Little Reader的課程包含閃卡、多感官及拼音課程，本章的內容將讓您大致了解每項

課程的內容及功能。

何謂閃卡課程?

閃卡教學法是利用卡片進行教學(但在本軟件中，並沒有使用實體的卡片)，閃卡課程

的名稱由來是因為呈現卡片的過程要快速和簡短 (即，快閃Flash Them) 。人類的右

腦在無意識的情況下，能吸收大量快速閃過的資訊，所以經由右腦學習能使我們輕鬆

的記住大量的資訊，相較年紀較大的小孩及成人，年幼的孩童是右腦更為發達，因此

這種學習方法對於年幼的孩童非常有效。

3

LITTLE READER課程種類

字閃卡:

圖片閃卡:

鳥 貓 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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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

Little Reader的閃卡課程是以單字或是圖片兩種閃卡組成，在螢幕出現單字或圖片的

同時，會播放單字的讀音。舉例來說，在單字閃卡課程，當您的寶貝聽到「貓」這個

單字的同時，可以在螢幕上看到…

在圖片閃卡課程，當您的寶貝聽到「貓」這個單字的同時，可以在螢幕上看到…

何謂多感官課程? 

多感官教學法強調使用各種不同的感官學習，這種學習方法能夠促進學習效率，也可

增加許多樂趣。在多感官課程中，您跟您的寶貝應該享受課程內容，您可以投放更多

的時間和嬰兒學習，嬰兒都愛觀賞動畫，喜歡聆聽及模仿動物發出的聲音 ，喜愛做一

些肢體動作，像舉手或是踢腳。

更多您與寶貝互動的方式，請瀏覽網站：

Little Reader > Start Guide > Tips > How to Make the Most of 

Multisensory Les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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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
/

多感官課程中，您的寶貝將看到一個單字，隨後會有圖片解釋單字的意義(您也可以將

兩者的順序顛倒，或是圖片前後各顯示一次單字)，Little Reader系統每個單字都會配

搭許多不同的圖片檔案，小朋友可以藉由不同圖片深入了解單字的意思，同時也可以

享受多變化的課程。

圖片通常伴隨著聲音或是音效(如，鳥類的圖片會伴隨著鳥叫聲)，圖片聲音通常是經

過設計的片語或是問題，鼓勵小朋友表演出單字的動作或是思考單字所代表的意思，

舉例來說，當螢幕上出現「clap(拍手)」這個單字時，會伴隨著一個問句「Can you 
clap your hands?(你會拍拍手嗎？)」，螢幕上也會出現小朋友拍手的圖片和影片。

何謂拼音課程?

拼音課程讓小孩了解各個字母及不同字母組合的發音，令嬰兒可在不認識每個字母的

情況下，讀出數十個或是上百個單字。若小孩要從學習單字讀音(認識單字)進步到拼

音閱讀(能夠讀出沒有見過的單字)，必須要先完成拼音課程。 

大多數的小孩在學校都可以學習拼音，但現在我們不需要等到小孩子到學校才學習。

使用Little Reader的課程，當小孩認識一定的單字量後，再學習拼音課程，可得到更

好的效果。因此，擁有專利的拼音課程(Little Reader’s Pattern Phonics™ system)

安排在十二個月課程的第二階段。不論您的小孩在幾歲開始第二階段的課程，都能夠

很快的了解發音規則。 十八個月大的幼兒，重覆觀察不同單字中相同的發音時，即可

以了解到發音的規則。Little Reader擁有專利的拼音課程(Pattern Phonics™)，將單

字按照讀音分組，例如將 “-ace”結尾的單字分在同一組，利用相同發音的字母音節

來暗示字母的讀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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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 lace trace

關於拼音的重要性，請見「教您的嬰幼兒閱讀」手冊，第三章：全語言與拼音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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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llKids Little Reader課程提供一切您需要的教材與資訊，只要輕按滑鼠，您便可

與您的寶貝一起進入Little Reader的世界。

請仔細閱讀下列幾點概要，了解以下事項能夠幫助您讓寶貝利用Little Reader的課程

時達到最佳的學習效果與樂趣。

課程頻率

我們建議每天進行兩段課程，當然，為了配合父母，課程的設計也適合每天只進行一

段課程。第二段課程的目的是為了加強第一段課程的內容，並非絕對必要。

為了避免周末假期沒有空閒用Little Reader，課程設計是讓父母在平日進行教學的。

當然，您亦可在週末假期持續教學，您也可以利用周末假期補上平日遺漏了的部分。

單字選擇

BrillKids課程中的單字，都經過精心挑選，非常適合幼兒學習。每天的課程單字包含

三種不同的類別(拼音課程則不包含) 。舉例來說，第一天的課程單字，包含常見動

物、身體部位、動作三種類別的單字。

軟件內共有八個主要類別的單字，這些類別的單字比較能夠引起幼兒興趣，出現的

頻率也會比其他類別單字高，每次主要類別的單字再次出現的時候，都會有不同的變

化，如動詞可能會在字尾加上“-ing”以分詞的型態出現、單字的首字母大寫、或是

單字全部大寫。

4

了解LITTLE READER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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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字循環

每天的課程中，各類別都會拿掉一個舊單字並增加一個新單字，當某個類別的單字循

環到最後沒有新的單字時，單字會再重新循環，每個單字會重覆出現十二次(如果您只

進行一段課程，只會出現六次)。

 

一個課程段包含那些內容

Little Reader每一段共分為四種課程內容：

A–單字閃卡課程

B–多感官課程

C–圖片閃卡課程

D–拼音課程(Pattern Phonics)

A(單字閃卡)–單字閃卡是利用閃卡教學法教授單字，單字會在一分鐘內快速的自動

更換。

B(多感官)–多感官課程提供較慢的教學步調及您跟孩子互動的機會，您能掌控課程的

步調，由您手動控制單字的更換。

C(圖片閃卡)–圖片閃卡類似單字閃卡，利用閃卡教學法教授單字，但是著重於單字意

義，此課程能夠加強小孩在多感官課程中所學的內容。

D(拼音課程Pattern Phonics)–拼音課程(Pattern Phonics) 以漸進的方式教導小朋

友字母與發音的關聯性。 

第一天到第二十天的課程中，只會學習A到C的內容，等到第二十天的課程結束時，

您的孩子已經重覆看過五十個單字，每個單字各十二次，因此可以開始進行拼音課程

(Pattern Phonics)。 

從第二十一天開始，課程內容就會包涵A到D四個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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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選擇

一段的課程長度大約為五到十分鐘，只要您的孩子還有興趣，課程的長度可以持續增

加，在內建的課程之後，您可以把握機會教授個人化的單字課程，或是任何孩子喜歡

的主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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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常見問題

我們的網站上常常可以看到類似的問題：

「小朋友可以從Little Reader學到什麼？」、

「我要如何使用這些課程？」

以及「跟其他嬰兒閱讀教學方式比較， 

Little Reader的優點是什麼？」

小朋友可以從Little Reader學到什麼?

假設您能夠完成十二個月的課程(並且每天持續使用Little Reader教學)，我們保證您

的寶貝在三歲的時候就能夠獨立閱讀。

如果採用六個月的課程，我們保證您的寶貝在六個月內能夠學會至少一百個單字，但

是有一點需要提醒您，某些單字，雖然嬰幼兒認識它，但他們無法發出讀音，因此，

觀察寶貝學習成果最好的方式是利用多感官課程，當圖片出現尚未發出讀音前，按下

暫停鍵，觀察嬰幼兒是否能夠做出此單字相關的動作(多感官課程的更多資訊，請參閱

第九頁)。

您應該避免對您的寶貝進行測驗，享受整個學習過程才是最重要的，寶貝們會在平常

生活中讓您了解他們學到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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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tle Reader的優點是什麼?

雖然Little Reader在是教導幼兒閱讀最有效的工具，但我們設計此學習系統的目的並

不是為了取代其他的教學方法，我們建議多讓小朋友嘗試各種不同的學習方式，包含

閃卡、DVDs，當然還有兒童書籍。

當然您也會跟其他父母一樣，想要了解Little Reader的獨特之處，與閃卡、DVDs及
PowerPoint投影片這三種熱門教學工具相比，Little Reader有下列幾項優點：.

將家庭成員、家中寵物及小孩最喜愛玩具的照片都融入於課程中！DVDs無法做到個人

化課程，利用Little Reader系統製作個人化課程也比PowerPoint簡單。

每次使用系統會出現不同的圖片或是影片，每個字詞出現時也會有不同的發音！DVD
的內容都是一成不變，PowerPoint則需要在課程前自行修改內容，Little Reader則會

自動變換內容。

可快速切換不同種類的課程, 如閃卡及多感官課程！Little Reader包含單字閃卡課

程、圖片閃卡課程以及三種模式的多感官課程，只要輕按一下滑鼠，您就可以任意的

轉換課程。

您可以快速不停的按滑鼠變化閃卡內容，或者，您也可以設定程式讓閃卡自動跳動！ 

您不再需要笨拙的翻動卡片，Little Reader讓您輕鬆的使用閃卡課程。

自動記錄單字出現的次數！您不需要再想破頭，努力的記住什麼時候應該更換單字內

容，Little Reader將自動幫您計算。

可自由移動的指示箭頭，當在閱讀的時候可以移動到單字上！在教導小孩依序閱讀螢

幕上的單字時，不會在螢幕上留下指痕；多感官模式中，按下滑鼠後，才會發出單字

的讀音，學習速度由您控制。

變換不同的字體、顏色以及背景色！利用PowerPoint手動更換耗時費力，利用Little 
Reader則輕而易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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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Little Reader課程的小技巧，請瀏覽網站:

Little Reader > Start Guide > Tips

您的寶貝可以坐在您的大腿上或是您的旁邊，為了保護小朋友的視力，螢幕的

距離至少要有24英吋(60公分)，並放在小孩眼睛的水平位置。

移開學習環境中會讓小朋友分心的物品，如：電視、收音機、電話…等，如果

您的寶貝喜歡抓東西，請把鍵盤收起並使用無線滑鼠(因您只需按滑鼠即可使用

軟件，可用類似電視遙控器的滑鼠)。

確認學習環境的光線充足。

在小朋友狀況良好下進行授課，避免在小朋友疲累、生病或是不感興趣的情況

下進行教學。

課程中保持生動及樂趣！

網上導入新課程，輕易的增加Little Reader軟件的詞彙量！BrillKids論壇上包含數千

個由BrillKids及其他父母所建立的媒體檔案。

沒有以外文為母語的教師，都可擁有高品質的語言課程！ 您的小孩不需要學習您的音

調，可下載以外語為母語人士錄製的語音檔。

怎麼教小朋友使用Little Reader?
以下幾點小技巧能讓您的寶貝自在的學習，愉快地達到最佳的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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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感謝函–摘錄

如要閱讀完整內容，請瀏覽網站的感謝函頁面:

www.BrillKids.com > Teach Baby Reading > Parent Testimonials 

BRANDI (texaslady22) 
英語教師及專業的母親 | 薩爾弗斯普林斯,德州 

兩年前我們與兒子開始使用杜曼(Glenn Doman)啟發閱讀系統，每晚至少花費2小時

的時間製作手寫卡片，花費了許多時間。也要購買大量的手寫卡片，簽字筆的味道讓

人難以忍受，兒子閱讀速度又非常的快，我們都來不及製作卡片。

當知道Little Reader系統的時候，我們抱持著懷疑的心態，因為聽起來太不真實了，

事實上，Little Reader真的太棒了！ 我能自由的編輯想要的單字，並且可以隨著每週

課程主題自由變化內容，加入圖片、聲音或百科全書知識內容，最重要的是我兒子非

常喜愛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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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VIN AND JENNIFER (jenniferloden) 
驕傲的父母 | 康摩斯,喬治亞州

JOAN (joan)
兩個小孩的母親 | 新加坡

JENNIFER (koala girl) 
三個孩子的母親 | 加州,美國

我們十九個月大孩子很喜歡這套系統，他會坐在螢幕前，手指著每一個螢幕上出現的

單字。他已經能夠閱讀超過一百個單字。這都要歸功於Little Reader，這套系統實在

是太好了。

Little Reader的變化非常多，一個單字有許多不同的圖檔，還可以自行設計歸類圖

檔、錄製自己的聲音、增加影片…等，不只這樣，還能夠輕易的下載及使用其他媽媽

們製作的課程內容，我三歲的兒子還有九個月大的女兒非常喜愛這套系統了。

無意間逛到你們的網站，我就愛上它了，所有我需要的東西都可以在網站上找到，我

不需要再四處尋找，你們的網站、論壇和軟件提供所有我需要的資訊和教材，非常方

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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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Y ANNE (Jake) 
Jake親愛的奶奶 | 馬爾他  

Cheryll (sheeberi) 
擁有一對雙胞胎的驕傲母親 | 沙斯塔,加州,美國

AMANDA (heyblue41) 
藥劑師，Hayden及Kayla的母親 | 德州,美國

在使用Little Reader之前，我付了許多錢給孫子的言語治療師，但自從我開始持續使

用這套軟件之後，我不得不說這套軟件非常的有效而且便宜多了。

我九個月大的雙胞胎女兒使用這套軟件僅僅兩個星期，我很驚訝這套軟件能夠在這

麼短的時間內吸引她們的注意力，課程中，她們嘗試著模仿單字的發音，當她們看到

螢幕上的小孩舉手或是踢腳的動作，她們也會跟著做，在課程中她們非常開心的看著

我，彷彿對於自己能夠做這些舉動感到很驕傲。

使用Little Reader後，我發現我的兒子不停複述只聽過一次的俄文單字，現在他已經

能夠以五種不同語言念出貓、狗還有其他動物，這一切都是Little Reader的功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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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 (carpe_diem) 
擁有十四個孫子的奶奶 | 曼徹斯特,英國

ALISON (Mum) 
Penny及Hayden的母親 | 澳洲

GAVIN (Gavinmor) 
父親 | 艾克斯特,英國

Joseph(二歲半)跟我說他想要在Little Reader軟件的家庭成員表裡面加上他的老鼠(

他的玩具)，他叫我幫老鼠拍照，下一次的課程中，當他看到這張照片出現時，他非常

的開心。這是Little Reader最棒的概念：小朋友能夠投入系統之中，系統裡面有自己

的照片，還有其他的家庭成員、玩具、寵物…等，能夠製作個人化課程內容，增廣自

己的視野，我還沒有見過像Little Reader一樣如此的富有變化、包羅萬象、含有深度

及充滿樂趣的軟件。

我們家三歲的「 Little Reader」小讀者對於我們幫她錄音的恐龍單字新課程非常的興

奮，她很喜歡爸爸幫她錄製的音效，我從來沒想過錄製音效檔案能夠如此簡單。

剛開始我的兒子是使用PowerPoint投影片學習，為了吸引他的注意我在圖片中加入動

畫及音效。Little Reader系統是最好的工具，操作簡單、豐富的內容、多變的選擇 ，

除了內建的課程還能輕易的增加新課程。現在，準備課程的時間變少了，讓我有更多

時間跟寶貝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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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yze)
兩個小男孩的母親 | 中國

AGNES (Agnesdecham) 
全職媽媽 | 新加坡

ARTHI (AnuShyam) 
Anu及Shyam的母親,講師 | 新加坡 

真是太感謝Little Reader了！我的小孩四歲了，在接觸Little Reader之前幾乎不認得

任何英文單字。普通的閃卡課程沒辦法引起他的興趣；電視或是電腦的圖片影音學習

系統又讓他太著迷，只顧著看而忘了學習。使用小閱讀家短短一個月內他就學會了一

百多個單字，他現在還非常喜歡這套軟件。我另一個二歲的兒子非常喜歡跟他哥哥一

起使用Little Reader學習。

每當我用Little Reader軟件播放祖父母的照片及聲音的時候，我的女兒都會笑的非常

開心。這讓我感到非常的窩心，因為透過Little Reader我的女兒能夠回憶她跟祖父母

的歡樂時光。

我透過小閱讀家教我的兩個小孩學習已經好幾個月了，我發現小閱讀家能夠滿足兩個

小孩不同的需求。二歲的兒子最喜歡動物課程，課程中會出現動物的照片及音效，現

在，在圖片出現之前他已經能夠讀出單字了；三歲半的女兒喜歡比較複雜的課程，像

旗幟、行星及世界七大奇景。在小閱讀家課程外，她也開始展現出閱讀興趣，當我們

到圖書館的時候，她認出世界七大奇景中的圖片，想要更進一步的閱讀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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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MI (mimi pageot) 

Vanessa (nadia0801)
Cameron的母親 | 昆頌市,菲律賓

我很高興發現了你們的網站，我的兩個小男孩也開始使用Little Reader軟件，剛好我

也使用另一個類似軟件(宣稱有相同功效)，但事實證明，Little Reader軟件比較有

效。我家的小男孩隨時都想要使用Little Reader，最重要的是他們不是死背單字，利

用軟件使用不同圖片或是改變單字的排序，他們還是能認出單字，因為他們是真正了

解單字的意義。使用Little Reader之前，三歲的兒子無法發出單字的讀音，但現在他

會抓住每個可以念出單字的機會去閱讀。

Little Reader真是幫了大忙！我才剛剛開始學習杜曼(Glenn Doman)的教法，

Little Reader將閱讀軟件帶往一個全新的領域，對於寶寶的教學更有組織性，也更

容易，軟件還能夠個人化調整適合每個小孩的課程內容，我個人很喜歡軟件的使用介

面，簡單明瞭，容易上手，還有提供許多可下載的課程內容，這應該是目前最棒的嬰

幼兒教學軟件了。



JANICE (Janice Bolima)

我已經使用Little Reader三個月，每天我都會跟著寶貝一起閱讀軟件內的課程，每天

跟寶貝一起使用Little Reader是我們親子交流的時間，她真的很喜歡觀賞螢幕上的閃

卡；軟件發出的音效還有單字發音，更是讓她感到驚奇，她也很喜歡看見那些單字還

有彩色圖片出現在螢幕上。

我的兒子在過二天就滿三歲了，最近他被診斷出患有自閉症，Little Reader系統幫助

他學習往後人生中重要的課題「溝通」，這個程式不僅是提供小孩歡樂的來源，更是

特殊兒童的實用教學工具。這套軟件帶給我的家庭希望，我也期望其他的母親跟孩子

們也能從這套軟件中受惠。

(Haha) 
自閉症兒的母親 |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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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立刻開始用Little Reader但不知
應從何入手?

剛開始教育寶寶的過程也許令您感到吃力和不知所措，這一點我們都很

明白，因此我們設了這本《教您的寶寶閱讀》的簡介供您參考。

這簡介提供所有您需要的資料，包括：

     如何使用Little Reader

     Little Reader課程種類

     常見問題

從今天起使用Little Reader，發掘教寶寶輕鬆閱讀的樂趣﹗

www.brillkid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