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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C顧問集團是專業的顧問
與訓練公司，提供您優質的商

用英語訓練。BECC 已幫助許

多台灣企業的員工活用英語，

提升企業競爭能夠精準的評估

員工與學員的專業能力力與獲

利能力。

BECC 的課程設計，能為企業
大幅改善員工的英語溝通能

力，幫助您的員工更有效率的

工作。BECC 會與您的人力資
源部門合作，確保所有的訓練

都能符合您的企業目標，以及

實現個別學員的學習成效。

BECC 將與人力資源經理密切
合作，並由我們的專案經理監

督，確保專案順利的進行，展

現最佳訓練成果。

BECC 提供精緻的專業顧問服
務，專為每一個客戶特殊的需求

提供服務。BECC 針對您的特定

需求所提供的解決方案，絕對不

同於坊間無法滿足組織需求的

「一套課程，全體適用」的課

程，BECC 所提供的都是高標準
的訓練課程。所有顧問都具有豐

富的商務及教學經驗，且所有課

程都具備明確而客觀的評估條

件，能夠精準的評估員工與學員

的專業能力。

!We succeed at 
our job when you 
succeed at yours"# 
$BECC

BECCINTRODUCTION

「我一定會向公司同仁推薦貝科顧

問的課程。貝科顧問的課程豐富而
專業，錯過實在太可惜了。」

~ 兆豐金控經理  Eric 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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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C 成立的宗旨就是提供專業的顧問服務，提供

台灣許多大型企業顧問諮詢與專業的解決方案。BECC 

提供的不只是單純的英語課程，而是提供企業解決方案

的服務，優於台灣常見的英語訓練課程，為專業、精確

和成效訂定了更高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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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提供最佳的訓練，BECC 所開發的獨
一無二的課程，結合了專業技能研討會以及

MBA 層級的課程內容。BECC 並將專業的
商務顧問知識，編寫成一套活學活用的訓練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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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C 為專屬的高階主管訓練課程，開發了一套專

門的軟體系統，幫助我們了解學員的需求並提供詳細的

報告、分析和解決方案，以滿足您的各項需求。接著 
BECC 就能針對提升學員以英語溝通的各項技巧，設計

專屬的訓練計畫，精確的利用各種重要的課程活動，有

效的強化學員的溝通能力。所有專屬的課程教材都是針

對每個客戶不同的需求所設計，讓您的每一筆訓練支出

都能收到最佳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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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C 所設計的目標評量表，能將主觀的學習成果

量化，精確的展現學員英語能力的進步程度。BECC 提
供您的成果報告，詳細列出進步情形，並提供改進策略

大綱。這些報告的目標在於評估訓練的成效性，讓您的

小小投資大幅強化員工的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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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C 的顧問擁有豐富的商務經驗、教學熱忱與訓

練專業，提供您最佳訓練成效。BECC 的每一位顧問都
擁有多年的實務經驗，能將抽象的概念轉化成實際的應

用。BECC 的顧問都有極高的教學熱忱，並了解 BECC 
的訓練目標，將他們豐富的實戰經驗轉化為提升您企業

成果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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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人力資源經理將與 BECC 密切合作，幫助您
的員工獲得所需的各種訓練。BECC 的報告以及成
效評量，能幫助人資經理評估訓練預算的合理性。

BECC 致力於加強您的工作效率、獲利能力，並與
人資經理合作達成 BECC 與您的共同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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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BECC 是最專業的
顧問公司，我一定會向公司同
仁推薦BECC的課程」

~ 台銀證券總裁 Simon Ch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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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C 的課程設計，不

僅指導學員實用的商務溝通

技巧，更提供各種情境的練

習機會，並針對個別學員提

供詳細而精準的建議，幫助

學員迅速提升學習成效。我

們給學員的意見絕對不帶有

偏見、誇大不實，更不會含

糊不清。

每一堂課一開始都會先

提供清楚的當日學習目標與

課程架構大綱說明。顧問會

首先向所有參與的學員概述

所有商務及語言技巧，並與

學員直接互動。接著透過多

項創新設計的活動，讓學員

練習顧問所說明的技巧。每

一堂課最後都會有一個真實

情境的演練，讓學員以當天

所學的所有技巧來解決商務

上的問題。實境演練除了可

以加強印象，還能幫助學員

熟悉如何將這些溝通技巧運

用於工作中。

在課程中，顧問會著重

於學員使用英語的精確度以

及是否能清楚的表達，鼓勵

學員勇於開口，並逐步糾正

學員的錯誤。BECC 除了幫

助學員學習工作上適用的溝

通技巧，同時加強學員的發

音、文法、句型和流利程

度，讓學員不只學英文，更

學習如何運用語言利器把工

作做對、把工作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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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C 線上英文能力測驗

BECC的線上英文能力測驗能讓英文學習者更方便得知自

己的英文程度. 這個測驗包含了聽力,  閱讀, 及寫作;  所有的測

試問題皆是經由BECC專業人員鑑定多次

後所擬定出來. 完成測驗後, 系統會自動告

知測試結果並將此成績與B U L AT S , 

TOEIC及TOFEL做比較. 大部分的被測

試者可以在45分鐘內完成測驗, 且直接

在網路就可進行英文程度測驗讓使用者

更方便. 

BECC 線上學習系統

BECC研發了一套完整的線上學習系

統. 這套線上系統能單獨使用也能支持原

本的BECC課程內容.  這是一套線上自我

語言學習程式,  使用者不受限於時間及地點, 

隨時都能學習英文及相關的溝通技巧. 

BECC 需求分析2.0

分析組織/公司內部的人員的英文溝通能力是相當重要的, 

這包含員工應該有的表現及需要加強哪

些語言技巧. BECC 需求分析2.0 將這些

重要的資訊有組織的彙整成容易操作及

暸解的報告, 圖表, 及公司/組織分析報告.

這份報告能協助您決定哪些員工需要接受

訓練. 這套軟體相當容易使用, 可應用在各

部門, 管理階層, 及員工,  您將能精確地知

道公司內容有哪些部門/員工需要加強語

言能力. 換句話說, 根據所整理出來

的報告即可以針對個別需求,需使用

英文的相關活動, 及現有的英文溝

通問題去安排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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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C 的每一項課程，都分為4

初級

初級

中級

中級

進階

進階

認識的單字和
片語有限，可
以針對已熟悉
的主題進行簡
短但內容有限
的對話。會使
用基本的生活
單字、文法及
成語。發音不
標準。

能針對熟悉的
情境、熟悉的
主題，進行流
利的交談，但
仍有單字、片
語、文法和發
音上的問題。

能流利而自然
的談論大部分
主題，對單字
、片語、文法
、發音及特定
文句的應用有
小問題。

免費為您評估員工的英語專業能力。免費為您評估員工的英語專業能力。

可針對某些主
題進行還算流
利的對話，但
遇到其他主題
時則無法溝通
。對單字、片
語、文法和發
音仍有許多問
題。

種專業層級。

基本

基本



TRADITIONA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S

8Courses
A Skills-Based Program in English Communications

商業技巧課程
Powerful Presentations
Professional Teleconferencing 
Effective Email Writing
Productive Meetings

傳統商用英文課程
Business English Basics
Business English Foundations
Business English Connections
Business English Essentials



CUSTOMIZED
CORPORATE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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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LUSIVE
EXECUTIVE
CO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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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EMIN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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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Us Today!

E-mail  info@becc.tw   (02) 2733-24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