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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OOLE BOT 簡介與特色

CoolE Bot 是由 Cool English 團隊開發的                 情境式英語聊天機器人

團隊運用 OpenAI 的                                ，來建置 CoolE Bot，使其能理解使用者說的話，並生
成適當的回覆來和使用者互動。

自然語言模型

語音方面，團隊使用 Microsoft 的                       及                       技術，讓使用者能以口說方式
輸入句子，獲得更即時、擬真的對話體驗。

語音辨識 語音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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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情境式對話   

          OpenAI 語言模型  

CoolE Bot 使用 OpenAI 的                          ，使其可以理解與生成自然語言。

CoolE Bot 會根據使用者的回覆來互動，為使用者創造獨一無二的對話體驗。

自然語言模型

CoolE Bot 有多種                 ，使用者可以選擇自己有興趣的主題，進入聊天室後會由                     

                 與                  引導使用者進行對話。

主題情境

示範對話情境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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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室�� 

Room Escape

難度�★★★★☆（中⾼）  

⼭�推理� 

Mountain Villa Murder Case

難度�★★★★☆（中⾼）

阿�的�法�� 

The Magic Attic

難度�★☆☆☆☆（�）

�意故事製�� 

The Story Generator

難度�★★☆☆☆（中�）

�專家對� 

After the Invited Speech

難度�★☆☆☆☆（�）

神奇��帽 

The Sorting Hat

難度�★★★☆☆（中）

以解謎遊戲方式
增添趣味性與互動性

��  Game

��  Job

故事 Story

認識不同職業
探索興趣及職涯發展

透過多種故事情節
培養敘述及提問的能力

          主題情境與聊天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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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lE Bot 使用 Microsoft 的語音服務，包含

以及                                                    服務。

使用者除了能以打字輸入之外，還能以          方式輸入句子，而聊天機器人的回覆將同時以文字和語音合成

方式輸出，讓使用者獲得更即時、擬真的對話體驗。

        語音辨識  /           語音合成  

語音辨識 (Automatic Speech Recognition)

語音合成 (Text to Speech) 

口說

打字輸入 語音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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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句 / 段落重複播放   

聊天室內的每一段文字，不論是情境敘述，或是來自使用者或聊天機器人的回覆，使用者都可以透過

語音播放功能來                           ，聆聽並學習發音。重複播放句子

英翻中

My name is Mona Lisa, and I was painted in
the 16th century by a man named Leonardo
da Vin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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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功能可以生成一句合適的回覆，幫助使用者                          。

從AI代答的句子中，使用者也能學習到不錯的用法與應答技巧。

順利進行對話         AI 代答功能鍵   

         英翻中功能鍵  CoolE Bot 運用 Microsoft 翻譯服務，提供                      功能。

使用者可先閱讀全英版文字，再點擊英翻中功能鍵查看翻譯。

即時英翻中

         複製對話文字 使用者可以一鍵                                   。複製整段聊天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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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設備

請使用桌機、筆電或平板電腦瀏覽本網頁，以獲得最佳使用體驗。



Step 1. 選擇聊天室主題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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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2. 選擇聊天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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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3. 下拉選擇各項設定，按 Submit 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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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4. 閱讀情境敘述與示範對話，開始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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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e enter your message here...

  使用「打字輸入」，於訊息框內輸入文字後按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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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 could you briefly introduce yourself?

 打字輸入



Please enter your message here...

使用「語音輸入」，請先開啟「語音辨識」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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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音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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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許 封鎖

使⽤您的⿆克⾵

允許麥克風存取權

 語音輸入



Wow, that's so cool.

語音辨識功能開啟後，即可使用口說方式輸入內容

 語音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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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e enter your message here...

若一段時間未使用，功能也會自動關閉

 再次點擊「語音辨識鍵」即可關閉語音辨識功能

 語音輸入

16COOLE BOT 功能說明



Please enter your message here...

「語音合成功能」預設為開啟

 語音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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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e enter your message here...

文字

 聊天機器人的回覆將同時以2種方式輸出

語音

 語音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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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e enter your message here...

按下「語音合成鍵」即可關閉語音合成功能

 語音合成

19COOLE BOT 功能說明



 單句播放

英翻中

My name is Mona Lisa, and I was painted in
the 16th century by a man named
Leonardo da Vinci. 

Wow, that's so cool.

英翻中

點選「播放鍵」即可重複聆聽對話內容

Please enter your message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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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e enter your message here...

 AI 代答

點選「AI代答鍵」，讓AI幫你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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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ould like to listen to your interesting stories.

This summer, you visited your grandmother, an antique collector, who was also interested in history like you did. You were curious about
the old attic where she stored lots of cool gadgets. One night, you heard some sounds from the attic, and accidentally found that those
things were sharing their own stories! Suddenly, Mona Lisa, a portrait, noticed you. It was a painting created in the 16th century. Astonished
but excited, you asked if you could stay to learn what they were and how they were brought here.

This is way too amazing. Hey, so you
are Mona Lisa, right?

Hello, little young one. You come at the right time.
It's my turn to share my own stories.

 AI 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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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 little young one. You come at the right time.
It's my turn to share my own stories.

This is way too amazing. Hey, so you
are Mona Lisa, right?

I would like to listen to your interesting
stories.

 AI 代答

Please enter your message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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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英翻中翻譯鍵」即可查看翻譯
 中文翻譯

英翻中

My name is Mona Lisa, and I was painted in the 16th
century by a man named Leonardo da Vinci. I was his
favorite painting.

我叫蒙娜麗莎，我是16世紀時由李
奧納多·達文西繪製的作品。我是他
最喜歡的畫作。

Please enter your message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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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複製對話記錄

Please enter your message here...

點選「複製鍵」即可複製整段對話記錄

複製完成（cop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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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就開啟跟 CoolE Bot 的對話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