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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News 新訊

弋果聖誕歡樂頌 傳遞愛與歡樂

今年寒假 揭開人體的神奇奧秘

弋果冬令營最後名額搶位GO!

2020年底，「弋果聖誕歡樂頌Eagle Xmas Caroling Contest」活

動帶來溫馨無比的節日氣氛，有溫暖人心的歌聲、活潑可愛的舞蹈，

弋果小鷹才華洋溢，還帶來二胡、長笛、大提琴、小提琴、電子琴等

各式樂器的演出。孩子們歡唱經典聖誕歌曲展現天籟美聲，傳遞祝福

到各個角落，更帶給大家來年的新盼望！

全台弋果分校有超過200支隊伍參賽，累

積按讚投票數近7000票，活動貼文高達234次
轉發分享，競爭相當激烈，最終由以下11支隊

伍獲獎：

A story 
Student’s Work 學生作品 

I woke up late this morning. I walked to the living room, but nobody was there. I felt 
very scared. I thought” Where was my family? Why did everyone disappear?” I looked 
around my home, it was very dark and quiet…

Suddenly, many monsters ran toward me from behind! I shouted” HELP! HELP! 
Please don’t eat me!” But the monsters still walked to me very slowly.

Finally, the monsters took off the covers of them…THEY WERE MY FAMILY!!! Then 
they said” Happy Birthday, Thomas!” This was an unforgettable birthday memory to me!

台南南科分校 Standard 2C Thomas Liao

【超人氣金曲獎】

竹北縣府校 SB
松山敦化校 Immersion G1-MJ
竹北縣府校 SA2

【人氣金鷹獎】

四維旗艦校 SW Flamingoes
新莊昌平校 1C
竹北縣府校 SA1

【人氣滿點獎】

新莊昌平校 G2
關埔旗艦校 The Eagle Carolers
新莊昌平校 3A
竹北縣府校 1C2
關埔旗艦校 We are Naughty but Nice

人體有206塊骨骼，所有血管連接起來可以繞地球

兩周半，打一個噴嚏最遠可達3.5公尺！生命充滿了奧

妙與神祕，複雜而強大的組織及器官正是維持人體機能

的重要關鍵。

2021弋果全美語冬令營「Amazing Bodyology健
康護衛隊」即將出動，要帶領大小朋友進入「人體」這

個既神奇又複雜的小宇宙，認識體內大小機關，當個健

康小博士！孩子將對人體的運作有完整清晰的概念，並

進一步了解培養健康身心的重要，透過對身體的了解，

就能更有自信的對抗病毒與細菌。

弋果冬令營最後名額釋出，敬請把握機會！報名

冬令營10天以上全日課程，還可免費成為「Follow Me 
學習法錄密」會員，透過主題知識站影片的學習，讓孩

子知識、語言雙向並進，線上與線下營隊結合，延伸

主題知識的深度與廣度，深化素養力！現在就幫孩子報

名，過個開心又充實的寒假吧！報名請洽弋果全台分

校，詳細資訊請至弋果官網查詢 www.eagletw.com

⇧立即掃描
回顧小鷹的美妙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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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已聽聞弋果

以全美語學習環境

及螺旋式教學引導

方式擅長，雖然有

所嚮往，但身處教

學資源相對欠缺的

苗栗地區，遍尋不著能與之比肩的教學機構，正為此

煩惱之際，發現弋果美語苗栗文華分校設立Facebook

粉絲專頁後，馬上和分校洽詢，國小三年級的Jessie

立刻就加入弋果大家庭，隔年9月，升上一年級的

Howard也跟著姐姐腳步，參加了浸潤班的課程。

在弋果，我看見了孩子們接觸美語時的快樂，我

明白學習美語對Jessie和Howard來說，不再是令孩提

時候的我害怕的課題。他們能聽、也願意說，在外籍

老師的循循善誘下，孩子們發現他們能夠和外國人對

話，學習美語的自信心也增加了，能夠不害怕接觸美

語，學習就能事半功倍！

弋果的寒暑假營隊主題規劃相當多元，橫跨人文

自然科學領域，更走訪多處具教育意義之地點，除了

對發掘孩子的興趣有所幫助外，亦能開闊孩子們的見

聞，他們有了多樣的學習動機，學習美語也更主動積

極了。我相信弋果，弋果也真的不曾讓我失望，推薦

給還在猶豫如何選擇優良學習美語環境的爸媽們！

Parent's Voices 家長見證 

苗栗文華分校 Intensive 1C Jessie & Immersion K Howard 爸爸

在弋果，孩子找到學習美語的樂趣

The world’s first electric wingsuit could be the dawn of a new extreme sport. 
Austrian stuntman Peter Salzmann, professional wingsuit pilot, teamed up with car 

manufacturer BMW to develop a modified wingsuit. 

Salzmann’s big idea came from a supporting motor which could improve flying 
performance. He reached out to the team of BMW’s Designworks Studio to create a pair of 
chest-mounted, 25000 rpm carbon propellers. Salzmann tested the electrified wingsuit by 
jumping out of a helicopter hovering about 9,900 feet over the Austrian Alps and fired up the 
electric motors before effortlessly gliding above the peak. 

It is still unknown whether BMW will ever sell such a wingsuit to the public. However, the 
released flight video will gain the public’s attention. 

Connection to the World 知識補給站    

Peter Salzmann Takes Flight in Electrified Wings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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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翔衣】

【開始】

【特技演員】

【極限運動】

【製造商】

【螺旋槳】

【盤旋】

【滑行】

接觸教育領域已有20年，弋果美語板橋文聖分校

希望孩子學的不只有英文，同時也是注重品德的教育！

2020年是全世界的轉捩點，同時也是我事業重大的轉

折，全球遇到新冠病毒入侵影響了作息，我亦決定要轉

變孩子學習英文的環境。台灣擁有眾多英文品牌，我從

2019年便與不同品牌洽談，直到2020年接觸到弋果美

語後，這才真正令我驚艷，原來弋果就是我要給孩子們

學習英文的環境，也就是原汁原味的美式教育！

弋果與McGraw-Hill合作使用的教材，與美國、加

拿大中小學同步，結合螺旋式課程設計及浸透式全美語

環境，讓孩子在多頻且無痛的學習環境中，自然而然地

掌握美語，循序學習。每年舉辦復活節、萬聖節、聖誕

節……等精采節慶活動，讓孩子了解各國節慶風俗民

情差異；透過大規模舉辦Speaking Contest、Spelling 
Bee，讓孩子挑戰自我、培養自信，勇敢站上舞台。

看著弋果小鷹英文能力著實進步，我感到非常欣

慰，這是我在2020年做的最棒的改變與決定，不只是

為了自己小孩，也為了板橋江子翠地區的孩子。是的，

就讓語言成為我們生活中的一部分，我會與你們一起努

力成長！

Eagle Story 弋果園丁

給孩子原汁原味的美式教育
板橋文聖分校主任 Eva Ts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