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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News 新訊
Eagle Summer Camp 創意精彩課程 豐富孩子暑假生活

2021弋果全美語夏令營帶領孩子上天下地，探索地球大寶庫；也開啟環遊世界之旅，走訪著名古蹟與地標，

了解各國節慶、文化與美食。

為了鼓勵孩子在暑期居家防疫期間能持續學習，七月夏令營轉為線上互動模式，仍不減小鷹們的學習熱情。

八月疫情趨緩，配合防疫規範下，採實體、線上方式並行，透過學習、思考、手作與發表，孩子們得到滿滿收穫

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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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許多家長一樣，我深信讓孩子再學習另一種語言，對未

來的助益只會多、不會少。我的女兒Erica今年剛上國小一年

級，需要安排課後安親班，於是我與先生開始尋找適合的美語

班，因緣際會下，正好鄰居約我一同參加招生說明會，從此開

啟了我們跟弋果的緣分。

一開始我有好多擔憂，每天都上美語課孩子會不會壓力太

大？孩子會喜歡嗎？我能陪伴Erica完成學校與美語班的課業

嗎？於是，我們帶著Erica一家一家的看，也充分讓Erica認識

環境，經過一輪了解後，Erica說她最喜歡弋果。我與先生討

論後，認為只要孩子願意學習、喜歡環境，剩下就是我們當家

長要去努力的，最後，我們一致通過──「選擇弋果」。

一年級的孩子到底有多大的能耐？我其實不知道，但

是我深信只要跟著弋果的腳步，必定會看到孩子的成長，而

Spelling Bee讓我見證了孩子的努力跟能耐。在比賽開始前，

每天早上、每個睡前甚至是每個周末，我們花了很多時間一同

練習，從一開始Erica的排斥，到最後她告訴我「媽媽，原來

努力真的會晉級、真的會得獎。」她告訴我這些話的同時，也

表達出「謝謝爸爸、媽媽為我選擇弋果。」這讓我更深信我們

的選擇是對的！

每次課後去接Erica，第一句話都會問她「今天開心

嗎?」Erica總是說「很開心，我喜歡學校，也好喜歡Teacher 
Sam(Shelby)。」真的很感謝弋果的用心。剛參加完兩天一夜

露營的Erica，直說著很好玩，下次還要參加，想再跟Teacher 
Ivy一起睡覺……，孩子的反應是最真實的，雖然媽媽瞬間被

打入冷宮，但這也證明了，孩子在弋果真的很開心！

Parent's Voices 家長見證 

台中軍功分校 Intensive 1A Erica Cheng 媽媽 

相信弋果 相信孩子

踏入弋果至今已經邁入第11個年頭，每年看著弋果孩子們

畢業成長，心中滿滿的驕傲，教導出健康優秀的孩子，帶給我

無比的成就感。

常常有家長與我分享，家裡從弋果畢業、現在讀國中或

高中的哥哥、姊姊會「質問」爸媽：「為什麼不趕快讓弟弟、

妹妹讀弋果？」「這些弋果都有教，又沒有回家作業，快點去

報名！」要知道弋果的成效如何，問中學英文老師是最準確的

了，曾教導過弋果學生的老師說：「簡直打遍天下無敵手。」

身為資深弋果人的我完全認同。

然而這樣優質且驚人的學習成效，是怎麼辦到的？弋果

為什麼能站上美語教育界的領導品牌？從「用對的方式學好

的美語」、「浸潤式學習」到「無痛學習」，這不單單只是

廣告標語，已完全落實在弋果日常學習中。弋果提供完整的

學習藍圖，導入知識素養學習，帶出

超值的學習成效，讓孩子的美語可以

在「聽、說、讀、寫、考、用、玩」

所向無敵，真正將語言應用於實際生

活。

寫到這裡回頭一讀，發現我中了

弋果毒很深，我熱愛這份教育事業，

若要寫一篇10年工作報告，應該會讀

到數不清的優秀見證。去年接下了經

營士林天母分校的任務，期許自己也

能讓士林天母地區的家長認識並了解弋果美語的珍貴之處。

Eagle Story 弋果園丁
弋果完整學習藍圖

讓孩子活用美語、探索世界
士林天母分校主任 Ann Chang

The Day I Went to Mars

Student’s Work 學生作品

Once upon a time I received a ticket to visit Mars.  
When I entered the rocket, I felt quite anxious.  "Would I 
meet an alien or die on Mars?"  I thought to myself.  As 
the countdown neared zero, I could hear and feel my heart 
beating.  As soon as the rocket launched through the sky, I 
opened my eyes wide in amazement.  The sky beyond the 
atmosphere in space was littered with many bright stars.

The instant my spacecraft landed, I could see that there 
were no aliens.  The surface of Mars was as red as the 
sun.  I got off the rocket at once and started jumping as 
high as I could.  I also saw a trace of some liquid.  That’s a 
groundbreaking discovery!  It means we might live on Mars 
if the Earth is destroyed. When we left Mars, we went to 
NASA to study more about the Red Planet.  I wish to return 
to Mars again sometime in the near future!

台南歸仁分校 Intensive 3C Chris Fang

https://www.storyplace.org
Home Link 推薦網站

站名：Story Place
特點：美國線上學前兒童電子圖書館，提供高畫素的免費

動畫圖書，搭配學習活動及學習單，是一個非常好的免費

網路資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