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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News 新訊 Eagle Winter Camp 跨域情境結合，發現生活工程大驚奇
2022弋果冬令營讓孩子們搖身一變成為小工程師，動手體驗工程思維，學習像工程師一樣思考；小鷹們也發現原來處處都有聰明的工

程設計，才能讓生活舒適又便利。一起來看看弋果各分校冬令營的精彩花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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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ky是早產寶寶，他的思考能力與理解能力都比一般孩子還要更
慢，上小學一年級之後，Jacky在美語學習方面似乎出現壓力，也漸漸失
去笑容，這讓我擔心不已，開始不停尋找Jacky的伯樂，希望找到能讓孩
子快樂學習的地方。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認識了

弋果板橋文聖分校，從那一刻起，Jacky就喜歡
上弋果直到現在。

在中外師的陪同下，Jacky的美語學習漸
入佳境，透過多頻浸透與探索體驗，讓孩子不

必出國也能沉浸於國際化學習環境。從冬令營

Amazing Bodyology學會跟身體做朋友；還有夏
令營Dig into Geoscience學習大自然生態系統，
以及許多有趣的實驗，像是瓶中瓶龍捲風、用黏

土代替實土挖掘千年世紀的化石；八月營隊World, World, Here We Go則
帶領孩子周遊列國，以多元文化深度擴展孩子的視野。每天回家Jacky都
好開心的和我們分享上課的點點滴滴，從他上揚的嘴角就知道課程非常有

趣。

去年雖然因為疫情需要待在家，但弋果快速啟動線上學習模式，讓

孩子在家也能安心上課，持續浸透在美語環境中。在弋果這兩年多來的學

習，我看到Jacky成長了、勇敢了、主動了，對文法和單字不再畏懼，也
看到他大幅的進步。孩子的成熟、穩定與成長，都來自弋果美語老師們的

用心帶領與照顧，讓我感到非常的放心，選擇弋果是我最正確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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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小一生家長的我，因為孩子在美語學習遇到障礙，在

創業路上，便把開設美語補習班當成目標。經過長時間的品牌

尋訪，弋果吸引了我！弋果的優勢在於讓孩子的美語能力足以

無縫接軌國內外的學制，給家長與孩子更多的選擇空間。為何

弋果可以做到呢？因為弋果有純熟的教學設計以及與美加孩子

使用一樣的教材，弋果採用美國百年教科書商McGraw Hill出版
的教材，在全美語環境下，藉由浸透式、螺旋式的課程設計以

及WRITE-C教學法，讓孩子自然無痛的學習，所以，我決定選
擇弋果作為孩子學習美語的啟蒙學校。

一開始班上有位拒絕學習美語的孩子，學習上較為被動，

在課室時間，外師花很多心力來引導孩子的學習興趣以及成就

感，一個學期下來，可以看到他有顯著的進步，足見在弋果的

教學系統，不僅只是教導聰明伶俐的小孩，對於拒絕美語的小

孩，也都能大幅度且有效的提升美語能力。

在弋果，學習美語不再只是單純的選項，而是伴隨著活

潑、有趣的學習方式，來達到最有效的學習成果，而弋果的浸

透式學習環境，也讓孩子有身處國外的感覺，在無形中將美

語轉變成第二母語。課堂上，老師鼓勵孩子們培養個人的獨

立思考方式，學校也常舉辦各類型活動，像是Spelling Bee、
Speaking Contest、萬聖節活動、聖誕派對……等等，藉由這
些活動深化歐美文化的薰陶，鼓勵孩子用美語交談與分享，有

更多上台表現自己的機會。

我作為弋果美語分校主任，也是兩位孩子的家長，站在家

長的角度來說，我認為弋果提供了一個

孩子最適合學習美語的環境，讓美語在

無形中成為孩子的母語，也成為孩子生

活中的一部分，我很願意讓弋果陪著孩

子們一起成長，讓我們一起為孩子打開

世界的窗，迎向更寬廣、美好的未來！

讓美語成為孩子的另一個母語
成為孩子生活的一部分

林口竹林分校主任 Elliott Chen
Eagle Story 弋果園丁

L-L-Let me tell y-you a sc-cary story-y… Or is it? When I was in 
grade 2, my family went to United Kingdom to play. We used a car 
to drive around a lake. However, when I got out of the car, I heard 
my brother shout, “It’s a Loch Ness Monster!!” “Where?” I shouted 
back. “There!” he said, pointing at a fin sweeping across the water. 
“No need to panic,” I said. “It’s probably just a shark trapped in the 
lake. You know this is…” Before I can finish my sentence, a snake-
sizedhead appears and swam onto the land! We ran back to the 
car, but then we noticed that it wasn’t a shark or a 
Loch Ness Monster. It’s a Salma! It opened its mouth! 
After we jumped into the car though the thing was 
gone… We could sigh… “AAAGGGRRRHHH!!!” 
Another scream comes from the car! It’s my sister! Is 
it a monster? No! It’s just a spider… “Ha! Ha! Ha!” We 
both laughed.

A Scary Story
桃園中山分校 Immersion G3 Felix Tuan

弋果讓孩子快樂主動學習

Parent's Voices 家長見證 

板橋文聖分校  Intensive 1B Jacky Lee 媽媽

https://freckle.com/en-us/
Home Link 推薦網站

站名：Freckle
特點：Freckle是特別為K-12孩子設計的免費學習網站，分成數學、
英文文法、社交學習及科學四個項目。以有趣的遊戲方式來學習，操

作起來非常容易，可以大大抓住孩子的注意力！

A new study reveals the number of face masks has 
skyrocketed more than 80-fold because of Covid-19 pandemic. 
Despite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PPE) has been in high 
demand, the dropped masks remain a massive problem. 

All of those masks carry both financial and environmental 
burden. Disposable face masks could be releasing chemical 
pollutants to damage both on land and at sea. According to the 
study, PPE in Britain now accounts for more than 5 percent of 
all litter. Ultimately, there will be much more work to be done on 
the face masks. 

Most people might be reluctant to pick up a dropped 
mask and put it in the bin. Improving the 
personal and collective understanding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eems more 
important in the future.

Connection to the World 知識補給站    

Face Masks Create Environmental Waste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PPE)   【個人防護裝備】

skyrocket     【暴漲】 pollutant  【汙染物】

Student’s Work 學生作品 

litter           【垃圾】 bin         【垃圾箱】

collective  【共同的】

https://freckle.com/en-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