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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News 新訊

弋果美語送上溫暖支持 員東國中女壘隊揮向未來不設限
「Eagle Run線上路跑21天」活動畫下尾聲，但弋果從未忘記許下的承諾，這天我們親手將物資送到學生手

中，卻碰上午後一場急雨，打亂新竹縣員東國中女壘隊練習的節奏，原以為會是個難得偷閒的愜意時光，殊不

知，二樓重訓室已傳來「一、二、一、二」，整齊有力的鍛鍊喊聲。笑容靦腆的教練鍾逸潔說，下雨就改變練

習方式，一定要練，不練會生鏽。

「變」，成了疫情蔓延時的不變通則。今年四月疫情急轉直下，女壘隊員接連染疫，令人措手不及，不僅錯

過了壘球協會盃預賽，就連近在眼前的全國聯賽也被疫情沒收，炙熱的心瞬間冰封。

幸好，人性的溫情總是在至暗

的時刻，綻放其至亮的光芒，弋果

美語全台串聯「Eagle Run線上路
跑21天」為孩子們除掉孤寂之刺，
一個讚串起一顆溫暖的心，希望有

一天疫情終將消失，全台孩子們歷

經疫病淬煉後，人生將更為甜美。

疫後這條路雖然走得不易，但有需

要時，路的兩旁，永遠有著弋果默

默伴持，讓更多陪伴和感動在善的

循環中持續發生。

想為孩子建構一個學習美語的優質環境，這樣單純的想法讓我決定投身弋果，我明白

美語並不能代表全世界，但也深信具備良好的美語能力，就能夠打開通往世界的大門。

少子化的時代，家長們或許會更希望讓孩子贏在起跑點，但是，人生其實並沒有起跑

點，對於有行動力的人而言，隨時隨地都可以出發朝理想前進，而「美語力」就是孩子最

強而有力的裝備，讓他們在人生道路上的任一時刻都可以邁開步伐勇往直前。

過往的工作經歷讓我明白，

萬貫家財不如一技在身，對於身

處數位世代的孩子而言，美語力

無疑是送給他們的最好禮物，因

為全方位的美語聽說讀寫能力，讓孩子可以自在閱讀英文文

章、靈活與人溝通，更能夠開拓國際視野並前行無礙。

語言能力是幫孩子儲備行動力的關鍵，讓他們能說走就

走，自由前往追尋夢想的道路；是為孩子裝上翅膀，讓他們

想飛就飛，無拘無束的自在翱翔於理想之地。永和秀朗分校

期待以優質的美語學習環境，讓所有來到這裡的孩子都能習

得最好的美語能力，並擁有打開世界之門的行動力，開心且

自信迎向成長的每一天。

Eagle Story 弋果園丁

用美語力打開世界之門
永和秀朗分校主任 David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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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選擇弋果美語，主要來自弋果的品牌價值以及與美

加同步的課程，選用美國百年教科書出版商McGraw-Hill的
教材，讓我對於孩子的美語學習之路更有信心。雖然士林天

母分校是一所新的分校，但我可以感受到整個品牌的管理制

度與教學系統是非常完善的，兩個孩子在這邊讀了近一年之

後，深深感受到外師、中師以及主任的用心，讓孩子完全浸

透在全美語環境中學習。

孩子在弋果的時間一週達20小時以上，外師會觀察孩子
的優點與缺點，在適當的時候給予他們鼓勵與教導，常不吝

於給孩子讚美，也會點出可以更進步的地方，我可以放心讓

孩子遵循弋果學習計畫前行。除了外師的美語教學，中師在

學校的課業輔導、弋果考試的訂正到生活常規的建立都十分

仔細，為孩子一整週的學習給予最完整的收尾，讓他們在美

語學習的長路上可以走得更加踏實穩健。

在弋果美語可以快樂學習，不畏懼英文、能自信的表

達，是Rebecca這一年最大的收穫；而姐姐Claire隨著課程
難度的增加，老師更是想盡辦法加強她不熟悉之處，讓兩個

孩子更扎實邁向下一個階段．在弋果學習真的很讓人放心！

Parent's Voices 家長見證 

士林天母分校 Immersion K Rebecca / G3 Claire 爸爸 

把孩子放心交給弋果

https://www.howstuffworks.com/
Home Link 推薦網站

站名：How Stuff Works
特點：How Stuff Works是美國一個百科全書類的獲獎網站，
其特點是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敘述解釋事物。內容資源公正、可

靠且容易了解，有數以千計的影片、遊戲以及文章。

How to Save the Earth
Student’s Work 學生作品

We should all take care of the planet Earth because we 
only have one. I like Earth and I want to help it. There are 
a lot of different ways to help save our planet. To save the 
earth, we should not waste water, we should recycle paper 
and we should stop pollution. 

Firstly, we should not waste water because we want 
to sustain the planet. We need water to live so we must 
not abuse it. Secondly, we should begin to recycle paper 
because if we save the paper, then we can save the 
trees. Lastly, we should stop all types of pollutions. The 
ecosystems need to remain clean and pure. That's why we 
need to do our best to protect them, and if we do all of these 
things, we will have a better quality of life. It's in our hands!

汐止汐科分校 Intensive 2B Queena Chang

Could plants grow from Moon? Seeds have sprouted in 
soil samples from NASA’s Apollo missions to the moon. This 
achievement unlocks agricultural innovations and opens the 
door to future exploration. It could be used to grow food by 
the next generation of lunar explorers.

Moon dirt is full of glass particles and has no organic 
material. It differs greatly from the soil on Earth. The longer 
the soil was exposed to radiation and solar wind on the 
moon, the worse the plants seemed to grow. This finding 
is critical to NASA’s long-term goal of establishing a lasting 
human presence on its surface. 

The ideal situation would be for future astronauts to tap 
into the endless supply of living and operating in deep space. 

Connection to the World 知識補給站    

Plants Successfully Sprout 
from Lunar S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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