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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News 新訊

素養 X 實作 = 弋果全美語冬令營 10天養成終身受用能力！
根據瑞典跨國學術計畫調查顯示，台灣遭外國假資訊攻擊程度
為世界第一！假新聞旋風席捲全球，孩子們正暴露在無法明辨真
假，可能影響他們的認知、價值觀以及未來發展的風險中。網路謠
言真假難辨、媒體現象混亂，一不注意就讓家中孩子接收錯誤訊
息。面對多元的媒體環境與資訊，該如何培養孩子判別力與媒體素
養？
2020弋果冬令營「Media Literacy媒體奇育記」，引領孩子了
解媒體趨勢與應用，探索傳統媒體與數位媒體製程，如學習記者採
訪與發問技巧、拍攝與製作影片、撰稿與編輯報刊……，藉由大量
實作練就媒體識讀能力，判斷資訊是否真實、準確、可靠，進而懂
得批判與解讀媒體呈現的概念與訊息，成為一個具有思考能力的現
代公民！
現在弋果全台分校正舉辦冬令營體驗課，藉由動畫旋轉輪以及
App的實際操作，了解神奇的動畫原理，喜歡看動畫或電影的你，
絕對不能錯過！想搶先體驗精采課程，請速洽各分校預約或上網報
名，參加體驗課就可以把動畫旋轉輪帶回家喔！12/31前報名繳費享
有早鳥85折優惠，詳細活動資訊請至弋果官網查詢。
www.eagletw.com

Student’s Work 學生作品

Connection to the World 知識補給站

My New Friend

Tokyo 2020 Olympic Medals Are
Made from Recycled Electronics

中壢信義分校 Intensive 3A James Fan

My new friend’s name is Adrian. He is twenty-three years
old. He has short, black hair. He has big eyes and wears
glasses. He likes to play basketball. We play basketball
together. He is a teacher at Eagle School.
He is very strong, he wants to be an NBA basketball player,
or a pilot like my future dream. I play sports with him every
weekday. He also likes to play board games and we sometimes
talk about board games.
He teaches me how to play basketball and how to play
special board games. We will go to America to watch NBA next

Tokyo 2020 is making the gold, silver, and
bronze medals entirely from 78,985 tons of
recycled electronics, including 6.21 million recycled
cellphones. The medals were created by Japanese
designer Junichi Kawanishi.
The Olympic Committee hopes the Tokyo 2020
medals will help raise awareness of the alarming
increase in electronic waste — not just in Japan
but worldwide — and cause consumers to rethink
upgrading devices unnecessarily.

year and we will stay in America
for twenty days. We will buy many
NBA things like NBA basketball
and NBA shirt. It will be a fun trip
and we will enjoy the trip.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having this trip.
I hope we can go to different
countries every year. We can be basketball players in the same
NBA team or be pilots in the same Airline.
We do many interesting things together. Adrian is my new
friend and best friend.

www.eaglet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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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ent's Voices 家長見證
找回遺失的美好，而且更好！
台中中科分校 Intensive 2C Ti-Yun 媽媽

Ti-Yun在八個月到三歲時，我們住在美國，那時候的她因為到托嬰中心與幼兒園，所以白天
以美語為主要使用語言。回到台灣後，因為環境不同，她的英文口說與記憶也漸漸褪去，雖然我
們並未刻意去維持這部分，但也難免覺得可惜。
Ti-Yun上小一前，我們走訪了幾家安親機構，期待為她尋找一家小朋友們無需沙丁魚式排
排坐擠在一起，也不要每天花費很多時間反覆練習評量與檢查作業，能讓Ti-Yun有個豐富又快樂
童年的安親班，而弋果是唯一符合我們期待的地方！從升小一的八月夏令營開始，Ti-Yun加入弋
果，她每天開心期待到弋果上課，與老師、同學們相處，在日常生活對話與生動課程中，她自然
地接觸到美語聽說讀寫各個向度，我們發現她的美語表達與學習，似乎也在這樣潛移默化的引導
中，漸漸地拾回她小時候使用的那般自然平常。
在一開始接觸單字的記憶背誦時，我們花費許多功夫與時間陪伴她練習，但隨著語感與基礎能力的穩固奠定，現在的她每
週單字皆很快地可以記憶與熟練，這樣的能力展現是我們自嘆弗如的。透過open house與外師面對面的討論及定期的中師電
訪，我們可以瞭解到Ti-Yun在弋果學習及生活表現的情形，可以適時的溝通疑問、可以及時的討論如何共同協助，讓我們對於
孩子在弋果這個場域的狀態有著清晰的瞭解。
因為弋果螺旋式的課程安排與各式各樣的活動刺激，Ti-Yun養成了樂觀積極面對各種英文挑戰的態度，不管是Spelling
Bee、Speaking Star Show、Speaking Contest等，她都會願意嘗試與付出努力，且有讓我們為她感到驕傲的表現。此外，在
弋果的學習成果也延伸到國小的英語學習中，Ti-Yun除了加入英語小達人的團體，她也獲選與國小的外師拍攝了該學年度的英
語日的一系列教學影片，這對她而言也是另一種肯定與鼓舞。
而今年暑假發生的小插曲，更讓我們深信弋果是最正確的選擇。當爸爸帶著Ti-Yun和弟弟搭機返台時，登機後飛機在停機
坪停了許久未有起飛跡象，機長廣播說明原因，因機長口說的速度很快加上透過廣播系統播出較不清晰，爸爸自覺無法聽懂機
長所說明的內容，此時Ti-Yun說：「機長說因為下大雨的原因，所以目的地機場關閉，所以機長說目前無法起飛需要等待」。
這樣的陳述，讓爸爸大為驚訝她對英文的聽力與理解力，已經超過身為父母的我們所能及，也超乎我們的想像。
今年是Ti-Yun邁入弋果學習的第四年，弟弟Linus也加入了弋果這個大家庭，我們放心安心的將孩子們交付給弋果，也總是
樂意跟朋友們推薦弋果，期待孩子們在這段成長歷程中有弋果的陪伴，能快樂自在而如其所是的展現與成長！

Eagle Story 弋果園丁
弋果打造最佳學習環境 讓孩子夢想高飛
台南南科分校主任 Alice Wang

在過去，很多人都認為只有把孩子往國外送，才能真正學好美語，但身為家長，
心裡有多麼不捨？身為孩子，心裡有多麼不安？擔心孩子在國外能否適應、距離下次見
到孩子是什麼時候……諸如此類的疑問，在心裡不斷的增加。但現在，弋果美語讓家長
多了一種選擇，不僅把美加課程全盤移植到台灣，也把外師帶來了！認識弋果之後，我
發現它真的不是將美語當成一個科目，而是「把美語當成義務教育」。
美語一直是教育相當注重的項目，但在美語教育不夠普及化的台灣，我們能夠做些什麼，讓孩子可以完全地投入？語言
學習需要打造一個語言友善的環境，就像是在學習母語一樣，當身邊的人都用了一致的語言，我們本身也就會投入。「入境隨
俗」用在語言學習上也很有意思，要先進入全美語環境中，才能更進一步地隨著外師、隨著弋果去學習這個語言。
南科分校建校至今，我深刻地感覺到環境對於語言學習的重要性。孩子們每天一到弋果，就自動轉成全美語模式，甚至彼
此互相提醒，看著他們從一開始的沒有自信，到現在的滔滔不絕，這一點一滴的改變，都讓我更加確信，這樣的學習環境就是
我們要給孩子的啊！
在弋果，我希望孩子不僅是學習語言、更要學習文化，透過與外師的相處，能夠更深入的了解異國，學習尊重這個文化多
元的世界。我也期許弋果的孩子們到了國外，能夠大方地用美語介紹自己，實現學習語言真正的意義。感謝弋果讓學習語言的
道路不再艱辛難行，也感謝家長為孩子的未來做了最好的選擇，讓我們弋起攜手努力，為孩子打造最佳學習環境！

Home Link 推薦網站
http://www.bbc.co.uk/newsround/

站名：BBC Newsround
特點： 2020年弋果冬令營-[媒體奇育記]提供孩子多元又有趣
的媒體介紹，透過實際操作增加課程趣味性。對新聞有興趣的
孩子們也可以多多上英文新聞網站，加強自己的英文能力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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