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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News 新訊 Eagle Summer Camp 孩子大聲說：我的暑假超好玩
2020弋果夏令營帶領小鷹透視奧林匹克運動會，挑戰金牌殊榮並學習運動家精神；更搭乘歷史時光機，展開大呼過癮的古文明奇幻旅
程，整個暑假既熱血又充實！一起來看看弋果各分校夏令營的精采花絮吧！

www.eagletw.com

Eagle Story 弋果園丁

Parent's Voices 家長見證

台中軍功分校主任 Tiffany Chang

信義光復分校 Immersion G1 Amber 媽媽

為孩子打開世界之窗

適合孩子學習的地方 我選擇弋果

選擇加入弋果美語，來自一個很堅定的信念。本身從事教
育業多年，為了自己的孩子需要學習美語，在選擇環境和教材
師資上的要求非常高，在了解弋果美語的課程後，覺得這才是
我要的，我願意為了我的孩子付出，也希望其他的孩子們有相
同受教的環境和資源。

對於孩子的教育，我們現階段以快樂學習為選擇方向，在Amber大
班時，帶她到朋友推薦的美語班，只上會話不需讀寫，當時覺得這樣的方
式對孩子沒有壓力。前半年Amber確實上的很
開心，後來外師開始要求孩子對話時要講完整
的句子，Amber開始不愛去上英文課了。我們
也意識到，美語學習還是需要加入讀和寫的課
程，才會讓她學習的較完整，參觀幾間補習班
後，最後選擇有完整教學系統及教材的弋果。

有人說我很有勇氣，也說這決定非常正確，在軍功分校營
運的第一個學期，看到家長們很滿意的回饋，「孩子的口說變
好囉」、「孩子比較開心，很期待來弋果上課」、「你們的老
師很用心」......，這些正面鼓勵給教學團隊很大的信心，很
期待看到孩子們的成長和進步。弋果不是強壓填鴨的教學，給
孩子們空間和學習樂趣，因為快樂學習，自然而然就能學會語
言。
教育也是個道德品格的事業，不只學習英文，在品格上學
習尊重別人，給孩子們良好的典範。我們一路順應時勢變遷、
精益求精，在孩子每一次的躍起前，就在平時蓄飽能量，以求
在全力躍進時，跑得穩、跳得高，抓獲成功的果實！而我們的
孩子也往往成績耀
目，榮光照校門。
感激一路用心相挺
的團隊夥伴，感恩
家長的鼓勵與信
賴，教育能翻轉孩
子的未來，讓我們
一起為孩子打開世
界的窗，迎向更寬
廣、美好的未來！

Connection to the World 知識補給站
Flight of the Andean Condor Requires
Almost No Flapping

A study discovered that the Andean condors are the
world’s heaviest soaring birds. They can weight up to 33
pounds (15 kilograms) and barely flap their wings while
flying.
Soaring without flapping
is important because birds
burn energy when they flap
their wings. To study the birds
while they were in the sky, the
researchers attached special
devices which could record every turn the condors made
in the air, and every beat of their wings. Remarkably, most
of the birds spent just 1% of their time aloft flapping their
wings, mostly during takeoff.
The birds’ soaring isn’t magic. Even the condors that
scientists studied were young, they knew how to make use
of air currents to keep themselves up.

condor 【(南美)禿鷹】
flapping 【振動】
heaviest 【巨大的】
soaring 【翱翔】

剛開始轉到弋果時，我擔心她不適應每週的小考，沒想到我的擔心
是多餘的，因為在弋果APP中有單字的正確發音、reading的數位音檔等
等，對孩子來說，學習變得更加有效及有趣，而且小考內容正是當週所
學，並非刁鑽的題目，可以同步檢視孩子是否理解上課內容。
弋果每年度都會大規模舉辦Spelling Bee和Speaking Contest，拓展
孩子口語能力和思維能力。上學期信義光復分校舉辦Spelling Bee比賽，
一開始我怕增加小孩負擔，跟Amber說不用背沒關係，結果第一週回來她
告訴我，全班只有她一個人沒背，她自己也很想挑戰，就在全班都很認真
準備的氛圍下，Amber把單字都背下來了，在比賽中獲得非常好的成績！
在弋果學習的這段時間，我看見女兒在英文閱讀方面有很大的進步，
從一開始不認得字，到現在累積了許多字彙，也很願意主動學習。很謝謝
弋果美語信義光復分校每位老師，讓孩子有這麼棒的學習環境！

Student’s Work 學生作品
台北西松分校 Intensive 2C Angela Chen

Hobbies

My favorite hobbies are dancing and playing table tennis. I
started to dance at the age of three and I have had a passion for it
ever since. There is a performance every two years. Though it hurts
a lot when we practice, we need to have patience. Everytime we
have a show, we are better than the last show.
I also like to play table tennis. Playing table
tennis can make me feel happy. Everytime I
compete with my friend, I am so nervous. I don’t
know whether I will win or not; everytime I lose,
I need to practice more, but when I win, I am
honored. If I can beat my friend unexpectedly, I
will be so happy. I also feel that I need to study
harder so that I can become a stronger person.

Home Link 推薦網站
http://www.peepandthebigwideworld.com/en/

站名：Peep and the Big Wide World
特點： Peep and the Big Wide World加拿大動畫系列，透過線上數
學和科學遊戲，進行科學探索，並與Tynker合作為學齡前到四年級兒
童提供了30多個程式設計教程。

【在空中】
【裝置】
air currents 【氣流】
aloft

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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