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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News 新訊

工程思維x觀察探索x創意思考
冬令營早鳥好禮雙重奏只到12/31
「工程」和我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從房屋、橋梁到每
天都會使用的手機、電腦，甚至是雲霄飛車或自動駕駛汽車，
都是透過工程師的發想、設計與改良，才讓我們的生活舒適又
便捷。
孩子學習知識、累積能力、培養素養，最重要的就是能夠
在生活中應用，而工程就是實踐知識、技術、藝術等跨領域學
習內容的最佳範例！這個寒假，弋果全美語冬令營「Mighty
Engineers 創客E工隊」將帶領孩子以工程視角探索世界，建
立科學與工程素養，從實驗與手作中體驗工程思維，將知識與
生活連結，培養創造力與問題解決力！
現在弋果全台分校正舉辦冬令營體驗課，透過Straw
Challenge讓孩子們挑戰蓋高塔、搭橋梁、建竹筏……等力
學支撐實驗，從生活的工程概念激發創意思考，千萬不要錯
過！想搶先體驗精彩課程，請速洽弋果分校預約或上網報名，

12/31 前報名繳費享有早鳥 85 折優惠，報名冬令營與新學期
課程再加贈尊榮加碼禮喔！詳細活動資訊請至弋果官網查詢。
www.eagletw.com

Eagle Story 弋果園丁

學習美語最佳化 多元路徑不卡關
竹北安興旗艦校主任 Patricia Lee

在教育界多年的我，常常看到孩子為了學習美語而掙扎，他們最大的疑惑就是「為什麼我要學一個用不到的科
目？」而老師們為了讓學生有興趣，無所不用其極地將課程趣味化、遊戲化，一旦回到正常教學模式，學生就出現了
「無趣」的反應，不僅扼殺了學生學習的興趣，也阻擋了他們的學習之路。
在弋果，美語不只是單純的學科，而是一個實用的溝通工具。我們創造浸透式的美
語教學，讓學生在這個環境中得以自在的使用美語，將它變成另一個「母語」。我們全
盤移植美加教學系統，嚴格管控教學，維持高品質的教育，並與國際接軌，讓學生除了
能自在地使用美語、習慣美語環境，當他們跟任何人溝通時，也都能侃侃而談的發表自
己的意見與想法。
弋果除了用美語學習，其中的文化也帶動了不同的學習氣氛，弋果的學生除了能跟
國際學生並駕齊驅之外，我們利用閱讀計畫與知識素養學習計畫，養成學生的閱讀習慣
及自學力，進而帶起終身學習的能力，更是難能可貴。因此，弋果學生除了思想活潑開
放之外，他們對於學習的熱情更是其他學生難以望其項背。
世界不停轉動，教育也不該停滯不前。現在的學生很幸福，可以利用各種不同的工
具學習美語，弋果美語深耕台灣 22 年，一直走在教育的尖端，與國際接軌，竹北安興
旗艦校設置的未來教室即將啟用，讓孩子的學習跨越時間、空間的限制，也給予孩子們
更多元的學習方式，讓美語成為孩子邁向世界的最佳工具。

www.eagletw.com

Parent's Voices 家長見證

Student’s Work 學生作品

台中大墩分校 Intensive 2A Joanne Hung

傾聽孩子心聲，讓美語成為日常
大安仁愛分校 Immersion K Andrew / G1 Arthur / G3 Alina 媽媽

記得Alina剛到弋果大安仁愛分校上完第一堂課，我還沒
開口，孩子就興奮的說：「媽媽，我明天還要再來！」，沒想
到，隔年Arthur參加Summer camp 也說了這句話，然後，就
在今年，老三Andrew竟然也說了同樣的話。
我問孩子們「你們為什麼喜歡去弋果？」剛上GK的小弟
說：「I get sixteen points today! Teacher upside down the
light…」G1的Arthur說：「因為弋果很有趣，而且我的美語進
步了！ 」G3的Alina說：「只要上課認真，美語就進步了！」
我又問了Alina：「弋果沒有回家功課，我也從來沒看你在家
準備考試或複習，也沒看你和弟弟背過單字，為什麼你們都
會？」Alina毫不思索的說：「因為只要聽到聲音，就有辦法
拼出來了啊！ 」
聽著孩子們的回答，身為家長的我確實感覺到他們的進
步與笑容！回想Alina剛上一年級時，當時選擇的是其它美語
班，Alina很常說：「媽媽，我不想去美語班。」後來知道弋
果美語沒有回家作業時，就決定轉學至弋果，但心裡還是有點
擔心，回家後真的可以不用複習？
開始上課後，孩子所有的學習及練習都在課堂上完成，
配合每學期固定的Spelling Bee, Speaking Contest和冬夏
令營，真的讓美語學習變得輕鬆又多元。更讓我訝異的是
Arthur，什麼才藝課都不愛上的他，卻特別愛去弋果！在弋果
上完GK後，他已經能自己拼讀單字，透過弋果閱讀計畫的引
導，讀美語繪本、寫book report也有很好的表現，在家偶爾也
會跟姐姐用美語對話，看樣子聽、說、讀、寫都難不倒他。
今年5月疫情爆發，弋果立刻無縫接軌啟動「防疫不停
學」措施，前瞻性的領航讓家長們能安心無虞，這也更證明了
我們的決定是正確的！學習是一條不斷嘗試探究的道路，每個
孩子都不相同，有自己花開的季節，身為家長的我們得時時
提醒自己，傾聽孩子
的聲音，陪伴他們一
起成長。您聽見孩子
的 聲 音 了 嗎 ？請 一 起
來體驗弋果美語的魔
法！

Home Link 推薦網站

https://www.wonderopolis.org/wonders-with-charlie

站名：Wonders with Charlie
特點： 免費英文科普網站，讓孩子邊學科普知識邊學美語。

站內有豐富的「十萬個為什麼文章」，附有閱讀功能，讓孩子
可以邊聽邊學，文章也輔以影片、詞彙及閱讀理解小測驗，讓
孩子更能深入地學習。

My First Day of School

My dad drove me to school on the first day of grade
three at my Chinese school. I felt scared because I was
changing to a new class and was getting a new teacher
who I didn't know. I felt nervous, but I really wanted to go
back to school. I haven't seen my friends and teachers for
a long time because of COVID-19. My new class was on
the third floor. My new teacher was super nice. The best
part of my day was when I played with my old friends. At
the end of the day, I had four new friends. I hope I can
meet more new friends.
After Chinese school, I went to
Eagle School and saw my old Eagle
friends. We learnt English and
played some fun games together.
When I got home, I was tired but
happy.

Connection to the World 知識補給站

Self-Driving Shuttles on UK Roads
Do you expect driverless vehicles roll out soon? Selfdriving shuttles that are set to transform the way people
travel have arrived and will be running on the West
Cambridge site. The auto-shuttles, made by driverless
technology company Aurrigo, will carry up passengers and
share the road with other traffic in the UK.
The UK’s pioneering trial makes a significant milestone.
These vehicles equipped with Automated Lane Keeping
System (ALKS) technology would be legally allowed to drive
free from human intervention. The shuttle will read the route
and use the combination of cameras, sensors, and selfdriving software to navigate traffic, even in mixed traffic with
cyclists and pedestrians.
Self-driving software could help to reduce air pollution.
Not everyone supports the idea and still worry about if this
technology can be
effectively integrated
into Cambridge’s
existing public
tran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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