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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News 新訊

Eagle’s Elite 弋果明星匯 見證弋果金鷹風雲學生的璀璨成果
「弋果風雲學生」是弋果美語傳承多年的全國
性活動，目的在勉勵所有憑藉美語實力，優異展現
在生活各個面向的同學們，這是屬於弋果人的至高
榮耀，也是對個人成就的肯定。活動邁入第五屆，
這次有20位榮獲金鷹風雲學生，並受邀至ICRT參與
「Eagle’s Elite 弋果明星匯」單元錄製與節目專訪，
讓我們親「聲」見證了傑出小鷹們的榮耀事蹟。

左起Johnathan、Joseph、Lauren

左起Elizabeth、Allison、Joseph

來自新竹科園旗艦校的榮譽校友Elizabeth Yang、信義光復分校Allison Chen、台
中崇德分校榮譽校友Johnathan Lee以及台南文元分校榮譽校友Lauren Huang在ICRT專
訪中，與DJ Joseph暢談美語大小事。Elizabeth說，在弋果的六年時間，印象最深刻的是
Eagle Stars Show，他與隊友全心全意投入比賽，很享受整個過程，最終獲得冠軍讓他
相當難忘。Johnathan則談到了弋果冬夏令營讓他收穫豐碩，藉由營隊的學習，使自己
成為一名優秀的領導者。
金 鷹 風 雲 學 生 們 也 在 I C RT專 訪 中 大 方 分 享 個 人 美 語 學 習 心 法 ，
Allison認為最好的方法，就是讓美語學習成為生活中一部分並保持對它
的興趣，享受其中就不會覺得辛苦。Lauren則覺得對臺灣學生來說很重
要的是口說能力，所以他除了透過YouTube影片練習特定口音，也會在睡
前跟自己對談，藉由模擬對話提升口說能力。

活動官網

弋果學子不僅能和國際接軌，能力與素養兼備，更具備開闊的全球化視野。這份驕傲與榮耀將世代傳承，持續
締造出更多美語奇蹟，想看更多弋果學生的風雲事蹟，請點閱活動網站https://www.eagletw.com/2021Honor/

Student’s Work 學生作品

Dinosaur in the Backyard

桃園莊敬分校 Immersion G2 Melody

Wow! What is that? It is so big and tall.
“It is a dinosaur!” my brother said. He really knows a lot about dinosaurs. “What dinosaur is
it?” I asked. “It is a T-Rex.” my brother answered. When my mom saw the dinosaur, she was so
surprised. “I never knew there’s a dinosaur in our backyard.” When my dad saw it, he said ,”It’s
so cool, but I don’t think we can have a dinosaur that lives in our backyard.” So we had to move
the dinosaur away. Me and my brother were both very sad. “We want to play with the dinosaur.”
my brother said sadly. “I want the dinosaur to stay, too!” I cried. But it was too late……
We were already on the car and going to our new home. Wow! When we arrived at our new
house, we saw all surprises. This house was better than before!

Home Link 推薦網站
https://kids.nationalgeographic.com/

站名：National Geographic Kids
特點： 大家都知道National Geographic，但是你知道有一個特別為孩子設計
的National Geographic Kids嗎？透過線上遊戲以及互動式影片來學習動物相關
知識，還有科學實驗、世界地理、天文太空等主題可以探索，網站上的資源都
能免費使用喔！

www.eagletw.com

Parent's Voices 家長見證

Eagle Story 弋果園丁

選擇孩子所愛的地方—弋果

孩子的學習天堂 就在弋果

員林靜修分校 Intensive 1C Molly Li 媽媽

新莊中信分校主任 Vivian Tsai

Molly剛上國小時，因為我希望她能學好美語，從小

我是兩個孩子的媽媽，也是一名擁有17年年資的國

扎根，於是進入傳統安親班學習，到了三年級，Molly對

小英語正式教師，為了孩子，我堅持選擇最好的！因為

於安親班填鴨式教學產生抗拒，讓我十分擔憂。這時，

創建弋果美語新莊中信分校，毅然辭去了國小教職，定

我碰巧拿到宣傳單，看到了新成立的弋果美語員林靜修

意打造一個用媽媽的心、教育的愛包圍孩子們的學習天

分校，宣傳單上「用對的方式、學好的美語」、「浸潤

堂。

式學習」引發了我的好奇心，決定一探究竟。

雖然2021年四月開幕，五月就遇上新冠疫情，但

到了員林靜修分校，整體環境明亮，主任Audrey親

我們仍然堅持用最好的教學品質照顧每一個來到新莊中

切客氣，透過分級測試，讓我清楚了解Molly的美語程

信分校的小鷹們。無論是七月的線上夏令營、八月的實

度，以及不太敢開口的問題，因為Molly先前的美語課程

體夏令營，弋果新莊中信分校的精緻化教學贏得了家長

是由中師教學，原本擔心她是否能銜接上外師課程，但

們一致的好口碑，即便外面疫情嚴峻，但學校內充滿學

主任細心的解說消除了我的不安，更重要的是Molly願意

習的熱情與歡笑聲，孩子們紛紛表示捨不得放學，要爸

嘗試，於是就開始了弋果新生活。

爸媽媽晚一點再來接回家。

在弋果，除了參與課程、節慶活動、冬夏令營，最

九月學期課程開始二個月後，即使是基礎班的孩

印象深刻的就是Speaking Contest，決賽結果令我嚇一

子，都能在校園內以全美語交談，這都要歸功於弋果的

大跳，Molly竟然得到優勝的殊榮！不禁讓我想起，孩子

浸透式學習環境以及外師活潑的教學，讓孩子在玩中

曾被原本美語安親老師留言要多加強，然而現在的她已

學、學中玩，加上溫馨熱鬧的感恩節活動、刺激有趣的

經能自信開口說美語，甚至參加比賽勇奪獎項，這一刻

Spelling Bee……，孩子們在活動中學好品格、學好美

亦是印證了弋果「用對的方式、學好的美語」的真諦，

語，也學會大方和自信。「用對的方式，學好的美語」

浸潤式美語課程讓孩子能自然自在的學習，冬夏令營的

不是口號，在弋果新莊中信分校，我們做到了！

多元主題打造跨領域探索，加上弋果獨
有的Reading Program，讓孩子平時就
養成閱讀英文繪本的習慣，即使在疫情
期間也不中斷學習，讓身為家長的我
們，很放心將小孩交給弋果。未來Molly
即將在弋果挑戰Spelling Bee……等各
項活動，我想她已經準備好了！

Connection to the World 知識補給站

BeachBot Cleans up Cigarette Butts
When you visit a beach, what do you want to experience?
A recent study found that cigarette butts inhibit plant growth. Every year, 4.5 trillion
cigarette butts end up in the environment. Fortunately, BeachBot us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pick up cigarette butts and really make a great start.
BeachBot faces the challenge of figur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ings like a cigarette
butt and a small seashell. However, anyone with a smartphone can send BeachBot photos to recognize them.
Cigarette butts filter toxic chemicals that slowly poisoning fish, sea turtles and other wildlife. The idea behind
BeachBot isn’t only about the technology but also about creating a future where people and robots can work together in
keeping the beach cl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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