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ime for Eagles 
A great resource for ideas and advice for Eagle students and their families      

Vol.88
NOV. 2022

www.eagletw.com

In the News 新訊

培養金頭腦 打造小小巴菲特

2023弋果全美語冬令營 玩出財商思維

食衣住行的花費是從哪裡來的？錢要花掉還是要存
起來呢？商品的價格是怎麼決定的？生活中幾乎每件事
情都和金錢有關係，理財教育是大人跟孩子一輩子都不

能缺席的「人生必修課」，而金融素養更是現代公民必

備的要件之一。

弋果全美語冬令營《Dollars and Sense智富E把
兆》將帶領孩子學習金錢的相關知識，並培養應用這些

知識的技能、動機與信心。透過營隊課程設計的情境模

擬與互動遊戲，教導孩子正確的理財態度、生活習慣和

金錢的意義，從小建立正確金錢價值觀，進而打造孩子

理財、規畫和實現夢想的能力！

弋果全台分校正舉辦冬令營體驗課，讓孩子們了解

金錢如何運作，透過動手做貨幣輪盤，學習世界八大主

要流通貨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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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報名繳費最高享有85折優惠，
現在就跨出聰明理財的第一步吧！詳細活動資訊請至弋

果官網查詢。www.eagletw.com

在補教業從事教育工作已經十幾年，從美語老師到教務主管，都是在教育的第一線與孩子們一起，是我很喜歡且

很有成就感的工作。從小，我就很喜歡美語這門科目，也因為美語帶來的成就感，越學越有興趣，到了大學與國外研

究所都選擇英語教學為主修。

從研究與實務，在教學現場上我深刻體認到學習語

言是很自然且長久累積的，需要一個好的環境浸潤，所

以從女兒出生後，我決定自己幫孩子創造環境，為了她

選擇最好的美語教學品牌，創辦弋果美語信義興雅校，

致力打造精緻且快樂學習的園地。

大家應該很有感覺，孩子在台灣這個中文環境，中

文不到幾年就非常流利，藉由大量的聽、看、說、讀、

寫、用，熟練程度每天都飛快的成長，也更印證——跟

母語人士學習是最直接且更快速的方法。弋果美語成立

以來堅持「用對的方式，學好的美語」，以「多頻浸

潤」與「美加同步、國際接軌」的課程設計，透過母語

式學習法讓孩子們無痛學美語，使美語學習不是為了考

試，而是能成為孩子最強的後盾！

Eagle Story 弋果園丁

為了孩子選擇最好的
信義興雅分校主任 Rachel Liao

全期10日(含)以上
立即掃描
預約體驗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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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rtforkidshub.tv/
Home Link 推薦網站

站名：Art For Kids Hub (K-8)
特點：畫畫能增強孩子的專注力、增強觀察力的敏銳度，並
培養創造性思維。Art For Kids Hub是一個藝術網站，可以幫
助孩子們學習如何繪畫、雕刻和素描，一步一步畫出孩子的潛

力。

My Chores
Student’s Work 學生作品

There are a lot of chores, some are my favorite, and 
some are what I don’t want to do at all. Today I am going to 
tell you about my chores.

The chores I like can be cooking, mopping the floor and 
taking care of my cat. Cooking is fun to me, because it’s not 
boring and you can help mom or dad at the same time. I 
think mopping the floor is satisfying and I feel nice when the 
house is clean. Last but not least, taking care of my cat is 
my favorite chore, because I love cats, and I can feed them, 
pat them and play with them.The chores I hate are washing 

the dishes and drying the 
clothes.I hate them just 
because they’re boring.

I don’t like or hate my 
chores, but I still think helping 
mom and dad is good, and I 
won’t be lazy.

桃園永順分校 Intensive 3B Rebekah Liu

Have you ever lost of control and hooked on a cell phone?

Cell phones have become such powerful and versatile 
tools. When “ping” -a notification pops up on your screen, 
telling you that something new or commented on your post. It 
may seem like a small interruption, but people can really feel 
indispensable. 

Every cell phone user might be at risk of developing an 
addiction to their device.Studies show that people averagely 
check their phones once every four minutes! Much of these 
behaviors come from using social media apps and those 
tricks keep us coming back for more. However, a small 
interruption is often enough to break your concentration and 
make you get restless. 

There are some doubts that 
excessive cell  phone use is a 
problem for lots of people. Social 
media overuse may also have some 
serious side effects on your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Therefore, it’s 
important to know how to prevent 
addiction to maintain a healthier life 
in the digital world.

Connection to the World 知識補給站    

Is Cell Phone Addiction a Real Thing?

 

indispensable【必需的】

versatile【多種用途的】

notification【通知】 excessive【過度的】 

interruption【中斷】  

在Harvey大班時，我們就積極為孩子尋找適合的美語課
程，參加新莊中信分校的小一新生說明會後，對弋果教材以

及教學方式留下深刻的印象。說明會當下，Harvey顯得有點
緊張與害羞，即使是在雙語幼兒園已經學習過的詞彙，也無法

輕易開口，但我抱持著對弋果的信心和主任的信念，決定讓

Harvey試試看，跟著弋果的老師們將美語的學習腳步踏穩。

為了讓孩子在小一旗艦美語班開課之前先熟悉環境，進

而縮短適應的時間，Harvey先報名了八月的夏令營，原本以
為他會繼續害羞一陣子，沒想到在外師活潑教學的帶領之下，

Harvey第一天上課就可以簡單跟外師對答以及開玩笑，加上
夏令營的海洋主題正是Harvey很有興趣的，因此孩子很快進
入狀況，回到家還快樂的跟我們分享戶外教學真是太好玩了！

由於已經在夏令營熟悉環境與外師，本以為小一正式開學

後，Harvey可以開心地繼續美語的學習旅程，但因為English 
Only更為嚴謹，Harvey又重新調整適應，我雖然有些擔心，
但還是持續的鼓勵他開口說，偶爾母子倆也會用美語聊天。經

過兩三個禮拜後，Harvey上課會主動開口說或是回答問題，
回家會分享課堂上的趣事，中師也說Harvey和外師的對話變
得頻繁，聽力和理解力明顯進步很多。

在學習美語的過程

中，因為有Wordsnes t 
App的幫助，複習單字變
得很簡單，透過每周三小

考檢視學習狀況，孩子獲

得好成績時，也同時得到

滿滿的自信心和成就感。

在弋果，除了美語教學很

確實之外，中師會將美語

學習進度及常規表現分享

給家長，有任何需要加強

和特別注意的地方，都觀

察入微並且立即回饋，所

以我很喜歡弋果，因為我

相信孩子在弋果會變得更

好！

Parent's Voices 家長見證 

新莊中信分校 Immersion K Harvey Chen 媽媽 

在弋果扎根，與國際接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