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一些英文補習班抱持投機心態，利用許多國三畢業同學還不認識

高中補習班，就敢誇大自己是「全國第一」來欺騙家長與同學，但

事實上他們的大考成績根本狂輸飛哥英文！就拿最新100年學測英
文15級滿分成績來比較，你就可以看清不肖補習班的欺騙伎倆！

100年學測，大考中心從全國14萬考生中選出十篇最佳範文，
飛哥學子獨佔兩篇，證明飛哥學生不只高分，更深具英文素養！

飛哥英文100年學測英文成績滿級分人數全國最多！並創下學測考試單一補習班年度英文滿級人數最多歷史新紀錄！

    大考中心閱卷組酌選考生作文佳作英文考科十篇，經徵詢考生同

意後公布，並表示對考生而言，在考試時間壓力下，能夠以流暢的文

字，寫出一篇內容豐富並符合題意要求的作文，實屬難得！這十篇英

文作文雖然不免在詞彙、文法、句子結構與拼字、用字的掌握上仍有

極少數的缺失之處，但能在有限的時間內依據提示寫出內容豐富且具

有完整結局的作文，值得大家學習。同學平日宜藉由多元的管道，廣

泛閱讀英文文章，並遵循老師的教導勤於英文寫作練習，藉由累積寫

作經驗，適時發揮寫作實力。(本文摘錄自大考中心網頁)

說明︰1.依提示在「答案卷」上寫一篇英文作文。

      2.文長約100至120個單詞（words）。

100年學測英文作文（占20分）

從全國143852名考生中，教授選出最佳10篇範文，飛哥學子獨佔2篇！

提示︰請仔細觀察以下三幅連環圖片的內容，並想像第四幅圖片可能的
      發展，寫出一個涵蓋連環圖片內容並有完整結局的故事。

在每年大學學測和指考中，時間非常緊湊，在英文作文部分，從看到題目到構思再下筆，同學能運用的

時間往往只有30分鐘左右，要寫下出好的作文真的很不容易，這絕對需要深厚英文實力的累積！

往年大學學測和指考英文作文超高分和年度作文佳作的學生，常是從小就在英語環境成長，例如從國外

回來。但賴妍汝、史育通同學都是土生土長在台灣求學的同學，能獲選100年英文最佳作文，實屬難得！               

在大學學測和指考中，英文作文因考試時間很短，所以通常題目僅要求考生寫100至120字，但多數飛哥

學子經訓練能夠在大考中輕易寫出200字以上，實力堅強，當然高分！締造最多15級滿分同學！

北一女中賴妍汝同學   獲選100年學測英文作文 年度佳作第1篇 師大附中史育通同學   獲選100年學測英文作文 年度佳作第3篇
一、以第三人的角度敘寫本文。故事中男主角不知在舞會中令他心儀的女子竟是他的

    前任女友。前任女友設局讓他在告白時當眾出醜，但最後兩人破鏡重圓。 

二、佈局精彩，文筆流暢，表達得宜。

▼此為原始賴研汝試卷，擷取至大考中心網頁

▼下方是飛哥英文100學測對外發放榜單，飛哥英文榜單採嚴格標準公佈，不拿外縣市生、重考生或高三沒補學生來充數！

▼此為原始史育通試卷，擷取至大考中心網頁

▼史育通TOEIC多益考試獲得965分的金色證書

▼100學測賴妍汝75滿級分成績單

一、以第三人的角度敘寫本文。故事結局安排，在眾人屏息以待的時刻，女主角走出

    宿舍，給了男主角深情的一吻，之後兩人共同享受星光燦爛的夜晚。 

二、內容富想像力，用字遣詞生動、自然，全文流暢度佳。

大考中心
評分說明

大考中心
評分說明

【賴妍汝】 【史育通】達人女中  北一女中 三年仁班 鶯歌國中   師大附中 1228班

100年大學甄選入學同時錄取台大財金、
台大會計、台大法律司法組、台大法律財
法組。最後確定就讀台大法律財法組！
高中連續多次段考英文科第一！並於高二
下學期第一次段考英文全校唯一滿分！

100年學測英文15級滿分！
100年大學申請入學錄取台大外文系！
2010年8月參加TOEIC多益考試獲得965分的
高分金色證書！賴妍汝與家人合照 史育通與家人合照

基測剛考完，妍汝就開始到處試聽，沒想到就在飛哥定了下

來。妍汝一直都是飛哥的忠實死忠粉絲，套句她所說的她是標準

的『飛哥控』，也就是非常喜歡飛哥的意思。在學校可是三不五

時就在宣揚飛哥的好，也喜歡帶同學到飛哥試聽，我想能夠讓孩

子如此死忠，飛哥老師想必是有他的本事與魅力，其實高中的學

習跟國中比起來是辛苦不少，但能夠讓孩子在快樂的學習，我想

這應該是許多家長覺得高興的事。高一努力跟著飛哥老師學習，

除了課內以外還學到了大量的課外英文，高二妍汝本來有考過免

修英文，但成績不如她想像中滿意，所以放棄了免修，沒想到高

二英文段考能考滿分，當然也多少帶了一點運氣，不過還是要謝

謝飛哥老師的教導。現在順利的考上了台大法律，在此跟所有家

長推薦飛哥英文！

因為姐姐也是飛哥三年學生，所以育通一升上高中，就到飛

哥英文上課。雖然因為家裡從事陶瓷生意，育通從小就跟著我們

在鶯歌桃園一帶長大，比起台北市的孩子對英文的學習可能相對

來的晚，但暑假結束後，兒子在高中的英文就一路維持在全班前

三名，再也沒有讓我們擔心過他的英文。雖然平常住台北，但是

一回到家就會跟我們分享飛哥老師的幽默風趣，還有Ringo老師

與Vango老師的教學。我家兩個孩子都那麼死忠飛哥英文，也都

獲得不錯的成績，我想飛哥應該是個值得推薦的好地方！

猶記得三年前的六月份，我和同學來飛哥試聽，當場就被飛

爸搞笑風趣的上課風格及豐富充實的補充內容給震懾住了！原來

英文的世界是如此寬廣，我豈能如井底之蛙，自以為英文還不錯

呢？在飛哥爸爸面前，所有人都該是謙卑的，沒有人能有資格說

自己英文好，我們是海綿，而只有飛哥能讓我們的生命達到最飽

滿充實的境界。

在飛哥英文這溫暖的大家庭，我獲得豐富的英文知識，感受

到老師們的熱情和同儕們之優秀可敬！這裡有好多值得學習的人

們，讓我一點一滴的進步，真的很感謝飛哥把拔、歷屆總導、輔

導老師們、和飛哥人們，我覺得能和大家一起進步真的是件很快

樂的事！

我高一的學校英文老師曾說：「英文單字只要背七次、忘七

次，就會背起來了！」簡言之是沒有不可能的事，只要有恆心毅

力不斷嘗試，成功一定會屬於我們，飛哥的教學法正是如此，在

高一時我們補充豐富的字彙，不強求我們全記住，而是讓我們不

斷接觸，加深印象，自然而然就成了永久記憶，而飛哥有時古怪

的神奇記憶法更幫助我們無需死記硬背，最最最愛的是拉丁文解

字！那讓我更加熱愛英文！

人類因夢想而偉大，但沒有風，只有帆，船無法前行，我們

的辛勤耕耘使我們建立漂亮的帆，而飛哥英文正是那風，推著我

們前進⋯⋯

這次能在學測作文拿下19分高分，還入選為100年度學測作

文範文，這真的是要感謝飛哥英文。首先說明我的背景，來自鶯

歌的鄉下孩子，父母是做陶瓷的，對英文毫無概念。我從小四

才上了第一堂英文課，從abcd開始學。我能夠以比別人落後的起

跑衝出比別人高的成績，是要感謝飛哥。從高一版本班開始打基

礎，大量的英文灌沖我的小腦袋瓜。再來高二開始大考實力班，

早別人好幾步準備學測、指考。有系統的教學是飛哥學生如我能

締造佳績的原因。

高三時報了飛哥的模考班，飛哥模考真的有口皆碑。老師獨

特上課步調我很愛。而期間我報考TOEIC考出了965分高分，也通

過了GEPT中高級。是對自己英文學習的肯定。

飛哥整理出一套教材，有最好的老師教導，但如果沒有上進

的學生，那麼成績不好誰也怪不了。我在英文方面也投入相當努

力，以前搭火車通勤時我都是拿著飛哥手札。所以啦！步入飛哥

英文是第一步，繳費報名是第二步，接下來步向好成果還有萬里

步，飛哥給你最好的輪子，轉動它以達終點便要看個人造化了。

賀

賀

妍汝媽媽的熱情推薦 育通媽媽的熱情推薦

妍汝的真情感言

育通的真情感言

100
學測75滿級分 全國榜首！

各補習班公布100學測英文15級分人數

單算臺北市、新北市學校學生 全國加總+重考生+喊數字

X朵、台X
X毅、X維

其他

無一家超過270人，
飛哥英文只靠臺北市＋新北市

就大勝其他補習班全國加總！

102~168人 小於100人或
不敢公布

即使是第2名人數都遠不及
飛哥1/2，全部大幅落後！

以下數據來源為5月底前各補習對外發放文宣

飛哥學生成績，大幅超越所有自稱『全國第一』的補習班！



高一英文資優
先修課程

100
學測英文15級南港高中

錄取台大

100大學繁星推薦錄取 台大經濟！

祐寧媽媽的熱情推薦

玉珊媽媽的熱情推薦

苾莉媽媽的熱情推薦

祐寧的學習分享

玉珊的學習分享

苾莉的學習分享

魯
玉
珊

馬祖介壽國中   北一女中 三年書班

仁愛國中   中山女中  三年平班

士林國中   大直高中 3年4班

曹祐寧與家人合照

魯玉珊與媽媽合照

郭苾莉與媽媽合照

祐寧在國中以前都在馬祖唸書，當然馬祖也沒有甚麼補習班，也沒有補過什麼

英文，剛巧祐寧的就讀馬祖高中的姐姐在他國三的時候考上政大，就讓祐寧試著考

台北的學校，沒想到很順利考上了一女中。由於姐姐高二升高三的暑假有到飛哥補

過一個暑假的英文，姐姐覺得對她幫助不小，就帶著祐寧一塊試聽，當然在飛哥老

師的幽默風趣下，祐寧很自然加入飛哥這個大家庭。剛開始，在北一女的壓力當然

很大，台北小孩子的英文平均水準當然是比馬祖好很多，祐寧一開始英文並不算太

好，但在飛哥得教導下，持續的進步，最後學測考到了滿級分，除了小女自己的努

力外，也很感謝飛哥英文所有老師的教導。

玉珊會來到飛哥上課其實是由國中同學介紹的，一上就是三年。在飛哥上課，

玉珊向來都不缺課，遵照飛哥的課程，按部就班的學習。而飛哥老師也的確幫助玉

珊把英文更容易記憶，尤其是英文作文的部分，飛哥和Ringo老師幫助玉珊在學測作

文進步很多。玉珊小學並沒有學英文，但是飛哥讓他高中英文的成績一切順利，從

高一開始英文就維持不錯的成績，也常常領到飛哥的獎學金。除了英文以外，玉珊

最常跟我提到的就是飛哥老師幽默風趣，讓他在學校上完一整天的課後還能打起精

神來吸收，更重要的是，飛哥老師為人十分的正派，偶而深入淺出的生活小語，更

是讓孩子對待人處事有更多體悟。這次玉珊幸運地考好，相信除了自己的努力，也

要謝謝學校與飛哥英文的栽培。

這次苾莉考上台大，說不高興是騙人的，國中基測沒有考得很理想，她著實

難過了好一陣子。那時我安慰她：『高中只是求學的一個階段，重點是大學要考

好。』好不容易振作起來，當時她決定高中一開始就要努力，我自己是國中老師，

當然了解競爭力的重要，於是便要求她到台北市中心補習，而不是待在家裡附近補

地區的補習班，因為我希望她要跟台北市中心的學生競爭，跟建中、北一等名校

的同學比，才知道自己需要的是甚麼。原本他在一家很大的數學上課，就順便上

了那裡的英文。沒想到苾莉到了飛哥試聽，一時大為傾倒，堅持要報名，所以高

一剛開始苾莉還同時上兩家英文，但是最後苾莉還是專心在飛哥上課，去年妹妹考

上北一，苾莉也主動鼓勵妹妹來上課，妹妹雖然試聽不少補習班，但還是覺得飛哥

最好。兩姐妹在飛哥這裡上課，除了老師們教學精湛外，這理的輔導跟同學的建議

都是非常扎實的，輔導老師對同學課業的關心，總導師寫給家長的信清楚解釋現在

錯綜複雜升學制度，給同學的信包含唸書方法、立志小語，對孩子也有著不小的助

益。最後希望飛哥老師不要那麼早退休，現在念國一的弟弟也能受到飛哥老師的教導。

雖然姊姊是念馬祖高中，但以前高中暑假有從馬祖來台北到飛哥英文上課，高

一暑假時，姊姊考上政大，我考上了北一女，我倆作伴來台北念書，於是透過姊姊

的介紹來到飛哥英文。飛哥爸爸”奇異”的教學方式馬上就深深吸引了我。不同於

一般枯橾的英文課，總是充滿笑點，常常讓我專注地投入課而忘了時間。

但高一的時候我發現北一女的同學都很強，我其他科都不輸給其他人，但英文

這科真的感受到我跟台北學生的『城鄉差距』，本來以為自己的英文可能沒救了。

沒想到努力認真再加上每週的模考，竟欣喜的發現自己的英文一天比一天更進步了。

謝謝飛哥爸爸從高一就幫我們累積了許多課外單字，也讓我們在無形中培養出

了對英文的興趣。也謝謝Ringo老師，為我們整理的講義總是很詳盡，也掌握了大考

的方向，每週的模考班都能感受到你的認真和對我們的關心。總之謝謝飛哥英文！

讓一個從小在馬祖長大，對英文沒什麼信心的女孩，經過三年後能在大學學測

中獲得滿意的成績，繼續朝著自己的夢想前進！！我想不管過了多久以後，我都會

記得飛哥爸爸幽默的上課方式，Ringo老師句句的關心，班導的加油打氣，和飛哥英

文全體老師的用心。也希望自己在上了大學以後，依舊能像現在一樣對英文保持著

學習的熱忱和興趣。

初入飛哥，看見牆壁上滿滿的榜單，總覺得對連高中都尚未踏入的我十分遙

遠，一晃兩年半過去了，我在桌前書寫英文15級分的感言，這都要感謝Faigo老師和

Ringo老師！

記得剛進入飛哥這個大家庭時，心中十分緊張，因為我是一個課外英文基礎薄

弱的人。看見Faigo老師問的問題有許多人都知道答案，使我更加努力複習，希望能

縮小和那些人的距離。每到寒暑假，在社團和玩樂之餘，我一定會抽出時間將上學

期的飛哥手札再讀一次，漸漸地，Faigo老師上課問的問題竟有些是我能不假思索地

答出來的。這使我開心莫名！而Ringo是一個很有方法的老師，他整理出來的口訣是

解題的利器！再加上單字秘書這超棒的讀書方法和Ringo老師給的複習方法，使我對

英文有較大的信心！飛哥英文總是給我無比的支持，真的很感謝飛哥英文！

學習英文是個漫長的過程。從高一上學期開始，在飛哥老師的調教下，我每次

段考總是能在班上名列前茅。在高一的版本課程，老師就不停儲備我們的課外實

力，讓我在課外的閱讀測驗題中也能順利答對。高二的課外講義為我的作文實力加

分不少。讓我能提早為即將到來的大考做準備。高三的模考班給我最完善的訓練，

時間的控管、超級有料的詳解以及最詳盡的作文講解，對於最難掌握的手寫部份特

別加強解說，真的對我幫助很大。飛哥英文讓我倍感窩心的還有輔導單制度，每當

我遇到了學習中任何困難、疑惑，輔導老師們總會給我最適合的建議，讓我能突破

一個個困境，順利在學測奪得高分。

其實當初基測考得出乎意料的差，我原來是有點難過。不過因為飛哥爸爸的教

導使我不斷在考試中得到高分，終於讓我重拾了以往的自信。在高三的每次模考

中，我都努力讓自己考出高分，到了學測發成績單，我也可以和別人說「大直高中

也不會輸給北一女的!!」。

很多人問過我要怎麼念英文，我只是笑而不答，因為英文的學習是一連串累積

的過程，不是短時間一蹴可幾的。所以想學好英文的同學們，快加入飛哥英文吧！

100大學繁星推薦錄取 台大外文！全校第一！

珮芸媽媽的熱情推薦

浩維媽媽的熱情推薦

哥哥謝弘柏的熱情推薦

珮芸的學習分享

浩維的學習分享

旻珈的學習分享

胡
珮
芸

李
浩
維

謝
旻
珈

內湖國中   南港高中 3年2班

海山國中   建國中學 3年6班

金華國中   北一女中 三年溫班

謝弘柏  金華國中   建國中學   台大電機 (97年指考英文90.5分)

謝旻珈與哥哥合照

珮芸與家人合照

女兒進飛哥可以說是真的有緣份，國三升高一的暑假每個補習班都打電話來請

同學試聽，本來我都婉拒，有一天下午飛哥英文來電，因為打電話的輔導老師介紹

的非常誠懇，我就帶著女兒去飛哥試聽。我自己還聽了三堂課，飛哥的老師真的上

得不錯。我還特別打電話打聽飛哥的風評，有一個同學高三才補飛哥，對飛哥讚譽

有加，但是覺得太晚捕了，從此珮芸就開始了在飛哥的學習。珮芸很喜歡Ringo老

師，也帶給她很多幫助，從高一高二的英文成績就一直不錯，到高三模考班都受益

良多，這次珮芸順利考上心中第一志願─台大外文，我們父母真的感到很欣慰，也

謝謝飛哥英文帶給珮芸的幫助。

浩維是我帶他到飛哥試聽的，第一次試聽，就知道飛哥是有實力又用心的老

師，有實力的老師當然很多，但是同時很用心的老師卻是鳳毛麟角。三年來，飛哥

英文開了課，老師不會隨便請假更換老師，對家長與同學的承諾都努力做到。飛哥

老師上課風趣，教學不呆板，浩維很愛在飛哥上課，三年也看的到他的成長，真的

很謝謝飛哥英文！

當初當妹妹一考上高中，我就建議她到飛哥英文學習，因為當時我剛考完指

考，英文這科拿了90.5分，我[深深了解在這邊上課對我指考英文的影響。在這裡高

一高二除了鞏固課本內的學習之外，也透過飛哥老師精心安排的課程，漸漸的提升

自己對英文的能力。相對於在學生英文基礎都還沒建立起來的情況下就不斷用模擬

考壓迫學生這樣有點揠苗助長卻不見得能發揮效果的方式，這種方式才是再高三以

前為英文奠定基礎的最好方法。而在高三這一年，飛哥英文會針對學測及指考題型

進行模擬考，並且在考後進行詳細的檢討與解說應試方法並且在此期間持續加強學

生們的文法觀念。老實說，當初只會埋頭被單字的我多虧了有飛哥英文指引我考試

的方向與技巧，並且導正我許多文法觀念。 

就是因為親身了解這裡對我考試英文的影響，當初妹妹在考慮英文補習班的時

候我二話不說就推薦了飛哥英文，令人欣慰的是，妹妹就算學校的是再忙，也會想

辦法空出時間不願錯過飛哥英文的課，如今她在學測表現不錯，我相當感謝飛哥英

文不僅在三年前幫助了我，也在現在幫助了我妹妹! 

高一時就來飛哥英文補習，在飛哥英文上課，老師們總是為我們補充許多單字

和課外的實用英文，因為每次補充的量都很多，所以剛開始可能會有消化不了全部

的狀況，不過一次一次的累積，會在不知不覺中慢慢一點一滴進步，這次學測的考

前猜題真的很有效果，有一個我沒有弄清楚的文法，就是在考前時讀了考前猜題秘

笈，結果學測時真的有考出來，讓我很開心。高三的大考班，每次都有模考練習，

讓我們熟悉考題和訓練速度，每堂課也都有手寫練習，而且在下課前就能拿到自已

的翻譯和作文，使我們能即時訂正錯誤，考完模考也都會有一本答案解析，每一題

都有清楚的解釋和詳盡的補充。謝謝飛哥爸爸和Ringo老師用心的教導，也感謝所有

飛哥英文認真的總導和輔導老師。

很感謝飛哥老師和Ringo老師的教導，才能讓我在這次的學測考15級分，其實我

在高中之前的英文成績很不好，國中段考還曾經考過六開頭。由於考上的是明星高

中後，就下定決定要好好加強英文。在學校，班上同學個個臥虎藏龍，我與同學間

更是有不小的英文差距。在高中的這段期間，我都花了很多的時間在唸飛哥教的東

西，雖然沒有立即的成效，但是經過一個月、兩個月、半年，長時間的累績後，我

漸漸的能跟上同學的腳部達到學校段考的均標，但是我仍然沒有鬆懈，繼續埋頭苦

讀英文，終於在高二下，我段考幾乎都比均標高10分以上，但是我知道還不夠。到

了高三的模考班，在這裡最大的收獲是翻譯和作文的訓練，我第一次寫作文時只拿

到了8分，但是在Ringo老師的指導之下，我學測作文拿到了高分，使我順利拿到了

滿級分，總之感謝飛哥老師的教導。

很謝謝飛哥英文的幫助與指導，高一課程中，老師們在上課大量補充，除了學

到更多東西，為了要唸熟而多讀幾次課本，沒想到因課文很熟，在段考也考得不

差。而小筆記本和手札的諸多單字片語和文法，也豐富又易於攜帶，讓懶惰的我可

以隨手拿起來背。當然，飛哥老師和RINGO老師有趣的上課方式也深得大家喜愛(抱

歉我只上過這兩位老師的課，我相信其他老師一定也上得很好)，飛哥老師的大方送

獎金或RINGO老師的飲料，也是另一項意外的收獲。

高三模考班，每週的單字片語讓我進步，手寫手感也有進步。我很喜歡每回解

答本前面的作文分析，不只可以改進錯誤，也能學到更多漂亮用詞。講座課程也十

分受用，能抓住其中自己不會的地方，補好漏洞。解答本若好好唸，相信會進步許

多。

最後，要謝謝所有飛哥英文的老師、導師、總導、外藉老師和其他人，大家辛

苦了！謝謝你們^^

能夠申請上MIT(麻省理工學院)，到現在我還是有種難以置信的感覺。我

想我能申請上MIT很大一個原因是我的英文夠好，在每一科都能得到令人滿意

的分數。所以，跟著飛哥老師學習的這段時間，讓我覺得很值得！我覺得在

這邊學到最受用的就是「拉丁文解析法」了，因為申請美國的大學必須要考

SAT，SAT(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s)測驗是由美國約4000所大學共同組

成的文教組織所定期舉辦的世界性測驗，做為美國各大學申請入學的參考條

件。SAT本來是為了鑑別美國國內頂尖學生的考試，可以理解SAT如此困難。

可以想像如果美國人來考我們的國文指考會是多麼挫折的一件事。然而，這

些艱澀的單字往往是由拉丁文或較小的單字組成，因此透過飛哥老師所教的

拉丁文解析法可以增強我許多記憶。

而飛哥老師提升了我對拉丁文的興趣，讓我在SAT數學推理和化學上能夠

大大的領先。因為我是念三類組的，喜歡充滿邏輯與美的書本內容，因此能

將單字拆解、排列、組合讓我感到非常有趣。在剛進飛哥的那段時間，常常

聽輔導老師們說到飛哥老師教的東西在大學都用得到，也堅定了我好好學習

的決心，果然飛哥老師的各種學習方法在每一科都讓我能發揮自己的實力。

以SAT的化學考試為例，幾乎所有的化學式都是拉丁文組成，把一些解析、組

合的方法學好，甚至進一步看一些化學導論、有機化學的書也沒有太大的困

難，因此我認為將英文當成學習利器是非常重要的。

在此我在這裡將我在飛哥英文的學習心得與學弟們分享，希望大家都能

學到如此有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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胤瑄的學習分享

書瑋的學習分享

彭
胤
瑄

黃
書
瑋

明湖國中   建國中學 3年1班

清水國中   建國中學 3年21班

記得我是從國三暑假來飛哥英文試聽的，沒想到就這樣一直補到現在，真是不

可思議。我想，這就是飛哥的魅力吧！通常禮拜一到禮拜五晚上自己讀書的時候精

神狀態都不太好，可是補飛哥的晚上卻完全不會，因為飛哥總是充滿了活力，而且

又一直猛抄筆記，不提起精神才怪。補了飛哥英文，不僅讓我的英文成績有好的表

現，更讓我發現了語言的樂趣。

今年學測考了滿級分，對一個社會組的學生而言，無非是個莫大的鼓勵，但我

想，也多虧補了飛哥英文，對英文考科比較能夠掌握，翻譯作文也由於Ringo老師真

的很會教，所以在準備其他科目上就更有餘裕。我是一個比較低調也比較內向的學

生，所以補了三年還沒跟飛哥本人講過話，不過飛哥在台上活蹦亂跳的身影，以及

為學生努力付出，認真教學。我想，不只是我，是每個學子都可以深深感受到的，

尤其是這三年來我也聽出飛哥嗓音的變化，我覺得飛哥真的是一個偉大、值得尊敬

的老師！謝謝飛哥英文！

基測考完後，因為聽說高中英文很重要而且比國中難了好幾倍所以我就開始注

意一些補習班的資訊，知道飛哥英文的評價一直都很好，學測15級分人數和指考80

分以上的人數都遠超過其它的補習班，所以我就到飛哥來試聽，見識到飛哥老師深

厚的實力與生動的教學，飛哥老師教我們許多學英文的方法，其中最令我驚嘆的就

是老師教的拉丁文字根，讓我看見一長串字母中隱藏的意義，也引發我對英文學習

的興趣，把每次飛哥老師上課教的東西都仔細研讀，果然在短短的時間就提昇了英

文的實力。

升上高三以後，學習的重點轉為對學測的準備，飛哥有針對學測的模考能檢測

自己的實力，還有各種整理詳盡的講義與單字練習本，而以前沒有接觸過的手寫部

分在飛哥的訓練下，我的成績也明顯的有進步了。高三要準備的東西非常多，幸好

有飛哥老師體我打下的基礎，讓我能花比較多時間在不擅長的科目上，而英文在每

週飛哥英文的訓練下都能維持在讓我放心的成績，並在學測拿下不錯的成績，真心

感謝飛哥老師，還有Ringo老師和其它老師的用心教導，也向學弟妹們推薦飛哥英文。

仲傑的學習分享

洪
仲
傑積穗國中   師大附中 1211班

飛哥除了在英文外，老師、總導與輔導老師也給了我們很多有用的建議，在此

把它記錄下來，希望能幫助飛哥的學弟妹們：

在升上高三的暑假開始，其實就已經是「高三生」了，這意謂著：從暑假開始

就要好好準備學測了。尤其當沒有上課，時間看似充裕，其實在兩個月內要把兩年

的東西都讀過一遍是十分不易的。因此，建議將高一的課程讀熟，畢竟學測的重點

大都著重於高一(自然科一直都是如此)社會也大多是這樣，偶爾有例外。很多人浪

費掉了這寶貴的兩個月，即便學長姊不斷的叮嚀，仍依舊沒有聽進去的人數不勝

數。在英文方面，最重要的部分莫過於非選，所以務必要勤加練習。通常到了期末

考後讓大家自習時，每天都會有一堆想臨時抱佛腳的人交作文給國文老師和英文老

師改。平時的練習是很重要的！

在英文作文以及翻譯的部份，飛哥英文提供了許多練習的機會，也會提醒我們

常犯的錯誤，並教導更好的寫法以及技巧。若是平時沒有練習，程度普普的同學，

飛哥能在短期內使你的程度提升，英文本來不錯的同學，飛哥能讓你更上一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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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家長與同學對飛哥英文
一致的肯定!

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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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
試聽

飛哥文理補習班
6/20
6/21
6/22
6/22

6/23
6/25
6/25
6/26

6/28
6/29
7/02

(一)午14:00~16:30

(二)早09:30~12:20

(三)早09:30~12:00

(三)午14:00~16:30

(四)午14:00~16:30

(六)早09:30~12:00

(六)午14:00~16:50

(日)午14:00~16:50

(二)午14:00~16:50

(三)午14:00~16:30

(六)午14:00~16:50

更多時間可來電或上網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