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謝謝飛哥英文，雖然只在飛哥補國三的課程，但因為這一年的紮實訓練，讓我在這

次的會考輕鬆A++，更有多餘的時間去練習其他科目，在課程中老師不只將學校段考範

圍教給我們，也在應付學校之餘將大量補充單字以有系統的方式教導我們，讓我們在面

對未來課程充滿信心，而每次的模考非常有用，在每次的考試中，題目裡的觀念都是環

環相扣，而同一個觀念也會常出現，讓不清楚的觀念一再被複習到，讓北模與正式的會

考不再令人害怕，只要好好認真，學弟妹們你們也可以上建北的！

很高興一開始就找到了我喜歡的補習班，老師總能有系統地補充單字，耐心地講解

每個文法，讓我這三年來的每堂課都收穫滿滿，飛哥英文點燃了我對英文的熱情，因此

就算單字再多，我也背的樂此不疲。老師們的題題講解讓我更能掌握相關試題，還有老

師每周附在題本後面的練習題，也讓我提升了不少解題速度，真的讓我克服了很多對會

考的恐懼，而每次下課到走廊看排名時，也都能使我產生更多想進步的動力，這個模考

班確實讓我成長不少，更強化了我的解題技巧及對時間分配的概念。也很謝謝總導的勉

勵及提供給我們許多資源，謝謝老師為我們打下聽力的基礎，謝謝飛哥英文讓我有足夠

的信心去迎接我人生中的第一個升學挑戰！

當初是在姐姐的推薦下加入飛哥英文的。七、八年級的資優課程，有豐富的單字補

充和聽力填字就讓我漸漸有了對英文的喜愛。我認為最有幫助的是國九寒暑假的百題訓

練。我在國七八的時候，在英文單字方面很不拿手，但老師在上資優課程時都會補充很

多字詞，課內的內容也不用擔心，數學方面，從國七開始便有放學前的「歡樂100題」

，雖然剛開始覺得每次要留下來寫，寫到全對才能走，很崩潰。但我的弱科也因此有了

雄厚的基礎，再加上程皓老師極富耐心，在國九複習時，社會科的課程讓國七到國九的

內容，在歷史的時間概念上；地理的空間概念上以及公民時事的探討等的串聯，讓我三

科讀起來融會貫通！

當初小六升國一，決定離開從小一就開始的兒童美語補習班進入飛哥，飛哥給我非

常大的幫助。小六升國一的暑假，上了五大句型奠定了寫句子的基礎，新聞英語也增加

了我認識的單字量。國一和國二補充課外單字，每幾個禮拜就是一個主題，而且還有一

大堆的相關補充單字，也背了動詞三態和形容詞的三級變化，每堂課都有上一些文法更

有每次20句回家作業，使我不害怕寫英文句子，段考前也會有段考複習，對學校段考很

有幫助。九年級每次上課就是老師精心出的模擬考題，題目比會考多，但時間不一定更

長，讓我寫題目的速度加快，而且飛哥的英聽訓練，真的讓我的英文更上層樓，讓我接

觸了各種題型，連閱測、克漏字和我最不拿手的圖表題都包含在內。

九年級開始有模考，在每次的考試中英文永遠是最低分的，因此在哥哥的推薦下進

到飛哥以最短的時間內，將英文這煩人的科目讀好，上課提供較艱難的題目來訓練我們

應對關鍵題的能力，上課中老師以幽默風趣的方式來帶領同學了解艱澀的題目，並不時

補充相關知識，下課後同學們可以帶著題目請老師解答。兩個月後，第四次模考成績出

來，我由錯五題進步到錯一題，由A+的邊緣進步為A++的安全範圍，再經過兩星期的魔

鬼訓練，進會考考場中，英文已成為我蠻放心的科目，最後我的英文錯一題，拿到以前

鮮少得到的A++成績。我非常感謝在僅剩的三個月中，飛哥能夠給予我學習英文的技巧

及動力。

剛開始加入飛哥是被媽媽拖來的，因為我英文很爛，根本不想花時間在上面。後來

加入飛哥，當然一開始壓力很大，但到最後也習慣了，面對學校課本不再是一頭霧水，

文法的精進也讓我不管是在學習英文上更輕鬆，閱讀時也更加流暢、有趣味。也因為飛

哥用心，細心的教導與反覆的練習讓我很自然的進步。

一開始到飛哥試聽的時候，心中就有個聲音：「嗯！就是這裡了。」三年後，當初

所做的決定，影響我這麼多。七年級時，飛哥已經開始補充課外單字，並隨著時間增長

，我的單字量也隨之增加，七、八年級，老師早教完國中大部分的文法，只要上課中專

心聽講，並確實完成回家作業，基本上就無需再擔心文法這方面。而聽力，從七年級慢

慢從單字填空拉長為句子填空，因為由基礎開始累積，正因在飛哥打下的基礎，拿下滿

分。在九年級時，可以登記領取的各科練習，著實得幫助我加強我所不熟悉的科目、單

元，九下每周更是有全科歷屆試題，可以更完整的複習，謝謝飛哥這三年來對我的幫助

！

一直認為英語很好的我，直到上了飛哥英文，才驚覺原來有那麼多的單字片語是我

所不知的，有那麼多的文法觀念是我弄錯的。而上了國九的模考班後，經過一整年的模

考練習，實力往上提升了很多，而且在比一般程度難許多的聽力訓練下，會考的題目根

本小菜一碟，而在老師題目講解下，我也在會考達到了百分百的準確度，輕鬆的達到全

對的目標。「英文不只是一個科目，更是一種語言」在學習中，如果少了一個為了考試

而讀的科目，而多了一個「因為喜歡」所以去學習的興趣，如此一來，何樂不為呢？最

後要給飛哥團隊的老師們一個大大的讚！因為有你們我在國中的最後一年才能如此的順

利的度過各式各樣大大小小的考試，再次感謝！

當初會選擇「飛哥」只是因為好哥們先來這補，他覺得不錯，便向我推薦，而我也

正好有補英文的需求，所以就來到「飛哥英文」了。不得不承認，偌大的教室塞滿了學

生，確實給我蠻大的壓力，不過適度的壓力也給我危機意識，讓我開始在「英文」上下

功夫。模考班是很有效率的學習方法，但前提是你必須夠能吃苦夠努力。如此一來，只

要針對那些錯的部分去努力就好，可以節省很多讀英文的時間，這樣才有時間去複習其

他科目。「閱讀」方面累積一年的量很可觀，關鍵還是在於有沒有努力，補習班給予每

位學生資源都很多，甚至都幫我們有系統地規劃、整理好，但結果如何還是掌握在自己

的手上，身邊的老師再怎麼想幫我們，最後還是得靠我們自己去吸收！

剛開始因為比我年長的哥哥在此受到飛哥老師的恩惠，英文成績也突飛猛進，在考

試時都能游刃有餘，使我非常想來飛哥上課，漸漸地，我不再因為哥哥而來上課，而是

發自內心的喜歡上這裡的學習環境及教學方式，老師教學十分生動活潑，不會有一大片

死氣沉沉的烏雲壓在身上，而且老師們有問必答，滿足我們的求知慾，每位老師的型都

不同，可是有一共通點：都使我受益良多。還有總導師，每次都會花費心思幫我們印考

卷，讓我們熟悉題目，雖然考卷多到可以把人壓死，但當全部寫完時，我發現我可以達

到快狠準的境界了，這裡完全是我第二個家，豐富的資源任誰也不想離開這理。飛哥的

各位老師，謝謝你們。

很高興再次當上飛哥榜單代言人，還記得當初小六升國一暑假進入飛哥這個大家庭

，親友極力推薦加上飛哥英文眾多成績優異的學長姊的真摯分享，因而加入。七、八年

級的拉丁文拆解法和新聞英語大大豐富我的宏觀視野，九年級的模考班文法複習及大量

的閱讀題組充實無比，解題的速度日益進步，我也有加報國文及自然，國文上課風格活

潑，謝璿老師以最簡潔清晰的方式為我們講解國常、補充和文言文。揚帆老師和丁力老

師詳細講解生物和理化，帶領我們縱觀歷屆試題，給予我們十足的觀念，而不是背題型

。這確實給予自然科不拿手的我很大的幫助。而地科的謝逸民老師的上課內容十分特別

，給我們許多地科理地理連結的知識，在上課同時，也可以複習地理。

我在八年級的時候加入了飛哥英文，親自聽過課後才知道飛哥會這麼有人氣不是沒

有原因！在單字的部分，不侷限於國中的1200，且利用一些簡易的拉丁文拆解教學法不

僅幫助我更有效率的背單字，也讓我在進入高一暑期課程後完全不感到吃力。聽力的部

分，甚至帶我們聽CNN來訓練，還能一邊了解時事，實在是太強大啦！九年級模考班每

堂課都會寫一份英文模擬考題，檢討時針對同學較弱，易錯的文法來解說，對考生而言

最難準備的英聽練習也非常周全，老師會教我們幾個考英聽時的訣竅，真的令我獲益匪

淺！每星期花三個多小時來飛哥就可以為會考做很完備的複習，一點也不會壓縮到其他

科目的時間，也讓英文成為我最有信心的科目，在會考時奪下滿分！

一開始剛升國中的時候我覺得學校的英文課讓我很想睡覺，因為老師每次都用一大

堆的中文在講文法，我自己會比較難習慣一直聽文法，而且課本的單字也不多，很多都

是國小的時候學過的，所以英文課就感覺沒有太大的興趣。不過到了國三模考的時候我

卻發現我寫閱讀題的速度不夠快，所以我就參加了飛哥英文的準備會考的班級，在那個

班裡，每次都會要用不怎麼多的時間來寫很多的題目，於是在每個禮拜一次持續了兩三

個月後，我感覺到我寫題目的速度快了很多。

最開始，是升七年級的暑假，那時對「國高中」與「小學」的差別不甚瞭解，卻因

為許多學長姐的強力推薦而加入飛哥。從一開始七年級的新聞英語、動詞三態和每堂課

必考的隨堂測驗，到九年級馬不停蹄的模考練習，這期間要學習的範圍雖是越來越深，

越來越廣，我卻愈讀愈游刃有餘，越讀越有信心，在最悠閒無大考壓力的七年級教了許

多重要觀念，打下十分穩固的基礎，雖然剛開始覺得累，而且十分辛苦，但現在猛一回

頭才發現，這正是在九年級所有人都拼命攻讀英文想考出A++時，我反而能省下讀英文

的時間去準備我的弱科，飛哥英文陪伴我度過國中三年，而未來的高中三年我也會繼續

在飛哥，這麼讚的補習班，你能不來嗎?

我曾經猶豫過，這樣人多的補習班，是否照顧到課堂上的每位學生？但在進去之後

，飛哥的教學模式卻令我深深的驚訝，他們給予學生的資料，是那樣的有系統性，那樣

的完整，不僅由各式各樣多方面的課外補充來增強學生的英語能力，老師們在課堂中也

會不時的走下講台，提問以增進與每一位學生的互動。更重要的是，他們一堂課會開設

多個不同的班，每一個班由不同的老師教導，讓學生可以選擇去上自己最喜歡的老師的

課，以及最適合自己的上課模式，這樣的教學方式，是我過去都未曾接觸過的。僅僅半

年在飛哥英文學習就讓我在英文這一科目上有了顯著的進步，依照著它們的教導循序漸

進的吸收，也讓我在閱讀英文上有了一個完善的學習模式。

雖然不是國一就加入飛哥，但在國二時加入的時機，還蠻剛好的，關係代名詞這

個重要的文法先學了之後，在國三發揮了強大的功效，其實我覺得與其國三再來惡補，

不如國一國二的時候好好努力，先學完，那麼國三來補也只是加強熟練度或來補心安的

。國三的課程就是每堂課一份難度比基北區模考或會考還高很多的模擬試題，都會超故

意的出一堆有第二字義的單字來考，雖然很無言，但上了高中還是要背不如現在背一背

，而閱讀題組的部分就非常有用了，而且不會像參考書中可笑的題組只有一兩段，嗯

...其實會考英文雖然不會太沒程度，但沒有拿A++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所以高中再補或

提早補高中英文是比較好的建議。

在剛升七年級時，聽到老師很推薦飛哥英文，我在這邊讀了整整三年。小學時，英

文念一下就能拿高分，一直都對自己的英文有十足把握，但自從去試聽後，讓我對英文

有了和以前截然不同的想法，知道英文不該只是死背，正式上課後，更是體會到自己單

字量有多麼的不足，再加上老師有趣的上課方式，讓我更想學英文。七八年級時，老師

每周都教了許多單字，額外的新聞英語不僅能學到單字，還能訓練聽力，九年級每週的

模考，讓我能從中找到自己的不足，盡快改正和加強，老師還會在每次英聽安排不同的

外師錄音，讓我們習慣不同的口音，以便在會考時能盡快進入狀況。如果有人問補英文

要去哪補才好，我都會毫不猶豫的介紹飛哥。

回想起國小畢業的暑假來到飛哥，到現在進入高中就讀，三年時間我也宛如脫胎換

骨。七年級基本上沒認真念書，全然不知背那些補充單字有何功用，直到考全民英檢首

次嘗到敗果才覺悟；八年級也只是照著總導的話做，除了最低標準外什麼也不管，過著

苟且的生活；到了九年級，我開始思考未來的升學方向，有了目標後唯一該做的就是努

力。成長的過程中別人的幫助也是很重要的，飛哥在七年級給了我教訓；八年級告訴我

該做的事；九年級提供我近乎無窮無盡的資源，讓我不用擔心沒書念、沒題目寫。四次

模考我的英文成績都是A，當時甚至還怕會掉到B，但是會考當天才能把努力的成果展現

出來，之前的小失敗根本不能影響自己的價值，只有我們能決定自己的樣子！

我從國中開始英文就是最大的阻礙，每次段考我能有八十分就很好了，第一次模考

的成績慘不忍睹，我覺得不能再這樣了，於是我就去試聽飛哥英文，第一次去有點不懂

，一堆單字沒看過，但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老師上課方式，不像在學校那種冷冰冰的感

覺，幽默的講課真的使我對文法單字有較好的印象。每一堂在飛哥的考試我都有一點進

步，再去看學校的考卷，原來都好簡單。而這次會考的表現我更不敢相信，考試時一直

很緊張，我以為拿不到A了，但我竟然只錯一題，有這樣的成績我要謝謝飛哥英文，從

前一看到英文就昏了的我，如今可以拿到A++，如果沒有飛哥英文的協助我無法得到這

份優良的成績，我想除了飛哥英文以外，沒有其他補習班能使我有如此進步。

我國中三年都在飛哥，七、八年級教的是課外英文，一開始因為教的都是接近高中

的課外單字，再加上我並不認真背，所以考超爛的，大概只有勉強低標吧！那時我不太

在乎，曾經一度想放棄，不過老師們都還是很有耐心地教我，所以就一直撐下來，直到

國三的時候才把成績拉上來，也讓我對英文變得比較有信心。回想這三年來真的對我影

響很大，雖然上課跟我們講的話我都忘了，但那再試試看、不要隨便說放棄的精神，已

變成了這一生我都不會忘記的信念。在飛哥時儘管我讀的不太好，但多多少少還是增加

了我的英文常識，而國三的總複習對我會考很有幫助，尤其是聽力，就算在飛哥被超快

的聽力練習凌虐，但聽到學校的聽力時就慢到讓人想睡覺了！

在七、八年級時我的英文一直未達到頂尖的程度，直到九年級時才透過介紹來到飛

哥，而飛哥九年級課程是非常有效的，每堂課都有模擬考，老師講解考題時非常仔細清

楚，令我受益良多，並且每次的考試老師給的題數，題目的長度，還有題目的難度都高

於平均的水準，讓我們在面對真實的考試時，能保持冷靜，發揮出真正的實力，而且飛

哥的老師有一種特質，只要他們開始上課我的眼睛就無法離開他們身上，而且越上越高

興，我也從痛苦的學習英文，到快樂的「玩」英文，每個星期的英文課變成我最期待的

時刻，也因為有飛哥英文才能把我的英文救回來，也謝謝父母在背後支持我，我才能撐

到最後一刻，考上心目中的第一志願。

想當初在國一時，英文都只能在平均以上一點徘徊，於是國二便選擇了榜單最好的

飛哥英文。這裡的七八年級課程主要是在補充大量的單字而這裡並不是叫你硬把單字背

下，甚至是把它拆字並用拉丁文解析讓你以後閱讀文章時的猜字實力大增，另外一個我

覺得最酷的就是新聞英語，這裡的新聞不像外面一樣用詞比較艱澀，它是由老師以較適

合我們的單字改寫而成的，讓你先習慣以後的新聞難度，再來是九年級的模考班，比我

的模考難上許多，我雖然考得不錯，幾乎每次都在全班前10，但都保持著「聽過，會的

當複習」的理念，畢竟會考比的是熟悉度而不是你會不會(以高分群來說)。而老師下課

後也沒有老師的架子，問問題一定會一題題仔細說明給你聽。

我七八九年級都在飛哥上課，七八年級時總有背不完的單字，而且常考動詞三態，

但經過七八年級的努力後，發現九年級每堂課考試時都能有不錯的成績，每堂課只要多

注意，不會的題目或文法，片語回家再看一下自己不會的，學校段考或模擬考就都會有

很理想的成績單。飛哥也提供各科題目練習，我就有要地理歷史公民的百題，英文方面

，飛哥更發了各種秘笈，加強單字.片語等訓練。飛哥也有紮實的聽力訓練，老師也都

會詳細的解說，也因為飛哥平時的考試難度都遠遠高於會考，讓我在考會考時，能夠很

輕鬆的作答。感謝飛哥三年的陪伴，幫助我累積英文實力，讓我聽說讀寫都有明顯進步

，感謝飛哥，讓我英文都有A++，以後我也會繼續努力，希望高中繼續有好成績。

當初八下時因為一年半後的會考，漸漸感受到壓力，於是開始四處找補習班來做準

備。在親友的推薦中，來到了飛哥英文試聽。體驗到了與其他補習班不同的上課風格，

深深吸引了我。一開始英文這一科對於對理科較拿手的我一直是個令我頭痛的問題，來

到飛哥之後，藉著這裡高強度的英文練習，也逐漸適應，能夠靜下心看完一整篇的長篇

閱讀。有了國小先修的基礎，在加上飛哥的訓練，令我的英文成績開始有了起色。從小

面對英文我總是用著那不知從何而來的語感，雖然方便快速卻時常出錯。憑著飛哥有系

統的教學，讓我能多了解一些規則、定理來解題，以這些技巧補上語感的不足。理論與

經驗都有了後，使我得以快狠準的解決英文。

我還記得當時媽媽要帶我去飛哥英文上課時，並沒有甚麼意願，現在回想起來，那

時的自己如同井底之蛙一般，不知道別人的程度是多麼的好，才會覺得自己的程度已經

足以應付考試。然而每次在飛哥英文的模擬考總是令我飽受挫折，但是感謝總導師適時

的協助，提供我不少讀書方法，其中訂正本是我覺得最有效率的複習方式。不僅如此，

總導師還幫我們整理了每一次北區模考的資訊以及接下來應該如何準備。剛開始去飛哥

英文，老師上課講的內容幾乎沒有一個是我會的，但從那時開始我決定好好跟著老師腳

步，把每一步走穩。每一堂充實的課程都讓我收穫滿滿，英文成績也漸漸有了起色，這

一切都感謝老師和總導師當時的幫助。

回憶起第一次踏入飛哥英文，當時英文並非我最拿手的科目，參加了七、八年級的

資優英文後，我的英文程度大幅提升。在老師風趣幽默的教學帶領下，讓我的英文成績

成為班上前三名，提高自己對英文的自信。接著九年級的模考班，真的非常充實，幫我

把之前所學的文法觀念重新整理。每個星期的模考並不是很容易，題目的難易及靈活度

高，充滿挑戰。在單字方面，因為有飛哥英文發的單字小秘書，就算是再困難的單字都

可以背起來。感謝老師在國三給我們各科的百題訓練，讓我們可以反覆練習，也隨時教

導我們讀書的方法。

就國九來講，我覺得飛哥英文的上課模式是真的很不錯，我覺得閱測中每篇都是又

臭又長，雖說我寫得很痛苦，不過卻讓我程度大大的提升。七八年級我的功課(尤其是

英文)並不是太好，那時我不太注重學業，所以英文程度十分低落，剛上國九時，飛哥

英文讓我們寫去年的會考題目以測驗自己目前的程度，我整整錯了一大半，這時我才發

現，該努力了！終於在會考中證實了模考班對於成績進步的功效，更說明了:「努力，

是有回報的。」至於讀書心得，我認為目標是很重要的。一切的努力必源自內心對希望

的追求。目標越高，你的幹勁越大，把握每次能達成目標的機會，全力以赴。

當時我是在九年級才加入飛哥英文的，選擇飛哥是因為飛哥英文在英文補教界的口

碑相當的不錯，再加上哥哥姊姊的推薦所以才來到飛哥的。我覺得上完九年級的模考班

真的是受益良多，原本我是一個在一、二模都只能拿到B++的人，沒想到在來到飛哥後

英文突飛猛進，在三、四模都能拿到A+，在會考時甚至達到A++，我想這功勞是老師補

充的眾多東西，還有充滿艱深難題的課前考試吧！最後，來到飛哥英文的學弟妹們，學

英文並沒有很難，你們只要照著這裡老師給你們的東西學習並複習，自己平時再多寫題

目，拿到好成績是絕對沒有問題的。飛哥英文真的是英文補教界之最！

在國中之前的英文是在小班制補習班，在升國中的暑假，接觸到了「飛哥」這個補

習班，這次試聽完全顛覆我對英文學習的想像，每次上課，我可以把白白的講義填的滿

滿滿。可以學到很多學校不會教的單字，充實了我單字的廣度，在加上老師不時加入自

己的生活經驗，讓原本不太喜歡英文的我也慢慢開始對英文產生興趣，每堂課都過得十

分充實，加上飛哥的獎學金制度又使我更大的熱情來學習英文。輔導老師定期打來的電

話不但可以跟我討論英文學習的問題，也幫我解決了不少生活上的問題，到了高中我應

該還是會繼續補飛哥英文，在老師的帶領下繼續進步。

我很早就來到飛哥，因為我的英文真的不是太好，但其實我上課並不是很認真，還

常打瞌睡，直到九年級才稍微振作起來，在那時常聽到總監詭異而又激勵我們的大道理

，那一字一句都深刻刺痛的提醒我們大考將至，然後聽到總導的聲音，就像是在安慰我

們努力就有機會，再來出現的就是我們的老師，一出現就帶著欠打的笑臉(開玩笑)，講

著最近的趣事和女兒的一切，讓我們以輕鬆的心情進入課程，對於單字和文法上都讓我

們的根基十分穩固，而總導的用心也真的是有目共睹，只要我們需要，總導都會給予我

們最大的幫助，飛哥團隊中的輔導老師也都待人和善，總體給了我一種relax的環境。

從幼稚園到小學畢業都是在全美語的英文班上英文，上了國中後就開始

補飛哥，豐富的單字量充實了我的英語實力，也讓我見識到英文的美妙，特

別是嚴謹的文法講解和練習訓練，讓我原本比較弱的文法也漸漸鞏固，段考

就可以輕鬆許多。對我最具幫助的莫過於九年級的會考衝刺班，是會考英文

的最佳助手，每一次考試和檢討都讓我發現自己不會的地方，加上老師的細

心講解，使我恍然大悟，並不再發生此錯誤。總導師的苦口婆心總把我想去

玩樂的心收服回來，以及貼心的叮嚀要做百題訓練和自己登記拿考卷的制度

都使我獲益良多！

當初來飛哥補習，是聽到同學說這裡的師資和教學資源都非常充足，所以九

年級時就來這裡上模考班。這裡每次上課都舉行英文模考，老師會出各種活用題

型，聽力測驗也有各種不同的情境，藉此培養更完善的應變能力。老師也會把上

課教的文法整理成完整的講義，讓讀書時能更有條理的去複習。原本我的英文文

法很破，但在這一年內我逐漸地把文法這一塊穩穩地建立起來。老師上課還會不

定時補充新的單字、字義，在這一年中，我慢慢地把粗心的毛病給改善過來，另

外，由於飛哥原來的考試難度便比較高，因此面對會考時也不會過於緊張。每周

發下一、兩百題的練習，也包含了老師用心的成分在內。回想當時，有來這裡上

課真的為我的英文加分不少，謝謝飛哥，我在這次會考拿到了滿分。

一開始上國中的英文覺得跟小學的差不多，不用特別花時間練習，到了國

二，很多單字沒接觸過，聽到朋友要來飛哥，想一起上課就來試聽，老師補充的

豐富又有趣，讓一向速背速忘的我從中學會不少單字，每次的小考題目很多，而

且每篇都很有深度，讓我不斷磨練閱讀速度，考試後面附的題目，讓我有機會再

多練一次，還有單字小秘書，雖然寫的當下會很恐怖，老師幹嘛出這麼多，練的

手很痠，但他會讓你可以有效率的從茫茫辭海中挑出漏網之魚，九年級模考班不

只在英文方面提供大量練習管道，原本每次英文都錯個三、四題的我，因為模考

幫助我養成讀英文的習慣，還有老師精闢的講解，雖然課程內容比會考來的複雜

許多，俗話說：笨鳥先入林。勤能補拙，所以我覺得飛哥模考班真的是對的選擇

，不單單只為了會考，而是一個長久之計。

學弟妹們，你們正如同當時的我，看著飛哥英文傲人的榜單，心中對自

己懷疑:到底能不能像那些優秀的學長姐一樣，現在我要告訴你們；一定可

以的！拋開對自己的疑惑，跟隨著飛哥英文的腳步，引領你們走向成功。我

是升國一暑假來試聽的，便被老師幽默且內容豐富的教學所吸引，不知不覺

，一上就是三年，國三好好的拼一次，終嘗到甜美的碩果，我也很驚訝，我

能有寫優異學子感言的機會，這是何等的榮譽啊！另外，我知道學弟妹們看

榜單一定會不耐煩，因為真的很多！但這也代表飛哥英文強者如雲，有這麼

多優秀學子，還有，千萬不要議論別人的照片，不要覺得長那樣能上建中北

一？雖然當時的我也是，但現在想想真的十分愚蠢。

飛哥課程讓我獲益良多，老師都很樂觀及專業，讓我每天都很期待上課

，這裡的老師也非常會鼓勵學生，使英文課變得輕鬆無壓力且有樂趣，整體

上課的感覺就是非常自在和輕鬆，又可以學到很多的東西，讓我們可以體會

到學習英文的快樂。所以學習任何的語言，不外乎就是要有恆心加毅力。我

從小最害怕的科目就是英文，但上了飛哥後讓我對英文的興趣大增，從一開

始很緊張，常聽不懂，到喜歡上了英文，不敢說我目前的英文程度非常好，

但能強烈感受到我英文進步的幅度遠遠超過之前的水平，這裡的老師都很有

耐心也很專業，在飛哥學英文就可以體會到其中的樂趣，我很喜歡這裡的老

師，飛哥英文是我學習英文的首要選擇對象。

當初在家人介紹下來飛哥，當下很喜歡老師的上課風格，立刻就報名了

。七年級時的資優課程相當豐富有趣，老師並不只依據課本的進度，而是更

有系統性、扎扎實實地打下各大文法的基礎，讓我們在學校再學一次時已經

建立了相當清楚的觀念，而在飛哥所學的字彙量更是遠超出學校所學的範圍

，並不是毫無系統一股腦全部硬逼我們死背下來，而是由一些基本的單字或

字根再進行延伸，這樣背單字時也可以記得更快、更熟，九年級除了進度，

就是一連串的模擬試題，一再地複習重要和易錯的觀念及文法，每一道題目

都將重點不斷重覆，把前兩年沒有學扎實的觀念深深在腦海！

在九年級上飛哥的這段日子中，我對英文的認知不再狹隘，更加廣闊。

飛哥英文的單字整理是我收到的第一份講義，真的一級棒，另外老師講課生

動、豐富亦提振我的身心，讓我在會考時能大展身手。我也要推薦飛哥英文

的閱讀文章與題組，每篇的文章新穎、生動而不落俗套，題目觀念淺近易明

卻是我常粗心犯錯的，老師不但在講課中不斷地提示，更延伸出相似的句型

並教我們分辨。每堂課都能練習到精選的題型，各個切中要點，這樣反反覆

覆的修練，別說是進步神速了，根本就是以「光速」般的進步。長篇閱讀不

再是我的障礙，短篇更是我拿分的關鍵！飛哥英文的時光讓我「短短一年，

收穫無限。」

升上九年級後，因為要一面複習七、八年級所學的，還要一面學習九年

級的新課程，幾乎已經忙得沒時間培養興趣放鬆一下了，更別說慢慢自己理

解那些突然多出來，超級複雜的英文新文法了，因此我的英文成績一直往下

滑，也覺得看到文章就力不從心，所以就決定加入飛哥英文，經過了九年級

的模考訓練，每個禮拜的模考、聽力還有逐題講解後，真正的感受到勤能補

拙的感覺，經過持續的練習，我開始覺得我的弱點被補起來，閱讀短文開始

對我來說，不再會有「這什麼東西啊？」的無力感了。學習真的需要一步一

腳印的學，會考的範圍是好多倍的段考，沒辦法臨時抱佛腳。

會考總算結束了，也如願拿下傲人的成績，讓我得以穿上卡其色的制服

，昂首闊步於建中校園。而其中我的英文也得到了滿分，而這一切都是因為

我選擇了飛哥英文，一個英文的天堂。剛升上七年級時，自以為英文本身不

錯，卻無法在平時與段考拿下亮眼的成績。後來輾轉來到了飛哥英文，開啟

了我對英文的全新視野。國二加入飛哥英文才發現自己程度上的不足，幸好

在老師課外教導下，程度是一飛沖天、一鳴驚人。國三回到了以會考為主的

複習，在文法整理和單字小秘書的訓練下，我的英文在最短時間恢復到大考

最高標準。最後也期望暫時的成功別使我驕傲自滿，也希望能在飛哥英文再

次登峰造極！

我本來在其他地方上課，後來在同學媽媽的介紹下，來到了飛哥，這個

競爭更激烈的環境，因為覺得在這我可以變得更強，而選擇了這，我一直渴

望成長，因為我知道高處的視野是多麼令人嚮往，雖然我目前只在一年多，

但也正是有這一年的不斷練習，才能使我在考試時穩定心情，好整以暇的解

決會考的試驗，希望學弟妹可以記住不論哪一科的學習，一定要在七年級打

好地基，因為我看到很多和我同屆的學生，資質特好，但到了九年級才在努

力，所以在會考都沒考出實力。

一開始覺得國中的英文自己可以應付得來，二模的時候發現英文往下掉

，就開始緊張，飛哥有開九年級的模考班，二話不說就報名了！第一次聽模

考聽力時我有點嚇到，因為速度快，全部播完才播第二遍，必須要全神貫注

地聽，還有，聽力訓練訓練耐心和記憶力，再來是文法和閱讀的部分，這裡

的題目幾乎都是外面看不到的，老師會放一些很簡單但你會常常忽略的觀念

進去，邊講解題目邊補充很多單字和文法，還有超級長的閱讀測驗，最後，

最吸引我的就是老師幾乎每題講解還有詳解本，真的很適合不太敢問問題的

人，不用擔心無法訂正錯誤，可以了解問題所在。

因為姐姐高中時也是在飛哥，在加上飛哥歷屆的優異榜單，讓我在試聽一次

課程後便決定選擇上飛哥。雖然一開始補充的大量單字著實讓我嚇了一大跳，但

老師幽默穩健的台風讓英文不沉悶，每每上完課能意猶未盡！也很謝謝老師在三

大子句中精闢的講解，最後子句的百句辨別練習也是我掌握子句的最大關鍵，別

人最害怕的部分反而是我得分的要點！而在九年級模考班讓我最有感的是答題速

度、答對率和聽力能力。原本我看文章像龜一樣慢，直到有一次模考我很正常的

作答加上檢查，但下課大家卻說很難寫不完時，我才驚覺到模考班的訓練有多重

要〔超感動的〕，雖然速度和內容的困難度都比會考高，但也因此讓我在考場上

安心又有自信的面對英聽，考上我理想的高中！

我是國三時因為同學推薦加入飛哥的，第一次聽完之後發現受益良多，

飛哥的文法教學及模考訓練正是我所需要的。由於我所就讀的學校是雙語學

校，他們在課程的安排有極大部分是外語老師授課，但這也產生了一個問題

，就是我的文法相當的弱，原因是外師的上課內容與台灣的文法教材及考試

方式有落差。因此，我必須學會更精確的文法觀念及解題技巧才能應付考試

。飛哥英文解決了我的困擾，讓我在國三這一年的時間就將國中的文法融會

貫通，並且在最後的國中教育會考拿到全對A++的好成績，飛哥的教導充實

我的英文實力，使我在學習上跨出了一大步。相信只要在這裡繼續學習，我

的英文必定可以持續進步。

灰濛濛的天空，灰濛濛的考生心，那一天，下著雨，我穿越人來人往的

人群，走進飛哥教室，開始這趟英文魔幻之旅。雖早有耳聞，但我直到九下

才加入飛哥的模考班，原先對大班制的刻板印象也一掃而盡。古云：寶劍鋒

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每一回艱澀的模擬考，都教了新觀念，讓我對

英文的博大精深肅然起敬；每一次聽力練習，道地的口音和語速總令我暗暗

叫苦，卻激發更強盛的鬥志；特別的是除了模考卷，飛哥每周會發各科考古

題，種種貼心設計，尤其從前最不拿手的英文也如願抱回佳績。

一開始是因為哥哥是飛哥英文高中部的學生，所以當時即將升上國一的我，

先來試聽整個上課流程，不久後就成為飛哥的國一生，沒想到，這一補就把三年

的英文都交給了飛哥。從七年級把英文基礎建立起來，有最簡單的拼音，加上單

字、文法、句型，讓我能輕鬆面對國一英文科的考試。八年級，則是加強單字字

彙量以及文法觀念及運用，所以每堂課教給我豐富的知識，再利用課前小考測驗

自己，就能游刃有餘的應付英文。九年級應該是最難熬的一段時光，尤其是每個

星期都要被模考荼毒，而且聽力、閱讀、文法、單字題目數加總，都多過真正會

考題數，這麼充實的練習，還有老師專業的講解及補充，讓我在大小模考都有好

表現。三年來累積不凡的英文實力，在會考英文考試中拿了滿分

我從國二開始加入飛哥英文，這裡每堂課程都為我補充了許多實用的單字以

及片語，老師上課活潑生動的教學方式，在大量學習的過程中不曾感到無聊乏味

。九年級模考班每次課前的考試，屢屢精進我的閱讀能力，各式各樣的文法題目

，更無形增強我的實力。這也幫助我在會考時能夠順利破解題目，一開始會來聽

飛哥英文是因為同學推荐，但持續上這麼久是因為老師們有趣又豐富的課程深深

吸引了我，加上優良的環境給人的感覺就很舒適自在，還有和藹可親又熱心的總

導及輔導老師們等等...我覺得在學英文時最重要的是要知道它怎麼念，複習時

如果沒念出口也要在心中默念一遍，這樣印象很容易就能加深很多！很慶幸飛哥

英文讓我一直保持著對英文的熱忱！

當初是媽媽的朋友推薦而來到飛哥的，經過升國一的暑假，飛哥帶給我

正是國中的洗禮，開始進入飛哥單字、語法、聽力、閱讀的英文世界，英文

不再是陌生的一門課，而是活潑有趣又多元充實的課程。我覺得7、8年級飛

哥幫我迅速熟悉了國中的文法，同時用心歸納全科：數學、歷史、地理、公

民、生物的考古題，讓我在段考複習的路上，不僅提升英文，而且兼顧了其

他的科目。到飛哥，不是只補一科英文，它的助教、老師更努力幫我們減少

其他科的負擔，貼心準備他科的考古題。上課時除了平時的考試內容，還會

有新聞英語、聽力…..等。感謝飛哥的用心，飛哥真的是讀書的良師益友。

其實我七年級就在飛哥了，那時先補了八年級的課，老師生動的文法教

學，讓我能輕鬆面對「關係代名詞」這個大魔王的考驗。上了九年級，為了

面對會考，我再次選擇了飛哥英文！老師每周都為我們精心製作一份逼真的

模擬考題。考完之後的詳解，更是讓我能夠在短時間衝刺英文這門繁瑣的科

目的關鍵。裡頭不僅有詳盡的文法解析、單字的第二字義、每周與學校截然

不同的聽力練習。最讓我難忘的就是冗長的閱讀測驗，往往讓我吃盡苦頭，

卻讓我扎實的成長。在飛哥英文，我度過了快樂且充實的兩年，感謝飛哥英

文這兩年來用心的付出，感謝兩位老師認真的教學，感謝輔導老師的關照，

讓我面對會考題目時能從容面對，讓我順利考取了心目中的第一志願！

原本就自認英文程度不錯的我，於六升七暑假加入飛哥英文，一開始認為每

個星期都來好煩，但漸漸愛上每周的英文饗宴，七八年級的資優英文不僅使我平

常段考高分過關，更使我英文各方面的能力迅速提升，甚至英檢中級也順利通過

。而九年級則開始從基本功著手的模考班，只能用「紮實」來形容，在每次的複

習下，平常根本沒碰過的參考書，有更多時間補足其他科的不足，飛哥對我來說

真的是太重要了，非常感謝這三年中，老師都盡全力教導學生每一堂課，也感謝

每個帶過我們的總導師，提供任何需求，當然還有總監每星期在上課前或中堂的

聊天時間，使學生放鬆心情，有時還教導了一些獨特的道理，最後謝謝全體輔導

老師，沒有你們我們都不會有這麼棒的學習環境。

我是在八年級的時候進入飛哥的英文王國。原來的我，對英文總是漫不

經心，覺得這科英文應該很輕鬆的。媽媽很用心地幫我選擇了飛哥，讓我從

試聽課到正式課程，八年級的課程內容，著重在課外的單字補充及延伸，文

法的教學也很扎實。以前的我，總覺得英文就是很依自己的語感來學習，對

於文法不太在意。來到飛哥，跟著老師的步伐，上課認真聽講，認真、確實

完成每個單元的文法練習，對文法的幫助極大。上了九年級，每周一次的模

考，更是真槍實彈的練習。只要每次模考認真的寫題目，考完聽老師的仔細

講解，確實訂正是重要的一環。如此一來，英文這一科就能輕鬆過關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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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國中段考、會考成績優異、高中學測、指考、英聽、段考更連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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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哥文理補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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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年級贈送【段考試題】

九年級還可收到

最高效率文法複習書─【英文捷徑手冊】

現在免費試聽九年級會考文法決勝模考課程

再贈送─【會考模擬試題】

      【單字片語隨身手冊】

馬上上網加入！http://www.faigo.com.tw

飛哥學子幾乎人人都是各區域的菁

英學子，不只認真，更願意走出區

域，挑戰世界，藉由和大雙北地區

的強者良性競爭，在學習上激發出

更美麗的火花。這樣的學習風氣，

便是飛哥英文最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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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哥英文榜單僅公布應屆榜單，絕無萬年榜單永遠存在的欺騙行為！

榜單就是補習班的辦學成績單！絕對不是口號喊喊就可以！

飛哥英文榜單僅公布應屆榜單，絕無萬年榜單永遠存在的欺騙行為！

https://goo.gl/rbyJ0p https://goo.gl/B9hwOu

國中課程
試聽時間

高中課程
試聽時間

飛哥英文

量產高手才是王道



我很開心自己選擇了飛哥英文這個大家庭！在飛哥度過國中的這三年裡，真的獲益

良多！當初，一進去就被那明亮整潔的環境所吸引，舒適的空間，乾淨的廁所…..而親

切的老師們也是不遺餘力的為每個家長及同學解答困惑。七八年級資優課程，真的幫助

我很多！讓我所擁有的英文知識，比同儕多出好幾倍。九年級的模考訓練，也奠下了我

厚實的英文基礎，更使我在會考中獲得佳績！曾經我也以為，在七、八年級被那麼多補

充單字沒有必要，但一直到現在，我才能真正瞭解，即使背了會忘，縱使如今仍不會用

到，但當自己對眼前的單字是有印象的，我是驕傲的！當看著身旁的同學對待字的一字

多義正不知所措，我很慶幸在飛哥！

我在進入飛哥前，對於英文這項科目，真的是我最討厭的科目，就算是把文法死背

起來、題目硬記起來(只差沒換一顆頭腦)，在學校段考還是考得七零八落。所以我才會

來飛哥英文，飛哥英文在文法方面的獨特教法，再加上一大卡車的題目，使我的文法有

大幅度的進步，在單字方面，不僅補充很多一字多義，就連高中的單字也會提點一下，

再加上每個禮拜模考練習，使英文成為了我最有把握的一個科目，在飛哥英文，不管是

長篇閱測、英文聽力、單字題都有最充分的題目可以練習。謝謝飛哥這個大家庭！

準備會考時，對於自己的英文相當沒有信心，經由同學的推薦和哥哥的強烈支持下

來到了飛哥英文，第一次來到飛哥，就被飛哥的溫馨和老師上課的務實態度深深吸引，

也讓我興起報名的念頭。模考班飛哥自創的題本總是相當艱澀，且也成為我進步的關鍵

，一次次考試的名次都比上一次的還要好，也讓我建立很大的信心，因為待在飛哥的這

一學期，才讓我的英文突飛猛進，面對會考時也是游刃有餘，當大家都說這次會考難度

較以往提升時，我拿到了滿分。如果你對自己的英文沒有信心，或是想要追求更完美，

那就來一趟飛哥英文吧！

當時的我剛考完第一次模擬考英文的成績只有A，讓我警覺到我的英文程度的不足

，於是就來到了飛哥英文，剛開始在這裡的模考都只在及格邊緣，但在模考班的幫忙下

，替我補充大量的單字及容易混淆的文法，模考中出了很多閱讀，讓我閱讀速度大幅提

升，在經過半年的努力後，原本英文成績只在及格邊緣的我，在飛哥英文的模考中都有

80~90的成績，在會考中，我甚至拿到了A++的成績，這也證明了我的選擇沒有錯誤，每

一周給的題庫對我幫助很大，不僅有大量的單字、文法題還有閱讀，考前的我就是寫這

些題目把英文更加熟練，我若是少了你們而自己努力讀，恐怕沒辦法有如此大幅的進步

及A++的好成績。

上國中開始就一直在飛哥讀英文，七年級剛進來時，總是覺得壓力大，考不好放學

還要留下來，一年的時間咬著牙一下就過去了。到了八年級時漸入佳境，背單字的速度

越來越快，也因為七年級時基礎打得紮實，在學校讀得愈來愈有成就感。到了九年級模

考班，每週都有英文模考，累積做了大量的練習題和閱讀，答題速度也變得愈來愈快，

而隔週的英聽練習亦加強了我的英聽答題技巧，不過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從總導那裡學到

了「英文不是科目而是一種語言」，後來想認真學好英文不是想著「要把考試考好」而

是「想要學好一種語言」！總有一天出了社會去工作英文好就成了技能，到了國外和人

溝通也成了不可或缺的工具。謝謝飛哥的老師們讓我喜歡上英文。

我覺得從國中就在飛哥英文補習是幸福的，飛哥英文不僅資源很多，像是九下每周

都會發的歷屆試題，還有專業的輔導老師，更有許多用心的老師在授課，真的是一間非

常優質的補習班。飛哥英文每次的模考也都對我有很大的幫助，有別於學校的模考，飛

哥英文的模考比較難，而且文章及題目偏多，為的就是讓我們能把實力培養好，應付現

在文章越來越長的趨勢。飛哥英文的輔導老師也幫了我很大的忙，雖然我只補三科，但

是輔導老師們可以幫你解決五科的問題，而且講得很詳細，讓我的問題都能快速得到詳

細的解說。如果沒有來飛哥，我的成績可能就會變得慘不忍睹。

感謝飛哥的老師兩年來一路的陪伴，回想起剛加入飛哥英文時的情景，當時的挫折

真的很大，第一份考卷得了8分，而身邊的同學各個像怪物一樣，但在父母的鼓勵、老

師的幫助和我不懈的努力下，終於擺脫了每周輔導的悲慘命運，漸漸達到均標、高標，

八年級時開始達頂標，九年級更在飛哥小考進入前十名及多次模考A+的成績，而將近三

年的訓練也為我扎下穩固的基礎讓我能無後顧之憂地準備高中英文！另外，在此強烈推

薦飛哥社會班，老師都非常專業且幽默，班上人不多但同學感情都很好，十分溫馨，以

前最期待的就是每個禮拜的社會課，尤其是公民老師，他時常舉自己辦案的例子給我們

聽，使我們不把公民當"學科"而是當"生活"！

國中三年，只為了一個目標，只為了一場考試。國一的我在進入國中沒多久，就發

現我很難去對抗國中英文，因為英文是我最不擅長的學科。經過了一年，我已經沒有了

苟延殘喘的能力了，於是我進入了飛哥英文。漸漸地，我英文的成績逐漸提升。直到國

三，九年級的模考班更是我面對會考的一大助力。國三這年，老師在台上授課的內容十

分有幫助，總導也支持我們繼續前進，有許多的助導和巡堂老師將飛哥英文學習環境變

得更優良。即將升上高中，我依然留在飛哥英文這個學習英文的聖殿，持續接受飛哥英

文的教導，因為我知道，有了飛哥英文的幫助，我的英文能力必定得到提升。

記得在三年多前，從國小畢業了。因為聽說英文是很重要的一門科目，所以四處尋

找補習班，看到很多人都推薦來【飛哥英文】，因此最後就選擇了這裡。在飛哥上課，

老師總會讓上課的氣氛很活潑。在這麼快樂的氛圍中，每次上完課，不知不覺間就抄了

滿滿的筆記要我們回去複習，單字、文法、片語都有很多要背的。雖然要背這些東西很

辛苦，但也因此讓我在考試時輕鬆了不少。九年級的模考班對我真的幫助很大，每次寫

的模考題本都會有考試的重點。多虧了每次的考試，我才能在這麼多的題目中找出我不

熟的單字、文法…，進而提醒自己不要再犯同樣的錯，也加快了自己寫考題的速度。多

虧了【飛哥英文】我才能夠在這次會考的英文取得不錯的成績。

這次能考上理想的學校我很開心，也謝謝飛哥英文！當初加入飛哥英文就是因為「

大班級」，有些人會認為人數多會不會沒有發問的機會或者無法讓老師知道自己的問題

，其實並不會，馬上就能問到輔導老師和預約個別輔導的時間，這都是非常好的資源！

且在大補習班能了解自己的實力在哪裡，更能印證"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這句話。至於

讀英文的方法，就是好好訂正每一題，不是背答案，而是在題目旁邊寫下這題的文法概

念，還有了解其他答案為什麼是錯的，而且用寫的比較能記住，下次遇到類似或同樣的

題目，你不是背答案，而是真正了解這個文法！

飛哥是個很讚的地方，比起安親或是其他小型補習班，這裡給學生的是一份有如大

家庭的感覺！從剛升上九年級的那個暑假，大家都還置身於105會考外時，飛哥早已規

劃好複習的計畫，每科的百題訓練。雖然一百題裡面大部分都是歷屆會考，基測試題，

但它是很有幫助的！可以訓練自己對題目的敏感度，細心度還有固定編排自己讀書計畫

的警覺心。模考班，猶記第一堂課老師發下104會考的題目做為課前考，那時我大約錯

了7、8題，心想明年的五月十四號如何是好，隔週一次的英聽起初像是地獄快得喘不過

氣來，但一次次的習慣也使英聽21題成為易如反掌及能精確作答的送分題，每週模考和

精密解說檢討更幫助了我得到高分。

上了國中我的英文程度可以說是班上的倒數幾名，每一次的段考總被英文拉下許多

，想到兩個姐姐都是在飛哥英文上課，且英文成績都非常優異，為了即將到來的教育會

考，所以在國三的時候也毫不猶豫的加入了飛哥英文。飛哥英文是個有愛的地方，他深

深勾起了我對英文的自信、程度及興趣。我從班上倒數的成績進步到前三名，直到會考

英文考出了A++，我要大聲的說，感謝飛哥英文，回憶起國三的日子，只要跟著飛哥的

腳步，上課認真聽講並記下老師的補充內容，筆記完整抄下，在會考上便能無往不利。

在飛哥英文許多的內容都會一再重複，這是我認為最能夠幫助記憶的一項方法，每當寫

考卷的時候，耳邊似乎都有老師的叮嚀及一再強調的重點。

我就讀雙語學校，平時與外籍老師溝通皆無障礙，但回到國中課程的英文科卻老是

錯一堆。第一次模擬考我的英文還是只拿了B++，這嚴重打擊了我的信心，但我始終沒

放棄英文，每周五晚上還是大老遠跑到飛哥上課。不得不說，飛哥的題本真的超級難！

但在老師的講解下，弄清楚每個文法觀念，在3個月後的模擬考，我的英文進步到A++！

沒錯！在飛哥模考班每一本題本的摧殘下，看到學校模擬考題目時，真的很想先大笑三

聲再開始寫！太簡單了，尤其是聽力！從此之後，每次都考A++，英文從扯後腿的科目

變成拿手科目了！

由於家就住在飛哥附近，所以原本就知道飛哥的厲害，七年級上學期因即將就讀私

校且學校進度快而加入飛哥英文，在這短短學期中飛哥的老師們補充的單字及扎實的文

法讓我能足以應付往後兩年的學習，國九下學期的寒假由於選擇了外考因而加入了飛哥

的模考班，在飛哥的模考班中，每次老師都在不知不覺中補充了非常多的單字，再加上

每次的聽力加閱讀練習，以及最後的文法大複習，使我能夠在這最後的衝刺階段將心思

放在其他較弱的科目，雖然最後在戰場上因不夠細心而與第一志願擦身而過，但我仍感

謝飛哥幫我在國中階段就打下良好的根基，以好好面對接下來高中三年更艱難的挑戰。

當初爸爸聽到九年級的模考班會在八升九的暑假把所有課程全部複習一遍就來報名

了，而複習完後每一週的模考不但題目比真正模考難，題數也多，磨練答題速度和技巧

。神奇的是上完課後無意就會在書上，廣告上看到，很實用的單字！另外，總導時常會

鼓勵我們，如此一來就能更有動力讀下去了。其實4次模考我的英文都只有A+，那時我

想完了，這樣會考就有一科注定A+了，但最後會考總算拿了個A++，我想這應該可以歸

功於最後三次所謂總導說「絕對不能缺的課」吧！三月多的最後三堂課是把重要的文法

重新再統整一遍，像other，another......這些我原本一直弄的不清楚的在最後都弄清

楚了，不可不謂受益良多！

這次會考，我只有英文穩穩得到A++。從八下進入飛哥英文，我仍然記得那時在教

「一起、共同、全部」con、com等等的陌生單字，當時並不知道這些單字及補充對會考

會有什麼幫助，但現在開始預習高中新單字時，發現了許多字彙似曾相識，背誦起來格

外迅速，甚至有些字詞或片語屬於「灰色地帶」。接下來我要說的和會考相當有關，從

九年級開始考的模考及聽力練習相當重要，大量的單選及閱測，快速的聽力，時間的限

制，每次都在與時間競賽，只為了在收卷前寫完，老師會在課堂上講解所有艱深的單字

及國外慣用對答片語，只要夠認真，學校的考試對你們而言根本是小菜一碟，輕鬆且游

刃有餘。

謝謝飛哥每一位用心栽培我們的老師。我是從小六升七的暑假就來飛哥了，從一開

始的五大句型到KK音標，都為我之後國中打下扎實的基礎。七、八年級的資優課程，讓

我認識了很多課外的英文知識和單字。每個禮拜的句型練習，增進作文能力，也加強文

法選擇題的觀念。九年級的模考班，讓我們提早進入會考的氣氛。每個禮拜的模考，強

迫自己讀書，我認為我對我這種自制力不好的學生來說，是一個很好的方法。我覺得，

英文的單字和片語，沒有什麼技巧，只能用"記憶"得分。但文法不一樣，不可能每一題

都背，所以得先把"觀念"釐清，再寫題目才有用。一開始來飛哥是因為姐姐也在這裡補

，不僅上課內容有趣，也會和我們分享個人經驗。

我因為從小有請外師上英文，所以國小的英文大部分不用複習，就能考得很好。但

到了國中七年級，我的英文段考分數卻都在十名以外。於是媽媽叫我去找補習班上課，

我選擇來飛哥英文，是因為我看到飛哥榮譽榜上學長姐的輝煌戰果。我每次上課都帶回

滿滿的筆記，雖然這些東西國中不會考，但對高中或甚至到平常的生活應用都很有幫助

。到了九年級的會考準備階段，模考班的模擬試題雖然很難，一開始我都只考在及格邊

緣，但在考很多次一直累積後，我的實力也有所提升，再加上會考前一天最後總複習，

讓我輕鬆應付會考的題目。沒有你們的幫助，我不會考這麼好。

上了飛哥的九年級模考班的這一年裡，在每一次的課前考中，每一次的考試，都會

出現新穎的東西，或是許多經典，傳統的題型，一次次的練習，使我漸漸的熟悉各種類

型的題目，大考中的圖表，統計，長篇閱讀，單字或是片語填空。在飛哥的模考中應有

盡有，還有大考中重要的聽力測驗，在上課中老師用男生或女生，甚至是男高音與女低

音，或是一般般一點語氣都沒有的頻率，讓大考那位發聲清楚標準，又講的超級慢的題

目變的一點難度都沒有，原本對英文一知半解的我，開始慢慢的了解英文的文法的原因

、用法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在最令我印象深刻的考前三週的考前猜題。不但可以帶朋友

來試聽，最後的猜題也是出乎意料的準確，來到飛哥、我不後悔！

回想當年，七年級我加入了飛哥英文，配合老師精闢的講解，我的英文從谷底漸入

佳境。令我最難忘的，莫過於九年級的暑輔百題訓練，夜晚寒冰的冷氣、繁密的題目，

最重要的是：訂正本！令人厭煩，卻不可否認它的功效。另外，程皓老師的授課，讓我

的數學保持在高峰。還有飛哥英文中，不只有[良師]，還有許多優秀的[益友]，會在旁

邊鼓舞我警惕我。我想提醒學弟妹們，訂正本非常非常重要，會考當天只需這本。最後

幾週總導不會再主動給題目，但通常學校開放自習都很閒，所以此時可以跟總導講，不

管是預約輔導還是拿題目寫，我相信總導能提供的協助，他一定盡力幫助學弟妹完成。

很慶幸自己選擇了飛哥英文，這裡除了師資優異、聽力練習、長篇閱測、文法整理

、單字補充等，都對學習有很大的幫助，也因為加入飛哥，平時難度加深的週考制度，

讓我在面臨大考時，能冷靜應對，輕鬆破題，往往寫完還能留很多時間檢查，這次會考

英文才得以全對。飛哥英文的老師們教學仔細，上課容也相當有趣，針對不同課程，歸

納出二十二種學習方法，且每教到一個單字或是片語，便會列舉相似、相反詞，讓我們

學得更快更好。而對我最有幫助的便是平常習慣閱讀長篇文章，看到冗長的句子，我已

不再害怕，抓取關鍵字就能迅速破題；看到艱深的單字，我已不再擔憂，分析上下文就

能簡單推論單字的意思。

當初會選擇飛哥英文其實是預料之外的，本來只是單純因為有空才來試聽，沒有想

補英文的想法，但聽完之後，自覺英文不如人，這才主動要求爸媽可不可以來上飛哥，

其次是因為上課內容的深度與廣度，不只校內英文，還有新聞英語、作文訓練，英文聽

力與日常對話，一腳踏入後便無法割捨，不然如我一般善變，又如何能久待。經過三年

的洗禮，我的英文不但有了進步，對英文的反感也變小了，我也學到了：英文是語言，

語言雖然是死的，但是創造語言的人是活的，而當人們能夠妥善的運用語言，語言自然

有他自己的溫度，能夠表達、傳遞、分享、感染他人，成為利器。總而言之，語言是生

活的一部分，也該是時候讓他成為你生活的一部分了。

在進飛哥之前其實有先在家附近的補習班補過，但是對我的幫助卻微乎其微。加入

飛哥前我英文大多都只有A，甚至有時到B++去了。當時我非常緊張，卻不知道該如何是

好，好在聽到家人的建議後選擇加入飛哥，雖然只有短短一個學期，但是我發現我的英

文成績突飛猛進，每個星期的考試讓我閱讀英文的速度大大提升，短時間內有這麼大的

進步也讓我感到非常開心。老師每次上課時都把文法和單字的用法都講解的非常仔細，

總是能讓我理解不懂的地方，而且老師的上課方式讓我感到相當有趣，每個星期都有三

個小時是在開心的上英文，讓我在緊湊的會考壓力下有一個同時把問題弄懂又同時可以

輕鬆學習英文的地方。

當時是在朋友的介紹之下來到飛哥，不過試聽一次之後覺得上課很有趣，且在其中

能學到很多東西，於是就來到了飛哥。七八年級的英文課是非常好玩的，因為在沒有太

大的升學壓力下，老師會放比較多吸引同學的課程或一些好玩的故事，但一到了九年級

，只要去飛哥就是考試和檢討，雖說是模考，但那個難度卻是學校的2倍左右，飛哥的

九年級模考，我甚至連90分都沒有拿到過，可見可以學到的東西是很大量的。至於學習

英文的方法我認為沒有什麼技巧，有看就會，有背就有分，而剩下的就是靠多寫題目來

補充，像是片語、介詞、每個詞不同的用法這些，寫了題目，不會的再集中在一個小冊

子裡，而後每次考試前再看一遍，就能增進自己的實力。

在七年級時，一直都覺得自己的英文能力算是不錯了，但是考試成績卻維持在一個

範圍，沒辦法提升。後來七升八的暑假到飛哥英文試聽時，才發現自己的英文能力根本

不夠，而且還有非常多要學的。加入飛哥英文後，上課時跟緊老師的腳步，記住老師建

議我們的讀書方法。老師上課時雖然內容很多，但在教我們時，整理得很好記，也用有

趣活潑的方式教我們，或是分享在國外的經驗，所以讓在學英文的過程變得更有趣。就

這樣在飛哥一直到九年級，除了上課要更認真、專心，回家時也不斷練習這裡發的題目

，有問題無法解決時還可以來問輔導老師。最後在會考時，也考了一個讓自己很滿意的

成績！謝謝飛哥的老師們！

雖然在飛哥英文的時間不長，卻讓我的實力有了不小的長進，尤其在老師生動的指

導下，原本不夠清楚的文法也迅速獲得了改善。除此之外，飛哥大量的練習卷也讓我對

英文科增加了些許的信心。同時，飛哥課堂中的一字多義更讓我感受到英文的奧妙，當

然也讓我知道了許多從未知曉的知識。即使成績不如以前榜單上學長姐的成績亮眼，我

也十分感謝飛哥各方面的指導，使我開啟了邁向英文道路之門，英文之路迢迢，國中最

後一年多，飛哥讓我的功力更上一層樓，相信未來，飛哥也能在我遇到各個大小考時，

無往不利，攻無不克，勢如破竹，問題也都迎刃而解，希望在未來的學測指考上能獲得

佳績。

當初是因為時間上無法配合飛哥的開課時段，九年級一開始並不是上飛哥，沒想到

後來聽到小道消息說飛哥緊急加開新班，彷彿救星一般，我就來報名了。開始上九年級

模考班之後，上課方向很準確地朝會考進發，加上老師精準的教學，使我的模考成績一

次比一次進步，對英文的信心也加強了許多。而這模考班教學的方式一點也不拖泥帶水

，一開始上課就考模考本，考完試立即檢討+補充，可以迅速地吸收，外加Aily老師生

動活潑的教學方式，使整堂課都不會冷場。總導也會在每堂課上課之前不斷的提點考試

注意事項和每一科的方法、訣竅，安定人心。總而言之，上了飛哥的課讓我學到的不只

是英文，更是加強了我對任何事情的求知慾。謝謝飛哥英文。

七年級的時候，我的英文不是大起就是大落，導致我的校排一直無法維持在前三名

，為了拯救我的英文，父母讓我來了飛哥補習，雖然有七年級的這段空白時期，不過在

八年級這段時間，卻已足夠把之前沒上的地方補足，每堂課大量的單字，詳細的文法講

解，每堂課都讓我受益良多。到了九年級，每週的模考，讓我知道我的落點在哪，然後

經過老師一題一題的講解，除了熟悉每一道題目的解法以外，更明白出題老師的出題方

式。我相信如果沒有飛哥英文，我不可能考出這樣的成績，至於學習英文的方式，我認

為只要把飛哥每週發的講義上的東西複習一次，文法方面應該就沒問題了！

首先我十分的榮幸能夠考到還可以的成績，原本以為我的英文不可能考到A++的，

沒有想到這一次竟然考到了，讓我雀躍不已，也感謝飛哥英文這三年的細心栽培，才能

使我的英文實力一步一步的往上爬。七八年級主要學習的內容是課外補充的單字以及文

法。雖然我覺得七八年級的課幾乎對會考沒有幫助，但是這些課外補充的單字卻可以為

自己高中三年打下一個無比厚實的基礎。我覺得對於會考最有幫助的是九年級的模考猜

題班，他可以為我們整理出國中三年易混淆的文法及一些一字多義的單字，這使我受益

匪淺。在最後的最後，我還是必須感謝飛哥英文有系統的對我們加強自己的英文實力。

我是在國二升國三的暑假來到飛哥英文的，那時是因為姐姐的推薦，她說基本上國

三只要補英文就夠了，所以我就找了時間到飛哥試聽。選補習班的時候，我個人最重視

的就是老師的實力和上課內容的豐富程度，而老師上課補充的內容很多、很深、速度很

快，正是我想要的上課方式。在飛哥英文學到的內容遠大於段考範圍，短時間內也許會

覺得對學校進度影響不大，但放遠眼光去想，點點滴滴累積下來的學習量是截然不同的

。還有在九下時，每次上課都會有模擬考試，以及聽力的測驗。經過飛哥英文的訓練，

使我在大型的模擬考甚至是會考都無往不利。我想給學弟妹的話很簡單，如果對英文有

困難，只要來飛哥英文，跟著導師的步調，就不用擔心了。

小六升國一時，因為姐姐的推薦來到了飛哥英文。當初去試聽時，一開始原本抱持

聽聽的心態，結果聽完之後深深吸引，於是就加入了飛哥英文。在七年級和八年級時的

補充，奠定我的英文基礎，完全不用擔心，就可以簡單打敗同學。到了九年級，英文模

考給了我實戰的經驗，而我認為最重要的是「訂正本」，之前參加百題訓練時，傑安老

師要我們做訂正本，把錯誤的題目剪貼上去，最後我發現訂正本真的很有效，考前不徬

徨，更謹慎以免考試時犯下一樣的錯誤。學習英文不可能一步登天，要經過漫長的累積

才能有好的成果，利用飛哥發的單字本在公車、捷運、廁所等背一點，善加利用瑣碎時

間，你的英文成績一定會有提升！

記得七年級時，因為聽到學長姐都說很好，所以就開始在飛哥上課，雖然前面二年

級沒有把資優課程的單字全部背熟，但是也為九年級奠定了一些基礎，到了九年級時我

把自然、國文的補習也轉到了飛哥，在老師的帶領下，我們有規畫的完成考前複習和新

的課程的預習，升九年級暑假期間我把離我最遙遠的一、二冊完全地毯式的複習一遍，

並透過〝百題訓練〞的練習讓我可以立刻找到自己的錯誤，在加上飛哥的傳統：訂正本

，有了完整的詳解訂正，在新進度的僅剩時間最有效率的把3、4冊也複習完，到了最後

衝刺的模考特訓班，更在最後超越了原本的目標，九上時只有把和平放在第一志願，九

下時轉成了中山女高！

在我七年級的時候，我因為想幫自己選一間英文補習班，而來到飛哥試聽，聽完覺

得內容補充特別多，在每一堂七八年級的課程中，都會補充大量的單字，對我的單字量

非常有幫助，在課堂還會有新聞英文的聽力和閱讀來增進我的英文實力。在快到學校段

考的時候，飛哥還會安排段考複習。到了九年級，我覺得對我最有幫助的是在寒暑假的

百題訓練，它讓我把對各科不熟的部分搞懂，把已經會的部分重新複習一次，讓我的會

考成績提升不少。九年級的模考班我覺得最特別的地方是在每一次上課前都會先讓我們

寫一份模考考卷，再針對學生錯誤率較高的題目在課程中講解，讓大家從錯誤中學習。

我一直非常感謝飛哥英文，他讓我達到了原本無法到達的高處。

歷經了國九的四次模擬考，英文不是A+就是A，成為了我難以突破的一個科目，在

這樣的情況下，我選擇加入飛哥英文。精心編製的題本，總能讓我們在每一次的閱讀中

更加精進，再加上考完試後老師的細心講解，讓我對英文更有興趣，大量的長篇閱測也

加快了我閱讀的速度。透過這些訓練，也終於讓我在最後一次的英文模考拿到A++，但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Bingo老師的最後一堂總複習，老師把國中所有的觀念仔細的再

講一次，讓我能更有效率的重新複習沒有範圍的英文，在最終的會考拿到了A++。真的

非常感謝老師的辛苦指導，以及一直以來的鼓勵，讓我能在最後關頭救回英文，選擇飛

哥真的讓我獲益匪淺。

從六年級暑假參加了飛哥英文的體驗課程，我就愛上了飛哥，再加上哥哥也是飛哥

英文的學子，我就決定加入飛哥這個大家庭。七年級老師給的單字量非常豐富，筆記也

非常充實，上課也很有趣。老師講解文法非常清楚，而且像關代就上了好幾個禮拜。九

年級的模考班對我來說是受益最大的，每一週的考試，難度遠比會考高上許多，雖然每

次感到很挫折，但老師仔細地講解，連較難的閱讀測驗也會一句一句帶我們看，讓我在

學校的模擬考可以輕鬆面對。傑安老師也是非常用心地在幫我們，全科題目，什麼單元

，登記一下，老師下一週一定會給我們。真的非常謝謝你們的幫助！

一來到飛哥就能感受到同學們興奮且快樂的氣氛，當時是因為模考成績不盡理想

，才找上飛哥英文，九下的前半部課程考模考，後半部講解，讓對於閱讀速度較慢的我

來說，每一周都是一個練習，也因為時間給的比正式考試少，聽力的題材也較難，讓我

在面臨學校模考與大考時能自如的面對，取代緊張浮躁的心。老師也常把其他有相同字

根但不同字首跟字尾的單字拿來做比較，讓我學一個字根，就能記3～5個單字。那時每

週的模考所補充的片語，我都有記在筆記本上，到會考前已成為一本片語大全，每次

10~15個片語不斷累積，就是驚人的英語寫作能力提升，也可以成為閱讀速度變快的好

方法。

想當初是小六升國一的暑假在路上拿到飛哥的傳單並留了資料，後來飛哥打到家裡

問我要不要去試聽，當然國小都不會看書，也對補習班沒興趣，但我媽強迫我去，還報

了名，當時都想我不要留資料就好了，所以一、二年都是混了過去，直到三年級，一、

二模考的英文都是B++所以我決定把之前考過的模擬題本都拿出來研讀，而幫助我最大

的還是小黃本，雖然只有1200單，但有些第二字義和常用的片語都幫了我不少，再加上

飛哥的出題系統，連我最不擅長的長篇閱測也可以練習，終於在三、四模考上了A，而

考前大猜題更讓我在會考拿到了英文A++，感謝飛哥三年以來的支持和幫助。

本來我是在住家附近的小補習班，但會考將臨，小補習班資源不足，於是我便到大

名鼎鼎的飛哥英文。飛哥英文的資源很多，考卷、資料堪稱無限量供應，其中我最喜歡

Kelly老師編的[國中單字片語輕鬆讀]，沒有例句單純條列單字及片語，看起來簡潔好

背、薄薄一本，相當適合怕麻煩沒耐性的我。感謝飛哥英文的老師，我的模考成績一次

比一次好！雖然最後會考成績不理想，但我相信經過一年的磨鍊，我的英文大有成長，

這才是最重要的。未來我仍會留在飛哥英文這個大家庭，作為其中的一份子繼續努力，

期待在學測能有一番表現，不愧對於用心教導我的老師及心苦掙錢的父母親！！希望未

來回想起過去，會是一片充盈滿足，如此便夠了。

最初，我是在別人介紹下去試聽飛哥英文，當時老師似乎在解釋某個冗長的單字，

再畫了幾條底線標明解釋後，串起來後就馬上了解眼前的字詞，就像變魔術一般，深深

吸引只有小六的我，彷彿在說跟著眼前的老師，未來一定有所成就，上課總是充斥著歡

樂的氣氛，而每堂課前的考試基本上只要把看似超級多的單字分天背完，就約略能拿到

滿分了。千萬不要以為自己超強在上課前一天把全部東西背完，會超累而且容易忘，然

後又覺得只是運氣不好，上完課就忘了教訓，下次翻開課本又是上課前一天，接著陷入

無法自拔的輪迴，以上是七年級時自大的我所做的蠢事。考試當天，英文準備我只帶了

訂正本，考試卻覺得很安心，拿到成績單後果然是A++呢！

從七年級就在飛哥了，一待就待了三年，一開始那些單字我都懶得背，文章拿到後

束之高閣。但從七下就很認命的背，一直到九年級，還記得八升九拿到複習講義，我連

內容都沒看就直接飆到最後一頁，考古題也是九上一開始就寫完了，因為英文搞定，就

可以用更多時間複習我超弱的數理科，其實我九下在飛哥過的蠻快樂，蠻輕鬆的，每個

禮拜都有題本，考完就會馬上對答案，還記得有一次我和朋友在課本空白的地方默了一

張世界地圖，把所有河流、語言、文化都標上去，或許對有些人不適合，但是這樣的對

我們不只能搞懂英文觀念不熟的，也能撥時間給其他科，最後我在飛哥最好的朋友考上

北一女，我考上中山，我只是想說把英文科弄好真的很重要呢！

偶然在路上看到正在發傳單的飛哥輔導老師，原本以為這只是一般普通補習班的無

聊傳單，但仔細過目之後，發現哥英文不僅教學設備佳，教學團隊更是無人能比，更令

人訝異的是，背面是一位又一位優良學長姐的優異成績，看到這以後，更令我確信飛哥

英文是能帶我飛向天的強壯羽翼，提升英文能力不再是遙不可及的夢。七、八年級的英

文資優課程為我英文A++的成績打下很好的基礎，兩年的課程把三年的東西全部教完，

讓我在國三能無後顧之憂的專心準備其他科目，而國三的模擬考是大大的為我的成績加

分，每次模擬考都是很好的訓練，讓我的英文能力快速進步，也是檢視自己是否有不足

的好機會，所以國中跟著飛哥英文準沒錯。

國一考了幾次段考後就發現跟班上的同學比，自己的英文實力明顯不足，於是決定

藉由補習補強自己的英文實力。來飛哥試聽後我立即被這裡豐富的教學內容所吸引。豐

富的補充單字讓人大開眼界，然後文法的部分則以淺顯易懂的方式講解，使人能迅速掌

握文法的要點。而且國中文法較難的部分幾乎都集中在九年級，那時既要複習國一國二

的內容又要應付新的課程，很容易忙不過來。若能先熟悉國三的文法對國三絕對有幫助

。而在飛哥英文，將以兩年的時間上完三年的文法，讓你在國三面對英文時不會手忙腳

亂。看到許多同學國三為關代所苦，就很慶幸自己來到了飛哥英文，比其他人先熟悉了

國三的文法。飛哥的老師文法都講解的很詳盡。

優良的學習環境、專業熱忱的老師與精密的課程規劃，這就是我只試聽一次就決定

是「飛哥英文」的原因！七八年級豐富的單字、時態、文法、作文以及有趣的新聞英語

課程，讓我打下厚實的英文基礎。九年級面對即將到來的會考，英文的模考訓練顯得相

當重要，每周題數幾乎是會考2倍的題本中，不僅有各種類型的題目(單字、文法、時態

、時事……)，還有特地為學生準備的「長篇閱讀測驗」和也比會考幾乎快2倍的聽力。

雖然一開始因為題目瞬間爆量以及許多未曾接觸的片語，非常不適應，但多虧了老師每

周一題一題詳盡的解釋，題目寫得愈來愈得心應手，閱讀測驗也愈來愈能定下心看完，

最重要的是，錯的題數愈來愈少，對自己增加了不少信心。

長久以來，英文總是我最弱的一科，雖努力苦讀卻未達目標，心中不免憂心萬分！

這時我從同學口中得知了飛哥的傳奇。終於，九下時我鼓起勇氣去試聽看看。一到飛哥

，明亮的教室環境，上課後，老師的幽默及上課內容的深度和廣度讓以往的補習班相形

失色，使我有種「相見恨晚」的感覺，當下就決定來飛哥上課。會考後，英文成績果然

比以往的模擬考進步許多。不過心中仍有些後悔當初沒有早點到飛哥，否則會考成績應

該會更好。為了怕重蹈覆轍，所以我高中也決定要在飛哥上了！我想飛哥能聚集來自四

面八方各個學校的菁英，實在有其厲害之處！希望上了高中後能在飛哥的優良環境的薰

陶下，成績更上一層樓！

記得第一次來飛哥試聽時，有深度的上課內容、額外的單字、片語，文法的詳細補

充，是學生爆滿的原因，八年級的課程一方面藉由分類字根去學同字根單字，再以這些

單字，向外延伸同類型單字及片語，增強單字實力，另一方面超修九年級的文法，提前

摸索完以減輕往後學習的壓力。九年級模考班重視學生的應答能力，在與會考相同考試

時間長度下，用大量的題目來提升作題速度，長時間的鍛鍊下，使得每位飛哥學子皆對

於英文科的考試十分把握能有好成績，在模考班中，最令我視為秘笈的一本冊子便是小

黃本(國中必考片語文法輕鬆讀)了，精簡卻都是重點。一年半的時間，我的英文在飛哥

得到了進步，感謝這裡的每位老師還有最關心學生的總導。

參加了九年級的模考班。當初是因為想將英文的等級從A拉到穩拿A++的程度，在加

上姐姐也在飛哥上課，試聽了兩堂後，就毅然決定加入飛哥英文。九年級模考班給的模

考題比學校給的難，題數也比較多，聽力測驗的速度也比較快，時間卻和會考正常時間

一樣，我喜歡這樣的提升方式，無形之中讓自己的答題速度越來越快，聽聽力時更加專

注，用提高難度的方法讓我的程度超越基本應付會考的程度，就像是別人準備100%，我

卻準備了120%。而老師風趣又詳盡的講解也讓我獲益良多。我想建議學弟妹，一些思考

上需要繞比較多圈子的文法，各種特殊用法等等，一定要搞清楚，直到非常熟悉！

小學畢業時開始積極找補習班，親友父母推薦我去「飛哥英文」試聽，原因竟然是

常常看到廣告，「感覺」很厲害，於是我帶著半信半疑的心情去試聽，其實那時心情有

點不滿，好像是被強迫去的，畢竟我從小一時開始補英文，本身基礎已經打好了，便開

始認為英文根本不必再補習，但在聽完試聽課程後，感到很震驚，還有很多單字沒背過

，原來我的文法觀念錯誤，從試聽完後就下定決心要來飛哥補習，開始了三年的飛哥之

旅。九年級模考班確實增加不少英文實力，題目練習量大增加，甚至不止英文進步，其

他科也是，因為九導的認真準備，讓我們練習了不少。來飛哥是為了要進步英文，學弟

妹們一定要謹記來這的目的，不要喪失你想進步的動力。

我在飛哥已經待了三年了，七年級時，經過朋友的介紹，試聽一次後，便進入了飛

哥。我不是國中名校的學生，看到飛哥有好多好強的同學，單字背的不知道是我的幾倍

，就常常「自慚形穢」，而且，聽說台北是跟新北市的最大差距科目就是英文，北北基

裡面，要跟台北市人比英文，你多錯一題就完了。所以才會下定決心，要來見識見識同

學的強度，我的目的，主要是體驗強者的學習態度，讓自己被他們「同化」。相信我，

就算你每次模擬考都看似穩上建北，或者你心目中的第一志願，也請不要大意，不要存

著僥倖的心態，不要以為模考都有，會考怎麼可能沒有。想要偷懶的時候，請務必記得

這句話:「人還是要更精進，更強壯。」

當初看著一疊疊補習班傳單，從而踏進了飛哥英文，飛哥英文總是補充了大量的文

法、單字，就算七八年級混混的，沒什麼複習，英文還是不知不覺中進步了！九年級的

模考班教得比會考困難許多，但時間一久，看到會考的試題就簡單許多了。會考時不要

被上一節考的影響，來飛哥只要你認真上課，相信你英文也會大大進步，學英文不只為

了考試，也為了興趣及對未來所具備的能力。

一時的心血來潮將我帶到飛哥英文，也已經三年了，在所有科目中，我的文科最令

人擔憂，因此決定來到飛哥英文補習英文，英文是國際語言，其重要性不可忽視，自己

也下定決心，想要認真學好。飛哥英文七八年級除了課內重要文法外，課外單字量補充

的也很豐富，這讓我在九年級時更容易看的懂閱讀測驗中的生字，也讓自己的單字量能

超過教育部所規定的1200字，而文法提前在七八年級學完，我可以在九年級檢視自己不

熟的地方，想要會考考出令人驚艷的成績，努力過程不可或缺，而失敗更是不可避免的

，我三模時更掉到前五志願以下，在失敗中尋求不會的地方，以重點筆標示，重要的是

毅力，謝謝飛哥英文給我這麼優質的環境，這麼好的上課品質！

時光荏苒，從六年級加入飛哥至今，已經過了四年。原本在家附近讀兒童美語，但

哥哥讀建中發現國高中英文差距極大，就讀飛哥英文後讚譽有加，媽媽便也讓我加入飛

哥英文。我六、七年級時，念的是七、八年級的課程，幽默風趣的口吻，各式各樣的單

字，和有趣時事的新聞英語，皆使人對英文有更大的興趣。八年級時，我念的是高一三

民乙的版本課程，大量的單字代換，和英聽練習，精進了英文實力，也幫助我在校內字

彙比賽得到第一名。而九年級模考班，有設計精良的試題，使我們可以有大考的臨場感

，也釐清許多文法觀念。

我九年級才加入飛哥這個大家庭，第一堂試聽課，便深深受這裡自在的風氣吸引，

上課時不會感覺到壓力。飛哥的大班制，模擬考場那種氛圍，讓我在會考當天少掉很多

緊張沒有太多失常。猶記會考前，總導師都在台前鼓勵我們，安撫因會考而焦躁的情緒

，每次去上完課，都更有勇氣去準備考試。飛哥英文給的是資源跟觀念，一周去一次，

在課堂裡儘量給我們東西，一週剩下的六天則讓我們運用，吸收那些知識，要我們自理

自制，而非一昧強推我們學習我本來非常討厭補習，也不喜歡接觸英文，現在我對他不

再害怕，因為自己知道學英文是有方法的。

首先，要先謝謝飛哥提供這麼好師資環境。當初升八年級時，因為姐姐的推薦，飛

哥的老師都很有趣，上課也很歡樂，上課用的講義也是老師精心編授的。九年級除了每

週的模考外，捷徑手冊真的對我幫助很大，所有文法的重點整理題目都包括在內，不用

帶著厚重的參考書，既簡單又實用。九年級的模考班提供了大量模考練習，題目的難易

大約訂在比會考難一點點，並要求在短時間作答完畢，讓我們養成留時間重新檢查一遍

答案的好習慣。然而，考完後馬上檢討更是讓我了解問問題要即時，千萬不可一拖再拖

，最後積了一大堆問題，卻束手無策。飛哥提供了優秀的師資團隊，嚴肅中又不失幽默

，使我能夠在這裡快樂學英文。

我與飛哥的緣分，是從一張宣傳單開始，當時尚未加入飛哥的我心裡不禁懷疑起這

張顏色花花綠綠的榜單的真實性。最後在一位好友的邀約以及她傲人的英文成績做擔保

下，我進入了飛哥英文這個大家庭。我發現之前學校學的不足以應付即將到來的模考、

會考，於是我選擇了飛哥英文九年級模考班，果然考完試後，在老師精彩的教學和總導

師的叮嚀下，我交出了一張亮眼的成績單，在九年級的模考班裡，首先訂正本是必備，

確實找出自己不會的(或不熟的)並且搞懂，讀書就能事半功倍，同一個錯不會再犯第二

次，再來是認真寫回家作業，上課仔細聽，回家再複習一遍，歷屆試題確實寫。講起來

很簡單，但能真正堅持一年做到的真的不容易！

不知不覺中，到飛哥已經三年了。一開始進入飛哥銜接課程，聽得有些懵懂，只

按著授課老師的叮囑將他記了下來，後來我才明白，那是文法的根本─英文的五大句型

。看似不起眼的五個句型卻在我往後吸收文法的規則時有很大的幫助，核心的觀念掌握

住了，許多國三生聞之色變的文法在老師們精闢而犀利的講解下全都和藹可親。我想，

能夠在這次會考拿下全對的成績，最要感謝的就是飛哥自七年級以來紮下的厚實基礎。

七八年級的資優課程廣泛涉獵單字，及早銜接起國中2000單與高中7000單中的落差；每

週細講的文法觀念，立刻帶例句清晰又好懂，九年級的模考班集大成，利用答對率迅速

掌握盲點老師也利用答對率低的題目做更深入的探討。

雖然來飛哥只來了一年，剛開始有點跟不上且覺得單字量暴增許多，但是經過飛哥

老師的耐心講解和多次的前測，使我能很快就進入狀況，而且回家後自己複習過，印象

也更深刻，飛哥老師的筆記豐富又多元，一個單字慢慢延伸出去很多相關的文法或片語

。一次記就可以記很多，就不用很沒條理的背單字，又快又清楚。教學方式活潑生動，

上課不僅能吸收大量的特殊詞彙，也能領悟到許多人生的大道哩，時間也在歡笑聲中流

逝的很快，而風趣的上課方式也讓我每次都很期待來飛哥。高中的英文真的比國中還要

艱深很多，但是學了之後反而能讓我在閱讀雜誌和小說時，能夠多瞭解許多意思。

自從踏進飛哥英文以來，我多了不少訓練英文的機會。從模考的聽力、閱讀、文法

，到老師的講解，每個環節都安排的很棒。其中對我幫助最大的莫非是閱讀了，由於每

次的考試都有規定時間，題目又多，逼得我一定得寫很快，而這也逼出了我在考場上的

爆發力，讓我在短短的時間內就完成了整份試卷。學校所不足的，交由補習班來彌補。

所以，必要先穩住課本的基本內容，才能越學越多。態度是一切的根基，無論是讀書、

做事，甚至是以後的職場，唯有良好的態度，才能成事。而學習的良好態度，便是專心

聽講、確實複習、訂正。歡迎學弟妹加入衝刺會考的行列，依循前人的腳步，奪得勝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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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高中

成功高中

成功高中

成功高中

成功高中

吳國睿

李奕賢

李瑞彬

郭昱廷

曾昱翔

北市
中正

長安
國中

北市
中正

弘道
國中

海山
國中

成功高中

松山高中

松山高中

松山高中

松山高中

董威廷

田沐新

沈金慧

林沅臻

林依璇

文山
國中

興雅
國中

新埔
國中

南門
國中

延平
國中

松山高中

松山高中

松山高中

松山高中

松山高中

林采潔

林郁傑

唐承瑋

張光玉

張洛豪

明志
國中

石牌
國中

龍門
國中

永和
國中

介壽
國中

松山高中

松山高中

松山高中

松山高中

松山高中

許瑋珈

郭霈溱

陳羽丞

曾婕瑄

黃至瑜

西湖
國中

興雅
國中

永和
國中

淡水
國中

景文
國中

松山高中

松山高中

政大附中

政大附中

政大附中

黃毓庭

籃冠宇

童珮婷

葉恬甯

蔡侃庭

興雅
國中

關渡
國中

大安
國中

政大
附中

大安
國中

不論同學是否馬上加入飛哥英文，都歡迎家長同學一起來學習一種新方法！當學子選擇了念書這條路，與同儕之間的良性競爭就非常必要！

英文沒有聰明之分，英文不先衝刺，哪有時間念麻煩的理科？無論住在哪個區域、就讀什麼國中，只要加入飛哥英文，都是高分保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