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中這三年來，旻赬在飛哥上課我很放心，她回家也會說老師教得很好。而且飛哥英文

教得很多，補了之後也不用額外找其他英文，有些補習班補了之後還是會覺得不夠，但在飛

哥英文上課的話是真的不用，就足以應付所有的考試了。我覺得飛哥英文有開版本班這點真

的很好，國中英文很簡單，但是跟高中差太多，不管國中成績怎麼樣，高中一開始都要先應

付好學校課業。很多補習班沒有分版本上課，上高中之後段考成績要自己念，搞得一團糟。

我覺得不要高中一開始補習就補一堆課外，繁星很重要，學校成績如果沒顧到，繁星就沒救

了。而且如果段考成績不好，也會沒信心念英文，一直不及格的話去補習幹嘛。而且版本班

要像飛哥這樣大才做得起來，不然開版本班一個班沒幾個人怎麼上課。以前不懂的人會覺得

說，飛哥榜單這麼好，是不是都前三志願？其實如果把社區高中的榜首列出來，我們社區高

中的孩子成績也是很棒的好嗎！只要有同事來問我，你家孩子高中英文補哪裡啊？我都說補

飛哥了，不用考慮，趕快去報名！

感謝旻赬媽媽熱情推薦！

社區高中學子大獲全勝！飛哥英文

我是升高一的暑假來飛哥英文的，因為國中英文成績並不理想，上了高中之後除了

學校的學習之外，我覺得自己需要另外加強英文，所以我就開始找英文補習班。會來到

飛哥是因為飛哥英文是一間高知名度的大補習班，雖然要從新莊坐車到台北市來，但是

我認為比起距離因素，我更重視整體教學上的效果！我很喜歡飛哥的教學方式，老師上

課的風格也是我喜歡的，觀念講的週到清楚、內容整理詳盡且明瞭，而文法上又非常的

有結構性，讓學習英文不再是純粹的靠「語感」來培養，而是可以充分的理性了解，這

讓我對英文的學習感到更加踏實！國中時期我的英文並不理想，但是到了飛哥之後，我

段考成績都可以維持在90分以上，第一次段考就考出讓我很滿意的成績！而且飛哥英文

還規劃了口說相關的課程，幫助我順利通過全民英檢的口說複試！所以我認為到飛哥英

文學習的實質效益，遠大過節省通勤時間所帶來的效益，從新莊通勤來飛哥英文是值得

的！

此外，因為飛哥英文匯集了來自各高中同儕之間認真念書的同學，同儕間也是既互

相競爭又激勵，讓我可以不斷激勵自己保持動力，好好認真念書。想要拚繁星，就是持

續兩年的長期奮戰，每一次段考成績都很重要，所以我自己認為補英文是蠻必要的事，

因為自己讀英文的話會非常零碎，欠缺統整，也會花費非常大量的時間，更有可能發生

找不到方向的問題。所以當我在飛哥上課，不必特別擔心英文該念什麼之後，我就有更

充裕的時間可以準備其他科目，這對像我這樣想要透過繁星推薦上大學的人來說很重要

，因為飛哥讓我在維持在校成績方面提供了很充分的保障。

因為我從高一就在飛哥英文上課了，飛哥英文的課程將文法講解的非常扎實也完整

，這奠定了我日後考試不管是選擇題或是翻譯和作文的基礎。而且因為高一時期飛哥針

對學校不同版本上課，除了讓我深入的掌握課內段考範圍之外，還會有非常豐富的其他

版本、雜誌相關的延伸詞彙代換跟補充，這些大量單字補充不但不會雜亂無章和瑣碎，

而是非常的有統整性。像這樣課內課外整合，兼容並蓄的課程規劃讓我學習英文變得非

常有效率，能夠穩健地記憶起大量單字，並快速累積實力。我認為高一第一次段考相當

重要，跟隨飛哥英文高一的版本課程安排，讓我能夠在程度相仿的同學之中領先而出，

並且提振不少信心，對未來兩年持續保持校排成績有很重要的作用！

到了高二時期，因為高一在飛哥建立了大量的單字詞彙作為基礎後，課程的重心就

是將英文做更詳盡又容易記憶的統整。比如說，我認為「字義辨別」對我幫助很大，它

每一篇都有一個特定主題，老師會把相似字義的單字該如何使用作很詳細的解說，這使

我能夠更清楚知道在寫作文、翻譯時，要如何使用正確且精準的單字去描述我想表達的

內容，高三在寫作時也因此成績有了顯著的提升。高二時飛哥上的「五句式連貫翻譯」

對我而言也很受用，它也是主題式的整理，每個單元都是一篇與主題切合的句子所構成

的小短文，這不僅方便我記憶實用的句型結構，也成為我日後作文高分的重要基石。飛

哥英文相當重視文法正確以及邏輯性，高二課程幫助我解決了不少平時文法上的盲點與

錯誤習慣！

最後到了高三，飛哥英文的高三模考班則是一個融會貫通的重要過程！將我高一、

高二培育穩如泰山的基礎，充分發揮在考試上的實戰磨練。透過每週的精實訓練增加了

不少我寫考卷的速度，緊湊的時間限制讓我習慣了答題速度的快狠準，培養我面對大考

時有強大的抗壓性，不至於因緊張讓先前的努力前功盡棄。精心設計過、精確命中大考

重點的題目，讓我可以找出自己還不熟悉的弱點，一點一滴的減少犯錯的機率，就能提

高真正應考時的實力發揮！而完善的題本詳解以及放學當天發還翻譯和作文，讓我能夠

及時訂正錯誤的地方，手寫的實力也因此循序漸進的提升。國中升高中時，英文是我最

弱的一科，經過這三年在飛哥英文的學習，除了讓我在面對英文考試能夠昂首前行外，

也讓我打從心底熱愛起英文！

當時會選擇來飛哥上課是因為，聽說高中英文與國中相比會比較難，國中的時候我

沒有補習，也沒有聽過什麼補習班，飛哥英文有成績而且也有知名度，所以我就來試聽

了。我第一次來到飛哥是國三的時候，當時我來試聽Kelly老師的會考兩小時精華複習

班，發現上課的效率很高，而且短短兩小時就整理出許多重點，我覺得還蠻不錯，於是

我就來到飛哥了。雖然家裡住在板橋，但我也沒想過要找板橋附近的補習班，因為我覺

得板橋離飛哥並不遠，來回大概是四十分鐘的時間，很多人上學通勤也差不多這樣的時

間而已。我會妥善利用通勤的時間來背單字，或者看飛哥的講義，那也不會浪費什麼時

間。因為我有上飛哥的版本班，學校老師上課的時候，我也會拿飛哥版本班的教材出來

看，同時就能做好複習的動作。因此我覺得學校段考的東西並不難，我英文大概都可以

考九十幾分。

我覺得，飛哥英文高一、高二的課程讓我累積龐大的字彙量。還記得高一剛開始上

飛哥英文的課，第一堂課就教了很多單字，那時候想說能背多少就背多少，但後來發

現，很多單字之後都會重複再複習或提到，所以久了也自然記起來了。而且比起學校

老師，飛哥會教我們更多單字的代換用法，字彙量也慢慢增加。而在用字精準度這部

分，我覺得是要比較靠語感去做判斷的，所以我會去背一些例句當中的用法，找出各個

單字怎麼用才對。

後來到高二的時候，高二都是上大考範圍統整的英文。所以高二的飛哥課程我也是

一直在累積我的字彙量，甚至到後來我覺得跟別人相比，我的字彙量是多很多的。有時

候會聽到別人覺得內容多到不想唸，但我自己是覺得如果認真讀了之後，還是真的讀不

完那就算了。因為我們都太習慣國中那種小範圍，一次唸一點點，然後都可以全部唸完

。但高中的東西真的很多，範圍也很廣，讀不完也是很正常的，盡力做到自己力所能及

的部分就好。

到了高三，我覺得每次模考的時候，縮短考試時間對我在大考的時候是有幫助的。

除了訓練我加快寫選擇題的速度，也才能在寫作文的時候，有更足夠的時間作答。飛哥

的作文訓練相當不錯，剛開始作文成績不理想的我，學習如何在寫作時能使用不同的用

法還有句型變化，並加長我寫文章的篇幅。而我也會整理詳解本當中的例句和句型的變

化、用法，把它抄在自己的筆記本來背起來，所以最後學測英文我拿了15級分、作文分

數17.5分、翻譯滿分的成績。高三模考班也讓我在大量的答題練習當中，去檢視自己在

考試中容易犯的錯誤和盲點。

我覺得如果沒有在飛哥上課，可能我自己讀英文也會不知道怎麼讀，只要都按照飛

哥上課的步驟，就可以讓我節省很多時間，也比較容易知道方向和重點。所以其實在高

三上學期，我比較花時間的科目反而是在自然和社會科，有時候甚至整天都沒讀英文，

但我英文成績也不會退步，我想是因為在上飛哥的時候就會認真聽課，然後利用通勤的

時間看英文的緣故。總歸起來，這三年在飛哥各有所學、各有所用。

我想給學弟妹的建議是，英文實力的累積不是一蹴可幾的，越早開始越好。飛哥英

文上課內容很多，一開始如果覺得困難、單字太多了背不完，千萬不要放棄，要持之以

恆。像我也不是能夠整天一直在讀書的人，我讀不下去想玩的時候也會去玩。但自己要

有自制力，在學校就好好認真上課讀書，課後要做休閒娛樂再去做。高中生要學的就是

在該做什麼事情的時候，好好去完成，規畫自己有沒有資本玩樂，也要好好培養分配時

間的習慣然後找出適合自己的讀書方法，面對自己的未來，要學會自己負責任。學弟妹

加油！

冠緯國中的時候英文不好，對英文也沒有什麼興趣
，所以升高中的時候只有拿4A1B的成績，在英文上也跌
了一跤。上高中的時候，就想說要找個英文補習班加強
，當時我們不打算留在新莊補習，因為新莊地區都是小
補習班，我們就找到飛哥英文，因為飛哥在補教界非常
有名，好像全台北優秀的學生都在飛哥，如果在飛哥上
課，會很有見賢思齊的感覺，雖然從新莊通勤到飛哥要
時間，但是既然同學能夠在飛哥得到好的學習效果，那就值得了。高一冠緯到飛哥英文之後
，英文成績進步得很快，應該是因為老師上課讓他很喜歡，而且冠緯下課後有時也會跟我分
享到飛哥上課的心情，因為身邊很多優秀的同學會刺激冠緯讀書，看得出來他對飛哥是很滿
意的。飛哥的課後輔導也做得很好，很多人都會問冠緯怎麼英文進步這麼多，冠緯現在也都
會跟人家推薦飛哥英文。相信冠緯在飛哥學習英文的過程中，對英文的興趣也確實有提高。

冠緯，你住在新莊，為何願意通勤來飛哥上課呢？

旻赬，妳是何時來到飛哥英文的呢？妳覺得從板橋來飛哥會很遠嗎？

旻赬，飛哥英文高一到高三的課程給了妳什麼幫助呢？

你覺得飛哥英文這三年的學習，對你的英文能力有什麼樣的幫助呢

你覺得飛哥英文這三年的學習，對你的英文能力有什麼樣的幫助呢？

旻赬，妳會想給學弟妹什麼學習上的建議呢？

感謝冠緯爸爸熱情推薦！

董冠緯 李旻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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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高一暑假就來到飛哥英文了，一補就補了三年。當時是因為

國中英文不算好，高中就想找一個好的英文補習班做加強。至於為什

麼要通勤來飛哥英文呢？我家其實在新店，坐車到飛哥要一個小時，

但是我來飛哥試聽之後，我覺得老師補充豐富、教學內容也讓我很喜

歡，所以雖然距離稍遠，但是我覺得很值得！此外新店附近也沒有像

飛哥這樣有這麼多好成績當辦學證明的補習班，與其在當地慢慢找，

不如在飛哥比較安全，再加上我又滿意上課的內容，所以我從沒想過

要換補習班！

而且因為像我是自然組，理科像物理、數學就要大量的練習，因

為英文是我的強科，我就可以省下時間分配給理科。這對像我這種想

要拚繁星的人來說很重要，因為可以有更充分的時間去分配給弱科，

對總排名有一定的幫助。其實我覺得補英文是最不會虧的投資，不論

是升學考試或是未來上大學、出社會，英文都是最重要的工具。只要

補習班能夠給我很好的學習成效，就算要通勤都划算。

我覺得高一版本班給我非常多幫助，像是文法的部分飛哥就教得

非常詳細，即便無法立刻完全吸收，因為會一直遇到所以也會記得起

來。此外，飛哥英文補充的單字量也很豐富，雖然教的單字很多，但

是只要教到相關字都會拉出來代換複習，單字量就漸漸累積起來，到

高三寫作文時很有幫助。而且在飛哥學習到的拉丁文解析法，是累積

英文單字量很重要的基礎。不只是未來高三猜題時很好猜，遇到沒看

過的單字也很有幫助，可以透過字首字根推敲出單字的意思，閱讀文

章也會快很多。

關於飛哥的高二課程，我個人也是很滿意，因為飛哥補充的內容

比起高一更有統整性，完全不用擔心有漏掉什麼大考重點沒學到的問

題。而且飛哥英文上課很扎實，上課很有熱情，整堂課上完有種滿滿

的充實飽足感。像我就覺得能夠背到很多學校沒教過的單字會有一種

成就感，好像自己英文有循序漸進在進步的感覺。高二時我還滿喜歡

五句式連貫翻譯的，因為它會教我們用句子，平時看到一些中文的時

候也會想說用英文怎麼講，有上過五句式連貫式翻譯建立了我面對翻

譯跟作文時的基礎，對高三拚大考也很有幫助。

高三因為要開始拚考試，所以我覺得模考班給我的幫助是很大

的，他每個禮拜都讓我能模擬一次當時考試的狀況，讓我答題時比較

不會緊張，所以也比較可以避免失常。考試的題目難度也控制得很

好，都是自己容易犯錯的學測範圍，所以很能夠讓英文程度提升，只

要能把詳解本都搞懂的話就不會怕學測，對心理建設上是最大的幫

助。英文這個科目雖然補習有時候會感到疲憊，但是其實到高三你就

知道是很值得的，謝謝飛哥英文讓我學英文的過程能夠樂在其中，也

祝福學弟妹學業進步，在飛哥得到自己想要的英文程度！

對我來說選擇補習班，距離並不是我在意的，我主要考量的是

品牌、教學品質、上課方式或風格。班上同學很多也是這樣想，所以

也導引我選擇補習班時，不是往學校或家裡附近找，而是對我真正有

幫助，是我喜歡、樂於上課的。我想補英文的原因是因為我覺得在學

校，針對作文的練習次數很少，在飛哥上課的同學就推薦我來飛哥英

文試聽。當我去了解飛哥英文這個品牌後，在這邊看到很多同學的英

文實力都很強，也讓我感覺比較有競爭性，所以我就選擇來到飛哥英

文。雖然我從家裡來到飛哥要四、五十分鐘，但我覺得補習追求的是

成效，而不是求近或是方便就好。

我覺得飛哥讓我在複習上更加得心應手，能節省花在英文上的

時間，也讓我在面對繁星每科都必須兼顧好的狀態之下，有更充裕的

時間去準備其他科目。飛哥英文在作文上給了我很大的幫助，因為學

校高一和高二都沒有教過作文怎麼寫，所以一開始作文成績我只有五

分，但在飛哥上的作文搶分三單元，裡面包括了觀念釐清、學生常犯

錯誤和主題式翻譯練習，除了讓我能在寫作的時候，減少自己在文法

上的犯錯，當中也有許多作文能搶分的佳句可以讓我參考和背誦；還

有不可不知大考單字，裡面整理了大考很常出現的必備單字，在準備

學測的過程，我沒有特別再買單字書，因為只要按部就班地跟著飛哥

英文的複習進度走，就不會偏離複習的主軸，也能夠維持不錯的複習

效率。

在學校當中，所學的都單單只是課本上的內容，段考所考的題目

難易度也不高，但是學測的考題都是很活的。像這次學測，英文的部

分就比以往難度更高，平均大家也都降了一級分，我在考試的時候也

覺得，考題的設計上，句子和文章都變長了，但還好在飛哥練習寫模

考題的時候，老師的安排上有將我們考試時間縮短，雖然一開始覺得

寫起來比較有壓力，可能也寫不完，但這也讓我在學測的時候能更從

容不迫完成作答；即使這次學測我的英文只有12級分，但這樣的成績

我是能接受的，因為對於準備繁星入學的我來說，12級分已經是前標

的成績了。

我覺得準備繁星入學，要一直很有動力和目標，才能讓自己的成

績維持不往下掉，所以設定好目標大學，盡早立定志向是很重要的。

這過程我也做了很多取捨，我放棄社團活動，參加的是新聞英文社，

擔心玩社團，會佔據我太多時間，也拒絕朋友聚會出遊的邀約，甚

至每次段考都要提早兩三個星期就開始準備，戰戰兢兢，害怕成績一

不小心就掉下去，這真的是一場長期奮戰的馬拉松，另外我也覺得在

時間管理很重要，我會運用通勤時間，背英文單字或看書。祝福學弟

妹也能夠在學校、在飛哥好好學習，未來也能順利達到自己理想的目

標！

我國中升高中在找英文補習班的時候，受同學的強力推薦下，

來到了飛哥英文。第一次來試聽，上的就是由飛哥老師親自授課的課

程，我馬上就被飛哥老師上課時的熱忱給深深吸引，跟我以前上過的

補習班截然不同，以前常遇到老師只是在台上自己講他自己的，但飛

哥老師在課堂上與學生有著良好的互動。例如我就很喜歡老師上課時

與我們的問答，這會更激起我學習的意願。在飛哥英文，是我第一次

接觸到拉丁文解析法。以前從來不知道原來一個單字的組成，是有它

的結構還有分字首字尾，這讓我往後在背單字時，能更快速的記憶，

甚至在文章或雜誌遇到沒看過的單字時，我也能靠著拉丁文法去聯想

單字的意思。

高一上的版本班，讓我在學校上課前，就能先預習課本的內容，

而且飛哥還會做許多課外的補充，所以當學校老師上課的時候，我等

於是再一次的複習。當學校老師做補充的時候，也因為來飛哥都學過

了，甚至學得更多，所以能夠很輕鬆的回答老師問題，這也建立了

我在學習英文的成就感。高二的時候，因為從高一在飛哥就累積了許

多單字量，所以學校的考試，我都能十分得心應手，幾乎考卷上的單

字，我在飛哥都已經學過了。而我特別喜歡字辨手冊，因為這讓我了

解，原來一個解釋，可以有那麼多英文去寫，而每個英文都有它不同

的用法，這也幫助我奠定之後寫翻譯或作文的實力。

高三的時候，在飛哥的模考訓練，因為時間有縮短，所以我幾乎

沒有寫完過，每次都會差一兩個閱讀測驗，但在學測時，我竟然把考

卷完整的寫完了，我覺得在飛哥的訓練下，我更能掌控考試的作答時

間。高三一開始寫作文的時候，我不太知道怎麼下筆，寫的文章篇幅

也很短，但是在飛哥每個星期都有練習寫作文的機會，老師上課的時

候，會教我們遇到不同主題時，該怎麼切入，寫什麼樣的文體，還會

分析學生常犯的錯誤，讓我們盡量去避免，這也讓我後來在寫作的時

候，能夠寫的越來越順，並把我的作文寫得更有深度也寫得更長。還

有大考不可不知單字，我很慶幸自己都有利用通勤的時間背飛哥給的

教材，因為在寫題目的時候，飛哥英文的命中率真的很高。 

在飛哥的每位老師都有屬於他們自己獨特的教學風格，在飛哥學

習的過程中，我自己的英文成績也進步了不少，從一開始只會比較基

礎的單字，到後來一些比較高級的單字自己也都學會，不論在文法或

片語，都能夠學得更廣泛也更專精。回想起來，雖然三年的時間蠻艱

辛的，但在最後有不錯的成果，分數雖不是很高，但這足以讓我證實

這三年的努力沒有白費，非常感謝飛哥英文在這高中三年所帶給我的

鼓勵以及老師們的用心教導，讓我在繁星階段就可以申請到學校，謝

謝飛哥英文！

我在升高一的暑假來到飛哥英文上課，每次上課要花半小

時的時間搭公車，但我也沒有因此想過要在家裡附近補英文就

好，因為我覺得在飛哥英文可以得到的資源遠比家裡附近的補

習班多更多。我哥哥讀的高中是師大附中，哥哥聽同學說過飛

哥英文教的很好，所以推薦我來飛哥。對我來說，雖然我住在

新莊，但是選補習班所要看的不是距離，而是它能帶給我的教

學資源和補習成效，因此當初我完全沒有考慮要在離家近的板

橋區域試聽。在飛哥英文所得到的教學資源和補習成效，是值

得我花費通勤時間的，這也是我最重視的。

在飛哥英文上課的過程，充滿歡笑，老師上課的內容也很

豐富，良好又有活力的上課氛圍，也感染在台下聽課的我們，

讓我們每次上課都很帶勁，也可以在這種輕鬆愉快的狀態下，

學習到扎實、多元的內容。而且因為飛哥英文給予我許多課內

外的補充，有很多單字或者是用法是我沒有學過的，而且同樣

在飛哥英文上課的同學，有許多都是英文程度非常強的人，也

會讓我有自我督促的壓力，讓我在與同學的良性競爭之下，逼

自己進步。

在飛哥上課，除了會一直加新的東西之外，老師也會幫同

學做複習，老師上課也都十分有條理的將我們疑惑的或者容易

搞混的地方，做好條列式的統整；而在面臨高中大考龐大的單

字量時，飛哥英文也會結合拉丁文字根、聯想等方法，讓我們

更輕鬆的去學習單字，這也對我在閱讀課外讀物時，有很大的

幫助。剛開始在學校段考時，因為考的內容和範圍不多，所以

與前段的同學相比沒有太大的差異，但是到了高二、高三開始

寫模考題時，就開始感覺之前所累積的英文實力，有很大的幫

助。尤其在看閱讀測驗或雜誌文章的時候速度都會快很多，而

且在閱讀測驗的部分，飛哥英文教我們許多掌握文章脈絡重點

的技巧，讓我有時候在寫閱讀測驗的時候，不用看完整篇文章

就可以作答，為分秒必爭的考試，爭取更多的時間去寫較困難

的題目或做檢查。

關於飛哥的課程，我覺得我在高一高二這兩年奠定了面

對大考英文的基礎。高二教材當中的五句式連貫式翻譯還有字

義辨別手冊，對我之後高三寫作有很大的幫助，讓我可以把相

似的單字，弄清楚背起來，裡面有許多佳句範本可以參考，也

讓我學習到文法、單字和句型的不同用法。到了高三上模考

班，作文的部分我進步很多，在飛哥英文除了可以學習翻譯和

答題技巧可以快速拿到高分之外，老師也會教我們許多寫作時

可以搶分的單字，而作文也是學測英文搶分關鍵，因為選擇題

的重點就是單字量跟答題技巧，但作文要寫的流暢不是一蹴可

幾的，所以我高三也很努力在飛哥學習寫作這一塊。對我來說

高中只是一個過程，而大學才是真正面對未來的跳板，我覺得

讀的大學很重要，所以盡早立定志向，然後努力地去達到目標

吧！我也希望自己可以給學弟妹們當作一個好的榜樣！

我是升高二的暑假的時候來到飛哥英文的，當時會來

飛哥補習是因為國中英文沒有很好，會考才考B，高一的

時候英文也不太好，爸爸覺得英文必須要加強，而且之後

不論是上大學、出社會，英文都是很重要的工具，所以擔

任大學教授的爸爸就在學校問了一些學生，許多學生都跟

他推薦飛哥英文。爸爸也找了一些相關資料後，覺得飛哥

英文聲譽也很好，口碑也不錯，加上飛哥對我來說交通距

離很方便，我就來到飛哥英文了。

在飛哥上課我覺得很有效果，像是我北模成績就考得

比想像中還要好，而且我作文成績剛開始不是很好，在飛

哥也有老師可以幫我輔導或特訓，在我學習英文有需要的

時候，可以得到正面的回應。

我高二暑假剛進飛哥的時候英文並不好，但老師上課

會提點我們很多小細節，像是作文或者文法等，一些平常

我們容易犯錯或沒注意到的地方，都會幫我們整理出來，

英文程度也在一點一滴中累積起來。結果出乎意料，升高

二暑假上了版本班之後，段考就考上了全班前三名，所以

我覺得在飛哥學習後，進步的速度還滿快也滿明顯的。

高二的時候我是上Kelly老師的大考班，豐富的統整

課程大幅提升了我的單字量，雖然有時候沒辦法馬上記起

來或者容易忘記，但是老師上課一再的重複複習，更加深

我的印象。其實同學真的不用怕念不完，因為飛哥本來教

的就是大於我們可以唸完的範圍，只要盡力去跟上，保持

專心上課就會對這些單字有印象，慢慢地到了高三你就會

發現很多人家高三才在背的單字，原來你高一高二就已經

唸過了，而且你只要複習一下就一連串的代換都會想起

來，那時候複習的速度才是真的快。

高三是我最認真唸書的一段日子，每個禮拜模考班上

課的筆記還有模考詳解本的內容，我都會去細讀。先前高

一高二累積的句子和字彙量，對我的手寫有很大的幫助。

剛開始本來不太敢寫，因為還不熟悉怎麼運用，常常會錯

很多，但模考班會教我們怎麼正確地使用各種句型、單字

與片語，到後來就越來越有信心。我覺得每週在飛哥的模

考練習，讓我們比較能知道考試的重點和方向，教學質量

也都很充足。而且在飛哥可以看到各校認真、優秀的同

學，會讓我比較繃緊神經不敢鬆懈，到現在我沒有後悔過

來飛哥英文。

我覺得準備繁星，心態的調整很重要，該讀書的時候

就要靜下心來，畢竟從高一到高二，一共有十二次段考要

面對，能穩定保持比較重要，而且要早點下定決心，朝目

標前進。在此也祝福各位學弟妹可以穩紮穩打地面對每一

次段考，跟著飛哥你也會有很多收穫的！

我和飛哥的緣分從我國一的時候就開始了，那時候想要多

學一些英文，因為覺得英文對未來和升學都會有幫助，我就開

始找補習班。試聽過飛哥英文，並且和坊間其他補習班做比較

後，發現一些在地型的英文補習班在教學上比較死板，而且可

能只有單教課本的內容，教學方式也讓我沒興趣。但是飛哥的

老師上課很幽默，還會添加一些生活化的補充和分享自己的經

驗，並與課程做結合，讓我覺得上課不枯燥乏味，充滿樂趣。

因為我讀的是東山國中，下課後通車到飛哥大概要一個多小時

的時間，雖然是有點久，但比起距離，我更在意的是這家補習

班能不能引起我的學習動機和興趣，所以最後我還是選擇到飛

哥英文上課。

加入飛哥英文之後，我學到一些不一樣的方法來背單字，

像是教我們「字首、字尾、字根」的拉丁文觀念去背單字，或

是「用字精準度」以及「中英文文法差異」等改變我們學習英

文的習慣。因為國中在飛哥的學習成效還不錯，所以銜接高中

的時候也沒有想過要換補習班；高中會想要繼續補英文，是因

為僅唸課本範圍對我來說是不夠的。我在東山是唸直升班，學

習進度都會超前一學期，像我們國三下的時候已經在教高一的

內容。在飛哥上高一版本班的時候，就會補充許多學校老師之

前上課沒講到的內容。所以在飛哥上課的時候，對我來說除了

可以複習版本範圍，也可以學到更多課外的延伸補充。而且飛

哥課外補充的東西，都會涉獵到比較深奧的單字片語，所以對

我在校考試的成績很有幫助。

高二的時候，我覺得字辨是我滿喜歡的單元，因為學校老

師教單字可能只會告訴我們中文意思，但不會教我們單字中細

微的差異要怎麼分辨，可是上了飛哥的字辨之後，就比較能去

辨別和使用；五句式連貫翻譯的練習讓我對句型的掌握更有脈

絡；統整的教材對我在英文上有很大的幫助，補充的東西很多

很廣泛。我會盡力去吸收然後背起來，我現在想起來，覺得我

高三可以不用特別再複習英文，只需要上課考試聽檢討，這部

分有很大的助益。

高三的時候，因為之前在飛哥有把底子打好，所以沒有花

太多時間準備。而飛哥模考班的考題練習，也有助於我考試的

熟悉度；作文方面，因為從國中在飛哥就開始學到用字精準度

的觀念，上了高中也一直有延續，所以我在寫作時的用字上比

較不會出錯，然後能運用更貼切或更高級的單字，最後我英文

考十五級分的成績，我覺得是我正常實力的發揮。

對於想要繁星的學弟妹，我想建議他們高一、高二真的要

多花一點時間，努力把飛哥上課教的東西都背起來，上課的時

候要認真聽。像學測這種考實力的時候，如果沒有在課外奠定

好基礎，等到高三要回過頭複習的時候，就會比較辛苦，找不

到方向。我覺得來飛哥讓我在準備繁星的時候，可以省很多統

整和複習英文的時間，讓我在時間分配上，可以在其他科目上

有更多時間去準備，也提升我各科的成績表現。

在高一、高二的段考中，我的英文成績總是能排在班

上前段，沒有想過要去補習加強英文，認為學校所學就能

應付大考。沒想到高三的第一次模擬考英文不如預期，掉

到中後段，連原本段考英文成績較差的同學都超越了我，

我才在同學的介紹下來到飛哥英文試聽，隔天就決定報名

了飛哥英文。在每一次的考試中，才發現自己是多麼的不

足而決定專心投入英文。我覺得作文搶分三單元和單字秘

書對我的幫助最大。前者讓我的英文作文長度加長、內容

加深加廣，了解同學的錯誤同時練習優美詞句的模仿，後

者則讓我在短時間內增加單字量。感謝飛哥英文幫助我找

到對英文的熱忱！學弟妹們跟著飛哥英文認真走就對了！

從國中時期開始，英文科深度漸漸增加，而我因跟不

上進度不禁感到挫折，從此成績一落千丈。同時，因為沒

有了成就感，我在英文的學習也就此荒廢，這個問題直到

高中因為同學相約到飛哥來補習才有了改變。雖然一開始

飛哥塞了很多陌生的東西在我腦中，也曾經有點想放棄補

習的動機，但到了高二，隨著這些英文知識慢慢地洗進腦

中，我的英文成績開始好轉，甚至有同學來詢問我英文相

關的問題，使我信心大增，甚至愛上了英文。我深信儘管

高中畢業後，我已經不在飛哥英文上課了，英文的自主學

習也將始終伴隨我的一生！在此我想要鼓勵學弟妹：成功

的關鍵就是要能撐住，長期下來你終將得到回饋！

會開始想要補英文，是因為高一的英文老師教的內容很少也沒有

很好，自己也覺得只上課本的東西是不夠的。聽別人說國高中英文差

很多，尤其光單字量就有很大的落差，而跟別人相比，我的單字量一

直都還蠻弱的。那時候也有想過要找家裡附近的補習班，但地方性補

習班補高中課程的人比較少，所以後來就考慮找比較大也穩定一點的

補習班。在同學的推薦之下，我就來到飛哥英文上課。

剛開始來到飛哥英文的時候，有點不習慣那麼大量的教學內容和

上課速度，但是隨著一次又一次上課的過程中，我也慢慢適應了，吸

收能力也慢慢提升。高一的時候，我的成績大概是二、三名，到高二

的時候就穩定維持在班排第一名了。而且英文也有明顯進步，其他科

目成績也有往上成長，我覺得是因為當我英文實力提升後，在分配讀

書時間的時候，就可以有比較多時間去念其他科目。所以我也建議學

弟妹要把英文念好，對時間運用有幫助喔！

在飛哥上課，老師會做很多的課內外補充和延伸，像是單字的

替換或者文法都講得很清楚。而且透過易混淆、字義辨別的整理，對

我之後在寫選擇題的時候有很大的幫助，我會比較能夠清楚地去做判

斷答案和選項。而且高二學的一些單字或者文法，在高三寫作和翻

譯的時候，都能派上用場。另外我覺得「字義辨別」這本講義還滿有

趣的，上課的時候老師會教一些比較特別的單字，也讓我知道意思相

近的單字其實有好多不同的說法，當中還有些微的不同。還有像是拉

丁文解析法，讓我看到沒看過的單字時，透過單字的字首字根或組

成，就能夠猜出單字的意思。在飛哥英文可以學到很多學校沒教過

的東西，看到自己日漸進步，也會讓我很有成就感。我最喜歡的是

Ringo老師，因為Ringo老師的板書很整齊很漂亮，而且也整理的很有

條理，能加速我的理解和記憶，而且老師上課的時候，時間拿捏得很

好，也會穿插一些小故事，讓我覺得上課的時候很輕鬆有趣也得到很

多收穫。

因為我不是平常就會自己練習寫作文的那種人，所以一開始寫

作文我單字也不太會使用，也不懂不同的文體該怎麼去寫，能寫的篇

幅也很短。高三上的時候，每個禮拜來飛哥參加模擬考都會練習寫作

文，漸漸地就抓到訣竅了。老師也會講解「作文搶分三單元」，讓我

知道寫作時，有哪些易犯錯誤要注意，對我來說很有用，讓我從第一

次的三分進步到十幾分。現在回想起來，我進步的幅度還真是大！還

有不可不知大考單字，寫考題的時候出現的比例真的很高，也加強了

我對單字的熟練度，看到題目裡都是我會的單字真的會有種成就感，

所以我在高三的時候，都只念飛哥的講義和教材！建議學弟妹雖然高

中有很多社團課外活動，但是段考期間還是要避開，才能夠有時間唸

書，課業還是要顧，才不會本末倒置喔！

朱昱澤

陳科穎 邱得榮 張為翔 顏子恆

陳冠志

張岳凌

董怡彤黃祖浚 李詠恩和平高中

及人國中

泰山高中

新莊國中

西松高中

敦化國中

東山高中

東山國中

復興高中

蘆洲國中

萬芳高中

大安國中

木柵高工

萬芳國中

格致高中

格致國中

林口高中

佳林國中

華江高中

萬華國中

昱澤，你何時來到飛哥的？怎麼會想要通勤來飛哥上課呢？ 祖浚，請問你選擇飛哥英文的考量點是什麼呢？ 詠恩，你覺得飛哥英文吸引你的地方是什麼呢？

昱澤，你覺得你在飛哥上課的感覺如何呢？有什麼幫助？

祖浚，請問你覺得飛哥英文給了你什麼幫助呢？

詠恩，你高一到高三在飛哥英文有些什麼收穫呢？

科穎，你覺得你為何選擇通勤到飛哥英文上課呢？ 得榮，你當時為何決定到飛哥英文上課呢？ 為翔，你跟飛哥的緣分是何時開始的呢？

科穎，你覺得你在飛哥英文有什麼收穫呢？

得榮，那你在飛哥英文的的這段日子裡有何收穫？

為翔，你覺得飛哥英文對你的成績有什麼幫助呢？

怡彤，想問問你當初決定來飛哥上課的原因？

怡彤，那你覺得飛哥英文對你有什麼幫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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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哥學子不論是前三志願、社區高中，都擁有超讚成

績！想上好大學？就來飛哥！選補習班不該憑感覺、

看同學、離家近，對成績真正有幫助才是重要關鍵！

成大工設

台大經濟

編按：冠緯學測英文獲15級滿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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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高中一類榜首 西松一類唯一台大復興高中全校榜首 木柵高工全校榜首

泰山高中全校榜首 學測73級分東山頂尖 格致高中全校探花

林口高中全校頂尖

華江高中全校榜首

台大經濟 台大歷史台大社會 成大機械

政大會計 政大中文 政大法律 台大農化

飛哥英文106年繁星錄取大學人數已經突破302人！
絕非萬年榜單！本刊只有106年繁星錄取同學專訪！
本刊不含五月申請上榜同學，就創下驚人第一佳績！飛哥社區高中學子成績狂勝地區型補習班！囊括新北市榜首、新北市榜眼(板橋區榜首)、及眾多社區高中榜首！

106
學測

板橋區
榜首

萬芳高中全校探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