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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孩子在初入飛哥之時，花了一大段時間適應
飛哥的節奏，每每在上課前訴說著自己的壓力，背單字也需要較長的時間，但數
月後，經過飛哥精實的淬鍊，孩子的堅持勇敢與努力，終於漸嚐甜美果實，背單
字的速度變快了，也漸漸對英文科產生成就感與親切感，身為家長，著實感謝優
秀的飛哥團隊對我們孩子的啟發，鼓勵與磨練！感謝總監總導每次充滿情意與理
性的激勵，讓孩子更添視野與上進心，感謝認真親切的輔導老師們如此克盡職責
地輔導孩子的身心及課業！飛哥團隊真的是讓家長很放心的優秀團隊！

上國中後，孩子從原本的兒童美語改到飛哥上課，除了應付課內進度綽綽有
餘之外，也順利取得全民英檢初級證書，目前已通過中級聽讀測驗。而除了英文
之外，為了全面提升學生整體能力，飛哥也全面開設其他科目，寒暑假期間亦有
短期實用課程，每逢大考前，所有老師更是傾全力幫學生免費複習全科，對學生
助益甚大。尤其導師們現在又新建了通訊群組，透過群組隨時將最新訊息即時通
知家長，讓工作繁忙的家長也能掌握重要訊息不漏失，令人深刻感受到老師們為
孩子全力付出的無私用心。

佳穎升國中時我積極在找英文補習班，希望能為她以後高中英文紮根，上網
查了好幾家口碑不錯的補習班評價，各家皆有自己的教學特色，實在難以取捨，
後來向同事詢問她小孩在哪補習英文，同事向我推薦飛哥，於是打電話預約試聽
，結果佳穎非常喜歡飛哥的上課內容及總監亦師亦友的督導方式，而我也跟著陪
同聽了Bingo老師好幾堂課，深切瞭解飛哥真正用心在教導孩子，讓我很放心將
小孩交給飛哥，現在佳穎在班上的英文成績一直名列前茅，希望她能持續跟著飛
哥的腳步超前學習，為高中的英文紮好根基。

我覺得進來飛哥後，我學到了更多的單字，也能夠更靈活地運用字根、字尾
等等的字辨技巧。老師上課雖然總是一次性講很大量的單字，可是過程中老師也
不時穿插一些她生活的小故事和經驗談，令我獲益良多。所以說，來到飛哥後我
覺得最主要的收穫應該是單字量的大幅拓展，正如老師所說的，或許不一定每個
都能完整記住，但未來看到一定還會有印象！

在學校同事們的推薦下來到了「飛哥英文」，對飛哥英文高效的節奏感甚為
詫異。特別是每堂課的複習考，萬一沒達到均標就要被留堂重考的方式，令人印
象深刻。孩子過去的學習習慣總是採取「臨時抱佛腳」的方式，但是這種方式在
孩子第一次未達均標被留堂時，徹底被改變了。為了一雪前恥，除了上課專心聽
講外，課後更是積極複習，等到下次上課當天，還會特地早起準備當天要小考的
範圍。在總監不斷強化「七年級第一次段考很重要」的觀念下，他將這樣的讀書
方式更是應用到其他科目上，果真在第一次段考時取得了校排第一的佳績！

國高中教育體制的改變，讓我充滿了不安！於是，我們在孩子畢業後的暑假
去了解各類型的補習班！飛哥英文完全推翻我對補習班的舊印象，從教材到每堂
課前測驗，課後立刻針對孩子較弱部分一對一輔導，讓我深深感受到飛哥英文的
用心，我從沒想過有補習班能做到仔細和完整的輔導，但飛哥不但做到，而且做
的更好！孩子不但在飛哥英文有計畫的學習中扎實學習，原先不安的心也因此更
穩定，更能在班上考試中應付自如。謝謝Rolly老師和輔導老師們，你們的用心
讓孩子知道學習不能只有快樂，更要學會時間管理！

女兒第一次段考有幸班排第一，要感謝的人很多，尤其要感謝飛哥英文。自
從在飛哥英文，女兒不但英文成績精益求精，連帶讓其他科目也更好。飛哥英文
的教學不只著重學校內容，更加強課外整體英文實力的提升，本人認為這是學習
英文之不二法門，畢竟眼光放遠，英語實力才能再提升。飛哥英文的課後輔導制
度也非常健全，畢竟在課堂上聆聽名師精闢的教學內容後，若無課後複習，恐怕
也只是還給老師，但經由飛哥英文的課後輔導制度，上述情況就不會發生。總之
，補習班仍應慎選，本人樂於向各位父母推薦飛哥英文，值得信賴！

暐庭在進飛哥之前是在連鎖外語補習班，對聽力有幫助，但單字量和文法觀
念似乎比較沒辦法掌握和提升。來到飛哥上課內容主要有字根單字教學、文法、
翻譯、及聽力練習。其中單字教學除了每天所教的內容會考，動詞三態的背誦及
學校單字也是上課前必考的內容。目標明確且確實執行，經過了一年多的學習，
英語程度提升許多。飛哥亦不時會提供學長姐的學習心得及升學資訊供家長參考
，尤其段考前寄來的學習叮嚀及讀書方法建議都讓孩子受益良多；看著孩子學習
日益進步，很感謝BINGO老師認真幽默的上課方式和飛哥的用心。

我們平常很少到台北市。正好在參加私校考試的時候，拿到飛哥英文的資料
還有考試的贈書，才知道飛哥。看完資料後，覺得符合我們的需求，聽完當下，
我們就決定在飛哥英文上課了！暑假剛開始銜接課程的時候，我也有陪孩子一起
來上課。本來暑假常常被留下來輔導，久了以後育霖慢慢積極起來，到開學之後
，就幾乎沒有約輔導了。也因為育霖上國中是個自律的孩子，不用家長操心，所
以開學後，我們有空時才會來陪孩子上課。飛哥這裡的課程相當有趣，內容十分
充實，一點都不無聊，還可以回味過往讀書時的點點滴滴。

頭幾次上課，我和孩子一起入班旁聽，聽完之後感到很放心。我相信在這裡
的孩子們，只要在能力範圍內盡量吸收，會有很正向的態度面對課業和未來的生
活。原因除了課程專業之外，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因為飛哥的教室氛圍能夠和良
好的態度接軌。有許多我們對孩子長久以來耳提面命的價值和美德，如有效率地
運用時間、良好的應對進退、找出正確的價值觀。這些訊息的傳遞，在現今的社
會中，的確是需要重覆的經由不同的對象，帶給這群孩子。我感覺這教室不只是
補習班，也是辦教育的地方，在某些程度上像是家長們的教育合夥人。

當初在學校日拿到飛哥英文資料，仔細研讀家長感言後，便決定帶孩子來試
試看。孩子與我都很喜歡這裡有趣的教學方式，對於學生也盯得很積極，加上同
事的推薦，便決定讓孩子參加飛哥英文的課程。飛哥每個禮拜的課程，隔週都會
有複習的小考，確保孩子要盡力複習。如果考試沒有達到標準，會要求孩子留下
來訂正與補考。雖然孩子成績都有達標而不常來輔導，但是這個制度起了正面的
功效，讓孩子平常就開始養成習慣。課堂間也歡迎家長可以在後方陪孩子一同上
課，十分方便家長了解孩子的學習狀況。

第一次到飛哥，陪著我的雙胞胎女兒試聽，Bingo老師從一個單字逐漸衍生
出許多片語及字彙，改變了我們以往死記背誦單字且常常忘記，造成英文學習進
步緩慢，而且不再產生學習英文的興趣，也感謝飛哥，開放大人在旁一起上課，
回到家後，可以跟小孩一同複習今天上課所學的東西，讓親子產生更多的共同話
題，促進親子之間的感情。活潑式的教學，生活上更可以多運用，讓英文不再只
有讀跟寫，而有說跟聽，才能達到語言學習之真正目的，謝謝飛哥，改變了我們
學習英文的模式。

奕崴從兒美到私立小學都有外語課程，在升七的暑假中，和奕崴旁聽過幾間
補習班的課程，再加上朋友的介紹，很高興地聽到了飛哥英文上課的內容，不僅
有標準美語發音的Aily老師，上課內容也針對單字、文法，循序漸進並超前學校
進度的教學，孩子交給飛哥有放心的感覺！許多補習班都是收了錢有教就好，而
飛哥卻是不斷督促學子練習所學，真正成為語文能力，英文是不間斷的累積，就
算中文，不常用的詞彙也會忘了怎麼寫，何況是英文。謝謝總監及總導師課前課
後的耳提面命及指導，也謝謝Aily老師有趣又豐富的教學內容。

小學升國中的暑假，我們開始幫孩子找英文補習班，但每家都各自有自己的
特色，我們比較各式各樣，大大小小的補習班，根據師資、環境、制度等各方面
進行比較，終於選擇教學生動活潑、教材極為豐富的飛哥英文。第一次去試聽時
，我們就被飛哥寬敞乾淨的環境、內容涵蓋各方面的教材和老師風趣幽默所深深
吸引。老師在講義編排方面非常用心，包含了單字、文法、文章和時事等，使孩
子能從多方面吸收，奠定良好的實力，真的非常感謝飛哥，讓映辰能對學習得心
應手。

耳聞飛哥英文的教學嚴謹，學生學習效果卓越。孩子最初加入飛哥英文上課
時，每次都因考太差而留下來，看了真心疼。不過這樣的狀況並未持續太久，兩
次之後，就沒再被留下來了。耳聞飛哥英文的輔導很嚴格，「身」入其中，才知
飛哥英文的輔導不僅嚴格，還很到位—全方位的輔導。考前一星期，輔導老師打
電話邀請孩子參加考前複習，我嚇了一跳，問：「飛哥也教歷史、地理？」段考
前，飛哥英文不僅免費提供各科的講義練習，還贈送各科的複習課程，我十分吃
驚飛哥英文的服務這麼週到，到飛哥英文來補習真的是「物超所值」。

進入飛哥英文後，我的英文並沒有一飛沖天，但卻一步一步地打好基礎，等
到衝刺時，就不會撐不住。現在學校的科目並不會說太難，只要肯讀肯看肯背，
沒有不會的，很多人只是不想看。比方說社會科，我沒讀之前連漢朝的敗亡者是
誰都不知道，但是背完後，題目就那些而已，十分有九分是必拿的，所以現在考
前只要有足夠的時間讓我們可以好好消化，一定可以拿高分。我希望可以繼續在
飛哥裡面努力，沒有努力，再好的補習班都沒用，飛哥像是催化劑，讓我可以比
較輕鬆。

伊廷從七年級開始就在飛哥英文，一開始每次小考很緊張，覺得單字好多背
不完，很怕被留下來輔導，到現在八年級科目變多也變難，需要重新調配每個科
目的複習時間，但因為隨著時間慢慢累積，感覺單字不像一開始那麼多，需要花
費的時間相對變少了，特別是經過飛哥英文每次考試所累積出的單字量，面對學
校的英文考試便能輕鬆以對。雖然面對小考總是會有壓力，但一年累積下來，孩
子養成了自動自發的學習態度，我想在飛哥英文學到的，不只是英文，還有孩子
們的抗壓性及自主性，以及認真負責的態度呢！謝謝飛哥！

思研是七下加入飛哥英文，透過不斷練習和累積能力，截至目前為止對英語
能力的提升有很大的幫助。飛哥英文的教材相當靈活，兼具深度和廣度，加上老
師風趣的授課讓同學聚焦學習，總監、總導師、輔導老師努力認真協助，用年輕
人的話語精神喊話，不斷給孩子加油打氣，讓孩子願意聽進耳裡，比較可以體諒
父母的立場，加上有效的行政管理，所有內容都可以按預定進度計劃按部就班完
成，讓家長可以很放心。另外，這裡能夠吸引來自各校優秀的同學相互切磋學習
、良性競爭，讓孩子不會自滿現況學習，更是一大收穫。

亦涵從進入幼稚園就開始接觸學習英文,對英文學習其實可以說並不陌生也
不排斥。進入國中探訪了飛哥英文，只是印象中飛哥英文人數很多。但是自從亦
涵進入飛哥英文學習後，我看到了總監與總導對學生在各科方面學習上的用心與
嚴格要求，以及在每次段考前會額外提供其他學科的複習補強；同時也見識到
BINGO老師的教學模式。並不會讓人覺得枯燥乏味，讓孩子在學習英文上可以更
充滿樂趣與興趣。最後，當然也希望在飛哥英文的各位優秀老師帶領下，可以跟
各位學長姐們一樣優秀。

由於自己是外文系，大學時期也做過兒美老師跟家教，深知語言的重要性，
所以曜宇從幼稚園便已經接觸英文，一開始會以遊戲方式讓孩子喜歡英文，漸漸
地增加學習的深度及廣度才會加入飛哥。也了解飛哥雖然是大班制, 但老師生動
的教學方式以及大量補充的單字/文法/句型等對孩子會很有幫助。另外，每次上
課前都會針對上一次老師上課內容小考複習，培養孩子上完課之後就做複習及記
憶的習慣，也是學語言以及考高分的不二法門！所以，現在每當朋友或其他家長
詢問我家哪裡可以加強國高中英文，我首要推薦飛哥英文！

在朋友的介紹下，我幫小孩報名飛哥，飛哥的英文老師上課方式活潑有趣，
讓學生上課充滿樂趣。上了飛哥之後小孩的英文進步很多，也喜歡來上飛哥的課
。尤其在寒暑假會開許多不同類型的加強課程。雖然比較輕鬆但又學到很多。大
人也可跟著一起學習，我自己的英文也越來越進步，如果有不懂的地方，飛哥的
老師都會很有耐心的教導。重要的內容也會一再複習，讓孩子越來越熟悉。即使
離我們家不近，我也覺得來飛哥很值得，飛哥是個好地方，每次來都是滿載而歸
！

感謝飛哥英文除了有系統的教給孩子學科的知識，更教他們讀書的態度與方
法，讓鉑棟在國中生涯的第一次段考中，得到班排第一，也讓他得到了持續努力
向上的信心。當初會選擇飛哥英文，是因為覺得學校教材與單字量略顯不足，想
要利用七年級的時間階段，多學、多聽、多練習。果然，在飛哥的學習，除了課
本的文法、句型和單字，還補充了許多延伸單字，加深了學習的廣度與深度，也
為八、九年級，甚至高中英文預做了準備，的確是讓孩子在自然而然的學習氛圍
中，在老師們的引領下，同學們的相互激勵中，持續向前！

家誠剛上國中時我選擇安親班，但安親班依照課本內容，只要求學生填寫考
卷，沒有課外閱讀也沒有句型完整講解，遇上題目內容出得靈活些，分數大概全
數奉還老師了。找過安親班溝通，但答案總是「學校不會考便是浪費學生時間，
英文只是背多分...」。因此在七上二段後，我帶家誠到飛哥了解課程內容，奇
怪的是，櫃台人員並不是猛向我推銷，而是請總監來跟我討論學習狀況。一兩個
學期的訓練扎根打底，家誠最大的進步在於中翻英的能力，對於句型結構有完整
概念，選擇飛哥英文，讓我看到孩子在英文學習上的改變與進步。

宇恩的每一堂課，我都有一起隨班旁聽，看到老師與學生輕鬆愉快的互動教
育方式，此起彼落的歡笑聲，我想我來對地方了！飛哥讓宇恩在英文上有很明顯
的進步，而且在英文的應用上也有很明確地掌握，在這裡宇恩更體會到正確的學
習觀念與態度和有效率的複習方式，才能夠事半功倍，得到好成績。飛哥英文最
讓我讚賞的是，這裡不只有最專業的英文教學，還有隨時支援學生的輔導老師群
。只有學生課業有任何問題，不管是國文、生物、數學哪一科，輔導老師都會很
積極的給予協助。在這裡只要肯學習肯努力，一定可以有好成果。

小學上兒童美語回到家從沒看她唸過英文，彷彿上完就沒她的事了，加上每
學期幾乎都併班調整時段，想換卻苦於附近補習班都大同小異。升小六收到飛哥
資訊，曾猶豫遠距離須付出的交通時間問題，但試聽後覺得老師上課內容豐富、
不僅風趣還會灌輸學生正確的價值觀，總監及導師們也一直不斷的激勵學生們往
更高處爬，不管是硬體或軟體都讓我很放心把孩子交給飛哥。剛開始因為延續以
前的習慣，被留下來幾次以後，每個禮拜都會自動自發唸英文，看著她變主動，
目標也比以前明確，覺得選擇飛哥是對的。

女兒要上國中前的暑假先帶她來飛哥試聽，試聽結果女兒欣然接受。國中開
始我認為需要注意小孩的上課態度及讀書習慣，這將影響她往後國高中階段的學
業，飛哥上課時家長可以坐後面旁聽，如此可注意小孩上課情況，上完課飛哥導
師會在門口檢查作筆記的狀況，另外回家作業以及每次上課前的考試，都可以看
出小孩的態度是否認真。老師上課的內容不只是課內單字文法，更多課外補充，
如此可讓小孩的英文程度大幅提升，另外飛哥的總監及總導師總是在課堂上提醒
學生應有的態度，並且鼓勵學生讀書，目前看來小孩都有持續進步。

宥頡的姊姊也在飛哥上課，目前已經高中畢業上大學了。姐姐還在飛哥上的
課的時候，就常跟弟弟分享在飛哥上課的經驗，還有高中課程的辛苦。也因為姐
姐的經驗，所以當宥頡升上國中的時候，便決定直接讓他從七年級就跟著姊姊的
腳步，加入飛哥英文。因為宥頡讀書很自律，平常不用操心他的課業。飛哥的輔
導制度也很完善，如果孩子在飛哥考試不理想的時候，輔導老師也會將學生留下
來訂正，甚至還會約孩子額外時間過去加強。如果有額外的問題想問，這裡也提
供相當充足的輔導老師群，甚至可以說是「全科」的照顧。

對於飛哥英文在教學與輔導學生的努力與用心，身為家長的我們一直有目共
睹。因為Aily開朗自信的教學風格，讓孩子對英文的學習更有動能。總監和總導
師的關心，時刻叮嚀也是孩子正向面對課業壓力的關鍵。考前的複習非常重要，
而孩子甚至自願留下輔導。配合密集的各科練習，奠定昱禎對題目的熟悉度。繼
續朝向目標邁進，也謝謝飛哥一路給予孩子的資源和鼓勵。昱禎自己也說：老師
都把每科好好複習過，重點也都有提過，讓他對考試的內容更熟悉，更清楚文法
句構的用法，超級有用！

參加私校考試的時候，遇到飛哥熱情的工讀生與我們分享過去在國中部高中
部上課的經驗。所以一考完之後，便決定馬上來飛哥英文聽課試試看。雖然過去
參加過連鎖兒童美語，但是來到飛哥才真正開始做紮實度的訓練。飛哥的課程要
求比學校多很多，但是孩子都還是會努力跟上，幾乎沒有被留下來補考，或是額
外過來輔導。透過在飛哥不斷的訓練，廷睿對於英文非常有信心，在學校也表現
非常好。如有問題都可以直接找總監跟總導，私底下找BINGO老師聊聊，可以獲
得很多收穫。

Patty自幼便跟著外師學英文，從全美語幼稚園到外師經營的美語補習班。
國小畢業我就開始思考要怎麼樣完美銜接未來英文教育。飛哥紮實的課程能厚植
英語讀寫基礎，以及其國高中一貫英語培訓能兼顧生活應用、學校考試、在會考
與學測指考。對Patty而言，每週紮實地累積英語單字，新聞聽寫，以及隨堂考
是最有幫助的單元，加上Bingo老師風趣幽默的授課方式讓學生學習得津津有味
。在段考前飛哥也有各科段考複習班讓學生自由參加，總體而言，雖然離家遠，
飛哥卻是值得的選擇。

仰安只在三年級上過美語，升上七年級深知會很辛苦，某天鄰居媽媽推薦飛
哥英文，台上Bingo老師講解的內容有條不紊，生動有趣極了！總監和家長溝通
飛哥的教學方針和有計畫的課輔，讓我們感受到飛哥每一位同仁的認真。回程路
上爸爸提到，若是當年我們國中時有這麼好的補習班就好了！一年多來，每星期
課程提供的單字量和文法都有完善的規劃，雖然剛開始仰安因為程度不好很辛苦
，但漸漸地配合飛哥的教學一點一滴累積！仰安弟弟現在也在飛哥上課，也同樣
面臨小學沒有上英文的程度問題，但是我們一點都不擔心！

在這次段考，很榮幸能獲得班排總分第一名。雖然英文我覺得還不夠好，但
每一科目都有在飛哥英文加持到，以至於能使我獲得學校班排總分第一名。謝謝
飛哥英文裡的所有老師，認真並且用心指導我，使我有這個機會能報答您們。在
之後的段考，也希望能夠得到學校班排總分第一名如此大的榮譽。這次英文雖考
低了一點，但當然也希望下次的英文段考分數能再往上。感謝飛哥英文，是我考
前遇到困難的援助。希望下次能考得更好，下次我會繼續更認真、努力的。

室融在小學雖然已具備初級檢定資格，但是總覺得還是缺少了什麼。某個契
機之下，與室融前來旁聽，發現這裡的老師上課方式詼諧、風趣吸引他的注意，
讓室融捨不得下課。上課前隨堂考飛哥團隊的認真、嚴謹，把他上課所學的再複
習一次。我發現飛哥團隊對教育學子態度的熱忱及主動要求學生(家長)配合是其
他坊間補習班所不能及的。而且飛哥團隊對於學生的品性要求都會在課堂上用潛
移默化的方式教導他們，上課除了英文外還能學習到品格修養及待人處事的態度
。在這裡，不是只有一個老師在輔導室融，而是一個團隊在輔導的。

當初是經由朋友推薦與網路評價認識到飛哥英文，在實際試聽之後，孩子七
年級就加入飛哥了，在隨孩子一起上課的過程中，我發現飛哥英文是很不錯的補
習班，在孩子考試不理想時，飛哥會主動幫小朋友加強與輔導。飛哥有堅強的教
學團隊，無論是在單字詞彙、文法構句、用字精準度與英文聽力等方面都能給孩
子正確觀念與訓練，飛哥老師不僅教英文，也會機會教育孩子的品格教育與學習
態度，這對國中時期的小朋友也是相對重要的課題，甚至比學科教育還要重要，
正確的態度決定他們以後的高度。

國小升國中是人生一個嶄新的里程，學生們適應環境的能力將決定未來的學
習狀況，所以，父母們總是很積極地教導、找尋好的方法，讓孩子能及早適應國
中生活。詢問許多親友，最後決定到飛哥試聽，由於老師的課業指導、總監分享
正確的人生觀及班上相關考試與繳交作業規範，促使學生一步步邁向正軌，只要
跟隨老師的腳步與要求，成績一定會持續進步。BINGO老師上課活潑生動且課程
內容補充許多相關知識，讓學生能更廣泛地學習，強化整體的能力。現在我們先
以制度健全的飛哥來促使小孩願意學習，目前亦已達到初步的成效。

從小女兒功課都由我幫忙複習。有鑑於學養不足，兼之小孩會跟我耍賴，故
安排她至坊間兒童美語班奠立基礎。升國中後，各科都大大躍升，照以往的唸書
方式，恐怕會應付不暇，必須更有效率。機緣得知飛哥英語的風評不錯。有意安
排女兒試聽，小姐卻老大不願。聽聞飛哥的授課內容及功課，都比原來兒美班多
，再加上其他科的補習，令她覺得難以負荷。後來半逼半哄的陪她一起試聽，結
果老師的親切態度及活潑的授課方式，讓她完全改觀，終於答應嘗試。從不適應
逐漸跟上進度，這次能僥倖考取班排第一，英文成績應記一功。

述妍就讀金華國中，學校超過一半學生都是跨區就讀，校內競爭十分激烈，
只有科科強的學生才能脫穎而出。在八年級的階段，所有課程的分量及難度都提
升許多，學校英文導師曾說述妍的「英文文法觀念清楚，句子寫作結構很完整」
，感謝飛哥英文扎實的教學及訓練，奠定述妍穩固的英文實力，讓她可以省下許
多時間，可以加強英文以外的其他科目。除此之外，在段考前飛哥英文還會提供
各科的練習卷，並聘請很厲害的老師進行重點的統合整理，幫助考生複習的安排
。這對於沒補其他科目的述妍很有幫助，能提升她的學習成果。

珮妤從小是在全美語環境下學習，國小畢業後有朋友介紹飛哥英文，馬上
Google一下，發現評價很好。看到珮妤非常專注的試聽，加上總監講述課程進度
及成績輔導，覺得這是個很有系統且負責任的英文補習班，在國中較輕鬆階段應
多背單字多學習，以避免升高中時突然增加很多單字量，馬上幫她報名，從暑假
開始上課至今，感受到珮妤文法的進步，背單字較容易了，以往寫英文的粗心更
少發生，因為總監說只要錯一個小地方就全錯，所以讓她寫句子時，會特別注意
那些地方要小心，這成效在第一次段考呈現了。

"國小畢業剛升上七年級，在學長姐推薦下來到飛哥試聽！當天聽完了總監
的話及老師的上課內容，馬上報名加入飛哥的行列，覺得不應該害怕孩子壓力而
是要讓孩子面對壓力。提升自己！挑戰自己！而飛哥也不只是英文補習班，也兼
顧了小朋友各科課業提出關心、輔導。不懂的時候，有輔導老師可以指導，考試
前也會打電話關心課業狀況。這是上課後才發現。原來只要學生有需求。老師們
都不吝給得更多！相信配合老師給的方向。慢慢地穩穩地就可以邁向自己的道路
！其他科目飛哥也很有心提供複習課程。

孩子從小對英文就很有興趣，進入國中，哥哥給他建議從國中就要先紮根來
飛哥學習英文，當我們慕名而來到飛哥，看到班上孩子們都很認真的模樣，並且
課堂上優雅大方的Aily老師很生動的講解單字及文法學習上的有效方法並在字根
的觀念上給予很棒的學習方式，課堂之間還有總監與總導師會給予孩子的信心提
升與學習目標。讓孩子除了對英文產生更大的動力，連其他科目也更加主動的認
真學習。每週來到這聲名遠播的飛哥，雖然從我們家必須要開⾞將近半小時才能
到，但每次帶孩子來上課，都覺得收穫滿滿，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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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資優英文超強，飛哥英文高中英文課程更屢屢開創新紀錄！請至http://faigo.com.tw分享我們的喜悅

體驗課程請家長與同學一起參與，謝謝您！

快快翻開內頁…還有
台北市新北市知名國中
學子精彩感言！

飛哥英文特有堅持！

李岳峰家長的推薦分享

簡芍安家長的推薦分享

王粲閔家長的推薦分享

林紫婕家長的推薦分享

何昀珊家長的推薦分享

李岳峰學習感言分享

簡芍安學習感言分享

王粲閔學習感言分享

林紫婕學習感言分享

何昀珊學習感言分享

加入飛哥已經一年多了，原以為在飛哥只有英文而
已，但是飛哥卻提供了各科的學習資訊，而且總監及總導
總是苦口婆心的不斷叮嚀及教導孩子們如何的準備每一科
及現在的升學趨勢，怎麼準備及拿分是最有利的。這讓岳
峰在準備各科考試上非常有幫助。會有更多時間來練習數
學及理化。而學英文來飛哥準沒錯，大量的英文單字學
習，讓岳峰不僅僅學到國中單字而已，還有將來高中會學
到的單字及生活上常用字彙。相信岳峰只要跟著飛哥老師
們的步調，以及總導們所分享的讀書方法來讀書，九年級
時更能得心應手地準備會考，考上理想的學校。

我覺得飛哥人員身上背心的紫色，挺好看的，但卻
也從來沒有仔細瞧瞧宣傳內容。直到七年級暑假在校門口
拿到飛哥「國中動詞總整理」，極薄的小本子，內容倒是
豐富，涵蓋了三年會學到的動詞及使用延伸。不禁想，如
果一份宣傳都能有這樣的內容，那我應該要帶孩子到飛哥
一探究竟！後來常陪孩子上課，老實說，連我自己都覺得
老師上課挺有趣的。飛哥和一般學校附近補習班不同點在
於，除了縱的延伸，還包含橫的整理。每堂課的字彙、文
法、閱讀，受用程度可以延續到高中。三小時，用來紮實
和拓充孩子的英文根基，這絕對值得！

小孩成績的好壞，誰要負責？小孩？學校老師？家長？思
慮後決定交給專業的來—飛哥英文，是我的選擇。考試後許多
家長總是問幾分？第幾名？我是問：錯的題目都搞清了嗎？班
1校1不重要(其實有小小在意)把錯誤的訂正才是重點，做好了
成績自然就不會差，沒想到飛哥的作法與我不謀而合，再次證
明我的選擇是對的。優質就是優質、就是專業。有許多家長問
我為何送到飛哥，我的想法是小孩的競爭對象是全台北及新北
市的國中生，家長不要坐井觀天認為班1校1就滿足了，到飛哥
與強者同行才知真正實力，才有競爭壓力也才會再精進，我們
的目標是會考進最優的高中。

偶然透過親戚介紹，認識飛哥英文並來試聽，從試聽到上
課，發現了飛哥的用心及授課老師的認真，也體會到總監及班
導的堅持，他們耳提面命，為的是讓孩子能更用心，在英文的
學習過程中，同學學習到大量的單字，而每次的測驗，更可
以讓孩子了解自己的能力，進而增加孩子們讀書的動力，學習
的過程是漫長的，但是唯有認真的上課、用心的複習，虛心接
受自己的錯誤並加以改進，才能創造出優秀的成績。在飛哥英
文，不僅重視孩子們的學業成績，對於品格教育他們也不忽
略，總監及班導，更是常常提醒孩子們，要會讀書，更要學會
做人，這樣的學習環境及氛圍，讓紫婕喜歡去飛哥上課。

最初是想拓展孩子的視野以及擴充英語能力才決定
幫她尋找英文補習班。在多方打聽和口碑保證下，發現飛
哥的評價最好、榜單也最亮眼，於是帶著孩子前來試聽。
只聽了一次，孩子就主動說要報名，整潔安全的環境和堅
強的師資陣容，在在都讓我十分放心。更重要的是，飛哥
提供孩子一個充滿競爭力的環境，讓孩子在眾多優秀學子
中學習自我督促。於是，在飛哥，孩子學到的不僅僅是知
識，更多的是讀書態度的改變，這點我覺得是更讓我重視
的。在孩子碰到學習上的瓶頸時，總有一群熱情的輔導老
師陪著她，使之重拾對學習的熱愛。

下次段考，我真的要再更細心的檢查，才可以拿到

100分。英文還可以練習再長一點的閱讀測驗，訓練答題

的速度。當然還有，數學和理化要多寫題目，社會科可以

練習自己統整筆記，做成表格，複習時會比較省時間，我

發現寫飛哥發的練習卷很有用，可以知道自己沒有背熟的

地方在哪，並在考前加強，而不是只是一直讀課本和習

作。英文的段考複習課程也幫了我很大的忙，可以把讀英

文的時間減少，分配給其他科，還能把文法很完整的複習

完，真的很有用！

我在小學時英文程度普普，成績也因為英文一直拉不

起來。但在六升七的暑假中在校門口拿到飛哥英文的傳單

和一本紫色的動詞單字本。一本薄薄的單字本裡竟可以容

納下如此豐富的內容，於是便到飛哥英文一探究竟。飛哥

英文的課程從單字、片語到句型無所不包，還會補充實用

的流行用語，使的我的英文程度大大的有進步。我要感謝

飛哥英文，因為飛哥英文，我才有機會當上兩次校排一。

感謝飛哥英文，幫助我實現原本不可能實現的夢想。

這次藉由段考考前的複習卷，我拿下了494的高分，

平時的努力的耕種、施肥，化做為今日的碩大而肥美的果

實，從暑假開始就開始寫一段的題目，持續維持到段考結

束，也藉此不只是拿到了班排第一，也是校排第一，而這

一切的一切都必須歸功於飛哥的老師們。在飛哥所打下的

英文基礎，讓我在學校英文段考時更加的得心應手，也有

更多的時間去讀其他科目，或者是寫更多更深更廣的段考

範圍的考卷，各種文法的教學以及解選擇題的技巧，使我

受益良多，感謝飛哥的老師全心全意的教導。

暑假閒閒沒事做的我，在親友的介紹下來到飛哥，當

時總導師及總監不斷提醒我們，要在暑假時充分的預習國

七的課程，有問題也可以打來發問，這使我的讀書效率變

高了，隨時發問的便利就好像一名家教老師在身邊一樣！

也因為如此，新學期開始完全不用擔心，上課時也不會覺

得速度太快、跟不上，並且拿到全班第一名！有了這樣的

經驗，我相信在飛哥英文的幫助下，接下來的考試，甚至

是會考也沒有問題！只要按部就班的上課，回家主動複

習，加上飛哥的老師們細心的叮嚀，就有漂亮的成績！

八年級我持續在進步中，終於考到校排第一了！很高

興來飛哥補英文和理化。讓我在面對學校的各種考試都能

得心應手。碰到困難地文法，老師總能將艱澀的概念說明

得淺顯易懂而且生動有趣。理化也是一樣，剛開始接觸也

不怕！就算不太能進入狀況，按部就班就不會是問題！段

考前的複習課程也是令人受益良多，不得不說老師們真的

將課內文法整理得很好。還有總導師總是會在每次課前、

中堂時來鼓勵我們，還有身後一群輔導老師的陪伴，讓我

們在碰到瓶頸時有走下去的力量，謝謝飛哥。

翻開內頁，還有更多學子心得分享...

李岳峰

簡芍安

王粲閔

林紫婕

何昀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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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家長試想，當同學考上第一志願，不太可能因為距離而委屈就讀區域型高中！當同學考上台

灣大學，更不可能因為麻煩而委屈就讀家附近私大！因為那些學校「值得」，學習絕對沒有「嫌麻

煩」，也許您不一定會馬上加入飛哥英文，但飛哥英文絕對值得您和同學先來瞭解，更可以開拓孩

子的視野，了解完全不同的英文學習領域！

家長一定知道國中也有所謂的城鄉差距！從「學生素質」、「家長重視教育程度」和「老師與

補習班重點目標」三者來看！您會發現，許多較遠國中或是地方性補習班目標就是要幫助中下段學

子考上尚可的高中或高職，對於程度中等以上的孩子，所能給予的幫助較少！而同學懵懂之間，以

為這樣已經足夠了，反而浪費了自己的潛力！

 大量願意努力的同儕，給予孩子「學習提高自我要求」的環境！

 克服城鄉差距，我們要讓家長的辛勞有所回報！

 孩子考上建北幾乎篤定就讀，因為孩子「值得」更好的教育！

 國中的班上前幾名，很棒！超過一千個國中前幾名堆砌出了建中等高中名校！

 高中的班上前幾名，很棒！超過三千個高中優異學生堆砌出了台大等知名大學！

 當同學想贏過成績更優異的同學時，第一步，一定是視野比他大，想得比他遠！

 別人沾沾自喜國中內容考得好而不再深入探究的時候，我們能否早已為了高中甚或大學做準備？

 別人自以為是區域一哥而忽略超前學習這檔事的時候，我們能否早就習慣良性競爭並且身懷絕技？

飛哥英文不是那麼近，
去上課真的有意義嗎？超越距離

飛哥的榜單，皆由同學和家長親筆寫下與授權，也都是同學今年真正的成績！如果有幸讓同學與家長來一趟，您將會對英文學習有完全不一樣的感受！
感謝同學與家長願意成為飛哥見證人！在此也向其餘見證學子說聲抱歉，礙於版面，僅放上先繳交感言和照片之同學，其他榜單歡迎至飛哥英文班上觀看喔！

飛哥文理 補習班
台大醫院站1號出口
西 門 站 4 號 出 口

捷運
直達雙(02)23831235期

短

臺北市私立
台北市衡陽路51號4樓

孩子很棒！他們需要良性競爭的環境！

也許您還在猶豫同學是否該馬上加入飛哥英文…

但家長對飛哥英文的肯定絕對值得您先行瞭解！

優質學子家長見證

 教育制度一改再改，只好直接六年一貫拼大學！

 私校考題刁鑽，家長難免擔心無法適應囫圇吞棗！

 私校國中生最先感受到高中式學習要求與訓練！

 該如何讓同學豐富學習卻又不會有挫折感？

家長的陪同與引導，更是學習路上最明亮的燈塔！
英文課，是很多孩子從小就接觸的生活一環。然而，當從「快樂學習」轉換到「嚴謹要求」往往讓孩子開始適應不良。

就像台灣每個孩子在學習中文時，都寫過國語習作中的「照樣造句」和「換句話說」等的大量練習，當英文跳脫國小以提高
學習興趣為主的快樂課程，也必須從「用字精準度」、「字根字首」、「特殊用法和片語」和「句構練習」等國中、高中甚
或到大學一貫的的習慣全方面扎實的要求。不僅於此，英文要學好方法唯有「學習習慣」和「超前學習」，當孩子習慣「願
意面對更高標準」，習慣「上課認真抄筆記」、「失誤時接受再加強」和「考前願意再複習」，就是最明顯的改變！

近年來因十二年國教討論的沸沸揚揚，許多家長選擇直接送孩子進私立國中，期許能六年一貫

衝大學！但令人擔心的是，眾所周知，私校的考題刁鑽上、英文的課外要求上，比一般公立學校多

出許多，孩子能否負擔？但孩子需要幫忙的時候，又該怎麼辦呢？飛哥英文資優課程，將國中三年

文法做全新統整，從一開始就要求孩子改變背誦單字的記憶邏輯，包含「用字精準度」、「拉丁文

字根邏輯」、「台灣學生常犯中英文用字錯誤」等，讓私校學子在接受學校大量刁鑽又跳躍式的英

文教學時，習慣性在腦中有清楚的邏輯及快速整理！而這樣的方式，也讓學生在高分難得的私校段

考中脫穎而出！

飛哥英文開放家長隨班一同上課，便是希望能與家長一起幫助學子，找出對英文的興趣

和信心，並一起建構孩子的新學習習慣。家長一定覺得國小時期，教學雖多樣性，但廣度有

餘、深度不足，但家長明知道孩子的潛力絕對不只於此，只差一個地方，能督促並打開孩子

學習的眼界！許多知名國高中頂尖學子，甚至高中前三志願中，飛哥學子反而人數最多，他

們是最不會人云亦云，或是補給家長心安的一群學子，他們補習，就是為了要得到更多！他

們選擇飛哥英文最大的原因，就是飛哥英文的教學內容讓他們感到真正的「充實」。

私校
首選

升 學 教 育 中 心

名校
首選

 名校的競爭令人擔心，我希望孩子贏在起跑點！

 國小教學太多樣性，我根本無法掌握孩子程度！

 孩子總是有點投機，我希望他更主動積極！

 我相信：小時候養成習慣，長大後習慣造就我們！

歡迎上網了解

更多學習感言

飛哥英文L I N E @

了解最新升學資訊



有一家叫做飛哥英文的補習班，聽說評價非

常好，試聽之後發現，飛哥補充的單字量比我想

像中的多很多，試聽完就立即報名了，也要謝謝

飛哥，在段考前發放段考複習卷，能讓不懂的概

念再重新複習一次，讓我在考試時得心應手，考

出不錯的成績。

進入了八年級，增加了一科較難科目—理

化，但飛哥段考前發放的練習卷幫助我把章節中

重要的題型和觀念在拿出來複習一次，而英文的

部分，老師在上課時不僅會上學校所教的文法，

還會教一些課外的單字，而且會給我們大量的補

充，讓我每次回家後都覺得非常的充實。

剛開始會覺得跟以前的兒美不同，學習方

式､態度也大大不同，在這裡老師會要求我們背

單字､複習，如果平常小考成績不理想或不懂，

就會被約來輔導加強，我自己就來好幾次了，一

點一滴慢慢累積，讓我更了解清楚，而輔導次數

也漸漸減少了。

小學時我英文的成績十分的不理想，上課也

常常有聽不懂的地方。不過來飛哥後，老師們細

心的講解讓我的英文進步許多，考前的段考複習

課程也幫我抓到了許多重點呢。這次段考英文科

我主要是錯手寫題的部分，下次準備段考時可以

多準備這方面的內容。

上了一段時間後，我在學校的成績開始有

進步，我也開始努力讀書，七上最後一次段考就

考到了校排前30！八年級課業變重，不過還好飛

哥英文都有幫我們做段考複習，讓我可以把握重

點，這次我考到了校排12名，謝謝飛哥老師們的

教導，讓我可以不斷進步！

以前我非常討厭英文，但是飛哥英文的上課

方式不像傳統的補習班只是一直上課，它增加了

許多趣味性，令我變得非常喜歡英文，雖然有許

多單字要背和文法，但是背起來後總是有一種成

就感，上了飛哥英文以後，英文成績也有明顯的

進步，班排也跟著進步了。

英文和社會一樣，但在飛哥的輔導中，讓

我的分數有提高，不然可能會更慘。雖然已經考

完第一次段考了，不過我還要繼續精進自己的能

力，不能因為一次成功而自滿，而且離第二次也

要到了，我要開始複習功課，在考試時也不要粗

心，題目看清楚，朝向第二次的成功

在飛哥英文，不僅僅可以學到講義內的單

字，老師還會補充更豐富的單字量，但一次是沒

有辦法永久記住單字，因此老師會教導我們用字

根字首或有趣的故事加深我們的印象。在段考

前，老師也會製作段考複習講義，內容精簡，只

要熟讀講義，我就不必花費太多時間複習。

自從來到飛哥我的英文水準就提高了不

少，謝謝輔導老師，只要有不會的題目，他們一

定會把我教到會為止！最後要感謝的是總監，自

從被您要求約輔導兩次，往後我一直督促自己一

定要把目標設在均標以上。謝謝飛哥時常會發資

訊讓我得知要用什麼方法才是最有效率的。

國中的第一次段考，我很緊張，而且怕自己

畫卡畫太慢，不過只要以平常心面對，就能把自

己努力的成果展現出來。這次段考讓我學習到很

多，像是寫完答案卷就要把答案寫在題目卷上，

以免老師對答案時不知道自己錯什麼，下次段考

我會更努力，爭取好成績！

我住的離飛哥還算遠，我們這裡也有許多的

英文補習班，但是我朋友他推薦我飛哥英文，我

上網去查了一下飛哥英文的口碑，結果飛哥的評

價是最好，所以我決定要來飛哥補習，現在想起

來，當時的決定果然是正確的。感謝這次的英文

段考複習，它把重點都抓出來！

很高興能在一段擁有好成績，雖然已經是班

排第二名了，在飛哥英文上課除了學英文之外，

每次段考都會提供數學、生物、歷史、地理、公

民等的練習卷和段考複習，這樣子的複習也對我

很有幫助，飛哥班上有很多班排第一的同學，所

以我應該更努力，並且成為其中一員。

因為姐姐也在飛哥上課，我自己在國小補安

親班，那邊上課比較是玩遊戲、唱唱歌，直到上

了飛哥，覺得來到另一個世界。老師上課用心，

補充的單字很充足，下課時老師也會回答我聽不

懂的地方。在段考前，還會額外送我們段考練習

卷，在考試時，就有幾題類似的題目。

老師的上課內容雖然和學校課程不一樣，但

是非常有趣，而且學校的功課也相對的變得簡單

容易應付，因為這裡的學習目標就是要超前國中

進度。另外，我覺得每週的短文閱讀也很有趣，

老師都會精選有關節慶或電影等內容，讓你上課

時不會覺得枯燥乏味。

八年級各科的難度都明顯增加。從這次段考

中，學到的教訓便是一定要看完題目，不然粗心

的話，絕對會讓成績直線往下掉。有些題目的陷

阱會隱藏到讓你看不出來，一定要仔細讀題，細

心作答，但答題時間如果太多，就失去了檢查的

機會，一定得適當的拿捏才行。

我也有到其他的補習班試過，但我發現飛哥

十分不同，像是邊教單字邊補充，非常豐富；而

且飛哥的文法也十分充實，不僅教得好，而且還

會有習題給我們練習，最後還有閱讀聽力填空，

不僅讓我們在聽力方面加強很多，而且閱讀英文

的速度也加快了。

我覺得，讀書沒有捷徑，不過，讀書是有方

法的，用對方法，就能事半功倍。上課時，都要

當作第一次聽到一般地專心聽課、認真作筆記，

再跟著小考的進度複習。每天回家後，讀書至少

一個半小時，要看的書除了隔天的小考之外，還

有當天的上課內容及預習接下來的進度。

因為表姊的推薦及媽媽的鼓勵，我來到飛

哥，來自各校的同學，感覺大家的程度都不錯，

有競爭力。老師上課活潑生動，補充的單字量很

大。雖然放學後搭⾞來很久但是是值得的。學校

的內容基本上都算簡單，現在上飛哥主要希望加

強､加深對文法的了解，多認識單字。

國中考試型態和國小很不一樣，我還在適應

中，謝謝我的媽媽帶我來飛哥上英文，這邊的老

師上課很有趣，教材內容很豐富，讓我可以超前

學習，目前我的文法基礎很弱，國中課程很重視

文法，希望我未來好好地把文法學習好。我真的

很喜歡飛哥的上課環境。

因為飛哥英文每次上課前都會先考試，以前

害我很害怕，考不好還要被留下輔導，這讓我會

花更多的時間讀英文，原本都會被留下來，現在

都能考到前標。這裡在段考前的段考複習還會做

很詳細的整理，所發下的講義還能在段考前一節

的自習課看，裡頭都已經整理好了。

非常感謝飛哥能提供這麼好的環境，考試前

有各科的段考複習，讓我可以在短短時間內統整

這次段考的範圍，此外還有發各科的練習題，讓

自己練習一下，找到哪些地方不懂、不熟，在段

考中也比較可以掌握題目！感謝飛哥補習班，使

我有所進步。

我覺得老師上課時所補充的單字有深度，另

外的文法也十分重要，這讓我對句子的形態瞭若

指掌，也讓我更喜愛接觸文法。每次考試中的頂

前均標都會讓自己更想達到頂標之上，我覺得回

家作業也相當不錯，可以從反覆練習中，更熟悉

每一個句子的文法觀念。

這次第二名，其實只是運氣好而已，第二

次段考時也必須更專心，不要再為小小的失誤壞

了全部的總分，我務必會準備好所有該做的事，

以備不時之需，而且在考試時也會更聚精會神，

不會再看錯了，希望我只要盡我所能把該做的做

完，該寫的寫完，就可以有好成績。

很高興這次又可以申請到獎學金，考試有

許多粗心的部分，但這也讓我從許多細節中找到

檢討的部分，希望下次不要再犯相同的錯誤。英

文還是有許多需要注意的，尤其是文法，所以下

次我要再多加強文法，希望可以再挑戰英文最高

分。

不知不覺中度過了一年多，在這期間我也遇

到了很多好的老師，Bingo、Aily，還有我的現

任老師─Rolly。他們都給予我們人生不同的方

向。自從進了飛哥我的成績也有好轉，非常感謝

飛哥英文一直以來的照顧和關愛，讓我能對這世

界做好充分的準備。

讀書為一場不著荊棘的試煉，考試亦然如

此。它們使人茁壯，懂得刻苦。貴校較特殊些，

吾今則不滿此，因而前往此補習班—飛哥英文。

好不湊巧，一段的苦讀後，實用於考試中，不勝

枚舉的單字與文法現於卷子上頭，寫著寫，越順

了，這同時也讓吾取高分…。

這次考試老師笑說這樣的分數第一名，你們

班真的不強，你要加油！聽上去十分刺耳卻也十

分中肯，我認為確實留有進步空間，雖然努力和

成果時常不成正比，但往後我會更加認真，感謝

飛哥英文在考前準備複習課程及發放複習卷，也

希望下次能夠收穫更加理想的成果。

每一堂課，Aily老師教好多，考試範圍也

多，這讓剛接觸國中課程的我有點吃不消，週日

的英文課無形中變成了很大的壓力，讓我剛開始

花很多時間複習(因為不想課後被留下)，幾週過

後，我發現壓力變小了，複習英文不再那麼痛

苦，學校的英文也相對變簡單了。

來到飛哥後，我的英文和以前比進步很

多，英文成績從原本八十幾分進步到九十幾了，

每次段考前發的複習卷都能幫助我把比較不會的

題目再練習一次！有時候也會出現一些出現一些

比較少見的題目，自從來到飛哥後，我不僅英文

能力提升了很多，各科的成績也進步很多！

段考能第一名是因為平常的時候我會習慣寫

評量，在接近段考的時候就改成寫考古題，飛哥

發的考卷我也都有寫完，做了很多的準備。我也

很感謝爸、媽給我的支持，在考前一天我因為壓

力很大所以肚子痛，他們也叫我不要緊張，盡力

就好，我真的很感謝我的爸媽。

六年級我只懂字母，後來來飛哥，剛開始

補充單字很多，常常考不太好，後來慢慢越考越

好。在課堂上，Bingo老師告訴我很多學校老師

沒教的文法內容。在段考前，我上網查了許多之

前的段考考卷，飛哥也安排了段考複習，但我覺

得這些努力都值得。

在來飛哥以前，我一直以為英文很簡單，因

此讀英文的態度也不是很好，但到了飛哥以後才

發現英文其實沒有想像中的簡單。但在這裡我也

學到單字其實沒有那麼難背，因為它是由字根組

成的，只要知道開頭和結尾是什麼就大概猜得出

來了。謝謝飛哥給了我那麼好的環境。

雖然學的很辛苦，量實在是很多，但是每

次的學習以及作業的完成都讓我有進步。在學校

面對文法題型變化也較能應對。可以使用老師所

教的方式推理，進而寫出答案。我和家人都很高

興，學校老師也替我開心。也很希望，這學期和

即將到來的寒假，能讓我有更大的提升。

這次的段考我有認真地複習，沒有出去

玩，我有認真的寫自修練習，並詳讀課本，飛哥

給我的練習卷我都有把它寫完，我覺得對我很有

幫助，尤其是背科我都有認真的準備，英文我把

飛哥給我的考卷全部寫完，考前我也有複習我之

前錯的題目，讓我能很了解題目的出法。

從七年級到現在進步了很多，也從Bingo老

師那裡吸收了很多，能用很有趣的方式記起單

字，飛哥的學習環境也很棒，不懂都可以問輔導

老師，段考前也會有輔導，一下就可以把盲點突

破！很幸運在飛哥既能讓成績好，也能有一口流

利的英文。

我的成績還不錯，少不了飛哥其中的幫

助，以前我的英文都不是很好，自從來到飛哥以

後，英文開始慢慢成長，其他科目也一起變強，

因為飛哥除了英文以外，也有很多不同的段考複

習，讓我們除了英文、數學、理化和社會也一起

複習，讓我們可以發揮自己的所有實力！

剛開始上飛哥的時候，老師上課的速度還有

筆記量可以說是嚇到我了，因為我沒想到，一家

英文補習班的單字補充居然可以這麼多且廣，當

下就立刻決定報名，之後的上課更是讓我大開眼

界，不僅補充了非常多的課外單字，還提前把句

型教完，希望我的英文可以一直進步。

我媽讓我去飛哥英文真是去對了，Bingo老

師教的東西都很有用處。另外在段考前三週到四

週導師都會發一些段考練習卷做複習，不會的題

目也可以問老師。段考前的假日老師也會請各科

專業的講師來幫我們做複習，把各科不會的東西

都弄懂。也讓我想要不斷地前進。

我到飛哥已經兩年了，八年級的第一次段

考，成績大有進步！飛哥的段考複習效果非常

好，我的校排也從三十幾躍升到十三，很開心。

從七上開始多虧飛哥，校排從一開始的五、六十

名，到現在的十三名真的好開心！希望下次能在

更好，往校排前十前進。

這次段考能考到不錯的成績，全都要感謝

飛哥，因為飛哥有許多的段考複習卷，以及段考

前有許多的複習課程可以上，這些都讓我學到很

多，飛哥改變了我的學習習慣，並且提供我一個

良好的學習環境也希望我能好好地維持，因此我

必須更加努力，領更多獎學金。

這是我國中以來第三次進班排前三，在學校

裡我常感覺到龐大的競爭感，獎學金只是我學習

的動力之一，最主要是為了自己而讀書的，我很

開心拿到獎學金也不用輔導，雖然很開心，但我

仍只是第二名，我一定要想盡方法努力再努力，

得到我最想要的第一名。

感謝飛哥對我平時的教導，使我這次能夠拿

到如此優異的成績，飛哥給我的段考複習卷也使

我從中練習到許多比較不熟的題，這次考卷在段

考時也發揮很大的效益，使我如虎添翼在寫考卷

時暢行無阻，雖然數學沒有達到理想的分數，但

我還是會像在英文一樣的練習熟讀。

得到第一我真的非常開心，來飛哥上課是一

件很幸運的事，Aily老師很專業，把困難的生字

及文法變得容易又好記，也非常謝謝總監，無時

無刻提醒我們各科的讀書方法以及段考的作戰計

畫，來飛哥，我也見識到了來自不同國中的眾多

好手，不斷的提醒我要更加努力。

爸爸說來飛哥時，我很抗拒，沒想到一上

課，我單字量累積的比之前閱讀班還快，文法句

子也有更多元的變化。老師不只出作業給我們，

上課時還教我們寫比較難的句子。總監常說國中

是需要最努力的時候，飛哥英文讓原本英文不是

很好的我，成績也有顯著的提升了。

這次的考試是我國中第一次段考，沒想到在

英文科就能拿到不錯的成績，這都要歸功於總監

和Bingo老師在上課時常常提醒我要「細心」。

「第一次段考考的不是實力而是看你有沒有細

心。」這句話總監提醒過很多遍，因此我考試當

天一直放在心上，才考到好成績。

這次英文段考是我們英文老師出的，不

難，但是單字跟片語要很熟，這次考得還不錯，

我覺得飛哥考前的段考複習，雖然只有3小時，

但是它讓我在考前把文法搞得很清楚，在考試

時，能夠明確的選出正確答案。

剛開始到飛哥時，我在這裡的成績都低於

平均，不過為了不想被留下，被姊姊笑等多種原

因，讓我更努力的複習及練習英文，當自己發現

成績有慢慢的進步，心裡有前所未有的滿足感。

考試前幾週，飛哥非常細心，會發許多練習卷給

大家，在針對問題加以複習。

來飛哥，發現跟以前快樂學英文的兒童美

語截然不同，每週要背很多單字、記憶文法。一

開始難以適應，開學後發現國中生活步調緊湊，

完全理解這樣的學習方式可以累積紮實的英文基

礎，希望在飛哥有系統的教學下能有滿滿的收

穫，我覺得我有進步許多。

六年級時，我的英文成績總是因為一些小毛

病而被扣分，來到飛哥後，我的成績逐漸回穩，

答對率也漸漸地提高，加上死命地讀書，英文成

了我的拿手科目，雖然這次只差一點滿分，但是

我還是會繼續努力，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朝向

滿分前進。

這次段考我考得太棒了，非常感謝飛哥老師

的用心教導，有Bingo老師、總監和總導師，大

家都很努力的教導我們。另外，Bingo老師上課

我覺得最有趣的地方是他會補充一些很有趣或是

特別的單字，讓我們更喜歡英文，學習的效率更

好。

七年級第一次段考，飛哥英文扮演了重要角

色。雖然我在飛哥英文只補英文，但他卻給了我

好幾份社會科、自然科、數學科的練習，我相信

二段，我一定可以考得比這次的段考好，最後，

我想謝謝飛哥英文，能給我一個這麼好的學習環

境，可以好好的而專心的念書。

這次雖然一樣在班排前三名，但我的成績卻

沒有以往的高，也希望下次的二段，我能回到原

本的排名，更努力，這次真的有點混，下次就算

累都要繼續讀，大家都是這樣的，有努力一定有

幫助，現在教的八下後就幫助很大，飛哥教的很

多單字量也讓我們補充很多，加油！

飛哥英文是一個不會只重視成績，也不重視

成本的團隊，教的不只是英文，更是態度，當初

暑假付出的努力，如今都有了收穫很感謝老師給

予我鼓勵，以及提供我十分多的資源，像社會數

學的考前講座，和各科的複習卷，也有很多親切

的輔導老師能立即解決課業上的問題。

飛哥激勵了我，會使我想越來越好，如果我

讀到不想讀的時候，我就會想我不要來輔導，又

有了繼續唸書的動力，飛哥的老師都很有趣，上

課不會無聊，不會想睡覺，我覺得這裡是一個很

好的環境，因為很多人的成績都很好，所以會讓

我有一個衝刺的心，想要贏過他們。

我還是盡力把排名維持，很多題目因為粗心

而失去寶貴的分數，下次一定會把這次的教訓銘

記在心，發揮到最好，英文科有些題目多虧了飛

哥的考前複習有複習到題目，不然我可能就沒有

現在的成績。社會科有些題目也是在考前複習時

練習過，加深印象。

暑假被爸媽送來飛哥，每個禮拜要背好多單

字，其實有不小的埋怨，尤其是聽到國小同學談

著時常出去玩，心裡更不平衡。但經過第一次段

考的洗禮，拿到好成績，突然覺得過去的辛苦都

是值得的。現在我有更多的自信。未來的我，也

要繼續努力下去，爭取更好的成績。

我從小就討厭英文，第一次來試聽時就覺得

無聊，可是父母堅持要幫我報名，每次上完課後

回家都不念，每次都被約輔導，那裡會有輔導老

師幫我解決疑問，而總監會教我們讀書方法，開

學後我被約輔導次數變少了。經過暑假磨練，讓

我在學校和飛哥上課都可以抓到重點。

我一定會聽從Bingo老師的建議，二段的英

文考更好，不會讓老師和爸媽失望，總監常說，

要罵就罵考前，不要罵考後，我這次考試很多粗

心，爸媽也有提醒我，我以後一定會記取教訓，

下一次不要那麼多粗心，謝謝這些教導我的老師

們，讓我考了一個好成績。

Trego是我最喜歡的老師，我覺得我這次考

得很好是因為他教得很好，上課每一本講義都寫

得很棒，而且老師還會唱歌表演給大家聽，真是

非常棒。Bingo老師讓我們認識英文單字的字根

及由來。來到飛哥上課，大班讓學生可以產生和

別人一起努力的感受。

我很感謝總導師的教導，常常告訴我們一

些關於考試的技巧，也讓我更進一步了解到會考

的方式。我也很感謝Aily老師每次上英文課都非

常有趣，會告訴我們外國人生活的小常識。這次

班排第二，有比上學期更進步，但我還是要更加

油，每次都要再進步一點。

從七年級上學期就有報名飛哥，剛開始在試

聽時，就背補充的單字量嚇到。不過一報名，開

始上課後一切就進入狀況了。單字除了補充單字

外，還有俗語及口語用法；句型文法也是超前學

校進度，而聽力練習也是由外國人念的，在聽完

後，也對文章進行補充。

來到飛哥只聽了一堂就發現原來英文不像

我想的那麼無趣，之前全美語時聽都聽不懂，自

然的就很討厭英文，直到來了飛哥，上課就不會

很枯燥乏味，還有很多補充的單字，文法的講解

使我讀寫句子更加順暢流利，老師講課生動、豐

富，讓我每次都很期待到飛哥上課。

英文足足進步了十七分，都來自平時教的文

法和單字，使我對於選擇題、手寫及文章閱讀題

完全不害怕，而聽力則是在每週補充聽力好好練

習，就算考出很難的，我也能仔細的聽到最後，

最為重要的就是段考複習，所有教材重點都整理

到同一本講義上，使我受益良多。

上了八年級，地理放大幾百倍，中國史也

比台灣史要難上許多，數理差距一差就是好幾十

分，在班上要班排第一得比以往更加的努力，飛

哥的段考前總複習，讓我對英文沒有後顧之憂，

更能有較多的時間去複習其他科！段考複習卷題

目量很多，使我這次仍然穩坐班排第一。

先前有讓小孩在其他補習班上過，後來成效

不是很好。聽說飛哥口碑不錯，一試聽發現飛哥

不只內容豐富，附近交通也方便，同儕還很有競

爭力，便決定報名。上了一陣子真的有所改善。

不只釐清困擾他很久的文法，單字也增進不少。

孩子在飛哥真的有很大的改善和進步！

這次的考試大部分都能夠在90分以上，是

因為英文不用深入地複習，才有時間去複習其他

科，英文能夠不用深入地複習，是因為這些已經

在飛哥有學過了，加上飛哥的英文段考複習，還

有各科的段考複習，都很有幫助，可以增加解題

速度，亦可快速地抓住重點。

大量而有系統的單字，讓我的單字量迅速累

積增長；老師們旁徵博引、深入淺出及幽默風趣

的教學，也提高了我學習的興趣；總監及助教們

的嚴格督導，更讓我孜孜不倦的努力學習。尤其

是段考前還會發下考古題，要求學生每科都要顧

好，並教授各科學習態度及方法。

來到飛哥英文之後，不管在數學、理化和英

文都很豐富。英文每週都會補充大量的單字，文

法都會提前先學，讓我在學校時倍感輕鬆，雖然

單字很多也不好背，但未來別人在背時，我就會

輕鬆了。數學方面，百題訓練使我在考試時，能

夠又快又好，希望大家能來報名飛哥。

邁入國八和國七上剛進去飛哥時的心情完全

不一樣，七上剛來，對總導師印象非常深刻，他

的諄諄教誨，我們都記在心上，而英文老師經驗

豐富，上課認真，只要上課勤做筆記，把錯誤確

實訂正，多複習，段考英文95分以上不是問題，

我真的不會後悔選擇飛哥英文。

雖然這次我班排第二名，但我還有許多進步

空間，不過我要感謝Aily老師在課堂上教我們那

麼多的單字、文法還有聽力，將一些故事融入上

課內容，讓課程變得更有趣，在段考前幫助我們

做段考複習，將段考的文法內容再複習一遍，也

提醒我們容易錯的地方。

升上國中，多的不是功課，而是考試，只要

把老師上課講的筆記一五一十的全部抄下來，複

習要把老師們講過的內容記起來，我如果有多餘

的時間，我一定會去把飛哥的講義多看幾次，飛

哥的段考複習真的很重要，飛哥的老師不管是哪

一科，都教得非常的好。

在飛哥一次次考試裡，我學著去抓重點，上

課筆記做得更完整，這使我在學校不管是任何一

科，都有明顯的提升的效果，特別是各科段考複

習，重點與題型全部都整理好，但我覺得面對考

試最重要的是心態，在飛哥不管是聽力還是手寫

題，都比學校加強許多。

這次段考其實有許多粗心，如果理解題目

更快，並馬上抓到重點便會更好！從根源找到問

題，才能夠徹底解決。來到飛哥這裡的學生也都

是各大學校的菁英，來到這裡，不僅是學習到課

業上的知識，更是學習人生處事態度的地方。

不要害怕每一次的輔導，把它當作進步的機

會，做比別人多，贏得勝利的機率理所當然會增

加！要感謝Bingo老師的段考英文複習，把我平

時會粗心的題目、精華重點一一告訴我們，授課

有趣又生動，參加段複是考高分的不二法門！

我覺得第一次段考真的是一個很特殊的體

驗，並且為國中階段起了開頭，也因為飛哥英文

一直不斷的提醒和教導我考試的細節及重點，使

我準確地抓到題目的重點，並快速地找出答案。

我想感謝Rolly老師，因為她以有趣的方式來讓

我更理解學習英文的重要性。

來不到一年，進步幅度卻是這麼大，我自己

也嚇到了！我的名次也大幅提升了！回家作業我

都很認真的寫，一開始會被留下來，但之後就沒

有了，因為我下了很多功夫在讀寫方面！謝謝飛

哥還特別開了段考複習課，雖然學校進度超前，

但以前快忘掉的，也回憶起來了。

因為這是國中第一次段考，心情有點緊

張，老師也提醒我們已經不是小學了，所以我非

常認真的複習每科，我也有參加飛哥的段考複

習，我有參加生物和數學的段考複習，對我很有

幫助，因為複習的老師有更詳細的解說，本來在

學校還不懂的，參加完段考複習就全都懂了。

每次上完課後，講義都抄了滿滿的筆記，許

多的課外補充單字，讓我每次都可以滿載而歸，

所學的進度都能走在學校的前面。考前所發的不

同科考卷，和考前的複習，都使我對段考更加有

把握，習慣了飛哥的語速後，學校的聽力簡單了

許多，能快速聽到句子的重點。

我對英文慢慢有了興趣，之前的補習班我

總是能混就混，並沒有真正學到什麼，再加上課

程枯燥及吵雜的環境，導致我的英文基礎不是很

好，直到暑假來飛哥上課後，一切都不一樣了，

老師一個比一個還認真，同學一個比一個還努

力，不知不覺，我也被這樣的氛圍影響了。

我覺得自從我去了飛哥後，讓我有學到速度

更快、更好的讀書方法，讓我有時間充足，可以

重複練習很多次，讀得很熟，才能考那麼好，英

文也不再是我擔心的科目，只要看熟，細心一點

就能考好，可以多空出一點時間念其他科，所以

我很慶幸當初有來飛哥。

這裡的老師教學很有趣也很活潑，內容也

和別地方不一樣，還記得第一次來上課時，心中

有點害怕，陌生的環境，沒有認識的同學，可是

透過上課，老師親切和藹的教學方式，總監介紹

有系統的課程，很快的讓我喜歡這個大家庭。現

在，我每次都會很期待來上飛哥英文。

來飛哥以後，才感受到國中的感覺，每次

考試若未達那次的標準，就會被總監留下來。

Bingo老師上課很有趣，可以讓我很專心聽講，

讓我學到很多東西，讓我每次來上課都充滿好奇

心和期待感。雖然飛哥老師看起來很嚴格，我知

道他們都是面惡心善，真心對我們好。

來飛哥前，我的英文接近危險區域，後來

聽爸爸同事的介紹下，來飛哥試聽Bingo老師的

課。原本對英文興趣缺缺的我，看到了英文的好

玩之處，一試聽完，我就趕快叫爸爸幫我報名

了。我在南山一千人中，校排在前二十，我很開

心，也很感謝飛哥老師們的用心。

我覺得飛哥英文好棒棒，我認為Bingo老師

把很難的文法說的深入淺出，尤其是不定詞的地

方，是開始了一句句子裡可以有兩個動詞，推大

家來上Bingo老師的課，真的很棒棒。

我在飛哥僅有補一科英文，但老師也還是會

出其它科目的考卷來供我們練習，而遇到不了解

的地方時，輔導老師們也會很熱心地幫我解惑，

所以在這裡我不僅可以使我的英文一步一步向上

進步，還可以同時顧好其它的科，這可真是一舉

兩得，。

我剛來到飛哥，然後這次一段就拿到了一個

好成績，雖然我英文也沒有考到最高，但對我來

說這已經很不錯了，希望下次可以拿到更好的成

績。

這次的段考可以拿到這種成績，除了要感謝

學校老師努力的教導，飛哥英文的老師的幫助，

還有自己努力的苦讀，在飛哥上了Bingo的資優

英文和段考複習之後，我覺得對我的英文有不少

得幫助，我覺得只要我願意讀書，應該就能讓我

的成績繼續維持或是更進步。

小補習班只是叫人背書，所以從小五開

始，我就沒有補習。國小畢業後，父母帶我來飛

哥，姊姊說我進去會感到非常的震撼，原本想說

她一定是在騙我，補習班就補習班還會有甚麼不

一樣？飛哥不像其他的補習班上課死氣沉沉的，

老師們都非常的幽默，讓人不會感到厭煩。

上國中後發現和小學差很多，英文和數學只

要一步錯就整題錯，小小粗心，就差個十萬八千

里。我英數都在飛哥，我要先推薦飛哥的數學老

師，他講義上都準備了很多題型，此外，除了回

家作業，還有數學百題，然後每次都有課後考，

這樣的練習也讓我知道甚麼地方還不會。

週日下午是我既期待又害怕的時光，喜歡老

師上課詼諧有趣的風格，卻又怕遇到不理想的考

試成績。資優英文課程是富有挑戰性的課程，每

堂課教的幾乎都是較為困難的，一開始進入時，

你會感到挫折，但換個角度想，能認識到更多不

熟悉的單字，受益更多。

原本以為飛哥可能蠻枯燥的，但是在美女

Aily老師有趣的上課內容和輕鬆活潑氣氛中，許

多單字也不知不覺就進入腦海中。到飛哥上英文

外，總監及總導師也一直要求我們要把單字背好

英文讀好更鼓勵我們要訓練安排自己的時間，慢

慢養成複習、預習的好習慣。

這次段考英文拉高了我的平均，平常在學

校小考很容易粗心的我，在段考時寫起來易如反

掌，而且幾乎不會出錯。以前我讀英文都只是把

英文課本看過一遍就直接考試了，來飛哥以後，

在段考之前我都會把課本的文法句型抄過一遍、

單字三遍，果然很有效果。

擔心英文會跟不上，所以七年級時就來飛哥

上英文。Bingo老師上課很幽默，教學非常的認

真，用簡單易懂的方式讓我記起困難的文法。謝

謝飛哥讓我知道學習的目標。讓我了解到每天都

要花一點時間念英文，把單字和句子不熟的地方

多練習幾次，就能夠記起來。

這次因為學校比較早考，所以只有上到英

文的段考複習，不然相信我的社會科一定比現

在好。我們班的實力差強人意，所以雖然是第2

名，但下次還是要更努力一點才能名副其實的拿

到這個名次！從二段開始我會試著鼓起勇氣去請

教別人，希望下次可以更加進步！

從小學開始，英文一向是我最差的科目，在

我七年級時，一次因緣際會，使我成為飛哥英文

的學生，飛哥在資優英文上，給了我許多強大的

磨練，使我原來弱於眾人的的英語能力，得到了

下一階段的昇華，而總導及總監也傳授我們諸多

有奇功異效的讀書方式和考試技巧。

這是我第一次拿到獎學金，我拼命努力，我

自己覺得不夠好，應該要接近滿分，雖然這分數

是全班最高，但不是「我」的最高。我也希望既

然上學期第一次段考能拿到獎學金，下一次也就

一定要拿到，所以每次段考我全都不能放棄，要

很努力地一直向前！

記得才剛開學，轉眼已經段考完了，只是不

知道為什麼，升上八年級後就突然覺得時間不夠

用，而且每天都很晚才睡。據說會讀書的人都會

做讀書計畫表，我應該也要做一張看看。

來飛哥之前我沒有補英文，而在學校的成績

也普通，後來媽媽跟我說英文很重要，所以帶我

到處試聽，覺得飛哥不錯，就報名了。在飛哥的

每堂課我都學到了巨量的補充，讓我英文實力大

幅提升，文法也漸漸進步，而且段考前還有免費

複習課程，真的是一間優質的補習班。

我一開始對段考並不抱希望。雖然不抱希

望，但有了飛哥英文的輔導老師教導，飛哥英文

的考前加強，Bingo的考前英文總複習，讓我在

國中第一次段考拿到了好成績！非常感謝飛哥英

文的熱心教導，讓我有了鬥志，想在第二次月考

更進步，考得更好！

段考前因為有國際交流活動，我缺了一星期

的課，但暑假預習還是讓我保持前三名。暑假我

跟著飛哥的數學、理化班練習，也先背了地理歷

史，開學時沒有感到負擔重。除了整理筆記外，

寫題做訂正本也是很重要的，雖然題目很重要，

但之後的訂正才能最有效率的吸收。

很高興第一次段考能得到班排第二，上了國

中競爭變得更加激烈，像我們班就有六個同學是

市長獎畢業，所以我需要努力和好的老師輔助。

我要感謝Aily老師總是以幽默的方式講課，常常

講一些有趣的故事給我們聽，也感謝總監時常督

促我們念書，並教我們讀書方法。

這一次段考，我竟然考到班排前三名，很謝

謝這一次幫助我複習的飛哥老師，因為有他們的

認真幫助，使我複習事半功倍，才能考到這麼高

的分數。要提醒自己，第二次段考要更加油，因

為這次的幸運不代表之後能考到前面，所以要好

好地努力，也很感謝飛哥提供獎學金。

這次也是我第一次領獎學金，我會把所有的

片語、單字背下來，英文這次考得還不夠好，90

分以上有9個人，其他科也沒很難。但我沒花很

多時間，我覺得這次可以領獎學金是我有時間念

其他科然後其他科拉分，數學也是要多算，國史

地理也要把它看熟，下次要更進步。

我在飛哥學習到了很多，除了增加文法的辨

識以外，還學到正確的讀書方法，讓我讀書變得

更有效率，國中不一樣，一定要背清楚所有的重

點和小細節，才能夠考好。就如總監所說，一段

考的不是難，是考你細不細心，寫完考卷後有沒

有檢查，該拿的分數有沒有拿到。

第一次上飛哥時就被這具有讀書風氣的環

境深深吸引，在飛哥每個學生都很厲害，學長姐

也都以優秀的成績考上理想高中，老師個個都是

學富五⾞，將文法講得深入淺出，用簡單的文字

表達難懂的文法，上課前也會先考上次上課的內

容，讓我知道自己還能再加強的地方。

考上好高中後，媽媽才會支持我繼續發展自

己的興趣—古典和民族舞，支持我挑戰最想考的

學校—北京電影學院，所以在一段前去參加段考

輔導。段考輔導真的很有效，輔導老師幫你準備

各科考卷，只要寫完不會的題目問老師，把他們

都弄懂之後，段考就沒什麼好怕的。

我覺得對飛哥學生來說，英文考高分是容

易的，因為和學校比起來，飛哥的考卷是「魔鬼

級」的，但是要拿到滿分就不容易了，因為你還

要具備最不可或缺的—耐心、細心及用心，老師

都曾說過：「會考，指考以及所有的考試，除了

檢測程度外，更是要考驗你的細心度。」

我跳級上八年級的課，Aily老師純正道地的

英文發音，打開了我的耳朵。每一次上課，都是

一場聽覺享受。每週的回家作業是20題的句子翻

譯，讓我奠定了文法及作文的基礎。在總導的精

神喊話以及總監「愛」的加持下，我自己對於學

習英文這方面更有信心了。

在來飛哥英文之前，我的英文總是不太理

想，不但聽力聽不懂，單字也認識很少。但自從

我來飛哥，無形中，我的單字日益增加，也透過

每一次上課的練習，讓我不再是鴨子聽雷，現在

想起來，我真後悔那麼晚才來飛哥，其實，我想

說的是：來飛哥英文絕對是明智之舉！

能夠得到第一名，我很驚訝。來到飛哥明

明差不多的內容，可是在Bingo和林謙老師教學

下，似乎也不難，原本不出色的我，慢慢變成班

上的高分群，就連谷底的數學，也好了起來。雖

然在班排得到了第一，但我明白，我的對手不只

有班上的同學，而是整個臺北市。

我八年級才來，以前成績普普通通，有時反

而還退步，英文只有七八十分，我學校英文老師

上課幾乎都說英文，我單字量又少，常常聽不懂

上課內容，但同學介紹來飛哥，一開始我覺得好

難聽不懂，不過後來漸漸地抓到了讀書技巧，才

發現我以前讀書的方法完全不正確！

第一次段考，竟然得到了班排第一名！想想

這一個多月來的努力，一切都是值得的，真的很

感謝飛哥老師們的嚴謹教學態度。其實老師都是

為了我們能夠進步，才會不厭其煩的叮嚀要用功

複習，錯誤要確實訂正，不可敷衍了事，這也使

得以前被動的我，改掉這個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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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彥廷

許哲維

石禮毓

陳  昕

佘俊頡

陳傅容

周世騏

曾責晏

林祐誼

趙曼甯

王宥翔

洪瑋廷

謝奕帆

李宣儀

張閔閔

彭品皓

李竺原 蔡世傑方奎鈞 黎采欣吳淳茵 蘇昰豪童玟綺

蔣承晏

許家瑄

向延恩

陳泓谷

吳俊廷

陳惠蓁

周政穎

游宇宸

林湘庭

蔡聿瑄

王御安

高子瀚

鍾亮怡

林益平

張嘉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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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羣霖

許翔宇

朱莉宇

陳玠儒

吳品諭

陳楷崴

林世彧

游  恒

林祺軒

蔡政樺

甘能傑

高述婕

簡奕勛

洪詠煜

張馨勻

黃品睿

羅懷哲

郭博沅

江拓澄

陳彥霖

吳昱陞

陳瑜婷

林加卉

黃湘甯

邱皓群

蔡燦飛

何念晨

高紫軒

顏喬可

倪曼茜

梁子宸

黃政揚

陳彥如

陳允中

江昕霓

陳柏翰

呂芃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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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奇宥

黃裕軒

施沛緹

蕭靖芳

李亦婕

張玓洋

蘇芳裕

唐詩婷

莊子嫺

葉冠達

王亭皓

陳心堯

何昕穎

陳柏諭

宋家妘

陳薇安

林家韻

楊家萱

施亮晨

薛意璇

李承羿

張哲睿

蘇冠宇 陳霈綺

張哲瑋

莊子靚

廖護穎

王騫華

陳怡惠

何芷庭

陳曼妮

李建盛

彭祺鈞

林書言

楊詠婷

洪子雲

謝依玲

李秉澔

張軒瑋

許芯瑜

許俊翔

劉俞希

三峽
國中

私立
薇閣

弘道
國中

師大
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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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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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翠
國中

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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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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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玲婕與家人合照

程暄雯個人照

林洪芷瑜與老師合照

楊宜樺與老師合照

高以諾與家人合照

邸柏鈞與家人合照

吳奕辰與家人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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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震與家人合照

郭冠妤與家人合照

張哲宇與家人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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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宇晞個人照

玲婕是我第一個孩子，國小一直沒有間斷英文學習，但做
父母的還是覺得能夠再給她些什麼？我看過林林總總的文宣廣
告、網路資訊，發現飛哥給予的國中三年學習目標與規劃深
得我心，最完整且豐富。玲婕的學習態度一直好學不倦，配合
飛哥的優質課程、豐富的課外補充、和嚴謹的督促，除此，最
令我感動的是飛哥不只關心英文，更希望同學能全面好，不時
開導讀書的心態，段考前加開其他輔導課程，和發放練習卷，
如此的專業教學，認真輔導，果真在此次段考如期考取理想成
績，我想這絕非偶然，而是靠著努力不懈的精神。

國小六年級寒假前，抱著好奇去試聽，果然孩子一聽就很
喜歡。每週上課會分為三大部分：字彙、文法、聽力；內容充
實又多元，堂間亦有輔導老師巡堂，還有總導不時的精神鼓
勵，讓整個學習的氛圍良好。其實剛開始我很擔心，暄雯跳級
上課，加上飛哥英文的信念是：英文是沒有範圍的，所以老師
在課程安排上並不是只針對國中進度而是更有系統的規劃。雖
不是一開始就很順利，但看到孩子對英文更有興趣也更具信
心。在飛哥英文不僅孩子學習成長，我也受惠良多，因為我和
孩子是最好的同學呀！

感謝飛哥，提供嚴管勤教的學習環境，選擇讓女兒國七新
學期一開始就從飛哥英文起步，從基礎扎根學習。每一週的課
程以及課後的學習要求，單字、文法、句型，面面俱到！第一
次月考成績，還有進步的空間，是女兒自己要更細心作答，更
多的閱讀學習以及習慣於英文的環境，月考成績只是一個階段
的檢核，英文的實用與專精需要更多的淬鍊，感謝飛哥英文提
供精練的課程，按部就班的要求，課前準備，課後輔導！相信
在飛哥的學習，可以讓我女兒在英文能夠有更長足的進步。

我是宜樺的奶奶。在市長獎偶然收到飛哥英文的傳單，發
傳單的工讀生積極地跟我們介紹飛哥，讓我們十分好奇，決定
來飛哥試試看。聽完以後發現飛哥的課程還有要求，都很適
合我們家孩子。宜樺本來並不是這麼勤奮的孩子，但是來到飛
哥之後變得勤勞很多。過程中我偶有空會跟著孩子上課，也是
希望讓孩子學著面對嚴謹的要求，學著獨立。飛哥每個禮拜都
有小考，如果沒有達到標準，也要今日事今日畢，留下來訂正
以及補考。對於需要更多加關懷的孩子，飛哥也會主動要求輔
導。所幸宜樺來飛哥後變得主動，因此沒有來過輔導。

每週Bingo老師教給孩子需要背誦的單字是精華，老師有
時候會配合時事教導一些學校不會學到的單字，單字量是建立
閱讀聽力，甚至寫作很重要的基礎。每週飛哥有系統的文法教
學讓孩子們只要按部就班學習就可以掌握重點，並且可以超越
公立學校的時程，不必再最忙碌的九年級才開始學最不容易的
文法。寒暑假有不同的課程可以選擇，感覺飛哥是很有系統的
安排孩子們的課程，另外飛哥還有舉辦升學講座讓家長和孩子
可以參加，讓家長和孩子可以明白如何幫助孩子配合性向選擇
自己的努力目標，這也正是家長非常需要的資訊。

因就在家的附近，便先來飛哥了解上課內容與教學方式。
總監親切地詳細講解上課方式與教學方針，一開始小朋友對嚴
格的考試與輔導頗排斥。經參加試聽課程後，當下我們便立
刻決定來飛哥上課。每週的考試、公布、頂標、前標與均標分
數，讓學生清楚知道自己與同學的程度，驅使自己努力用功。
未達標準即留下當場訂正與輔導機制，讓學生不敢怠惰學習。
講義編排內容豐富有條理，讓學習更廣、有深度。每次上課總
監與導師時時督促、叮嚀與鼓勵，提供一些讀書方法與正確觀
念，均讓柏鈞深感認同與獲益良多。

時光飛逝，轉眼間兒子來飛哥已兩年了。升上八年級後課
業愈加繁重，值得欣慰的是兒子的英文成績仍維持水平以上，
而且日益進步。這段期間也已累積更多的英文字彙，加上動
詞三態及文法在反覆練習中更趨紮實，而且閱讀能力也大幅提
升，更在暑期參加飛哥英聽課程後，聽力部分也進步許多。非
常感謝飛哥英文老師們的用心教學與認真付出，不但在段考前
夕幫同學加強複習，並且在考試結束後更是主動關心每位同學
的學習成績，表現好的同學提供獎學金獎勵，反之，成績退步
或不理想則會另外安排時間加強輔導。

還記得羿凱剛來到飛哥時，對於要背誦龐大的單字還有複
習課外補充，顯得有點吃力跟排斥，經過飛哥這一年的淬鍊，
現在已經抓到技巧不再那麼吃力。飛哥在教學上很有經驗及
系統，循序漸進為會考跟高中做準備，老師、總監、總導也常
給孩子正面的力量、加油跟鼓勵，還有分享正確的讀書方式、
技巧、價值觀等等，很讓家長放心跟信任，而且段考前也會提
供各科段考複習卷，讓孩子掌握段考的重點跟方向能有效率的
準備，現今面對不斷在改變的升學制度，飛哥會舉辦升學說明
會，對於無所適從的家長幫助也很大。

靖婷是無意間透過同學推薦來到飛哥試聽。發現英文的學
習內容很豐富。透過老師的講解，了解到英文的各種課程，選
擇性頗多。對靖婷來說是一個很棒的學習環境。教學進度可以
在一星期內有不同的時段，可以解決有事沒上到課的困擾。課
程中補充的內容頗多，不過透過這樣的學習，可以認識到更多
的單字、片語、文法與句型，能在一星期三小時的時間裡，達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第一次段考成績就進步頗多，也因為孩
子喜歡，老師教學熱忱，各個輔導老師更是熱心，在如此學習
英文環境下，靖婷英文能更上一層樓！

上國中後，家附近找不到適合的英語課程，在同學家長推
薦下，試聽時我也在後面跟著聽，很多觀念老師都會鉅細靡遺
地解釋清楚。我覺得飛哥英文最棒的一點，是上完課還會做
測驗，了解學生是否有徹底吸收這堂課所學的內容，並且要求
學生要訂正完才能離開。敦促學生上課時更專心的聽講。而不
是抱著交了錢英文就能變好的打混心態。第一次測驗，謝震成
績比預期中的好，他對於飛哥教學內容與方法都很感興趣，最
終我們選擇了飛哥。不只老師教學活潑有趣，更因為內容很活
用，不是只專注在課本裡面。很開心選擇了飛哥。

幼稚園與小學階段的開心學美語，似乎無法讓國中生繼續
開心快樂！一直以為飛哥是屬於高中生的學習環境，偶然間聽
說飛哥也有國中部，加上孩子主動告知想到飛哥上課，就這樣
妹妹也跟隨哥哥在這有趣但有內容又具效率的的教學師資、負
責認真的導師群、有計畫的測驗與考試，還有厲害的課輔人員
的飛哥英文上課。更有幽默的總監和總導師給孩子一針見血的
叮嚀。提醒與關心著孩子們！飛哥的學習環境讓孩子學得更深
更廣且更懂事，明白如何用方法紀律的努力學習，我和外子可
以放心將我兩個國中生交給飛哥，學習百分百。

哲宇當初會到飛哥是來自於哥哥同學的推薦，該位同學是
國中校排前三名的資優生；而且在我們家長的印象中飛哥英文
也是教學認真，在業界享有好口碑的文教機構。在一年多的
學習過程，透過了嚴謹的課程安排、團體學習的氛圍、隨堂測
驗的校正，孩子們在學習正確的英文文法、句型、單字的聽、
寫、讀方面都有長足的進步，也漸增了學習興趣！很感謝飛哥
的總監及所有老師在教學上的用心，並且塑造一個讓孩子們可
以和同儕間互相感染、努力學習的環境，我們很放心孩子們可
以在飛哥英文奠定未來英文所需要紮實的基本功。 

當初是被飛哥的宣傳單所吸引，心中好奇的是，各校的第
一名為何都聚集在此？和莘椉一同參加試聽課程，Trego老師
穩重又幽默的教學方式，英文文法系統性的安排教學，再加上
有點「江湖大哥味」的總監常常出入課堂耳提面命，都是鼓勵
孩子向上的動力，在飛哥能讓孩子安心放心的學習英文是父母
的好選擇！

苡晴小六開始進入飛哥英文選修七年級英語資優課程，連
續上了三學期英語資優課程後，第一次段考各科表現亮眼、成
績斐然，名列班排第一。感謝飛哥英文專業的輔導機制，特
別認同課前考試下課前發下考卷，並即時公布頂標、前標及均
標，適時的考試測驗讓上課同學每堂課都學的扎實有效率，而
針對考不好的同學，飛哥英文有安排輔導機制，十分讚賞補習
班的用心。在飛哥，苡晴能在準備充分下應考，讀書除了自身
努力外，最重要的前提是資源要充足，感謝飛哥英文營造了非
常棒的學習環境。

孩子從小就在坊間美語教室，但是上了國中以後，還是希
望能夠讓他到比較有系統的英文補習班繼續學習。在飛哥一年
多，暑假帶他去美國，也都可以很自然的跟老美溝通，讓我們
非常的欣慰。像哥哥一樣，儘管兩個孩子個性不同，我們都希
望他們能超前學習。每次心惟飛哥上課回來，我總是問他：今
天課程上的如何？心惟就會侃侃而談今天老師教的課程，顯然
心惟在飛哥補習是適應的，也真正的在聽上課老師的每句話。
此次心惟班排第一名。希望往後在飛哥可以更順利的學習。隨
著飛哥的課程成長。感謝所有老師的教導和用心。

富凱國七上原本還是維持在社區的國中美語補習班上課，
但國一上學期成績不見明顯起色，甚至學校的功課也追趕的辛
苦。爸爸看富凱讀書抓不到方法，於是往台北的補習班尋求更
好的讀書學習方式。國七下學期開始到飛哥上課，與富凱先前
上的方式都不同，富凱自己也覺得很有收穫。在飛哥，老師會
將單字分類，且單字延伸補充量非常多；每週上課會有文法主
題和句子應用練習；上課前必有測驗要求。還開放家長一起上
課，一同溫故知新，讓家長知道孩子狀況。督促孩子進度與提
高效率！

原以為飛哥國中英文只是銜接小學英文的增量加強，等翻
開昱銘的上課筆記後我才發現，飛哥教給孩子的英文內容豐富
多樣且正確精準！說是資優英文班一點也不為過。除了課程內
容，飛哥英文對學生的關心與叮嚀、輔導與加強也甚於我自己
的預期，暑假時透過電話提醒我，為孩子買好各科自修並督促
在開學前就完成第一次段考的範圍、透過紙本以更有高度的方
式告訴孩子面對考試時如何從容面對，最後更具體的在學校段
考前，安排孩子在飛哥上各科複習課，飛哥英文有區域性補習
班難以望其項背的專業水準，真慶幸我為孩子選對了！

在六年級時我們做了決定，直接轉到飛哥跳級。一開始我
擔心這樣的安排是否正確，六年級其他孩子還在兒童美語玩遊
戲學英文，真的有需要讓孩子先跳級讀嗎？如果適應不良又該
怎麼辦？但進入飛哥後，發現飛哥有完善的輔導機制，只要孩
子有問題各種輔導資源立刻就位，讓我們非常安心，雖然跳級
讀，但也能適應的很好。升上國中後，繼續跳級讀八年級資優
英文，學校段考不用再花精神準備，可以有充分的時間適應國
中新的學習，除此之外，飛哥也在每次段考提供各科的複習，
讓家長真的很放心！

我們家從姐姐念七年級開始，就持續在飛哥學習英文，會
考成績相當不錯，高中也持續在飛哥。因此當安妍進入到七年
級時，飛哥就是補習英文的第一選擇。安妍國小時從未補習英
文，所以剛開始時非常辛苦，一切從零開始，但謝謝Bingo老
師專業生動的教學以及清楚的解說，而每週的單字、上課測驗
等，更是有系統地讓安妍在英文有大幅且快速的進步，令人覺
得非常滿意。此外，飛哥在段考前所提供其他學科的段考複習
班，也讓安妍在複習上很有幫助，所以不僅英文成績優異，總
成績也因此是班排第一，很高興來飛哥就讀。

從七年級開始在飛哥的日子裡跟著老師學習英文，雖辛苦
但是很值得。Bingo老師把一定量的單字、字詞、文法、文章
及生活上的用語用精采生動活潑的方式呈現傳授，也因為這
樣，讓唯庭知道如何學習英文進而喜愛英文。身為家長的我也
很高興有機會在這完全透明化的飛哥英文一起上課重溫學生
夢，且有機會與這群國家未來的主人翁一起上課學習。很高興
唯庭這次有這份殊榮擔任飛哥英文的見證代言人，把飛哥英文
和更多人分享，也感謝總監和老師們對同學的用心，教導正確
的學習方法及灌輸正確的人生觀念。

悅綺小六就開始在飛哥上英文和數學，很高興悅綺能夠在
這次段考得到班排一和校排前五的名次，這一年來，每個禮拜
都要背單字片語，悅綺的單字量大大提升，加上Aily老師都讓
孩子們閱讀有趣或與時事結合的文章，讓悅綺增加對國外的知
識和閱讀能力。也要感謝數學的林謙老師，扎實的課程加上作
業，跟著老師一步一步的增加悅綺的演算能力，努力就會有收
穫，經過一年多的訓練，累積下來的實力，讓悅綺非常輕鬆的
在這次一段數學考了99分，而考前複習課程，對實力的累積非
常有效，謝謝老師們辛苦的指導。

我們家住三重，佳妍從國小一直保持在班上前二名，但台
北市和新北市學生差一大截，佳妍升八暑假開始，就和剛考上
中山的姐姐一起補習，新學期的第一次段考，二人的英文成績
都很不錯，同時成為班排第一名。在飛哥，服務人員和輔導人
力充足，提供詳盡的升學資訊及統計數據，讓資訊透明化；段
考前不時以簡訊或line提醒各科注意事項，建立正確的念書習
慣與觀念：我們雖然只補英文一科，但得到的卻是全面性的照
顧。現在只要有同學家長請我建議補習班，我一定會說：飛哥
最好，不選飛哥會後悔！

猶記得小六那一年，與小孩溝通後，抱著姑且一試的心
態，毅然決然轉入飛哥。ㄧ開始，覺得單字量很重，小孩有點
怯步。但正值暑假，所以可以按部就班完成交待的功課。加上
Bingo老師幽默的上課方式，讓小孩覺得上課反倒充滿樂趣！
雖然總監常扮黑臉，常常耳提面令的督促孩子們的學習狀況、
上課秩序，但也常分享他的個人經歷。經過這ㄧ年多的相處，
明白他的苦心，他那些苦口婆心、激勵的話反倒成為小孩克服
難關的力量！如今，小孩也升國七了，有心讀好，並不會因為
提早入班，而影響學習狀況喔！

小女就讀於中正國中八年級，自從上國中經歷過七次段
考，英文科有四次拿滿分—次98分 。每每段考前夕我總為他
捏把冷汗，原因是他從未在考前複習，只利用考該科前30分鐘
看看，發下成績也總讓我出乎意外。本以為純屬僥倖，但經過
數次我不得不相信。從小就在美語補習班安親的她，一直到四
年級都未有成效，在同事女兒的經歷及極力的推薦下我們來到
飛哥，當小女試聽回來，她很明確的告訴我飛哥給的內容豐
富，總監要求更高，飛哥就是鐘靈毓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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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玲婕

程暄雯

林洪芷瑜

楊宜樺

高以諾

邸柏鈞

吳奕辰

黃羿愷

邱靖婷

謝  震

郭冠妤

張哲宇

李莘椉

黃苡晴

施心惟

張富凱

陳昱銘

路永晴

林安妍

黃唯庭

徐悅綺

謝佳妍

陳郁婷

鄭宇晞

興雅國中

興雅國中

民權國中

新北中正

民生國中

弘道國中

景美國中

士林國中

陽明國中

大直國中

義學國中

江翠國中

板橋國中

民生國中

江翠國中

私立恆毅

成淵國中

長安國中

懷生國中

頭前國中

萬芳國中

明志國中

大直國中

北市中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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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排前三 班排第一

唯有飛哥英文，讓學子擁有「融合中英文語言邏輯」、「適度競爭」和「習慣超前學習」三者合一的好觀念！ 找一百個裹足不前的理由，不如接受一個讓自己進步的機會！如果同學在校表現優異，利用時間超前學習是最棒的事！

在飛哥英文，不只成績，學子連學習心態都更正面！ 數萬學子推薦，選擇課程，請您聽過飛哥英文再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