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還有一位孫○廷同學同學尚未完成獎學金申請，在此先刊登11同學之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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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國高中英文的差異很大，飛哥英文最有名的地方，就是補充之豐富。

因此，我升高一的暑假就直接報名了飛哥高一資優版本班。試聽當下我就很喜歡飛哥的

上課方式，老師補充很豐富，還會教我們拉丁文解析法，把字拆解去看去背，學久了對

閱讀很有幫助，就算遇到沒看過的字，我也能靠拆解就知道他是什麼意思。飛哥是一間

大補習班，人多證明了他可靠，大家才會來。而且榜單漂亮有氣勢，考好的人多，也讓

我更相信選擇飛哥是正確的。在飛哥我選擇的是Kelly老師，我很喜歡她上課的風格，

輕鬆活潑不乏味。有時候精神不濟，老師也能將氣氛炒熱，把瞌睡蟲趕跑。而且老師們

的統整做的很好，單字代換補充很多。在飛哥所學到的內容雖然很多，但是遇到重要的

延伸，只要遇到相關字老師都會複習。我覺得這方法很好，因為我雖然無法每次上課就

立刻背起所有筆記，但我也不需要有沒唸完怎麼辦的心理壓力，老師會複習的。

遇到段考也不擔心，高一飛哥會發段考歷屆考題、段考應考秘笈，段考前還會辦段

考模擬考，飛哥上課補充大量課本的延伸，課內也幫我們顧好。教材部分我個人最喜歡

的是飛哥老師手寫的飛哥手札，剛開始的時候看不習慣，但最後我拿出來看的卻是手寫

版。手寫版的行寬間距我覺得剛剛好，螢光筆可以大筆畫重點，而且還有一種令人內心

溫暖的感覺！

到了高二，因為知道學測範圍加大，所以就繼續上高二大考實力班。高二那年的持

續努力跟累積很重要，我如果那一年沒有補習，平常大概就不會看英文了。高二我最喜

歡上的是五句式連貫式翻譯，因為它內容有主題性、有故事性，也方便查閱，我就算到

了高三也會拿出來看，最後，帶到學測考場的也是五句式連貫式翻譯。而且它內容還包

含了句型結構，對未來高三寫作文也很有幫助。我覺得飛哥最大的特色就是補充很紮

實，每次上課都能滿載而歸，不虛此行。

到了高三，因為高一高二已經累積了深厚實力，透過模考班的訓練，就能學習如何

把實力做發揮。而且因為不用再特別背東西，省下來的時間就可以多唸弱科。倚靠高一

高二累積的單字量，飛哥會教我們怎麼把字用出來寫成作文。每個禮拜的詳解本裡面會

有兩篇老師寫的範文，多參考就能學到要怎麼寫比較好。針對上週題目還有一張「高分

作文怎麼寫」，裡面補充了很多高水準的單字，只要用出來就是漂亮，也每個禮拜我都

有新的字可以嘗試拿出來用。而且因為在飛哥寫題目被要求縮短時間，我考北模跟學測

的時候都可以寫出更長的作文內容，最後學測作文我拿下了17.5分，我覺得進步很多！

飛哥高二是針對大考實力授課，跳脫課本範圍，以自編教材授課，我想要利用高二提前把大考

實力奠定起來。而且又發現在飛哥有很多同班同學，可以大家一起來飛哥上課也蠻不錯的。因為我

們班是數資班，高二要做專題研究，其實很忙，所以飛哥這邊我就上課專心聽，上過的內容在腦袋

裡保有印象，就會對自己有幫助。而且飛哥的老師們講到需要背起來的重點時，其實會重複不斷提

醒跟複習，多聽真的就會越來越熟，自然就記起來了。高二在飛哥的學習就是奠定大考實力的基

礎，到高三只需要複習就好。這次雖然考試範圍擴大到第五冊，要唸的內容增加了，但其實我覺得

寫起來沒什麼感覺，可能是因為平常在飛哥都聽過這些單字了，所以習以為常了吧！高三我覺得挺

順的，沒什麼大問題。第一次寫模考題的時候，覺得作文最需要加強。此時我也認為，高二累積的

材料對高三寫作答題是一定有幫助的。我作文只是跟著這邊的模考進度，每個禮拜寫一篇，學測前

看飛哥詳解本的老師寫的範文，跟著進度慢慢走，就是會有心安的感覺。我覺得高三在飛哥就是能

節省你的時間，找出自己還不足的地方或是盲點。

回想當初來試聽飛哥英文時，立刻就被各老師生動活潑的教學內容所吸引，所以我便如此加入

了飛哥英文這個大家庭。起初高一、高二時，每個禮拜都被大量的單字轟炸，親身感受"bombard"

的感覺，然而儘管吸收率只有20~30%，這些都成為了我今天英文程度的基礎。高三的每周模考訓練

了我解題的手感，讓我得以在各種模稜兩可的答案做出正確的抉擇，而許多人也許會抱怨20分鐘的

非選題時間，但是當你真正上考場時，就會發現自己構思能力十分快速，不用多少時間就能寫出高

分作文。所以只要能在飛哥英文裡踏實地完成學習，相信15級分絕對是垂手可得的。

飛哥英文 107年學測飛哥學子於大台北地區已知有12位優秀同學榮獲75滿級分！75滿級分全國榜首歷年已累積超過150人！

年年量產英文高手才是真材實料的辦學成效！飛哥學子107年學測超過463人獲
英文科15級滿分佳績！更重要的是，飛哥英文幾乎各校同學都能成為英文高手！
學測英文科成績達頂標以上人數超過1207人，並涵蓋大台北地區共65所高中職！

107年學測自2/23放榜至今，北北基地區仍無其他補習班公告英文科15級分榜單人數超
過飛哥英文！飛哥學子更年年囊括多位學測75滿級分全國榜首！榜單就是補習班辦學的成
績單，您怎能放心將英文交給不肯確實公告大考成績的補習班？請家長同學慎選補習班！

107學測75滿級分全國榜首學習心得專訪！

一轉眼，在飛哥從高一上到了高三。高一來飛哥的時候，是上飛哥老師本人的課

程，上課內容蠻好玩，很多課外補充，進度也比學校快，就開始在飛哥上課。另外有教

22種英文學習方法，其中，我覺得拉丁文解析法蠻有用的，老師會把單字拆解之後再講

解單字來源，在這之後我就可以唸得很順把它背起來。之前我在背單字的時候，常常會

用例句看懂它，有時候是用音節背，自從有拉丁文去拆單字的意思之後，慢慢就會潛移

默化，然後我在看單字的時候大概就都可以知道是什麼意思。

高一上的是版本班，老師會從課本中拉出很多延伸，中間可以學到很多東西也認識

更多單字。我覺得選補習班就是希望老師要教很多東西，如果有補充的東西當然也全部

都要學起來，雖然可能有點難背，但至少我覺得是可以開心沉浸在學習當中。高一高二

的特色就是字補充有夠多，這絕對是好事，就看你看不看得完，雖然像我也沒看完，但

是能看就盡量看，吸收到自己的極限。高一高二大量的補充，比學校多很多，對於在高

三作複習是有幫助的，有了高一高二的累積，就算本來忘記了，到高三看到就還是很容

易想起來，會有熟悉感，複習絕對比學新的快。尤其是作文關鍵字，那個高二的時候多

看，高三會蠻有幫助，因為那些字都比較高級，不同的主題，拉出一些比較好的單字作

代換，對作文明顯有用。

學測文法的部分，因為飛哥升高一暑假的時候就學完了，所以之後再遇到的時候複

習就可以了。另外就是閱測要看懂上下文意，飛哥這邊練習夠多，每個禮拜都寫四篇，

另外還要看得快，才有時間檢查。我也會看老師的範文，看了之後就要盡量記用法，但

是這邊不是要死背，而是要細讀，要去斟酌它的用詞遣句、內容結構，同時也可以增加

語感，讓自己在寫的時候會比較有感覺。對我來說，高三最重要就是學寫作文了，每個

禮拜跟著老師上課唸作文搶分三單元，回家看高分作文怎麼寫以及詳解本後面的範文。

在飛哥作文我後期大概拿12到14分，學測作文16分，可見飛哥評改作文的標準稍嚴，但

也能反映出實際程度。

班上有很多人都在補飛哥，能跟很多不同學校的學生競爭，可以在這當中看自己是

否能持續進步，這樣就是一個好的學習環境。最後要建議學弟妹，上課後回去就把上過

的東西背起來，不要臨時抱佛腳，因為這樣會變臨時記憶，真正記住的可能根本不多，

如果可以的話，上完課之後可以拆成幾天份慢慢把它看完，也許沒辦法一次做到，但可

以朝這個目標努力！

在國中會考結束之後，因為深知國高中英文差異甚大，在升高一的暑假，就

在表哥的強力推薦之下來到飛哥英文。起初試聽了許多間補習班，但是最後選擇

飛哥的原因很簡單，就是用心，會願意這樣準備單字本讓學生背誦，而且每個學

生都會有專屬的單字秘書這個特色幫助了我，無論是學校段考、學測，甚至不久

前的多益都能有一個好的結果。也因為飛哥的用心，讓我在這裡學習了三年。

高一的版本班，從課內向課外做延伸，讓我課內課外都可以兼顧到，而且高

一的時候，還有一本很厲害的講義「飛哥手札」，每課單字都給很多的補充，讓

我在剛進入高中時，段考就能有水準之上的表現，並穩固良好的學業成績。而我

最喜歡的就是上飛哥老師的課，因為上課內容最豐富補充也最多，能吸收就吸

收，就算不能全吸收，但量已經夠多了，而且很多重要的觀點老師上課都會重複

提到，自然而然也就記起來了。高二的大考班讓我奠定大考的基礎和累積英文實

力，而且經過高一版本班的訓練之後，高二準備段考駕輕就熟，能快速掌握讀書

方法。高二最喜歡的講義莫非就是『用字寶典』，裡面濃縮了高一和高二單字、

片語、文法、例句的相關延伸補充。

高三模考班，給我最大的幫助就是能讓我持續穩定的訓練考試手感，以及提

升我寫作的能力，尤其是透過每周的作文訓練，搭配詳解本中的『作文搶分三單

元』，讓我從一開始作文只拿到7分，到最後學測可以拿到17分的成績，從原本

作文的弱點，篇幅過短，但後來靠背例句和看老師寫的範文，增長和豐富作文內

容。也因為英文有飛哥的幫助，讓我在學測五科的準備當中，能降低準備英文科

的時間，有更充裕的時間去衝刺其他科目。高二和高三我上的都是Ringo老師的

課，Ringo老師給人一種很專業的感覺，並且教學認真，對大考方向很熟稔，也

能夠精準的抓住重點，提點同學容易犯錯的地方。

三年在飛哥的時光，跟著飛哥英文的腳步，讓我從一開始英文是我的弱科，

透過每次段考成績的起色建立信心，到最後學測前，英文變成我最有把握的強

科。並且幫助我無論是學校的段考，亦或是學測，甚至多益，都能有滿意的好成

績。

國中加入飛哥後我就很信任飛哥英文，上高中後自然也跟著飛哥進度走。升高一時雖

然我們學校有自己的銜接教材，但我覺得飛哥的比較好，所以我是以唸飛哥的為主。高一

有發一本飛哥手札，我覺得花時間背完那一本真的很值得，你的英文實力就奠定住了。還

有老師上課的筆記，因為老師上課會一直叫我們抄筆記，我覺得那些內容比起課本課文內

容本身還要更重要，唸起來更豐富有趣。在飛哥學英文會學到拉丁文解析法，也就是字根

字首字尾，這在飛哥國中部就開始學了。我覺得這個對我準備多益、或是閱測看一些專有

名詞會用到，上大學看原文書或是自己讀英文的東西也會很有幫助。

高二那一年對我而言是最重要的，那是我實力進步最快的時候。高二我是上飛哥老師

的課，飛哥老師的補充也非常多。我覺得高二的最大特點是將教材針對大考的方向，分門

別類設計成多種教材。這種編排方式很棒，比如說有五句式連貫翻譯、字辨、易混淆，每

一本都有不同的重點，因此每一個大考方向都可以顧到。高二有一本小本的「用字歸納寶

典」，那本真的很棒，我後來到高三都還在看那一本。飛哥老師把常見的很簡單的字，給

你很多的同義詞去代換，比如說我在寫作文的時候，我都是用他那一本來看要用什麼代換

字。最後高三衝刺的時候我也有拿出來看，我覺得那一本包羅萬象，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在上高三模考班的時候，我的重點是擺在作文的練習上，飛哥的作文教的很棒，老師

會發一張「高分作文怎麼寫」，裡面會教我們怎麼使用更精準的單字去闡述內容。而且每

次詳解本裡都有一篇老師寫的範文，我覺得那都寫得非常厲害，我很常參考老師的範文來

寫作文。多看範文之後自然就會有語感，看到題目就知道怎麼寫，在斟酌用字上面也會知

道用哪個字好。高三背單字我就把「不可不知大考單字」跟「用字聯想寶典」背熟，因為

那些單字都是瞄準著學測重點而整理出來的。而且因為飛哥的題目出提難度稍難於學測，

正式考試時就覺得寫起來沒有壓力。

建議學弟妹，跟著飛哥英文的腳步走，不要放棄穩紮穩打，最後英文會變成可以輕鬆

面對的科目。在飛哥累積的堅強實力，會讓你高三不用花太多時間在英文上，反而可以把

時間挪到其他科目。當你少了一科需要擔心，整個壓力會減少很多，而這都是靠高一高二

的累積才能辦得到，我覺得這是我在飛哥學習最大的回報。像我高二去考多益就拿到980

分，也是因為飛哥的課程讓我有很多收獲。再次感謝飛哥英文多年來的教導，也祝福學弟

妹們未來也有漂亮的成績！

我在飛哥補了三年，從高一上就一直補到學測。當時會來飛哥是因為國中畢業時就

知道自己英文程度很差，那時就想說高中要補英文加強。因為飛哥口碑很好，名聲也很

響亮，試聽了很多家補習班做比較之後，覺得飛哥教的東西很多，所以我就來了。國中

的時候我就不喜歡英文，所以我英文其實不怎麼好，但是在飛哥從高一補到現在，我已

經比較不排斥英文了。

高一在飛哥上的是版本課程，我一開始回家都會唸，後來比較忙，就只靠上課專心

聽，成績大概維持在中等。高二的時候比較認真在唸，飛哥高二班教學很有系統，我很

喜歡。在高二教材中我看最多的是五句式連貫式翻譯，飛哥補充的東西真的很多，而且

真的考出來很多。其中『五句式關鍵作文字』更是我的最愛，就算到了高三我還是會把

一整疊的關鍵作文字拿出來唸。我覺得我的大考實力就是在此時奠定起來的，尤其是到

了高二下，意識到距離學測只剩一年，就有把之前高一筆記翻出來開始複習。講到這

裡，我發現因為老師上課會重複提到重點，上課多聽就自然記起來，這在我複習高一高

二教材時有蠻深刻感觸的。

高三模考班對我的幫助也很多，首先因為飛哥的考試時間比較短，練習久了會習

慣，正式學測時時間比較充裕，我也比較能夠掌握時間。作文部分我也進步很多，在我

沒有經過訓練之前，作文基本上是在亂寫，第一次甚至只拿到七分。最後作文在飛哥進

步到大約10-13分之間。那時候真的覺得作文是一個很大的障礙，真的很恐怖，但學測

作文成績出來很扯，我居然拿了19分！

我在學測前，我是直接去背詳解本後面的兩篇範文，然後會用自己的話仿寫一遍。

我還記得學測英文考試那天，題目考的是排隊現象，這跟以往看圖說故事的類型完全不

一樣，我第一段的內容很基本，但我猜我是在第二段贏分。我作文第二段是寫申論，我

記得飛哥有一篇範文在講外食族，講到網路廣告不實，被網路廣告雷到，其實只是廣告

包裝的手段。那篇範文好像是Vango老師寫的，裡面寫到外食有添加很多人工的東西，

像是味精，我那時還把味精的英文背起來，結果在學測寫作文時就有用到。印象中後來

我寫到背面剩三行，可能我的作文分數因此才能衝得這麼高。

我覺得高一高二那真的是基礎，如果你要拚學測，想要多一個個人申請的機會上大

學，高二就一定要開始唸。英文這個科目說穿了就是要長期累積，像我高一來飛哥的時

候我弟才七年級，那時我就已經拉我弟來飛哥補了，他現在也九年級啦。希望他也能正

常發揮考上自己理想的高中啦！也祝福飛哥的學弟妹學業進步，在飛哥好好學習！

高一高二來飛哥上課的時候，我就是盡量抄筆記，上課就記起來，回家有空

的話再複習。在飛哥這段時間以來，拉丁文解析法我覺得滿有趣的，有些常見的

字首字根，看過很多次就會記住意思，再透過老師重複講加深印象，自然就會

了。用在看閱讀測驗，或是我要猜單字意思的時候，就會有幫助。此外，飛哥的

榜單很厲害，會想讓我有信心繼續補，覺得照著進度走的話，最後我也可以這麼

厲害，這樣一想也會比較安心。

在飛哥的老師裡面，我最喜歡Kelly老師了，我三年都上她的課，我覺得

Kelly老師上課很有條理，照著她的邏輯走就能學得很順，也能幫助理解和記

憶。至於有人說飛哥人太多，我是覺得人多不多不重要，自己上課認真比較重

要。像我，到高三我都會盡量往前坐，可以靠近前排的話，人多也沒差。

高三的時候我很認真上課，我也進步得很快。我暑假剛開始的時候，在飛哥

總排名大概三百名左右，經過暑假一個月的練習我就進步到一百名以內了。我英

文相較其他科算是比較好的，可能是因為在飛哥久了，潛移默化吧（笑）回家就

複習作文跟其他科目就好。另外關於我唸作文的方式，我會看老師在詳解本後面

寫的範文和『高分作文怎麼寫』那一張講義。老師上課會講作文觀念釐清，我回

家會重寫一篇，寫完再給學校老師改。

在高三模考班裡面，我最喜歡的部分就是每週的模考練習，雖然每次寫作文

有點痛苦，因為我沒有很喜歡寫作文，但我認為模考班能訓練我時間的掌握和考

試的手感。而且我覺得有沒有來上課差超多，利用模考來背單字可以很快，只要

一直寫題目單字就會記起來，飛哥的題目難度比學測難一點，我覺得這樣很好，

很有挑戰性，而且像題本、詳解本裡的單字都很有用，對提升英文程度有幫助。

高三下我仍繼續在飛哥上指考模考班，因為即便學測75級分也不一定保證會

上理想志願。再加上我五月要代表台灣出國比賽，現在要忙實驗，每天都在中研

院，沒時間在學校上課也沒時間念書，我怕萬一申請沒上最後要考指考，所以還

是靠模考班提升英文程度比較好，就算不用考指考了，持續在飛哥上課也有助於

保持英文語感。總而言之，英文交給飛哥，就沒什麼問題！

我的英文程度不差，但我認為英文程度好跟考試分數高不一定成正比。因為自

己唸會不太知道要唸什麼，無法掌握考試趨勢，就不一定能拿下分數。再者，因為

平常都沒有練習作文，在飛哥模考班每週考一次模考的話，我也可以保持手感，同

時訓練答題技巧跟速度，因此我就選擇了飛哥英文模考班。

飛哥英文的學生人數很多，這證明了飛哥英文教的好，不然不會那麼多人來

上，這樣的人數規模也讓模考競爭的氛圍更積極。像每次考完試就可以看到成績跟

排名，就能了解自己的狀況，有助於持續掌握自己的程度。飛哥這邊也考得比學測

難一些，找出在大考時自己容易犯錯的地方，也才能有效進步。我是選擇上Kelly

老師的課，我覺得Kelly老師時間分配很好，每個地方都會講到，上課內容很紮實

也很平均。

英文寫作的部分我在飛哥進步不少，一開始我只能把想到的寫出來，用詞遣

句並不到位。但在飛哥練習久了，就會習慣運用一些比較難或更精準的字，把作文

修飾得更好看。起初都只能寫到作文卷背面的一點點，後來隨著練習經驗越來越豐

富，就漸漸可以寫好寫滿。最後我學測作文拿18.5分，很高興最後學測我能正常發

揮出我的實力。

我認為高三英文跟著飛哥，就是為了有個安穩練習、良性競爭的地方。模考

班每週一份的練習可以維持良好的解題手感，一週一次的手寫練習不僅可以增進翻

譯的精確度和作文對字詞的掌握度，還能提升作答的速度。在壓縮的時間內練習完

成作答在真正面對大考時從容答題。考完模考後Kelly老師完整的講解總能讓收穫

不僅止於練習，作文常錯的提醒、延伸字詞的補充、拉丁字首字尾的解釋、翻譯講

解，當然還有解題技巧。

建議學弟妹，英文就是要從背單字開始，不管哪個大題都跟單字有關。單字部

分我主要都是背詳解本的單字補充，上課我也會認真聽，希望能找出自己疏漏的地

方。在飛哥也能學到很多單字代換和補充，而且不會講太偏的字，老師只會複習最

常考的單字而已，不會讓你浪費時間。當我不用擔心英文進度的時候，自然會有更

多時間跟精神去唸其他科。近幾年學測英文的確有比較難，但我覺得只要有持續累

積單字量，再利用模考班鍛鍊考試能力，便能找到對付的方法。建議學弟妹持續精

進自身英文實力，在考場上也能發揮完全的實力！

高一高二英文只有跟著學校進度走，結果第一次北模炸掉，英文只有12級分，總級

分考66級分，才發現自己可能連台大後段的科系都上不了。那時候覺得很慌，想著要趕

緊提升自己的英文實力。當時我們班有13個人在飛哥補習，他們第一次北模英文都考

14、15，飛哥的榜單又很多人推薦，所以我就來飛哥試聽，當時我還想說英文能救到14

級分就已經很好了，殊不知能讓我進步到15級分。

高三補飛哥之後，我主要都是看飛哥給的教材。上課我每一題都會聽，就算這題我

已經答對了，但老師上課會講到相關的其他補充，那這些補充有可能我不會，我就會寫

下來。我覺得模考班的詳解本很重要，沒課後在學校自己念，一開始一天看三本，後來

一天看五本，再來一天看十本，最後每天都是全部十幾本看一遍，一直輪迴掃描詳解本

的東西，詳解本裡針對易混淆單字的整理對我幫助很大，讓我可以多認識很多單字而又

不會搞混。

飛哥發的不可不知大考單字我也完全背完，拉丁文解析法很有用，老師上課有教到

的字根字尾就記下來，久而久之看到就會知道那些是什麼意思。有時候會看到有兩個很

類似的字，但字根卻不一樣，飛哥的老師就會講解。這裡的補充真的很豐富，老師的筆

記我一定全抄。飛哥也讓我寫閱讀的方法改變，以前我是文章從頭看到尾，現在我會先

看題目再看文章，稍微會比較好抓重點。

作文跟翻譯每週都會做訂正，飛哥給我什麼教材我就念什麼。像每一次模考詳解本

前面都有作文觀念釐清、學生常犯錯誤跟主題式翻譯練習，這作文搶分三單元我回家都

有寫。我的作文用字都比較簡單，但我會把文章架構跟內容寫得好看。偶爾我也會自己

寫作文然後拿回飛哥給老師改，我覺得飛哥的作文改的蠻嚴格的。而且因為模考班有縮

短考試時間，經過答題速度的訓練之後，讓我正式考學測時還有時間檢查，作文甚至寫

到第二面最後一行。作文在飛哥的時候大概只有11到13分，但最後學測英文作文拿到

15.5分。

因為英文照著飛哥進度走，我就不需要擔心太多，可以省下時間把心力放在另外較

弱的國文跟數學。我覺得，飛哥的教材雖然難，但是依舊貼近大考方向。考學測時覺得

寫起來沒那麼難，也不會那麼緊張，反而還有點熟悉感，作文寫起來更是輕鬆。第二次

北模我英文就考14級分，那次北模不會說太簡單，需要90分才有15級，但班上英文很好

的同學也只有14級分，所以說這次能進步到15級分，證明飛哥英文真的厲害。如果能高

一就加入飛哥，想必我的英文實力會更堅強！

當初進飛哥是因為姊姊的推薦而來試聽，姊姊以前也是在飛哥補習，所以我也沒有

試聽別間英文補習班了。還記得高一上飛哥老師的課時，整本課本滿滿抄的都是補充筆

記，我選擇上課認真聽飛哥老師的課，盡量吸收所有飛哥老師所教授的內容。學校段考

考滿多課外的東西，所以飛哥的補充筆記對我複習段考是有幫助的，因為多讀幾遍就會

比較熟悉了。

到了高三，透過模考練習找出弱點很重要，因為你要熟悉那個考試。因為學測要考

英文作文，但我高中三年都沒寫過，所以就想說要來飛哥補一下。果不其然，升高三暑

假第一次寫作文的時候，因為根本不知道怎麼寫，飛哥這邊手寫又有時間限制，我只寫

了三行，最後只拿到兩分。那時候就很擔心，因為我單字量比較少，所以寫起來很不

順，一直會卡住要想很久，對於想表達的意思常常不知道要怎麼寫。

後來我作文慢慢有起色，是因為在飛哥越寫越熟練，而且單字量也漸漸補上。飛哥

的老師上課也都會教我們作文怎麼寫，然後拿範文印證。除此之外，飛哥這邊也改得比

較嚴謹，改比較嚴能讓我知道自己錯誤在哪，也讓自己不會掉以輕心。跟著老師的方法

走，在飛哥的作文成績陸續從2分、4分到8分，作文之後就一直9、10分，在飛哥最高一

次是16分，然後最後我學測英文作文拿到17分。

飛哥對我英文手寫這方面蠻有幫助的，因為之後我打算出國念書，作業應該也都是

用英文書寫。高三這段時間，因為在飛哥補英文，我平常就可以比較少讀英文，專心把

時間花在其他科目上。飛哥模考班的考試我覺得有比學測難，尤其是單字部分，對抓出

單字的弱點是蠻有幫助的。如果重來一次，我高二應該就會補飛哥大考班，因為我覺得

英文實力的養成是基礎，能多一份累積就多一份實力。

我接下來打算出國念書，現在可以用學測成績申請國外大學，例如香港大學、香港

科技大學、北京、清華大學那類的學校。除了報名表還要準備英文自傳，像我英文自傳

就是拿到飛哥請老師改的。若學校那邊對你有興趣，對方會找時間來台灣，邀請你和其

他申請的學生一起面試，然後用全英文面試。但如果學測考75級分投過去就是直接接受

申請入學，直接發錄取通知。我目前最想上香港科技大學，也已經錄取了。我想讀電機

或資工那些工程類的科系，因為在香港那邊大一是不分科系的，所以我還有一些時間可

以考慮。總而言之，學弟妹如果也有考慮出國念書的話，學測努力準備考好一點，也會

派上用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