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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子心得分享

我是國三升高一來到飛哥的，當時因為國中會考英文沒考好，覺

得上高中要好好加強，跟同學去試聽飛哥之後覺得上課感覺比較好，

就報名了飛哥英文。從家裡到飛哥有點距離，捷運加走路大概要30-40

分鐘，但我覺得補習要看好不好，而不是看距離，而且飛哥英文比較專

業，所以我沒有考慮在家裡附近的小補習班補高中英文。

我高一進西松高中，就有打算要拚繁星，所以第一次段考就有認真

唸。我第一次段考拿到班排第三、校排第六。因為飛哥補充多，我上課

會認真聽，回家每天規劃一點時間唸，每個禮拜會複習完飛哥的進度。

來飛哥上課後，給我的幫助是我的單字量確實變多了。國中字少，閱測

常會看不懂，來飛哥之後單字量增加，閱讀能力就有改善。建議學弟

妹，高一就要開始讀英文，因為英文是累積的，你越早開始就越來越輕

鬆，之後念英文不用那麼常念，每天念固定一定時間成績都OK，段考英

文都不需要擔心。

高一飛哥是版本班，因為有上課本，學校段考又是以課本為主，所

以我段考單字背一背，飛哥這邊念一念，段考都能八十分以上。高一在

飛哥有學一種英文學習方法叫做「拉丁文解析法」，老師常教的字首字

尾，背單字常會用到，遇到不認識的字也大致可以猜到。因為我自認英

文實力不好，紮實一點念比較好，每天腳踏實地穩穩的讀，高一下段考

我都能維持班排第一，校排前三的成績。

上了高二，因為想要繼續加強英文實力，所以繼續在飛哥補習，希

望學測可以考好。雖然飛哥不再上段考範圍，但英文實力已經超出學校

程度，準備起來蠻輕鬆，大部分飛哥以前都教過了。高一有補飛哥，高

二段考也不用擔心。在大考實力班裡可以多認識很多單字，在未來寫題

目都會看到。背下來的句子片語，也可以用在高三作文裡。每一本高二

的講義我都推薦學弟妹要念，都很重要。五句式連貫式翻譯跟字辨手冊

裡補充的單字量很多，唸好了你學測常考的單字就沒什麼問題。在飛哥

補到現在，我的英文實力跟國中比差很多，英文都很穩，學測模考英文

也都是五科最高分，飛哥幫了我很多忙。

針對繁星部分，我建議在校成績要維持住，繁星%數很重要。高二

上我心裡就有打算要靠繁星上台大。但要繁台大，學測成績就要全校第

一，才能第一順位選台大，所以我高二下定決心要努力拚學測。假如學

弟妹你們選擇念社區高中，建議提早開始準備繁星，因為在社區高中裡

你想要有繁星的機會會比較容易一點，從高一開始盡量維持住在校成

績，在校成績跟學測成績好好把握，繁上頂尖大學的機會會大很多。

上了高一版本班，我覺得最重要是飛哥補充了非常多課外的東西，

如果只上段考內容，那大可不必補習。話雖如此，當初來飛哥上課，我

也是覺得負擔蠻大的，但現在回顧當初，這時候的疲累對以後都是有幫

助的，尤其是對我這種不愛唸英文的人來說，至少飛哥有效地讓我學習

英文。如果沒有飛哥，我的英文就是零，好險有飛哥幫我穩住在校成

績，高三也幫助我達到英文頂標的水準。如果要繁星頂尖科系，學測

英文沒有頂標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因為很多科系你根本連門檻不會

過，我也根本不可能有今天的繁星錄取台大電機。

高二繼續上大考班，高二的講義整理完整又精準，使學習更加深

入。談到背單字這件事，如果我們只單純唸課本的單字，學校的課本中

就有，學校老師也會教，不用去補習班。飛哥這邊就是提供一種不同於

學校的教學方式，例如說五句式連貫式翻譯，每一篇有一個主題，給我

們五個句子，第一可以拿來背，我們可以從中理解到一些常用的句型，

省去看句型本、文法書的時間，飛哥用統整後的方式帶我們學習翻譯，

高三的時候在克漏字都常常遇見。高二在大考班連我這種不想背的人都

能把它背起來，更何況是願意唸的人。他如果多花一點心思在英文上，

那實力會真的不錯。

在高三模考班，飛哥每週一次次的模考，一遍遍精闢的講解，幫助

我們把錯誤觀念釐清。手寫部分，翻譯作文飛哥教的非常精闢。在新學

期開始時，就會先有一堂課專門在上歷屆的翻譯試題。老師在這堂課當

中，就將我們很多該注意的細節，做一次性的講解，我們以後就用這些

觀念翻譯句子。作文的幫助也是非常的大，我記得詳解本裡面，學生常

犯文法錯誤這個主題，我每次看都會有種「欸？奇怪，這是不是為我量

身訂做的？」因為其實大家錯的都差不多，每次看到自己也會寫錯的盲

點就會覺得莫名的興奮，因為這樣我又可以少犯一個錯誤，就像是請了

一個家教幫我們挑出的毛病一樣。再來是主題式翻譯練習，我覺得這也

是非常棒的設計，它既能幫助我們練作文，又練翻譯，這是超高效率的

學習方式，一舉兩得一箭雙雕。

在飛哥將近三年，收穫很多，感謝飛哥。在課內、在課外，都給

我幫助，幫助我最後英文能拿到頂標。建議學弟妹，如果要拚繁星，就

要自律且按部就班地念書，最重要的是相信自己能做到。飛哥的講義要

好好唸，我高三的時候有一點後悔，高二的時候我為什麼不多唸一點。

當下我們可能看不出收益，但大考班就是一個長遠投資，收益在一年以

後，看似久遠漫長，但是投報率極高，所以就不要太在乎眼前的成績！

我國中畢業的時候一心就想要繁星上大學，也計畫好未來三年就是

要拚繁星，所以我一上高中就知道自己要認真念書。那時還沒想好要如

何準備課業這方面的事情，可是一旦有拚繁星這個決心，便會讓自己有

毅力堅持下去。高一時看到同學們的英文課本有滿滿密密麻麻的筆記，

想說這些明明我們學校英文老師沒有教，為什麼他這麼多筆記，於是很

想知道他們是在哪裡補習的，得知是在飛哥補的之後，我就一直想來飛

哥試試看。

其實起初要來飛哥補習，家裡並不完全支持，他們說英文自己讀就

好了，因為媽媽的姐妹都是自己讀然後英文都滿好的，雖然曾想過也許

她們可以教我英文，但她們都在工作所以沒時間，最後經過討論，他們

才同意補習對我的學習來說較有效率。我只有補英文這科，其他科我都

是自學上網看教學影片，但英文則沒辦法這樣做，因為我曾嘗試看長春

藤雜誌，但它的缺點在於雖然有補充許多新資訊，但卻缺乏系統性的整

理，無法針對考試這一塊去做訓練；而飛哥則會有系統地統整重要觀念

或文法。

英文只靠學校教的內容真的不夠，學校沒有專注在翻譯跟寫作，

但翻譯跟寫作在學測英文上佔滿大一個比重。我是上飛哥老師的課，他

補充很多，每一次上課都有新的東西教我們，讓我比較有動力繼續唸。

雖然每次都很晚下課，但上課收穫很多，所以值得。在飛哥的幫助下，

我的單字量大幅提升，讓我在看文章的時候比較快，會發現這個差異是

因為我剛上高中的時候，我有看過學測的題目，閱讀測驗沒幾個字看得

懂，也看得很吃力。在飛哥學會很多單字之後，比較看得懂文章想表達

什麼，甚至有時候在文章中看到飛哥老師有教過的單字就很高興。而因

為有了高二下累積的單字基礎，高三我就比較少碰單字了，我主要專心

在練習作文還有讀每週一回的詳解本。

學測前我把1到20回的詳解本翻到爛，還有看五句式翻譯，看到有

用的句型就把它背起來，這個方式在作文上幫助我許多。例如從最基本

的造句開始，先造一個簡單的句子，然後再變化它的句型，最後放難一

點的單字進去，只要每天慢慢做這樣的練習，作文變強也不是難事了。

學弟妹如果想要拚繁星，上課要認真聽，如果真的覺得學校教的東

西不夠的話，自己要懂得再找其他適合自己的學習管道。除了英文科建

議來飛哥之外，其他科可以上網自學、自己統整，這樣就足夠應付學校

考試了。我也推薦我在念國中的表妹來試聽飛哥國中部的課程，因為英

文是一個需要循序漸進、慢慢累積的科目。高一就來飛哥多學一些課外

補充，高二高三學英文上會比較順，那繁星也會比較容易上。

我是升高一開學後，第一次段考前來飛哥的，會來補飛哥是姊姊

推薦，她也是飛哥的學生。姊姊跟我說，高中英文比較難，讀書時間變

少，考試範圍變大，早點來飛哥打好基礎高中才不會跟不上。我家住中

和，高中唸海山在板橋，我當時沒考慮在板橋補習，因為其實從海山來

飛哥很快，有一班公車會直達，而且大概三分鐘就來一班，所以距離不

是問題。再者，我看過別家補習班的講義，我覺得沒有比飛哥好。

我在飛哥選的是Ringo老師的班，我覺得老師整理得很好，板書清

楚，還會教我們讀書的方法。高一的第一次段考我蠻緊張，所以提早認

真準備，結果班排我拿了第一名，自信心大增，之後我都可以穩定排在

班上前三名。

高一的版本班我覺得對繁星有幫助，因為段考英文都不用煩惱，老

師教的也超出段考範圍。飛哥這邊把課本上的很仔細，但課外手札的內

容也很豐富，滿滿都是補充。我覺得來了飛哥補英文，就不需要再額外

找其他東西來唸了。

升上高二，因為暑假的時候我有上第三冊快速版本班，段考就有

心理準備，飛哥這邊教過一遍，學校再教第二遍時就是複習。高二的大

考實力班雖然不上課本了，但課外的實力如果累積深厚，課內也考不倒

你。我個人非常喜歡高二的課程，因為他有主題性，按照主題把單字拉

出來統整，比高一版本班更深入。五句式連貫式翻譯是把一段文章拆成

五個句子，從中會教到文法、片語跟單字。而字辨手冊能提升我們的用

字精準度，考翻譯跟作文都能用字用的比較準確。高二這種強調大考實

力的補充課程，對高三準備學測必然有很大的幫助。

就繁星這件事而言，兩年維持穩定的校排名是很重要的，在飛哥

補英文，讓我的英文可以頂住不會掉下去，比較不會受到理科表現狀況

的影響。英文實力無形之中慢慢累積起來，不論段考怎麼考都不會受到

波動。想要排在前五%，你每一科都要強，這兩年都要認真念書，最後

可以用繁星就用。但也不要想太多，因為如果刻意為了繁星而得失心太

重，反而容易造成失常或過大的壓力。我自己是無意識在維持校排名，

就該做什麼就做什麼，不要想太多，最後看學測成績能繁到哪，如果滿

意就去撕榜，等個幾天就知道有沒有上榜了。

高三模考班因為每個禮拜都要考一次模考，對答題速度跟時間的掌

握會比較充分，漸漸的也寫比較快，單字就背飛哥的單字書，還有唸詳

解本。我比較著重在作文的部分，我會細讀詳解本前面的作文搶分三單

元，第一大題單字補充會看自己寫錯的題目。參加飛哥高三模考班，就

不用另外寫坊間的題目，把飛哥的複習好就很夠用了。

國三升高一的暑假來到飛哥，也在飛哥快三年了。那時候想補英文

是因為自己國中英文比較不好，在升高中時意識到高中英文好像沒有範

圍，於是開始就想找補習班。那時候我看到了飛哥的榜單，覺得學長姊

在這邊上課都這麼厲害，所以未來若能在這邊上課，自己也可以變得跟

學長姊一樣強，於是便與同學一起來試聽，試聽完馬上報名。試聽前也

已經有心理準備飛哥上課人數眾多，但我相信這就是飛哥英文的品質保

證，才會有這麼多學生選擇來這邊來上課。

其實從我家來飛哥上課有段距離，因為我家住在木柵，還滿遠的，

所以我都選擇上平日班，平常學校放學就直接和同學來飛哥上課。而這

樣的距離並不會影響我想來飛哥上課的想法，因為我認為就是想學到東

西就不會去考慮距離有多遠，對我而言有學到東西較為重要。

高一選擇上飛哥老師的版本班，因為覺得飛哥老師上課東西講得

比較豐富，而且老師上課的氛圍滿輕鬆的。我覺得版本班有幫助我準備

校內英文段考，因為飛哥這邊上的比較深且廣，課內與課外也都有兼顧

到，讓我第一次段考英文就考得不錯。而且我覺得第一次段考還蠻重要

的，若第一次段考英文考好，自然就會建立起自己對於英文這一科的信

心。

版本班第一次接觸拉丁文解析法，我覺得它在英文這科幫助很大。

如果上課一次教的單字很多的話，拉丁文解析法可以幫助我有系統地背

大量單字，而且若遇到不會的單字也有辦法去拆解，並能大略猜出大概

意思，像我在寫閱測的時候就蠻常用到拉丁文解析法的。

我覺得上高二的大考班就是提早為學測努力做準備，因為英文的單

字量還是要從平常累積，如果到高三才在累積字彙量就會有點來不及，

所以高二時的大考班為我奠定滿多英文基礎的。至於大考班教材我比較

常看五句式連貫翻譯，裡面彙整及補充很多高一高二的重要觀念，而五

句式連貫翻譯也幫助我面對英文作文。

高三我就只有看詳解本前面的作文搶分三單元、觀念釐清那些，然

後再背老師寫的範文而已，所以其實不會花太多時間。相對高一高二，

高三我比較沒花太多時間在英文這科上。想以繁星入學就是需要特別注

意每次小考、各科段考都一定得做到萬全的準備，所以在飛哥補英文

後，我就有更多的時間去顧其他科目。

給學弟妹的建議，不要覺得單字好像很多背不完，你現在背了就算

之後忘了你也會有印象，忘了很多遍後，自然就會記起來了，而且老師

也都會重複講。不要因為怕忘記單字就不去背，而是多去接觸、多看幾

次就會有個印象。

第一次來飛哥聽課，就給我一種很特別的感覺，跟我以前上過的

課都不一樣。飛哥有自己統整的教材，像是字辨手冊、五句式連貫式

翻譯，是我會想要學習的東西。拉丁文解析法教的字首字根對我也很有

用，我本來以前有上會話班，所以就有接觸過一些字根，來到飛哥之

後，讓我對單字的拆解感覺更敏銳。

高二我上的是飛哥老師的班，我很喜歡他的上課風格、講解速度

跟方式，他會不斷地複習以前教過的東西，讓我有一種緊張感。老師額

外做的補充，我也覺得很棒很有用，而且飛哥教過的特別單字，總會出

現在意想不到的時候，不管是在生活上還是考試上，給我一種：「喔！

這個字我有印象，飛哥老師講過！」那時就覺得飛哥老師教的內容很有

用。回想當年，高二的時候我很認真讀英文，字彙量也突飛猛進。高二

的教材當中，我特別有印象的是字辨手冊，因為他的涵蓋範圍很廣。一

個主題拉出一串單字，字面上雖然是相同意思，但卻可以延伸到很多不

一樣的地方。我喜歡廣泛的接觸與學習，就像看書一樣，在飛哥上課可

以看到很多不一樣的東西。

關於高三，英文在模考班多練習也真的有差，寫題目重手感，手感

好不只速度變快，解題也比較順。選擇題的幫助很明顯是在字彙量上，

老師大量的補充，會讓我有對某些字有記憶，高三複習就會有感覺，會

覺得有看過不會那麼陌生。高三的不可不知大考單字那一本很重要，我

大概看了六七遍吧，非常建議學弟妹那本要背熟，在題目中真的很常出

現，你背熟了可以幫助閱讀順暢度。作文的部分，作文在高二大考班上

課的時候，飛哥常會講一些很好的句子，還有五句式作文關鍵字，那

些都對寫作有幫助。高三詳解本裡面老師寫的範文，我也會從裡面會篩

選適合自己文風的句子。在繁星的制度當中，主科國英數都很重要，但

唯獨英文的進步會特別明顯。國文大家都看得懂，但你得了解文章的深

意，但英文是你看不看得懂單字，他並沒有要特別要考你更深一層的含

意，你看得懂題目就能得到答案，就可以直接得到分數。

我覺得我能維持校排名，是因為我有一種讀書就是對自己負責的態

度，不論讀完之後成績結果好壞，至少能做到無愧於心。假如認真花時

間讀了但成績不好，那也沒關係，至少有努力過。還有就是要維持競爭

意識，無論是真的有對手或只是假想敵都好，讓自己保持緊張感才不會

輕易在較沒有競爭性的環境下鬆懈。高一下差不多就要決定要不要準備

繁星，早點決定早點開始維持校排名，如果你有那個決心要走繁星，那

你就要趁你還有時間的時候早點開始準備喔！

一開始想補習的時候，是同學推薦我來補飛哥。我們班好幾個人來

補飛哥，那幾位同學也都有上繁星，而且都是很厲害的學校跟科系。除

了同學介紹外，我在網路上也有自己做功課查詢英文補習班，最後決定

來飛哥補英文。當初想補英文是因為發現自己看課外讀物像是英文雜誌

時，有些內容都會看不太懂，所以升高二的暑假就決定來飛哥了。學校

五點放學後，火車車程三十分鐘從汐止來飛哥上課，然後利用搭車時間

休息。每次飛哥下課我都十一點半才回到家，但有學到東西再遠也都值

得。

其實我高一英文整年都是補家裡附近的補習班，之後覺得沒什麼效

果才沒繼續補，因為它上的內容都是以課內為主，圍繞著學校的課文跟

單字而已。雖然上課符合學校進度，在學校考試方面沒什麼問題，可是

其他課外的內容或補充就沒那麼好。最主要發現這一點是在我們高二上

的時候，那時有跟高三一起考模擬考，那次考出來很慘，我的英文只有

九級分，比當時尾段的很多學長姐分數還低，所以才發現當時的補習班

給的東西不足以讓我在模擬考考出好成績。

高二飛哥的課程幾乎在教學校課本以外的內容，但卻打穩我英文方

面的基礎，因為我就是缺少那些課外補充，而課內的部分基本上我自己

就能讀好。雖然飛哥教的跟學校無關，但段考考出來的成績就是比較高

一點，因為我們學校段考都會從長春藤雜誌擷取文章，並做成文意選填

的考題，而文章的單字都很難，考完大家分數都不是很好看，所以高二

在飛哥上的這些課外補充，對我校內成績是有幫助的。我很喜歡飛哥手

札，因為排版簡潔好看，自己的筆記太亂了，時常看不太懂自己在寫什

麼。飛哥手札都幫我們整理好了，在複習上也比較看得懂。

因為繁星只採計高一高二的平時成績，在個人課業方面要注意每個

考試都不能考太低，最主要是段考不能有失常，所以我會在心態上做調

整，把段考當作小考來看，讓自己對段考不緊張。但另個原因也是因為

自己平常就有在念書，所以考試時相對來說也較能輕鬆應對。平常我幾

乎把全部能用的時間都拿來讀書。我沒有玩社團，也沒有其他特別的休

閒，除了打羽球。我放學後都會去打一個小時的羽球，然後再自己去圖

書館自習。基本上每天都會排時間讀書，不會讓自己有一天不讀，每一

天都要讀一點。而會有這樣的決心是在我國三填志願的時候，我就已經

決定高中我想要以繁星的方式上大學。所以學弟妹如果想要繁星，進高

中就要開始拚了，我會建議學弟妹從升高中的暑假就來飛哥學習英文，

才不會錯失任何提高校排名的機會。

因為姊姊之前在飛哥，所以八年級的時候就也來飛哥上課。我覺得

在飛哥可以學到很多東西，所以我很喜歡來飛哥上課。高一的第一次段

考英文就是第一名，我覺得這可以帶給自己自信，所以第一次段考很重

要，如果考好會讓自己想要維持，下一次會更努力，直到高三為止都一

直是班排第一名。

高一版本班是從課本延伸出非常多課外，課文每一段都會拉出來延

伸補充，雖然當時覺得很辛苦，但是因為有用，而且目標是繁星，就得

付出比別人多的努力。更何況英文是一個累積型的科目，在飛哥累積下

來的實力也幫上很多忙。如果在高一上版本班，英文的段考大概就沒有

什麼大問題，除此之外，補充又很多，所以基本上大考實力也會顧到。

應考秘笈跟考題我有看也有寫，因為對段考很有幫助，會讓我比較少犯

錯。複習考我也會來，因為繁星最主要就是在校成績，所以要無所不用

其極的讓自己在校成績能夠上去，或是維持穩定。

高二上的是大考實力班，我覺得句構、五句式對我的大考實力很

有幫助，尤其是寫翻譯的時候。然後五句式裡面有一份作文關鍵字，在

學測的時候我會拿出來看，主要是為了在作文裡面可以用到的單字還有

句型，從中去找這個主題我要用什麼單字。高二這一年學得很充實，也

因為高一高二的累積讓我高三輕鬆不少，高一高二的時候願意累積的人

不多，他們覺得學校教的就很夠了，可是像我覺得就是因為我有來，所

以到最後我就是學得比他們多，成績就是比他們好，英文是要累積的東

西，今天沒有花時間累積，高三沒東西上戰場。

高三模考班的詳解本對我很有用，因為每題都講很細，高三就是靠

模考班在複習，我覺得效率很好，尤其是作文當天就可以拿，我就可以

訂正，然後去看自己寫錯哪裡，會再重寫成正確的方式。每個禮拜下課

的時候我就會把詳解本裡面先全部看一次，劃重點，這樣的方式可以提

升我學測英文的考試手感，尤其是速度，考到後來就會蠻習慣的，對於

找出自己的盲點或弱點也很快很有效。

建議學弟妹，如果想要拼繁星，高一高二在校成績要顧好，像我那

個時候六日就一定會去自習教室，可能早上要補習，下午就待著，高三

也會參加學校的晚自習。如果學弟妹就讀的是社區高中，那我會建議早

點想想繁星這件事，畢竟就是個上頂尖大學的機會，我們學校上台大的

只有一個，第一輪填那個學校上的機率比較大，第二輪只能撿剩的。總

而言之，英文是要累積的，我就一直在飛哥上，上了五年，一路累積下

來，英文實力是帶不走的，進入大學之後，有機會的話還是希望朝外文

方向發展，多多精進。

我覺得一進高中的前幾次段考如果能拿下前幾名，對自信心的建

立會有幫助，而且之後如果退步，會覺得對不起自己。如果想要爭取繁

星的機會，最好一開始先把自信心建立起來。總之，剛上高中大家都不

強，也不知道高中會怎麼樣，先努力點立於不敗之地，只要起跑點在中

上，後面要追應該都還有機會。

我覺得飛哥的高一資優版本班對高一新生來講是不錯的，因為若

像其他補習班，一開始就上課外自編教材的話，我覺得容易不太習慣。

而且我覺得如果補習跟課內無關，課本跟大考兩邊要同時兼顧會有點困

難。高一在飛哥上課，講課文內容拉出大量課外補充的方式，一舉兼

得，課內顧到課外也顧到。飛哥也準備了段考複習的工具書，例如單字

應考秘笈跟段考精選試題，我會利用公車時間背單字手冊，裡面有例句

也有整理段考常見陷阱，對應付段考實有助益。段考精選試題我也會

寫，一來是因為飛哥上課會檢查，二來是在段考上也有幫助。

準備大考不可以只靠課本，那是絕對不夠的。在飛哥經過高一版本

班的適應期，高二換個方式，上統整過的大考實力課程，我覺得這樣很

好，我蠻喜歡的，學習很有效率。老師將大考重點單字歸納好，不會跳

來跳去，課本會跳，因為他是以課文為主題，單字之間的關聯性不強。

像是字辨手冊就還不錯，把意思相關的單字擺在一起做延伸補充，就蠻

一目瞭然，作文才不會每次都寫一樣的字，擁有很多代換字，在高三寫

作文時很有用，當別人都在用簡單的字，自己可以用出比較漂亮的字，

作文分數就比較高。高二這一年我的英文單字量突飛猛進，感覺得出來

自己比以前強多了，例如看課外雜誌有時會覺得這字以前就在飛哥看過

了。高三時有個感觸，高一高二大考實力有好好累積，高三才能省時間

好好複習，飛哥英文這樣的策略是正確的。畢竟高三太多科要唸，英文

先多會一些比較好。

繁星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累，有點像平常準備段考的感覺。繁星

的第一要件就是各科盡量往前衝，維持在高分群裡面。要如何進入高分

群呢？首要之務是要穩住段考成績，上課時專心聽講，回家複習少一點

沒關係，但段考前至少一週要開始看書，不可荒廢。在讀書時間的分配

上，我認為主科相當重要，高一的時候自然社會還沒很深，看課本就可

以應付考試了。社團還是可以玩，讀書還是要讀，我平常也蠻放鬆的，

段考前提前兩個禮拜開始讀差不多。這三年跟著飛哥學習，收穫滿滿，

讓英文成為我強科，有信心也有興趣的科目。我高中英文都是唸飛哥的

東西唸起來的，謝謝飛哥所有老師的幫助。

高一的時候我就決定要拚繁星。我高一成績還不錯，努力保持在班

排第一名，校排則是一兩次有在第二、第三名過。我都是前兩個禮拜開

始準備段考，之前有試過段考前一個禮拜開始讀，但之後發現我會讀不

完。有些老師進度跑比較快的我就先複習；老師還沒上完的部分，有時

間我會先念，沒時間再跟著老師的進度走，無論如何我先以把考試範圍

唸完為主要目標，所以每次都會依照自己安排的計劃及進度把它讀完。

從高一到高三我都有參加學校的晚自習，唸到九點才回家，回家後通常

都不會再繼續讀，除非是段考前或是剛好剩一點點沒讀完，我就會回家

趕快把它讀完。

我覺得學測就是堅持，看誰能撐到最後、認真到最後一刻。但繁星

相對比較難，因為要時常盯著自己不可以放掉任何一個科目，尤其是高

二時要比別人更認真。雖然高一不用很認真但也不能放掉。高二就要開

始認真讀書，因為這時大家都在玩，所以更不能放棄，而是要比別人更

認真努力念書，這樣繁星的百分率才會比較好看；另一方面也是同時提

早為學測做準備。我們學校高二上有辦一次跟高三一起考的模考，範圍

是高一的內容，那時的模考成績四十幾級分而已，於是發現自己讀書不

夠扎實，因此下定決心高二要更努力念書，同時也要為學測備戰。

高三模考班我是上Ringo老師跟欣達老師的班。上課方式方面，

Ringo老師上課會補充比較多東西，他會做一些單字或觀念的延伸，但

有時候他講比較快，我偶爾會跟不上；欣達老師則是板書會寫滿滿的，

讓我回家可以再自己複習。我比較喜歡Ringo老師，因為他講得比較仔

細，也會講一些讀英文的特別方法，例如文法方面的記憶法等等。其實

高三不用花很多時間在讀英文上面，而是每天都讀一點這樣慢慢累積。

我複習詳解本的方式就是把不會的單字畫螢光筆，但我也只會看過那一

次，因為沒時間再去複習第二遍，而這樣畫螢光筆的方式也會幫助我對

這個單字加深印象，而且飛哥也會常常重複一些重要單字，所以我也不

擔心單字背不完這件事。像我就是每天都在看詳解本，每週讀完一本，

如果那一週比較忙，下一週就會安排進度把新的跟舊的詳解本都讀完。

通勤跟睡前我都不會讀書，這些時間我就是拿來好好放鬆休息。我

也絕不熬夜念書。原本一開始我打算用死背的方式把飛哥上課內容記起

來，但一個英文很好的同學跟我說，英文其實不用硬背，最主要還是要

有印象，看多了就會記起來了，所以我會逼自己在讀英文的那一個小時

內盡量多看很多單字，這樣腦海裡才會有印象。

當初是國三升高一的暑假，我們班上很多人都要去飛哥，我就跟著

大家一起來報名。會想補英文是因為聽說高中英文跟國中英文差很多，

補一下會比較有準備。國三升高一暑假有上飛哥的國高中銜接課程，真

的幫助我較快銜接高中課程，對於高中英文，心裡也比較不會緊張。我

還記得暑假就複習五大句型，講高中英文學習法，反正升高一暑假也沒

事做，就好好上課。我家住文山區，搭捷轉公車，來飛哥至少要三十分

鐘，車程其實不近，但我個人認為，補習還是要挑口碑好名氣大的，這

兩年半坐車過來飛哥上課，我覺得很值得。

飛哥的高一版本班是從課本講到課外，從課文拉很多補充出來，真

的收穫很多，對段考、英文程度的提升很有幫助。因為飛哥版本班都教

過了，上學校英文課就很輕鬆，段考也跳不出飛哥教的範圍。段考考前

課本拿出來單字背一背，雜誌看一看，唸唸飛哥手札，段考考九十幾分

是常見的事。英文基礎就是靠單字量，單字越多實力越強，如果靠自己

找補充來唸，應該很浪費時間吧！

高一飛哥老師教英文有很多方法，字辨、代換、拉丁文解析法等

等，都對記憶單字有幫助。因為慢慢地隨著字首字根越學越多，看過

就更容易記起來。我覺得拉丁文解析法還不錯，讓我比較知道單字的組

成涵義，這樣會比較好背。有時候還有諧音法，也還蠻好笑的。繁星就

看高一、高二兩年的在校成績，在飛哥補英文，英文段考成績就不會差

了。我們班上就我和另一個同學補飛哥，我們就是全校的第一名跟第二

名。

高二飛哥的英文教學，是擴充大考實力，上老師整理過的字辨手

冊、五句式連貫式翻譯，我覺得那些教材都寫得不錯，我覺得高二最好

玩最有趣。那時候老師講一個單字我沒看過，我還會去翻字典查單字，

看有沒有其他意思，查過之後會更好背。高二的時候覺得飛哥老師很

猛，也因此成為我很有自動自發讀查英文的動力。我覺得飛哥老師的補

充是老師裡面最多的，他上課還會翻字典。高二那年我想應該奠定了我

日後英文拿下15級分實力的基礎吧。

到了高三上模考班的時候，我的英文單字量已經超過學測範圍。高

三模考班可以練題目手感，作文也可以寫的比較順，我覺得解題經驗很

重要，寫題目需要語言邏輯，要學會快速判斷前後文。如果高一高二有

補飛哥，高三你會發現很多重要的字都看過，那就是之前累積的成果。

建議學弟妹，繁星升學是不錯的選擇，但它是長期抗戰，學校大小考試

都要顧，除了段考，其他科目的平時成績也得顧，不然就會拉下排名，

就影響了未來選填學校的權利。祝福大家學業進步，想繁星的也能成功

摘星！

我是基隆人，我在國三升高一的時候來到飛哥補習，雖然來回很

遠，但對我來說距離並不是我考量的點，我追求的是補習班的資源跟上

課的內容，就算再選一次，我還是會來這裡補習。除此之外，我覺得英

文是國際語言，終究是要學多一點比較好，光靠課本所學太淺薄，畢竟

上大學後英文也都要用到，所以我認為高中不只是念完課本就好，還要

更廣泛地學習英文。

補習班老師實力的深厚，從他上課就可以看得出來。我最喜歡飛

哥老師，因為他上課可以天馬行空突然出現一個單字補充，你也不知道

為甚麼，可是他就是有N個單字可以講，可以一直補充一直補充，讓我

學到很多很多東西，也讓我覺得甘之如飴。而且他可以上很久，在台上

講四五個小時，我覺得他腦袋裡面裝好多東西，根本是單字庫，滿腹經

綸，真的是佩服。

國高中的英文差異真的很大，我還記得高一的第一次段考其實很

慘，我國中英文還有A+，但是那次段考我只考43分，那時候給我的創

傷很大，我就想說只是上個高中為甚麼英文瞬間掉了一半的分數，題目

裡一大半的單字都看不懂，然後文法根本都跟不上，因為國中沒有講這

麼深。老師說高中課業一定會跟國中不一樣，你一定要去接受他去克服

他，要從這個傷痛中走出來，你擺爛就完了。後來我相信自己做得到，

也成功的進步上去，後來我兩次段考都考第一名，這也給了我很大的信

心。

飛哥的高一版本班是用學校課本上延伸補充，我覺得這個方法不

錯，因為這樣的上課進度比較能配合學校段考，跟課本又有關聯性，

如果一開始就全部補課外的東西會沒什麼人想聽。在上高一版本班的時

候我很認真念飛哥手札，因為手札的內容很豐富，我每天都會花時間去

念他，也因此為我奠定了紮實的單字基礎，這些單字就讓我在班上跟同

學有很突出的差異。像我可以代表我們學校去比全國單字大賽，這就是

飛哥帶給我的優勢，而且最重要的是，讓我知道了解到學英文是為了自

己，不僅是要出國留學或是上大學，英文就是我本身的競爭力。

我覺得要上繁星的話，成績一定要顧，因為成績在哪你繁星就在

哪。繁星就是適合各科都可以顧到的人，對我來說既然有繁星這個管

道，我就更有機會可以上我想念的大學，雖然繁星真的很累，但是後面

的學測門檻就沒有這麼高。所以如果你不是那種學霸型的人，那你就早

點去把段考部分顧好，因為像我自認不是一念就懂的人，所以我一定要

念很多次，那你念了很多次就相對那些不愛唸書的人來講你機會就很

大，你現在多看那一點，你分數就會高那一點，然後慢慢的差異就出來

了。

吳品佑張惇宥

賴政瑄錢彥廷

游子頤劉璟勳

廖育辰胡 方

周鈺淇張晉瑄

李 金向郭柏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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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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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松高中中崙高中

秀峰高中海山高中

松山高中格致高中

秀峰高中華江高中

松山高中徐匯高中

景文高中二信高中

永吉
國中

信義
國中

秀峰
國中

中和
國中

景文
國中

格致
中學

秀峰
國中

大理
國中

南港
國中

徐匯
中學

景文
國中

基隆
銘傳

台大電機

飛哥107年繁星錄取人數已經突破303人，共涵蓋87所學校，社區高中學子更是大放異彩！

西松高中全校榜首

秀峰高中全校榜首海山高中三類台大

松山高中一類榜首格致高中一類榜首

秀峰高中一類榜首華江高中唯一台大

松山高中一類榜眼徐匯高中全校榜首

景文高中全校榜首二信高中全校榜眼

台大資管

交大電子台大動科

台大國企台大財金

清大經濟台大日文

台大經濟台大化工

清大資工台大植微

感謝下列繁星錄取同學分享在飛哥英文的學習

心得，盼望透過他們的經驗傳承，能讓你看見

飛哥英文，是你學習路上值得信賴的好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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