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連續多年超過40%飛哥學子會考考進「建北附成中松」

108學年度超過250位
前三志願學子榜單分享

#台北市重慶國中榜首  #同學總覺得我在念書很突兀

#感謝姐姐鼓勵我提早接受競爭  #建國中學

#撞了牆之後，會繼續努力的人才是真的有「自信心」！

我覺得學校老師還是很認真，但因為課堂數太

少，有時候只單純的把課上完，時間比較趕，也沒

有時間再深入講解。很偶爾也會遇到學校老師把課

上完就好，不太會掌握進度，有些只跟著學校進度

的同學就發揮得不好。坦白說，補習班可以自己挑

老師，像我三年換了三個補習班，第三年到飛哥才

覺得最滿意。

第一遍看題目都有點緊張，但因為在飛哥訓練

過很多次，就可以靜下心慢慢看。幾乎每一題都有

在飛哥看過，也一定是飛哥比較難，文章也比較

長。感覺飛哥的題目比較需要去想，學校有時只會

練習大張的黃卷，裡面大部分題目都是基本題，對

我幫助不大。寫飛哥的題目寫久了感覺每一題都知

道關鍵在哪裡。考完只擔心小粗心，還有擔心國文沒有寫得很好。

還記得我加入飛哥…

學校九年級的狀況其實不太一樣…

會考那一天…

我直到九年級才接受姐姐的提議，出來跟其他

同學競爭，其實我國一和國二也都有補習，平均一

年換了一家。我會一直換，是因為我之前遇過的補

習班上課都比較吵，感覺大家沒有想念書的衝勁。

剛來飛哥的時候，的確真的有點信心受挫，飛哥給

學生的練習量比較多，題目也比較長比較有鑑別

度。也被抓來幾次輔導過，感覺飛哥的學生們大家

都是有上進心的。

我覺得肯撐完一年的人都會改變很多，我自己現在也覺得上高中要繼續努力。進不進步很重

要，但自己的改變更重要！我自己最明顯的地方就是可能不會特別想要玩，像是以前國二很愛

玩，國三以後就很多東西都可以戒掉。爸媽也覺得我改變很多，例如；讀書會比較專心、在某些

事情上會表現得比較努力和毅力。我很建議肯努力肯拚的，想肯定自我的人，或是可能就像我一

樣的人，一開始想讀書但又不知道怎樣讀的人加入飛哥。學校可能有一半的人不是太認真，但學

弟妹請相信自己吧。就走出自己的路，有時候不一定要跟別人一樣的路，但就是要朝自己的方向

去努力去拚。同學難免有些酸言酸語，我祝福你們跟我一樣，會讓我更正向的想前進一步；會比

較想跟他們不一樣、想走出來；有時也會遇到一些夥伴在飛哥班上，感覺都比較積極。

其實一開始我也不想來，因為覺得飛哥

有點距離有點遠，但是我姊姊說服我的。她

覺得我的個性比較適合去挑戰看看的。後來

我自己想想，也想要有個進步的心。姐姐也

跟我說到交通可能不是那麼方便之類的；更

可能補習班上同學能力都比較強，可能會讓

自己的信心會被壓過去，但我後來想通了。

撞了牆之後，會繼續努力的人才是真的有

「自信心」！

最難的英文三大子句，還有關係代名

詞、被動式、完成式…，都是九年級才會

教，為了聽懂你一定要預習，學校老師時間

一定不夠。除了學校，我自己是在飛哥聽了

兩到三次之後，加上複習，就比較懂了。而

飛哥英文九年級其實都會教過很多次。絕對

不能小看這幾個章節，真的難很多。

我想特別跟學弟妹說…

特別要感謝：「我姊姊」 要是你也念「非明星國中」

我是柯冠瑋，我選擇 飛哥英文！

他們都曾經尋找自己的目標與方向！
他們都與飛哥一起克服自己的難關！

私校暨非名校學子特別專訪

#建國中學！#我媽總為了補習班，幫我四處尋訪！

#好的地方，從一進來的導師群都不一樣！

#飛哥不只老師強，輔導群真的可以給我很大幫助！

我覺得飛哥英文的老師程度高到誇張！學生也

是強到誇張！因為老師能用心教一定是因為學生程

度夠好，老師才能完全發揮。我因為身體孱弱，常

常DVD補課，但每次補課也都上的很開心。像是公

民沈揚老師清晰且連貫性的教法、歷史徐偉老師冷

面笑匠的風格和地理謝逸民老師完全顛覆了我看地

理的論點，很有邏輯性。都讓我這社會笨蛋進度超

級多！本來文科我努力念了，可是就成效真的起不

來，連學校老師也替我很緊張，怕我考不上前三志

願。但除了英文，社會科飛哥請的老師真的跟神一

樣。有時瘋狂丟出一堆沒想過的問題，一聽就覺

得「死定了，我什麼都不會」，反而激發我很多

想法。想到本來覺得「山就是山，海就是海」的自

己，真的是要學會的實在太多太多了。

七年級下學期，我終於
面對現實了…

我身體不好，所以要更自律…

七年級上學期摸索半年英文，

但是面對考試就......看到慘烈的分

數，只有70到80多分，第一次來聽飛

哥，只覺得東西好多。沒有逃跑，都

已經需要加強了，慢慢去適應再習慣

就好。印象最深的是飛哥真的會盯…

一群學生排隊補考被要求，那畫面我

永遠揮之不去啊！不能逃避，因為我

的目標是考上建中，考上好大學，只能面對問題，解決問題。我很慶幸在飛哥這兩年半不管哪

一科，不管什麼時候要問問題就直接去問就好。

家長不要覺得孩子吃不了苦，像是很

多會說老師教得聽不懂，沒關係那就慢慢搞

懂啊！我的孩子就曾遇過，學校老師明明很

好，聽不懂去問也會融會貫通解釋完，但只

是因為學生回家跟家長說一句聽不懂，就被

很多家長「客訴」，因為題目出得難一點又

被「客訴」。這樣真的會讓老師只教簡單

的，孩子學得更少！

家長真的該相信孩子的能力…

因為現在的老師功能跟以前完

全不一樣！因為學校有很多小孩可能

家庭狀況更需要協助與關心，老師都

很盡心幫忙。會把80%心力花在這樣

的學生身上。因為幫助這些非常需要

協助及關心的孩子，真的是最重要

的事情！所以，如果你的孩子可以多

學，經濟狀況允許，父母就應該帶孩

子走出來，我的孩子因為體弱，我自

己也常幫他到處聽課，我覺得近朱者

赤、近墨者黑。所以我非常建議家長

應該要出來一起聽課，而不是只丟給

老師。

我看過很多家長最常有的盲點就是，他們只希望老師多照顧一點我的孩子，而不是多訓練

我的孩子，這樣很危險。因為孩子在特別的照顧下，長大後，如何單獨面對並解決問題。在飛

哥，我看到的是，例如老師說考試範圍，孩子需要自己記錄，學習自主。有一定的強度要求。

放大看，我的孩子以後出社會工作，至少能有頭緒，有計畫的工作。當初我一進來看到飛哥的

導師群站的直挺挺訓練有素，然後第一句話都是「請問有甚麼需要幫忙的？」。感覺這家補習

班的內部管理很嚴格。我也曾看過某些補習班，我走進去連試聽都沒聽就轉身離開了。

Aily老師很洋化，但她的洋化是開明的典雅，教學也有水準。Rolly老師和Trego老師也是

會跟孩子們說要讀書，要注意那些事項，很像大姊姊大哥哥去跟他們分享要怎麼讀書才有效率

與技巧。他們看似年輕，但是教學上的能力很棒。國文宋達老師、社會王飛、程霖老師幾位，

我都聽過他們的課，最值得讚賞的，孩子去問他們任何問題，他們回答問題都會很認真解答。

我看過很多次，學生去問問題，老師們都很開心的教導，他們的笑容，很燦爛.當然，英文老師

群也是。看到學生來問問題，感覺上笑容好陽光。

飛哥英文盯學生的態度，不管功課好壞一視同仁，就是應該乖乖來上課讀書，對待方式都

是一視同仁。憑良心講，我覺得家長要有一個觀念就是不要只對我的孩子好就好，因為將來出

社會沒有這麼多優待。在我看來飛哥英文帶學

生的態度不會有大小眼，每個孩子都是最重要

的。

羣霖很多同學剛開始都覺得飛哥一定很

恐怖，榜單很驚人一定很高壓。我說以強度來

說給的量是很足，但是熬過習慣就好，連我們

家年幼的妹妹都已經適應，大家一定都可以做

到。羣霖的同學，經過這次會考的洗禮後，更

下定決心，不怕壓力不怕苦，已經來到飛哥一

起上課，不怕太早來飛哥。只怕後悔太晚來。

我是羣霖媽媽，我也想分享一些真實情況！

我是鄭羣霖，我選擇 飛哥英文！

#台北市忠孝國中─36分全國榜首！

#三年前我看到飛哥榜單上的學長姐很羨慕！

#我爸附中畢業，我想超越他！ #被注目也是種動力！

漸漸的我會挑分數重的先唸，然後七八年級

資優英文，九年級模考訓練和百題訓練！百題真

的是有效！不知不覺竟考出了36分，我自己高興

也很驚訝。只是不習慣很多其他補習班突然一直

找我去，走在學校每個老師都跟我說恭喜，有點

尷尬。我有一個朋友還跟我說「不然你36分給

我，我幫你處理這些事情。」。看起來，真的絕

對比考砸了，老師說「別氣餒」好多了。現在想

想，國七的時候我是不會想念書的，只會裝死，總是覺得有班排前五就好了。來飛哥就是一個競

爭的環境，我覺得今天有一個更強的人可以跟我競爭，感覺很好。就算輸了，我也會覺得反正我

只差一點點，想想當初參加九年級百題訓練就是固定輸那幾個同學，我都知道是誰了！也總算在

會考贏回來了！但他們好像也都是念第一志願。

我七上還是遲疑了一個學期…

似乎我真的慢慢改變了！
這次有點不習慣被注視的感覺…

七上我就知道飛哥了，看到榜單覺得很厲

害，但剛開始有點牽拖，國小沒有補習，有點排

斥每個禮拜都要來被關的感覺。但其實我國小考

英文都是硬背，期中考可能就只有一個句型，像

是he doesn't我就永遠背那個句子，然後考試看

到he doesn't我就選那個選項，就是用背的。然

後國一發現我英文很多基礎很弱，弱到就是一開

始我不確定一個句子是不是不能有兩個動詞，很

廢！我第一次來只覺得「啊，補充好多喔。」，

但因為我不喜歡被留下來或抓來輔導，我開始會有「好，那我就把這些多念幾次。」的想法，開

始抓各種考法和技巧，我考一次大概就知道有些東西是怎麼考的...飛哥東西很多但我不可能全

部吸進去，我就會挑幾個我覺得重要的先記住。

我想，考得不夠好的人，可能其實都只是沒念書，真的很可惜。像歷史好了，有時候可能是

看關鍵字去判斷，但我就會把年代記起來，直接看年代去寫；我社會三科只要遇到很冷門或是名

字特別長的我就會去記，老師可能上課說很多，然後告訴你只要記前面2個，我可能就會連後面

的都記下來。我在學校很認真，我回家不太念，利用飛哥幫我掃盲。國二的飛哥英文資優課程很

恐怖，因為東西真的很多。我在國二就是上完一堂課感覺就是被砸了好多東西，應該說是練勇氣

的吧，很需要回家認真消化的感覺，而且拿來炫耀都沒感覺，因為同學根本都沒學過。但國三學

校老師教的時候，很神奇的我都一次聽懂了，因為前面在飛哥都有印象，省了很多時間。若是提

早增加自己看過的東西真的差很多，真的是不知不覺就開始進步了，只要你現在開始做一定可以

考好一點的。

第一次帶兆維去試聽，他原本

很抗拒，因為他覺得自己程度很

好，沒想到上完課後他只對我說：

「媽，我想要來飛哥，雖然我知道

我會很痛苦，但是磨過這三年，我

會變得很強」就這樣開啟了跟飛哥

的緣分！

我國小成績就還不錯，那國中在學校排

名也蠻前面。國小老師會跟我說說「你要上

建中」！然後我也會跟我爸說，因為我爸是

附中的，爸：「我要上建中，我要笑你。」

但那是很小的時候，大概六年級的時候，但

我爸就一直記著，爸！我做到了，沒有騙

你！很謝謝你一直激勵我！

你不要被愛玩的同學影響！他們知道

你要念書，不會特別干擾你，但如果你也一

直回嘴，他們當然會找你玩。學校老師都會

盯但沒辦法逼，因為老師也知道他們選擇了

其他方向，老師也會希望他們至少有念，幫

助他們！但你想考好，還是得靠自己！

我想特別跟學弟妹說…

特別要感謝：「我的爸爸」 同學其實不會吵你！

我是連兆維，我選擇 飛哥英文！

兆維媽媽的分享…

#我從三峽來，誰能比我遠？

#我沒看過這麼有規模的補習班，飛哥太厲害了！

#飛哥控制秩序實在太強了！

三峽國中五育並重，很多人運動很厲害，這

點我就輸多了！所以我以念書為目標，學校及老

師提供很多資源幫助想念書的人了，但是我還是

認為缺少那麼一點點…所以我才選擇飛哥。國二

就是單字∕手寫句子∕課外加分題…這些都要背

好。國三時一踏進去教室就感受到氣氛很緊張…

在百人教室中沒有一個人在說話、發呆。補習班

考試時覺得非常有壓力，專出我一定會錯的題

目，對答案時有可能「滿江紅」。不管你背得再

三峽國中五育並重…
八上的時候我決定來飛哥了…

飛哥英文很「神奇」…

當時我英文遇到瓶頸，剛好在網路上看到

「飛哥英文」。於是報名飛哥試聽，記得剛來飛

哥的第一天，我就像劉姥姥進大觀園一樣「怎麼

那麼大的英文補習班」一切事物都感到很新奇，

聽完之後有兩種想法「上課補充內容好多，這才

是我真正想要的」但也會有「好難喔，我的程度

不知道能不能跟上…我可不想被叫來輔導！」後

來媽媽鼓勵我勇敢面對挑戰，既然都來了，就來

補飛哥英文吧！國二時每次來都很開心，上課真

的很有趣，國三就覺得「唉~怎麼又來飛哥了…

(笑)」這些都要感謝我父母從三峽很辛苦的送我

去頂埔捷運站，甚至星期六白天還有自習課，自

習完後還要麻煩爸爸開車載我到台北。最感謝的

就是他們了！

因為長期來的壓力，有時候我想要放棄時，會因為飛哥同學都蠻認真的不會耍廢，而告訴自

己堅持下去，該做的事還是要做，燃起自己的鬥志。在飛哥我感受到三峽與台北真的存在著明顯

的城鄉「差距」，我相信唯有努力才可以讓「差距」縮小。

在考英文的時候，因為是最後一科，而且又是

我最不擅長的一科，在進考場前非常緊張，回想起

在飛哥時的艱苦日子，一去飛哥就像和SSR級怪物

鬥智，都可以存活下來了，相信我一定可以戰勝會

考，就告訴自己平常心就好，要有自信才是在壓力

環境下勝出的秘訣。在國中這三年認真看待每件事

情，因為我秉持著「人定勝天」唯有努力朝著夢想

前進，才能自己決定未來要過怎麼樣的生活。

多，都還是「只有考七八十分。」飛哥題目讓我的視野加深加廣，是很有鑑別度的，讓我的英文

在不知不覺中進步了。

想奠定基礎就要願意花時間一板一眼的把它打

穩，不要覺得麻煩而跳著做，這樣會變成一個惡性

循環；甚麼時候念書最爽，就是考贏別人的時候，

如此一來才能變成正向循環。我花了一個多小時的

車程來到飛哥，我覺得時間不是問題，而在於我認

為飛哥值得我這麼做，我只是為了我的未來探路而

已。

如果你選擇念書，你就應該出來見世

面。像在飛哥這邊就有大補習班的資源，例

如補考之類的提醒，輔導老師會一個一個打

電話到家裡通知父母，飛哥也像小補習班一

樣，照顧的無微不至，學生在學校可能會分

心、聊天，但在飛哥絕不會發生，如果學弟

妹在校第一名，來到飛哥不一定是第一名，

可能是在飛哥班上只是中段，藉此透過機會

出來競爭，畢竟高中還是有機會出來台北就

學， 我剛來飛哥也被電得很慘。

謝謝我的父母願意花大量時間和金錢

來培育我，讓我來台北感受強烈的競爭力。

相信送孩子來飛哥的父母都是望子成龍，望

女成鳳，用心的養育子女，讓子女能朝著夢

想飛翔，創造自己的夢想藍圖。

自信才是在壓力環境下勝出的秘訣…

我想特別跟學弟妹說…

要是你真的住很遠… 特別要感謝：「爸媽」

更多飛哥學子感言分享

歡迎上飛哥官網瀏覽

我是劉彥廷，我選擇 飛哥英文！

http://www.faigo.com.tw

市重慶之光

百齡之光
三峽之光



#建國中學！#明湖來飛哥比土城來更遠！

#學校老師好壞不能自己選，但補習班可以！

#我媽鼓勵我出來看世界，我很高興成為我媽的驕傲！

我也去過地方性補習班，上課的時候他們就沒

什麼在管，放任學生自行讀書寫作業，或是老師在

台上教課，底下的學生自顧自的聊天。我跟媽媽來

飛哥之後才驚覺的，地方性補習班跟想像中並不一樣。後來發現有好些同學現在都跑來市中心上

課。我媽媽在聊天時也會聽到「你家小朋友現在在哪邊補習？」那時候才覺得，過來臺北競爭性

比較大的地方補習是正確的。

像我爸爸比較不管事，但要管的話會很嚴。我媽如果講不動我，就會叫爸爸出馬。因為剛

開始身邊的人都沒有很支持我跟我媽來

市中心上課的想法，包括我自己。媽媽

先說服我爸，再強迫我出門見識…但慢

慢的接近會考，看到會考完後的結果，

才開始認同我父母做的是對的。我覺得

如果你們跟我一樣不太愛自動自發唸書

的，來市中心這附近補習是蠻重要的。

在這邊的環境有較多的競爭力。在這邊

看過考試分數後，才會覺得自己過去怎

麼那麼混。

想當初我媽媽希望我出來見世面，
還很多親朋好友勸他不要…

每個同學的目標都不一樣，念書就
只能靠自己督促自己…

都要親臨試聽，千萬不要對補習班
有先入為主的觀念…

我記得很多親朋好友問過我，幹嘛跑那麼遠？

幹嘛那麼累？才國中年紀的小孩子，幹嘛跑那麼遠

來市中心競爭。我媽一開始也安排我在區域型的安

親班，結果我一副不用讀書，就穩坐班上龍頭，後

來我媽想這樣下去是不行的，因為上高中後還是要

跟全台北的學生競爭。

如果你也看過飛哥英文的榜單，一定會發現大張的榜單中大家都很強，飛哥的整體素質很

好，不唸書的人根本不會來。我覺得百題還蠻累的，但接近會考的時候，覺得有點危險，才開始

就有乖乖做。我比較討厭考試，會緊張自己會考不好，又要留下來訂正輔導。可是考試完後，就

覺得輕鬆許多。漸漸的，好像是練到最後就痲痹了。八下開始大量的考試訓練，我已經習慣了。

飛哥就從國一國二一直增加訓練量，然後到國三時在一次收縮起來，很自然就可以快速提升自

己。還有那討厭卻又有效的訂正本，每次看到自己錯的地方都會覺得，當時自己很奇怪，怎麼會

錯那個地方。而且我八年級的資優單字都有好好背，九年級的時候我看幾乎都會，基本上不太需

要背單字。這也省了很多時間。

在國三的時候，關代、被動式、完成式、三大子

句我都非常熟練！練到憑感覺就知道答案是對的，就

是有種題感，不知道為什麼。但我覺得那是老師和學

生一起努力的關係。像我們學校班導老師蠻嚴的。之

前七年級的時候是另一個老師，不嚴。八年級的時候

換了班導，全班數學越來越好。而且因為氣氛好，我

們班不讀書的學生並不會吵。老師嚴不嚴，會影響很

多。但在學校不能選老師，補習班可以選。

每個同學的目標其實不一樣，我是幸運遇到好的

父母和老師，在我選擇念書上班了很大的忙！想想我

當初七年級連參考書都不寫，在地方性補習班當王，

仗著自己好像很強都不念書，真的活該被爸爸罵。

現在想想我媽當時被很多人質疑幹嘛那麼麻煩還

送出來，我真的很高興我考上建中，讓我父母證明了

他們的教育方向是對的！也感謝他們不厭其煩的鼓勵

我！

我媽媽剛開始都會跟我一起來上課，

她覺得飛哥有很多跟她一樣想法的家長。感

覺飛哥重視的是篩選學生的學習態度，還有

家長的教育理念。跟家附近的感覺完全不

同！

因為上國中之後，媽媽有要求我來飛

哥這邊補習。來補習之後，才發現有很多比

我強的怪物，被電之後自己才開始緊張。但

被電了一段時候，回家時會想放棄，但媽媽

會開始叮嚀我，要我不要放棄唸書。考完之

後，很感謝媽媽這段時間的幫忙。

九年級真的辛苦，但習慣之後其實進步很快…

要是你真的住很遠…特別要感謝：「媽媽」

我是孫顗翔，我選擇 飛哥英文！

#景美國中其實很近  #建國中學原來也可以很近

#我不想只寫買來的簡單題，對我來說根本沒用

#飛哥可以給我競爭力，因為學校老師都得先照顧後段同學

在學校同學常常散發出「怎麼會有一兩個異類現在在念書」的感覺。因為我們現在是S型分

班，但說實在的會考前一周，在唸書的也就寥寥可及，10個不到，時不時還會看到一堆男生在後

面上課聊天之類的。但最後我們班很明顯的區間是落在「低於20分」跟「26分前後」，會考20分

就是一個斷層。學校老師都很認真，但有時老師很無奈，講的題目，後段的人根本聽不懂，前段

的人又覺得太簡單不需要聽。很像是差距是1到100分，然後老師講的是50分的，既不著前也不著

後。其實，我也覺得我們老師很用心，是班上同學差異太大才是問題！

國七的時候我是不會想念書的，只會裝死

(笑)。總是覺得有進班排前五就好了，我沒有特別

要什麼第一第二。所以我有去地方型的讀書班，其

實也蠻有效的。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可能因為地

方型補習班蒐集不到那麼多肯唸書的學生，到最後

只特別照顧比較優秀的同學，很混的學生，老師就

直接放掉他了。而學校剛好只先照顧弱的學生。但

來飛哥補足了我最後一塊…

飛哥的九年級和學校其實差很多…

我需要被照顧到…

我模擬考的時候英文被電！被電！被電！所以

我才開始找能加強的地方。我知道學校可能同學強

弱很懸殊，所以我本來就有去家裡附近的補習班讀

書。來飛哥之後，我才知道甚麼叫訂正本、什麼是

強者很多。而且，平常的考卷，100題中有90題以

上根本不用想。就算10題難題分散在100題裡面也

沒感覺。但飛哥很殘忍的就是，只給你有鑑別度的

100題，你會覺得「哇，好難喔~」這個感覺，根本

就是一直被強迫練習。

相信學弟妹也很常有種感覺：以前的自己好笨，怎麼會錯這個。我覺得應該是我念得不夠

細。但其實我覺得光是飛哥補充的就可以踢掉參考書了，因為參考書雖然細，卻不會寫上常錯

的地方。在飛哥，老師都會幫你整理出來！此外，窩在景美地區真的會缺乏競爭力，來飛哥可以

找到。訂正也超級重要，飛哥要求我們做訂正本，強迫把自己的錯誤記下來修正，簡單易懂的方

法。

此外，我以社會科舉例好了，像我兩週可能會翻完一整本、一輪，我早上會背這些社會科，

或各種要背的東西，我實際上刷題是晚上我自習才開始狂輸出，因為你刷題的時候你可能很多你

該記得但你其實只因為沒念才不會的題目，都是不應該錯的，你應該要先全部都刷完，寫題目發

現自己哪邊細節不同在哪。應該說要先拿到必拿的分數。

飛哥兩個問題都能兼顧，輔導老師有夠多，任何時候都問得到。但我了解一件事，本來照顧學生

就不應該齊頭式平等，你用不到就應該給別人用才對啊。我喜歡問我卡關的困難題目，在飛哥我

都直接找Trego老師，他真的超級強，讓輔導老師去照顧其他人。我覺得飛哥上課的老師們我都

能直接問到所有我想問的問題，真的很好。

他講話速度是不會太快或太慢，很符合

大家需求，然後在解題的時候他能知道我們

真的想問的是什麼，不會在那邊答非所問，

然後第三個就是...嗯...要怎麼說，就是剛

講的，他可以顧慮到大家吸收、思考的時

間，不會像是A講完就急著講B，不會讓我們

就是只有在抄筆記沒有學到。上課的節奏對

我幫助很大。

我同學很多人考上新店、萬芳這些學

校，但我覺得他們可以考更好。我當時有提

醒過他們了…學弟妹們，如果你的目標更高

一點，沒有甚麼遠不遠，只有來上課有沒有

效而已。

我想特別跟學弟妹說…

特別要感謝：「Trego老師」 要是你動不動就嫌遠嫌麻煩

我是宋開奕，我選擇 飛哥英文！

#我跟我同學，金陵兩個35.8分，都是飛哥生！

#語資班很強，但我覺得還是不夠！#Aily和Trego都超棒！

#飛哥除了英文，其他科目也比很多地方好很多！

八、九年級在飛哥的時光，課程安排都蠻符合

我那個時候的需要；八年級真的很多單字；九年級

練習了很多題目，大家覺得難的閱讀測驗我都表現

得很好。而這兩年課程最大的差別，八年級就是多

背多看累積單字量，九年級則是針對考試大量寫題

目，讓上過的內容駕輕就熟；飛哥九年級主題式的

複習是一大特色，對我來說有時真的是惡夢，曾經

有一個主題測驗幾乎全錯…讓我知道哪部分觀念不

清楚，強迫自己一定要面對。

自然科理化的丁力老師我非常喜歡，講課方式

總能讓我一聽就懂；生物的揚帆老師，講義編得跟

神一樣，第一次上課剛好是用樹狀圖解釋，之後超

級習慣看樹狀圖的複習方式。九年級光是在飛哥上

課就省下地科和生物的複習時間，很有效率。

飛哥的線上要題目系統，很切合我的需要，常

常在學校考前都會線上登記要題目練習。在加入自

金陵語資班很棒，只是
我總覺得還少點甚麼…

老師說的，不管學校和飛哥都要聽！

當時八年級的我，因為學校老師

上課的內容讓我感覺不夠，而且自覺

文法部分很容易疏漏，想要補習加強

以面對之後的會考。金陵語資班的老

師都很認真，會讓同學用一起分享的

方式上課，上起課來很輕鬆，沒有趕

進度的壓力。

金陵不像其他私校只要求成績，很多藝能科目都正常上課，坦白講我自己有時也會討厭上體

育課，因為體育課很多訓練，而且體育老師要求超級高，但是這對後來準備會考的體力，幫助很

大。金陵的老師們也都非常希望我們能多參加不同的活動，這一點真的很棒，像是校慶啊、園遊

會…等，而在美好的學校生活之餘，要記得多花時間在自己的目標上。老師為了我們好，會管很

多，但真的有它的用意。我們學校或許有成績沒那麼優秀的學生，但品行都是很好的。說真的，

我們學校沒有所謂的壞學生，頂多只是不太喜歡念書而已。所以唯一的建議，如果你跟我一樣選

擇以外考為目標，出來補習還是非常重要的，與其看到成績那一天哭了，不如前面辛苦點多做一

些準備。

然科之後，提供的題庫更多，而且不只自然科還有

社會及數學，還記得發題本的那天差點沒辦法搬回

家。對我來說學校的複習講義真的是不夠，如果沒

來飛哥也一定會再找額外的練習題。

我也去過其他的補習班，有些地方就覺得亂哄

哄的，在那裏感覺很浮躁，無法靜下心來上課。

我在學校覺得老師的話很重要，補習班也是覺

得老師的話很重要。老師和輔導老師只要是認真

的，自然上課狀況就會好。

我也有些同學是在其他的大型補習班補習，感

覺都是同學拉同學的模式，有種賺人情的感覺，我

就不是很適應。我爸爸很早就跟我說過，既然都要

出來補習了，就要好好去聽、去尋找，找到真的能

幫助自己的地方，那就只有老師和上課氣氛好的地

方才做得到。

我覺得如果直升就應該要以資優班為

目標。金陵老師很嚴格有它的用意，單純就

學業上補習還是有它的意義，我覺得如果自

己完全靠學校的讀除非你要花很多時間找資

料！如果外考的話，很多科老師給的還不夠

多。他們都很認真，但要顧到全部的學生就

比較吃力。

我想特別跟學弟妹說…

你要不要直升呢？…

我是林雨璇，我選擇 飛哥英文！

當初一開始是爸爸覺得該出來看看，有點遠，要來補習的話勢必要接送。挑選補習班真的要

去現場看才會知道，如果只是單純電話詢問，根本沒有感覺。試聽時，覺得飛哥英文的輔導老師

和其他補習班的氣質不一樣，來上課的學生感覺也不一樣，感覺比較乖，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

樣，因為這邊學生應該也是從四面八方來的，

大概是這邊教得比較豐富，所以來的就是肯

念的，一種另類的篩選。有時候雨璇自己來上

課，不會擔心她被影響。當時也有一個疑慮，

就是這邊學生很多，比起地區性小班制，老師

會不會沒法顧到每個孩子，但發現完全不是這

樣，讓我很放心。當初去金陵，就因為說明會

中校長講的「厚生」，豐厚生命並注重學生品

德、操行，金陵豐富了雨璇國中階段的生活，

就像飛哥英文豐富了每個學生的求學需求！

雨璇媽媽的分享…

#延平國中外考生很強！ #不可以讓自已後悔！

#我同學強的很多，一起奮鬥，一起上建中！

#飛哥輔導老師比地方型補習班多很多很多！

國一國二飛哥就已經把文法都教過了，連最難的關係代名詞國二下都花了很多時間反覆說

明。暑假開始上九年級的時候，老師已經快速再Run了第二次，學校再教的時候已經第三次，

Trego再複習的時候就第四次了。經過這麼多次的學習，我不知不覺就全部學起來了!所以我會考

最有把握的科目的確就是英文，因為在國三的時

候，基本上已經把所有題型都寫過很多遍。

如果你參加學校晚自習不覺得很有效率，那

就找一個適合自己的地方念書!但我覺得最重要的

是練習，練習會加強自信及熟練度。肯練習是最

大的差別！我在飛哥英文寫的練習大概是最多的

吧！會考當天我一直注意要冷靜並且專心。當天

看到考卷的時候，多少還是有些緊張，但我也不

斷自我鼓勵，先把所有題目看完一遍，集中精神

後一題一題慢慢寫完。

從新北市、念延平、來飛哥，
我的飛哥印象…

既然多練習就不會緊張，為什麼不多練習一點？

我國一就在飛哥上課了，因為那時覺得學校

的英文很難。其實延平的段考英文跟飛哥教的內

容也不太一樣，學校每個老師甚至也不太一樣，

都只有教自己的內容，課本只有佔一部份。我當

時就希望能找個地方學習更加深加廣的內容！我

記得Bingo老師上課很有趣。因為他補充單字的時

候用了很多故事，吸引我認真聽課。每周的小考

批改十分嚴格，一點小錯也不寬貸，那時很討厭

這樣就會被抓來輔導。但也養成在學校練習句子的時候，我就會多注意細節的習慣。還有對輔導

的印象也蠻神奇，有人在那邊做一大堆事情，然後有一堆輔導老師圍著你……

其實，就算你只從國三開始唸書，都還很有機會可以考到第一志願學校。一開始請務必按照

計畫讀書，適時調整節奏，不要欺騙自己。我覺得考前有一個很重要的點，就是調整心態。不要

被一些壞情緒影響心情，平靜專注是最好的心態。專注在每一個考試的當下，不要想著自己不

會，冷靜判斷解題關鍵，心靜下來就會找到突破口。最後我想分享一個我覺得很受用的理念:錯

過的題目一旦能確定不再錯第二遍，你就能上第一志願了!

選補習班我覺得，我會注意口碑和榜單，看大家都會推薦的，我就會去聽聽。在飛哥這邊的

教法，我蠻能吸收的，也學到了很多東西。雖然飛哥這邊塞了很多東西，但至少讓我很快樂的學

英文。我蠻喜歡Bingo老師的課，九年級Trego老師的課對我考試幫助很多。我也蠻喜歡九年級總

導師的，他會定時鼓勵我們繼續奮鬥，不要鬆懈下來。

Trego老師教的解題技巧都很有用，讓我寫題目變得比以前快！

Bingo老師教的課外課程都很有趣，讓我更願意學習！

她在我考試的這一年，忍受我情緒不佳

的時候，也常常鼓勵和督促我排讀書計畫。

特別感謝她鞭策我製作專屬於我的訂正本，

考試前反覆複習自己曾經錯過的題目、釐清

模糊的觀念，對於我會考解題十分有幫助。

媽媽謝謝您！建議學弟妹也製作訂正本，也

謝謝飛哥的輔導老師提醒我們做訂正本。

外考的同學其實大多目標很明確，但

你周邊也可能有同學不是那麼堅定，自己的

心情一定要定下來，被外在的環境影響。不

要輕易放棄自己的真正想要的。到最後幾個

禮拜，一定要靜下心好好讀書，不要鬆懈、

要穩住!最後的衝刺力超級重要！

如果你想跟延平外考的學生講話，你想要講什麼…

我想特別跟學弟妹說…

特別要感謝：「我的媽媽」 外考需要決心！很需要！

我是游騰翰，我選擇 飛哥英文！

明湖之光

景美之光

金陵之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