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哥英文110學測榜單，超過十年全國第一！

賀
110年

公布全國英文
作文佳作僅11
篇，飛哥英文
獨佔兩篇 ！
作文滿分總分99.5分
學測作文佳作第一篇

建國中學
明志國中

當初聽街訪鄰居推薦飛
哥英文，在飛哥踏實的教學
下，我逐漸愛上了英文。上
建中後，原以為會在一段中
失利，但有了飛哥的奠基，
第一次段考便拿了九十分以
上的高分！自此我深信飛哥
英文的教學，尤其是拉丁文
字根的拆解法，小至週考大
至學測都用得上。經過高一
高二實力的累積後，高三模
考班密集且高強度的練習，
精煉了我的英文應試能力，
從國一到高三都在飛哥英文
鍛鍊自己，使我在學測考
出了99.5分，作文滿分的佳
績，真的謝謝飛哥！

作 文 佳 作
學測作文佳作第十篇

姜宜瑄
中山女中
私立延平

升上高三時發現自己英
文作文寫的不好，在很多人
推薦下報名飛哥，這是我第
一次補習，以往總覺得自己
不需要去補習班，但英文真
的太廣泛了。加入飛哥後，
每個禮拜的課程都很豐富，
更是整裡的有條理且詳盡，
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學習英
文。沒把握的英文作文在飛
哥的引導下，在學測拿到了
19分，真的很慶幸能有機會
上飛哥，雖然考試階段多枯
燥乏味，我卻在過程中漸漸
喜歡且對英文有自信。好好
跟著飛哥的腳步，相信你們
都能考得滿意的成績。

而可預見的，為了108課綱新學制英文只考一次的情況，為了鑑別度，英文至少維持此難度，而飛哥學子表現
超亮眼！目前已知道飛哥學子有至少13位榮登4科滿級分榜首的頂尖高手。獲得英文科15級分的人數目前已
知道有多達372人以上，頂標13級分以上人數至少1573人！(持續查榜申請獎學金中，人數還會增加！)飛哥
英文全國僅單點開班，不像許多友班有全國北中南分部或與其他科目甚至重考全科班合作共用榜單灌水，飛哥
榜單最強最真實！超過10年學測英文、指考英文、台大錄取人數皆為全國第一，歡迎家長同學參考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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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愷希
建國中學
龍門國中

大安高工

蔡昕洋
時雨高中
私立時雨

私立南山

薇閣高中

私立薇閣

楊詠棠

成淵高中

中平國中

洪揆傑

成功高中

金華國中

蒲思佑

延平高中

私立延平

私立復興

加入飛哥英文，不僅是
為了教學團隊的專業支持和
內容豐富的教材，在這裡，
最吸引我的還是各校頂尖學
生的競爭，我從高三加入飛
哥，在一次次的考試中盡可
能地爭取高分，同時提升自
己的英文實力。儘管在這裡
不過半年，飛哥對於我在學
測英文獲得15級分上絕對
是功不可沒！在模考班，我
培養解題的技巧、速度、手
感，建立考場失利的心理建
設，每一次考試都是一場挑
戰，無論挑戰別人還是自
我，都使我感受到自我的價
值！我挑戰，故我在！

李承遠
師大附中

當初試聽過後，覺得單
字難度較學校的高，老師講
解的也很仔細，於是心甘情
願地來補習。我覺得飛哥上
課帶給我最大的幫助在於逼
迫你一周至少接觸英文一
次，也因為接觸的機會多，
單字便會自然而然地在腦中
形成一個印象，潛移默化中
提升了實力，而高三的模考
班我認為幫助是最大的，剛
上高三時第一次發現自己的
作文實在差強人意，然而每
週一次的模考讓我習慣於短
時間內完成一份考題，所以
學測的當下也能夠自信而不
疾不徐地作答。

中山女中

私立延平

麗山高中

私立延平

板橋高中

海山國中

陳柔臻

中山女中

石牌國中

吳文芸

我從升高一的暑假就開
始上飛哥了。在飛哥上課的
時間裡，雖然時常因唸不完
繁多的補充教材而感到灰心
喪志，甚至一度想要放棄而
不再努力。但我仍咬牙走完
這段坎坷的英文之路了，滿
級分的成績也證明了我所付
出的時間精力沒有白費。我
想特別感謝Kelly老師的悉
心教誨，使我能在每堂課程
中都能有滿滿收穫！加油，
堅持下去一定能有好成果！

林泓志

北一女中

建國中學

仁愛國中

永和國中

北一女中

台北中正

楊宗翰
東山高中
私立東山

林俊宇

成功高中

敦化國中

吳育萱

中正高中

台北中山

吳予淨

徐匯高中

私立徐匯

黃家芸

建國中學

麗山國中

陳怡然

飛哥從國中就會補充很多單字
片語，那時候也有讓我們練習寫翻
譯。補了飛哥後，我在班上的英文
成績開始名列前茅，飛哥不但會補
充大量的單字片語以及代換，還教
了許多解題技巧。高三模考班使我
獲益良多，Kelly老師專業的解題
讓我有效率地檢討錯題，她還交了
許多寫作文的技巧。第一次寫歷屆
學測試題時，我光選擇題就扣了十
幾分，現在真的進步很多，謝謝飛
哥跟Kelly老師！只要努力認真上
課，一定會拿到好成績的，加油！

王映筑

北一女中

私立延平

弘道國中

我是國三來補飛哥英文
的，當初是為了救我的會考
英文，後來覺得這裡環境和
讀書風氣都很好，決定高中
繼續留在這。升上高一之
後，發現高中和國中的英文
難度天差地遠，但每次上課
都會補充大量單字和句型，
讓我能持續累積英文實力來
應對學校的大小考試。升上
高三開始練習學測考古題和
各種模考題時，發現都能靠
高一高二所學的找到正確答
案和應用於翻譯作文中，讓
我能在學測得到15級分，感
謝飛哥老師們的認真教學及
豐富的課程內容

謝

翔

建國中學
私立恆毅

延平高中

私立延平

內湖高中

介壽國中

崇光女中

私立崇光

建國中學

佳林國中

黃顗軒

北一女中

介壽國中

林新晨

您正為自己毫無起色的
英文成績捶胸頓足嗎？您渴
望快速大幅提升您的英文實
力？您是否對學校老師連
篇的廢話感到厭煩？飛哥
英文！一篇短短的課文能
有多少補充？一份筆記如
何滿足從英文魯蛇到電神的
學習需求？一堂四小時的課
會被怎樣的教材和熱情擠到
超時？飛哥英文！誰會當天
批改模考作文並當天發還？
誰會成為每位考生的個人單
字秘書？誰會收集模考作文
錯並在一週內寫成搶分單元
講義？飛哥英文，請電：
23831235！

陳冠寰

特別感謝飛哥英文的
Kelly老師與欣達老師。從
升高三的暑假開始幾乎每週
都在上完課後與Kelly老師
討論作文的缺點與問題，老
師在期間也給予我很多鼓勵
與打氣，老師精闢的解答肯
定是我在指考作文獲得高分
後最該感謝的事情。而在考
前幾週欣達老師的總複習亦
功效非凡，非常感謝老師們
帶給我的幫助！

松山高中

新莊國中

萬鑫雲

政大附中

福和國中

戴筠蓁

衛理女中

興雅國中

建國中學
金華國中

真的很感謝飛哥英文令我拿到
十五級分，慶幸當時在媽媽的「脅
迫」下報了名。飛哥英文高一高二
為我打下厚實的基礎，儘管我蠻
混的，成績仍然逐漸領先同學。高
三開始用功，飛哥完善的教材提供
非常大的幫助，像一座寶庫，取之
不盡用之不竭；每週一次的飛哥課
程能營造有別於學校的緊張(壓力
使人進步)讀書氣氛。一年前學校
第一次模考，選擇55翻譯4.5作文
9，到現在選擇70翻譯7作文19.5，
這是我自己埋頭苦幹難以企及的高
度。

莊文翰

蘇家萱

中正高中

仁愛國中

陳芃翔

昕

中山女中

私立靜心

格致中學

曾偉博

師大附中

陳誌鴻

謝和蓁

私立格致

介壽國中

胡珩秀

建國中學

明湖國中

劉育慈

建國中學

http://www.faigo.com.tw

大直國中

弘道國中

中崙高中

基隆二信

宋姝賢

東山高中

私立東山

建國中學

新莊國中

解心妤

飛哥人物
專訪影片
https://bit.ly/2W7JP87

建國中學

敦化國中

了解課程
專人回覆
http://m.me/FaigoEnglish

林厚平

中山女中

明志國中

東山高中

私立東山

私復興高中

私立復興

北一女中

達人女中

王紹名

師大附中

仁愛國中

李冠廷

成功高中

和平國中

劉宣欐

師大附中

明湖國中

詹昀哲

師大附中

大安國中

私立靜心

連翊安

成功高中

桃子腳國中

師大附中

芳和國中

師大附中

敦化國中

吳冠霖

建國中學

私立恆毅

周芷嫻

建國中學

敦化國中

陳若殷

建國中學

敦化國中

黃思研

中山女中

龍門國中

趙子綾

建國中學

私立靜心

施羽凡

中山女中

台北中正

松山高中

龍門國中

北一女中

溪崑國中

中山女中

天母國中

潘宥豪

建國中學

海山國中

張佑亘

市大同高中

麗山國中

陳昱文

中山女中

台北重慶

翁郁茹

松山高中

仁愛國中

義學國中

葉承叡

建國中學

大直國中

中山女中

海山國中

中山女中

私立復興

彭在擎

中山女中

敦化國中

徐松廷

建國中學

中崙國中

蘇揚迪

中山女中

私立竹林

詹竣剴

北一女中

南門國中

蔡熹滿

師大附中

私立南山

汪建亨

建國中學

私立恆毅

南山高中

私立南山

麗山高中

台北中正

中山女中

江翠國中

魏子菁

北一女中

台北中正

黃如甄

建國中學

敦化國中

黃柏皓

北一女中

台中曉明

郭梃鈞

中山女中

新北重慶

私立南山

曾于倢

北一女中

金陵女中

建國中學

溪崑國中

建國中學

台北明德

蔡加恩

成功高中

螢橋國中

曾緯振

北一女中

私立南山

林維晅

師大附中

師大附中

江宏祥

成功高中

台北中正

倪瑄翌

建國中學

仁愛國中

敦化國中

延平高中

蘭雅國中

松山高中

永吉國中

北一女中

明志國中

升高中時知道高中的英文大大
提升了難度，因此在親友的推薦下
報名了十分有口碑的飛哥英文。一
開始真的不太習慣每周滿滿的筆記
和看都沒看過的艱難單字。但到了
第一次段考發現考卷上的單字都看
懂了，就開始跟隨著飛哥的腳步，
一步步走到了高三，累積許多靠自
己絕對記不住的單字。透過多次接
觸並使用生難單字，可說是要在這
廣大詞海中牢牢記住的不二法門。
謝謝飛哥英文讓我見識到英文許多
不被碰觸的方面，讓我得以考取高
分。

楊佳叡

松山高中

仁愛國中

很榮幸的能夠加入飛哥這個大
家庭，從高一、高二穩紮穩打的基
礎開始到高三手寫及考試技巧訓
練，老師們用心的教導以及幽默有
趣的上課方式，讓我真真切切的感
受到自己的英文有突飛猛進式的進
步。真的很感謝飛哥英文讓我從害
怕英文到逐漸喜歡上英文。或許長
達四個半小時的上課時間讓你卻
步，但卻都是對自己重要的投資。
只要好好跟著老師的腳步，循序漸
進，我相信英文十五級分就不會再
只是一個夢。相信飛哥就沒問題了

黃鈺棠

松山高中

大安國中

飛哥英文最大的特色，就是高
一高二時龐大的單字量，這樣的課
程安排使我可以在每週一堂課的幾
個小時裡，輕鬆地奠定基礎實力，
這讓高三要挽救荒廢課業的我可以
輕鬆地應對學測的英文考科，而高
三的模考練習更讓我保持每週一篇
作文的習慣，對寫句子的手感很有
幫助，而當週模考詳解本都有大量
的課外補充，配上「高分作文這樣
寫」，對提升寫作的字彙量幫助很
大，只要高三每週跟著複習，考好
學測英文絕對不是難事！

賴曉泰

建國中學

懷生國中

升高一的暑假我來到飛哥英文
試聽。課堂上老師從課本延伸出更
多的近義字及形似字，並且教會我
們字根字首，其中新聞英語特別吸
引我，每次都能夠從時事中學到大
量的相關單字。我上的是Ringo老
師的班，每次上課時Ringo都會要
求我們跟著讀出單字的發音，也不
用擔心學了單字卻不會唸。同時老
師也會補充重要的句型，使我在閱
讀課文時能夠輕易理解。每次從飛
哥回家，總是滿載而歸，帶回的不
只是筆記，還有更加充實的英文能
力。

當初經過姊姊的推薦後就加入
了飛哥。高一時上飛哥老師本人的
課，他補充得非常詳盡(如拉丁文
字根)，對於時事也時常會給出許
多看法。雖然看到那個驚人的單字
量時，的確有懷疑過背他們的必要
性，如今回首一看，當時我認為很
難不會考的單字，其實都是高中的
基本單字。而高三的模考班，同樣
是模考，難度、環境、批改、檢討
等各方面都遠勝於自己練，學英文
絕不是只用來考試，上大學是基
本，出社會也是一項優勢，現在投
資自己絕對值得！

劉田元

成功高中

在飛哥的這三年，我踏實的學
了很多單字，在英文方面的成績也
進步了很多。雖然每個禮拜上完課
回家都讀不完，但一步一腳印，不
知不覺中我的單字量已突飛猛進。
高三的模考班也一直能保持在前
一百。幸好皇天不負苦心人，我在
這次學測有好好的發揮實力，獲得
心中最理想的15級分。

高一看見公車廣告心血來潮試
聽就被飛哥的教學深深吸引，高一
來飛哥時是快樂的。高三模考班
可說是滿級分保證班，每週都有
作文、翻譯、文法、單字充實的
內容，我在暑假時作文寫不到100
字，現在已能寫滿兩面都多虧了飛
哥英文。高一二的學弟妹，英文最
最重要的是背好單字，我三年來幾
乎沒上過學校的英文課，但靠著背
飛哥英文提供的單字補充，我在學
測時還是拿了滿級分！要知道自己
做什麼，並未來不會後悔，那麼所
有選擇都是最好的。

江冠霖

台北中正

飛哥英文在高一高二的課程非
常紮實，替我顧好了高中英文大量
單字的根基，而飛哥英文中的每位
老師都各自有不同的長才，能補
足我的不足之處。在高三時，每堂
課的模考練習和各式的題型講座更
是替我們打下了強心針，讓我們能
在最後關頭將先前高一高二所累積
的成果毫無保留地展現出來。隨著
一次次的模考，那種愈寫愈順、愈
有心得的感覺真的很令人開心，也
感謝飛哥英文一路以來的支持。跟
著老師們的讀書技巧和計畫走準沒
錯，加油！

升上了高中以後我報名了飛
哥，我的第一位老師是Ringo，他
的課程不但上課內容充實，同時
保持輕鬆的態度來教導學生，高
二後，我朋友推薦我去聽Kelly的
課，而我的英文也在這兩年內，因
為這兩位老師的教導進步到全班前
三名。飛哥的考試讓我的英文可以
保持在最頂尖的狀態，也讓我拿
到了我夢寐以求的15級分，謝謝
Ringo，Kelly老師的努力付出，也
謝謝總導，這間補習班對我的幫助
不是隻言片語可以表達的，謝謝。

周澤均

中山女中

高一為根據課本再延伸加廣；
高二是大考班，每堂課的筆記都滿
滿滿，不用擔心背不完，只要吸收
一半以上，高三就輕鬆許多。模
考班更是複習重點的好幫手，在
Kelly老師帶領下，我快樂又有效
率念英文。謝謝Kelly老師竭盡心
思教導我們，謝謝Aily老師點出
我作文的問題，也謝謝自己沒有放
棄，最後拿到15級分！在飛哥學到
不只是英文，也讓我更有國際觀
(PESAL課也非常有幫助)！任何一
次失敗都是成功的基石，堅持就對
了

我是在國三會考後加入飛哥
的，試聽了一堂課後覺得獲益良
多，不管是補充或是拉丁文解字法
都非常充實。透過高一二的上課筆
記，無形中培養了語感，雖然一開
始進步不明顯，但只要持之以恆就
會在高三時顯現出實力！很慶幸高
二的時候沒有放棄補飛哥。謝謝
Ringo老師在高三時的指導，教了
我許多唸書的技巧和方法，讓我在
這次比較難的英文學測中也能拿到
15級。也期望在指考模考班上完後
能再締造佳績。只要持之以恆，英
文必定能進步！

李婕琳

木柵國中

從高一、高二紮實的上課筆記
及拉丁文的解說對背單字有非常大
的幫助，也縮短了背單字的時間。
所以在高一高二時累積的單字量到
了高三應付模考及學測是綽綽有餘
的。加上每週的作文易錯及佳句讓
我可以在短時間內寫出一篇文章，
並且有優美的修辭及佳句。最後幾
堂課的解題秘笈也是非常有用的，
解決了我在克漏字的問題。綜合上
述，我覺得飛哥幫助我拿到了15級
分，是我模考沒考過的高分，讓我
對英文也不再懼怕。好好背單字，
高三才輕鬆。

飛哥英文的東西真的給的很多
很豐富，很多學校老師沒有教過的
單字，很多重要的部分老師都會講
得多次一些，所以就可以把那些
重要的內容記得更清楚，高三課程
中的翻譯和作文真的很充足，而且
前幾次模考都覺得自己會很急很緊
張，但是考了多次之後就能比較會
去掌握自己每次作答的節奏，而且
模考訂正本的東西也很多，每次看
到裡面的老師範文都覺得很厲害，
很多的詞句和單字的用法可以記下
來，自己用出來時就能夠增加一些
自己作文的分數。

來飛哥是學校老師推薦，第一
次試聽的時就覺得和其他補習班很
不一樣，老師會補充很多沒聽過的
單字，雖然上課時間比較長，但
這四個小時都能有效的學到學校不
會教的知識，特別是高三模考班，
每個題本的強度都很高，作答時間
又比學測的時間短，在這樣的訓練
下，讓我不僅在北模和學測都能游
刃有餘，謝謝飛哥英文的所有老
師。雖然高一二上的單字跟內容學
校段考通常都用不到，但跟著老師
的腳步學習，在高三一定會有很大
的幫助！

梁芯瑜

南山高中

中山女中

我是個極度偏科的文組生，英
文是我比較拿手的科目，但高三暑
假一開始接觸到翻譯和作文卻不知
如何下手，飛哥每週的模考練習讓
我可以快速熟悉考題，訓練翻譯寫
作的手感和速度，作文的檢討提供
很多可以運用的寫作材料和架構。
每次上課大量的補充和練習讓我不
用花更多心思在英文上，有時間去
補救我的弱科，最後謝謝Ringo老
師和導師們的用心付出！高三這一
年可能會有很多辛苦和自我否定的
時刻，但只要相信自己，一定會有
好的結果！

高一被學校段考題整的失去信
心，後來便加入飛哥。起初大量的
筆記和快速的課程節奏令我十分不
適，但我意識到這些內容的重要
性。從飛哥得到的知識給我莫大的
幫助。我在飛哥習得的聽力作答技
巧讓我在大考取得A級。考前猜題
的效用無疑是一劑強心針，使我有
更好的方式來迎戰題目。在面對富
蘭克林玻璃琴這種難題，我也可迎
刃而解。對於我能取得15級分的成
績，飛哥英文的教學必然是功不可
沒的。

從高一時飛哥英文的課堂就由
課內內容延伸，而高二是實力的累
積，同一個單字總會以不同形式重
複出現，高三時的模考訓練，飛哥
的比學校的難很多，習慣在被壓縮
的時間內完成作答也讓我在考試時
能更沉著冷靜。考試前我也曾和老
師討論過我的作文，不管是解題英
輔和講師都很用心替我解答。飛哥
讓我能把時間用在刀口上，做最有
效率的複習。未來的閃閃發光藏在
現在的努力裡，多撐一下背一點單
字，你會發現自己已經不一樣了。

湯珮琦

鄭仲凌

我在高一的時候英文很廢，很
多單字和句子都看不太懂，自己也
感到徬徨無助，不知道應該如何是
好。直到我後來開始背飛哥英文的
單字後，才發現Kelly老師補充的
單字都對考試非常有幫助，那些單
字雖然在段考上看不太到，但是在
學測前才發現這些單字常出現在考
題中，不需要再另外記憶。如果發
現自己英文太爛，不要氣餒，只要
認真背單字，學測也可以考得好。
有志者，事竟成。

飛哥高一高二的課程可謂極為
充實，使我有了深厚的英文底子。
特別是字根的拆解組合更讓我對歐
美語系燃起了熱情；有了熱情，便
會想再額外閱讀；有了廣泛的閱讀
後，就如同在我那熱情上再加一把
柴薪，宛如形成了一個正向循環。
但是，回首往日，我發現讀書還是
只能靠自己，若沒有自己的筆記
本，我絕對達不到今天的高度。縱
然有了飛哥課本的澆灌，每個學生
的潛力仍得自己衝破土壤，才能被
和喣的陽光輕撫，收穫甜美的學習
成果。靠自己。

王振揚

麗山國中

高一、二大量的單字補充真的
很重要，讓我建立良好基礎，到高
三每週模考讓我在學測不會緊張，
發揮平常心作答。剛開始很擔心翻
譯和作文寫不好，但飛哥教很多的
方法跟技巧，每次訂正都會發現可
以改進的空間，改正後成績也有所
進步，甚至在今年學測翻譯滿分。
謝謝飛哥的老師三年的幫忙和鼓
勵，我累積了自己的英文實力，也
達到一直期望的目標15級分，很開
心當初有選擇來到飛哥英文。好好
跟著飛哥的進度，安排好自己的進
度和時間分配！

只要能善用飛哥整理好的模考
講義，也能掌握答題技巧，會的全
對，不會的也能猜對。作文及翻譯
部分，可多背每周提供的佳句、
範文及專有名詞，搭配老師們上課
補充的句型可取得不錯的成績，若
追求高分，無限量批改作文服務一
定要把握。英文是一門一定得花時
間的科目，飛哥能幫忙省下更多時
間，爭取其他科目一起進步。在飛
哥上課是幸運的，它提供坊間雜誌
無法提供的大量閱讀資料及分析解
釋，同時滿足值與量的需求。跟上
腳步，就會進步！

高三模考班的魔鬼訓練必須在
三十分鐘內寫完手寫，起初我連背
面都寫不到很挫折，但在大量的練
習後，我找到自己的步調，不再
被時限困擾。學測第一科就是英
文，剛踏進試場時腦袋一片空白，
但是在翻開試卷後很快就進入模考
的狀態，寫得很順利，甚至有多的
時間檢查。非常慶幸能加入飛哥，
讓我的高中生活變得充實，也感謝
Kelly老師的諄諄教誨！飛哥的訓
練絕對足以讓你順利地達到理想目
標，只要全力以赴並相信自己，成
功就在不遠處。

鄭如妤

大同國中

記得國中準備會考的時候收到
了飛哥的各科複習講義，並且看到
了夾雜其中的榜單，讓我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高一就挑選了飛哥英
文。其實英文對我來說一直是個相
對容易的科目，不補習也能在學校
段考取得不錯的成績。我覺得飛哥
英文對我最有幫助的是高三的指考
模擬班，每週的練習讓我對於大考
更得心應手。事實證明，因為在飛
哥練習過類似題材的作文，我在學
測當天也就不怎麼緊張，能如常發
揮自己的實力，這是我覺得很幸運
的部分。

當初受廣告和學姐介紹來到飛
哥，在高一高二的每堂課都非常豐
富又充實，單字量真的很多，但我
自己是愛背不背，所以到高三都
寫不出很漂亮的詞彙。我最喜歡
Kelly老師每次帶我們寫例句，對
我而言，從句子中背單字才是最有
效的。到高三的模考班講了很多文
法和寫作文的方法，我自己都沒有
多練習寫句子，才導致我的作文分
數不高，總結來說，每週來飛哥的
時間真的是我最完整的讀英文時
間，每一次都覺得很充實。相信自
己，勇敢追夢。

施羿君

市大同高中

師大附中

國中時聽聞親友推薦飛哥英
文，再加上同學間的口耳相傳，我
也選擇加入飛哥英文作為課外學習
英文的管道，飛哥英文向來都會補
充許多課外單字，進一步深化自身
的單字實力，高三模考班也輔以多
次模擬考經驗，讓學生能在學測等
大考充分發揮實力，對不擅長寫作
的學生如我，更提供許多優質範文
參考改進自己的作文，且每堂模考
後必附上老師精彩完整的講解和觀
念補充，而我的成績易證明加入飛
哥是正確的選擇。努力必有所收
穫，不要輕易放棄！

在高三上報了飛哥模考班，根
據哥哥的經驗，飛哥不僅可以幫助
學測累積更多英文實力。我一開始
選擇題不穩定，曾扣快三十分，經
過不斷的磨練，我逐漸進步到可以
穩定扣十分以內。翻譯和作文，飛
哥能夠讓我找到語感，我非常高興
學測的手寫部分能夠拿到不錯的成
績。補完一個學期，我收穫許多，
像單字量的部分，另外我認為補飛
哥更需要回家的努力，否則飛哥給
的很多東西沒有經過吸收可能全部
忘記。跟隨飛哥的腳步，你們也一
定可以滿級分。

高一高二的課程主要大大提升
了我的單字量。也許有人會說學測
只有5000單，為何要背那麼多多餘
的單字？但這是錯誤的觀念，如果
只會那5000單字，怎麼寫作文？怎
麼能不用推測就快速看完且看懂閱
測？最後，高三時就是發現錯誤並
改善，及每週一篇更是維持手感。
每週的考試雖然都比學測難不少，
再加上考試時間比學測少20分鐘，
但是卻能有效增加作答速度，減少
大考時的緊張程度。沒有讀不懂的
書，只有夠不夠上進的自己。

一開始加入飛哥會覺得內容太
多，且對於段考的幫助不大，準備
大考時發現很多單字都是我在飛哥
學到的。其中我覺得最有用的是
字首、字根的背單字方法，因為高
中的單字真的很多，透過這樣的方
法，能有效率、有系統的記住單
字，也能省下很多背單字的時間去
讀其他科。升上高三後，透過模考
班每週的練習和嚴格的批改標準，
我的翻譯能力和寫作文的能力一次
次的進步，一開始很不足也沒有關
係，透過練習和努力，有一天會到
達你想要的高度的！

許采蘋

許宸宴

當初選擇來飛哥純粹是因為我
的姐姐也曾經在這裡補英文，再加
上自己國中是英語資優班，所以高
一上時並沒有很認真。然而隨著
時間推移，我漸漸無法靠國中以前
攢下的老本獲得好成績，也就是在
那時我才開始認真讀英文，雖然依
舊在學測拿下15級分，但我的基礎
並不紮實。因此我由衷希望學弟妹
可以把握學習英文的黃金時期，不
要回頭才後悔，因為飛哥提供的知
識可以一輩子受用無窮。 努力讀
書，相信自己！堅持下去，最後一
定能收獲佳績！

高一試聽後我選擇了飛哥英
文，獨一無二的學習環境，吸引
我加入這裡的行列，三年的學習英
文，讓我奠定了紮實的基礎，因此
在學校考試中只要花少少的時間準
備即可，能有較多時間唸其他科
目。在飛哥有優秀的師資加上老師
們上課認真，卻又不會太嚴肅，讓
學英文生動有趣，學習效果自然加
倍。後來報名參加多益測驗得到金
色證書，還有學測英文滿級分，都
要感謝Ringo老師。飛哥英文的學
習環境深受大家喜愛，相信絕對是
大家的第一選擇。

曾紹祐

麗山國中

我的英文程度進步最明顯是在
高二、到了高三飛哥最好的是補充
完整的考題講義和作文翻譯練習，
不只能拉高作文的速度，還可增加
口說能力，因為反覆記憶句子的過
程使我們抓住英文使用者的邏輯。
謝謝飛哥，無論申請結果好壞，我
很肯定飛哥給了我不錯的英文體
驗，有些過程不會忘記，只是暫時
想不起來而已，也許我沒有上清交
電機，我仍會好好收藏並反覆提醒
自己，Never dump myself，無論
到哪裡，都是老天爺恰當的安排。

我覺得高三模考班每週的訓練
十分有幫助，在時間壓力的磨練
下，我的答題速度及思考閱讀能力
更提升了不少，最讓我收穫滿滿的
應該是翻譯以及作文了。從一開始
拿到題目一頭霧水，毫無頭緒，隨
著每週扎實的練習，老師詳細的解
說，還有回家確實的訂正，我一
步一步地進步許多，很開心能夠
在學測勇奪使15級分的佳績，謝
謝Kelly老師的教導。每週認真上
課，認真抄筆記，跟著老師的腳步
一定可以成功！

當初是高二上聽班上同學推薦
上Ringo老師的課加上飛哥廣告打
得很兇所以來試聽，我是一個蠻依
賴補習班的人，既然一定會補英
文，那就選一個最大家的，畢竟榜
單也很漂亮，我覺得對我最有幫助
的是作文能力的培養，一開始我的
作文分數很難看，也很怕寫作文，
但飛哥給了我許多資源；多看漂亮
的句子久而久之就會寫了。相信自
己，相信飛哥。加油！

吳予彤

北一女中

師大附中

從國中就在飛哥上了很多不同
的課程，剛進來就被飛哥的教學方
式嚇到了，很多單字不同的代換，
例句和新聞英文的閱讀，從來不知
道上完一堂課可以這麼充實，加上
國中就跟著Kelly老師，很喜歡她
上課的方式和個人魅力，總是讓每
個禮拜的4小時變得充實和豐富有
趣。高三模考班讓我多了很多接觸
英文的機會和保持對英文題型的熟
悉度，而且題目難度讓我很享受考
試的挑戰感，對自己英文實力擔心
的人完全可以把這一科交給飛哥。

升上高中後，聽了學姐和父母
朋友的建議來報名了飛哥英文，一
開始十分不習慣大班制的上課方
式，漸漸的跟著老師學到了很多英
文單字以及用法，加上語法的練
習，大大地提升了我的英文能力，
每次的考試也使我更加努力學習，
課後複習，在多次的課程中逐漸進
步，最終在學測拿到了15級分，真
的很謝謝飛哥英文。加油

過去我的英文時常起起伏伏，
有時候甚至不知道讀書的方向和真
正有效的方法。其實飛哥英文提供
了十分充足的資源、教材，在高
一時即讓同學們累積足夠的單字實
力，而版本班更是令學生省下額外
準備段考的時間，還可以將時間利
用在老師們精心準備的講義。高三
課程則是每堂課都有練習習題的機
會，詳解本和高分作文若好好利用
的話真的能讓英文實力大大提升！
學弟妹加油！把握每一次練習的機
會，考場上一定會有機會表現出你
平常累積的能力。

羅允岑

郭子萱

謝謝Kelly老師這三年的教
導，尤其是老師每次都活力滿滿的
帶著我們一起開口念單字，讓我背
起單字更輕鬆。如果每堂課認真上
課，並每週複習上課內容，學弟妹
一定會在不知不覺中發現自己的進
步，也能空出時間讀其他科。另
外，高三模考班每週的模考題目都
非常充實，對於考試很有幫助，老
師還會跟我們分享學長姐的備考經
驗和血淚史，鼓勵我們只要努力，
也能跟學長姊一樣獲得佳績，畢竟
長期準備考試的過程中，心理素質
是非常重要的！

國中時四次模擬考都拿到
A++，到了會考卻拿到A的我當時喪
失所有對英文的信心。因為不想重
蹈覆轍，升上高中不敢在像國中一
樣自學，因此找到了風評極佳的飛
哥英文。一開始加入飛哥英文時，
極不適應每堂課超大的知識量，甚
至認為這樣根本就是囫圇吞棗。然
而隨著時間流逝。我發現我的字彙
量大大提升，使我漸漸喜歡上閱讀
英文雜誌(因為終於看的懂90%以
上)。也因此，到了高三時，我敢
說我的閱讀量超過1000篇的短文。

顧寬証

興雅國中

我自認自己的英文閱讀實力不
錯，然而卻一直無法提升英文寫作
的能力，也使得我前兩次的模考都
沒有在英文這一科拿到15級分。飛
哥高三的模考班給了我很多練習的
機會，除了每週的模考會有一篇作
文以外，我每一週都會在複習時自
己練習一篇作文，在上課前交給飛
哥的外籍老師批改，我覺得飛哥在
英文寫作這方面給我很大的幫助，
最後我也克服了這一部分，拿到15
級分，我想要好好感謝飛哥提供給
學生的資源。祝各位學弟妹明年的
學測順利。

從高一踏實地學習相似字、單
字拉丁文學習法，到高二學習易混
淆、新冠新聞三部曲，以及高三著
重作文、翻譯的運用，從這個流程
下來，飛哥英文給予我們極豐富的
資源使我能夠應變各種考試。感謝
Kelly老師每堂辛勤用心的教導，
雖然上得很晚，但總能滿載而歸。
老師的口訣一直是我解題的好幫
手，相信只要在飛哥跟著Kelly老
師的腳步，就能夠對任何考試迎刃
而解！希望學弟妹跟著Kelly老師
踏實學習，也能在英文上拿到滿級
分！

在考學測前一直都沒有信心能
夠考15級分。尤其是在翻譯和作文
的部分，長期以來在飛哥接受「魔
考」的訓練，作文根本沒寫過10分
以上的我，竟然破天荒在學測拿了
13分，當下拿到成績單除了感謝飛
哥，還是只能感謝飛哥，將近20次
的模擬考，每次都盡心盡力，特別
是最後一堂的考猜課程真是受用無
窮，希望指考也能再次依靠飛哥，
讓我創造人生最大值希望學弟妹對
自己有信心。

高誠璟

私立延平

因為知道飛哥培養很多優秀的
學生，因此也想給自己能夠精進英
文的機會。老師們上課都很賣力，
補充的東西都很多，就連版本班也
不例外，補充很多課外。雖然有幾
次覺得太累想逃避，也懷疑過為什
麼要背這麼多，但現在很慶幸有堅
持下來，不僅進步很多，看見英文
都覺得跟看到中文一樣親切，還能
被崇拜，最後學測英文順利拿下15
級分，心中滿滿的成就感。當初的
付出有收穫，感謝飛哥的幫助！把
英文學好不容易，但磨練過的人生
會容易很多！

我高一的時候其實英文成績並
不好，儘管對英文有一定程度的熱
愛。段考和小考的分數總是差人一
截。隨後我來到了飛哥英文，在一
次次的考試洗禮下，慢慢地建立起
定時背單字、月殂英文文章的冠。
很不可思議地，我的英文成績逐漸
起飛，對於英文的學習越來越有自
信，也鼓起勇氣去參加一些比賽和
英檢，甚至挑戰閱讀原文書。感謝
飛哥陪伴我成長，讓我不僅獲得佳
績，也擁有更多自信。讀英文只有
好處沒有壞處！

陳宛萱

延平高中

北一女中

開心能在這次的學測中獲得15
級分，高三模考班的課程使我獲益
良多。在模考班時，因為時間較學
測短，學測的訓練下使我閱讀速
度大幅提升。在這次英文較難的情
形中，仍然時間控制得宜，穩定發
揮，沒寫不完的問題。不可不知單
字也使我不需花費時間在茫茫單字
海中搜索字彙，僅需穩定跟隨飛哥
腳步。而飛哥的作文單元更是神
奇，每週累積下我從第一次的7分
進步至學測的16，雖然跟其他強者
比略顯不足，但我已有長足進步！
感謝飛哥英文！

因為我喜歡寫筆記，所以在經
過飛哥一整堂課的洗禮下，對我來
說一晃就過了，而密密麻麻的筆記
也讓我有成就感和背單字的動力。
幫助最大的時候就是高三的模考
班。一開始寫考題雖然能用語感答
題，但是在不確定的情況下答對。
飛哥英文教的用詞性和一些技巧，
正是學校老師不會教的部分，也是
我把分數衝高的一大原因。模考本
中的題型最符合大考方向，透過每
個禮拜練習一份飛哥的考題、訂正
和吸收完全，我覺得就已經足夠應
付英文這科了！

我很喜歡活潑開朗認真教學的
Kelly老師，她上課真的很有趣，
從互動中讓我們獲益良多，在飛哥
除了課文的補充，在字根、字首的
上課內容都遠遠的超出學校段考，
奠定了日後寫作的單字基礎，也補
充了很多的課外知識，例如新聞中
的英文，教授了很多專業的單字，
每週的模考，讓我循序漸進的進
步，為英文打下深厚的基礎，把在
飛哥累積的英文實力，持之以恆，
日後很快就會收到甜美的果實。跟
著老師們的腳步走，一定會考出理
想的好成績。

飛哥各年級都有不同安排，高
一學到很多課本延伸單字、同義反
義字及拉丁文解析法，考試面對不
會的單字也能拆解並推出考題意
思。高二五句式翻譯和字辨也很有
幫助，單字的累積很重要，養成每
天接觸英文的習慣，即使考到課外
單字也不會造成影響。高三模考的
作文練習也很有幫助，不但要限時
作答，「作文釐清」和「學生常犯
錯誤」讓我花最短時間訂正、吸
收。不管108課綱如何變化，相信
飛哥的安排，累積實力一定能考出
自己理想的成績。

猶記得高一時，Ringo老師針
對課本內容加深加廣，不止擴充單
字量，也帶領我了解不同單字的正
確用法；高二則從多樣化的角度進
行教導，並針對時事做全英文的
整理，讓我以宏觀的視野看待生活
英文；高三是我進步幅度最大的時
候，從不可不知單字到每週詳細考
題檢討，我將過去所學的知識應用
在模考。學英文是一輩子的事，千
萬別因為考試失利而放棄英文，學
弟妹可以定期收看英文媒體練聽力
以及善用英文字典，祝各位能考上
理想的校系。

賴柏穎

林馨妍

我在九下試聽時就喜歡上了這
裡的上課氛圍和每堂課豐富的筆
記。高一高二的課程主要是幫我們
打下良好的基礎，以應付高三的各
種模考。而那時打下的基礎使我在
學測前能以輕鬆的態度複習英文。
高三模考班限制時間的模考、作文
訓練非常有效，讓我能在考試時不
受時間壓力的影響，考前猜題時教
的答題技巧也使我能更快速判斷答
案。建議學弟妹在高一高二時跟著
課程步調背單字，高三時將不可不
知背熟，學測英文15級一定沒問
題！學弟妹加油！

飛哥英文對我最大的幫助是學
習資源的整合。從高一建立字根字
首字尾的概念，邏輯式的培養語
感，都讓我看見未學過的單字時能
輕易猜出文意，到模考班長達半年
的練習也使我早早熟悉大考模式。
綜合測驗尤其重要，每週題型看似
相似，卻使我精通各種文法觀念。
最後是作文，最初連一面都寫不
完，但每週扎實的練習使學測前的
我可以在短時間內生出建構完整的
長文。飛哥英文真的是有心學好英
文的最佳處所。今天的15級分飛哥
絕對功不可沒！

林宸宇

介壽國中

在國中和高中這6年，除了每
個禮拜在飛哥的幾個小時，再加上
平日稍微複習，我其實沒有花很多
時間和精力在英文上，但我的英文
成績卻還是能維持在班上前三，
考學測前夕，因為有飛哥的高強度
訓練，我可以把更多時間放在自己
的弱科上，而不是為了英文焦頭爛
額。謝謝飛哥，讓我在今年指考化
的學測，依舊拿到15級的好成績，
這幾年的努力沒有白費！學語言有
時講求天賦，但在飛哥，只要好好
跟著老師的進度，你也可以創造奇
蹟。加油！

經由高一大量的單字訓練及高
二字辨、五句式、易混淆等堂堂精
彩的課程後，最能測出高中所學的
實力的即是模考班了。在閱讀及
手寫都協助我了解自身的不足。在
Aily老師及Ringo老師每堂不厭其
煩的講解後，我的作文也有了顯著
的進步，也許在每一堂課的當下，
感覺不到自己的進步，但在每一個
星期的模考班的淬鍊下，我已能體
察我在各方面的巨幅提升，而這也
成為努力半年的最大獎賞。精誠所
至，金石為開。

飛哥英文從高一高二的內容就
非常充實，在單字量上的累積有很
大的幫助，讓我在準備學測時幾乎
不需要花時間背單字。而高三的模
考班，內容則是精簡而針對考試，
Ringo老師有許多精準好用的解題
技巧，能快速解析題目文意和觀
念。幫助我最多的是每週的作文範
文與學生常犯錯誤，讓我作文從
7~8分進步到學測拿了16.5分，可
見讀這些作文佳句，以及簡單好用
的寫作技巧十分有效。英文是慢慢
累積的，只要願意努力就有機會達
到目標。

許少龍

建國中學

松山高中

我覺得飛哥英文對我幫助良
多，從高一打下良好的基礎，然後
一步一腳印跟著Ringo老師學習，
他的上課方式總讓人十分放心，補
充的很詳細，有時候還加上自己平
常使用單字的方式，我覺得對於學
生來說是非常有用的。考試比學測
還難，所以我們才能在學測的時候
從容應付，我都會留下來問Ringo
我作文的不足，他也耐心的花超過
10分鐘講解，推薦Ringo老師！學
測是條不歸路，但拚就是你的，會
苦一陣子但總會回甘得到回報！

當初加入Faigo只是因為想說
很有名，就報名了，一待就是2年
半。高一高二在飛哥透過補充字
彙，莫名其妙就把7000單背完了。
高三模考的詳解也使我背下了更多
高級單字，有些例句句子改一改
就可以寫進作文。除此之外，看
美劇、英劇可以學會許多字詞、文
法、語感。遇到不會的字要好好查
字典可以背例句、形似字、正反
義單字，查一次字典可以背5個單
字，查十次就可以背50個單字。用
英英的背法效率更快加油，多背多
會，多寫。

我從高一開始補，當初試聽了
兩間補習班，後來選擇飛哥英文的
原因是飛哥這邊的教學內容較難，
且上課時數也很長，比其他補習班
精實，可以說在飛哥上英文之後我
也沒有花很多時間在英文這科，正
好英文又是我相對較擅長的科目，
我覺得高三模考對我學測英文助益
良多，尤其翻譯和作文方面，這兩
年半非常感謝飛哥所有教導過我的
英文老師們，能獲得英文15級分，
飛哥補習班有很大的功勞不論成績
如何，多唸英文總會有收穫

黃彥誌

杜竑頤

從高一開始的版本班就補充了
大量單字，為高三大考奠定基石；
高二的主題課程讓我更有系統地把
大範圍的單字背起來，上課的內容
永遠是豐富又多元的；高三的大考
班不會出現太多沒看過的單字，因
為在前兩年就都學過了。而高三最
重要的便是手感以及對寫作的更精
進。每周一回的模考讓我時時注意
大考題型的趨勢，並去複習高一高
二不熟的內容，飛哥也會發一張高
分作文，上面的佳句即是我作文的
靈感來源。加油！學測15級不難，
認真就行了！

我升上高一時加入飛哥的，我
姐姐當初也是飛哥英文的學生，最
後順利地在學測拿到了十五級分，
所以我沒有考慮就報名了飛哥。在
高一高二的課程中，飛哥英文教授
了非常多無論是在考試或日常生活
上都極為實用且重要的內容，奠定
了我日後與他人的差距。而在高三
的課程中，每週的題本及作文練習
都能幫助我找到自己不足之處，同
時維持寫題目的手感。若能好好地
跟著飛哥英文的腳步，在大考中拿
到高分絕非難事！謝謝飛哥英文！

賴致廷

成淵國中

從高一開始的課程便十分豐
富，每次都能收到超過課本的收
穫，高二起的密集單字訓練讓我快
速打下優良基礎，無論段考或在
Youtube看英文影片都能明顯感到
英文能力的提升，尤其在段考後戰
勝同儕時的喜悅令我清楚明白飛哥
英文絕對是讓你英文起飛的地方，
高三後的作文訓練也非常到位，若
逢模考，謹記上課內容，正常發
揮，必能得到理想成績。感謝飛哥
讓我在最後的階段也能微笑應戰，
大笑贏戰！認真上課，回家練習，
平常心也能15級

考完會考後，聽聞高中英文將
會變得很難，我便找到最知名的飛
哥英文。高一高二我都上飛哥本人
的課，每次都上到很晚，不過也補
充各式各樣的單字。我盡全力讀每
周的筆記和講義。到了高三模考，
我才發現以前背的那些，在作文上
有很好的應用，加上每次上課發的
範文及觀念釐清，只要依照老師的
方法，就可以明顯感受到英文實力
以及作文的大幅成長。不要想補充
單字以後是否會用到，而是將能記
的記下來，作文才有生動和精準的
字詞可以使用。

當初國一是家人幫我報名飛哥
英文，所以我才勉為其難的來上
課，因為我英文那時不太好，所以
飛哥的單字補充很重要！國三和高
三的模考班也讓我更能夠累積實戰
經驗，在考場上才更不會慌張。這
次考了15級分，但其他科沒考好，
但我相信有飛哥英文的幫助下，我
一定能考到90分以上，發揮從國一
時累積下來的實力。繼續努力，一
定會有回報的。

廖勁霖

弘道國中

在高一高二時，我將飛哥的課
程當作課外的補充。在這樣的心態
下，並未感受到「非全背不可」的
壓力，而是吸收自己喜歡科目更
深的相關知識。或許也因此，不少
單字反而更能被記憶。而到了高三
後，在課業壓力下的我自然無法再
將每周一次課程視為補充了。在一
次次模考中，我也發現過去高一高
二所學確實派上用場。因為兩年來
累積的單字和平時飛哥模考的難
度，即使此次英文較難也不至於太
過慌張。確定目標後，向前走的每
一步都很有意義！

飛哥英文國中部有系統地分類
教授高中程度的單字，即使當下沒
有牢記，但會對看過教過的單字產
生熟悉感，幫助我高一時銜接程度
落差。高中部的課程當中，我認為
最重要的是片語，因為片語與閱讀
速度和作文高度相關。作文方面，
如果不能大量練習題目，至少可以
把模考講義的範文抄寫，分句讀完
後再抄寫，可以掌握各類題型題目
的常見單字和特殊單字，以及文章
行文、內容順序該如何編排，這就
是作文結構，也是英文作文最重視
的。

黃致遠

北一女中

建國中學

我這六年都是上Kelly老師的
課，風趣的上課方式讓我總是期待
補習！國中打好結實的文法基礎，
到高一二「巨大」的單字補充量，
再到高三模考讓我的實力愈來愈
好，加上考猜真的很準，學測看到
題目就馬上想起重點。其實我的手
寫比班上13級分的同學還低，但我
靠選擇贏回來了。學弟妹們無論覺
得自己多爛，堅持讀下去就對了！
原本背不起來的單字在高三都會有
印象，多背佳句和單字片語的話作
文也會更好寫！反覆背的話一定可
以背起來。

當初選擇飛哥英文只是因為它
是間大補習班，但出乎我意料的事
是：飛哥英文教的單字比其他的大
補習班異常的多，這也使得國中
七年級就開始補飛哥的我單字量超
出同儕許多，不僅如此，飛哥在文
法上也有精闢的講解，使得我的英
文文法沒有太多問題，高一二所發
的「五句式」以及高三模考班的考
試，更是充實了我的英文作文的能
力，進而奠定了英文15級分的基
石，飛哥英文是我15級分不可或缺
的元素之一。相信自己，加油！

高一時抱著「試試看」的心態
來飛哥英文試聽的我，從沒想過飛
哥英文是讓我大考15級分的最大助
力。高一高二時，自以為英文不錯
的我，常因上課看不懂課堂內容中
的單字而懷疑這樣的內容大考是否
真的會考出來。雖然如此，我仍按
部就班跟著飛哥英文的腳步，事實
證明，大考的難度確實有可能超乎
想像，但我因為沒有在英文學習上
有鬆懈，因此順利地拿下了五科當
中唯一的15級分！感謝飛哥英文團
隊在我高中三年的拉拔，讓我離夢
想更近了！

從小因為成績還不錯就沒有補
英文，高中以後才發現英文在國高
中有斷層性差距，雖然保持在中
上，但遇到了一些瓶頸，後來高二
加入飛哥英文才發現自己所知太
少，在Kelly老師、Ringo老師的帶
領下，我的英文往上提升不少，但
到了高三又體會到了寫作、翻譯的
不足，好在飛哥每次的講義都十分
詳盡，補充也很充足，終於讓我高
分拿到15級，在飛哥英文的成績不
高別擔心，不要放棄，每一次盡全
力的付出都會在未來有所回報的，
加油！

國中試聽時總導說我的英文是
測驗結果裡最好的，這樣的驚喜與
雀躍伴隨我在飛哥往後的日子，有
Kelly老師的鼓勵、Ringo老師詳
細的解說和欣達老師用心準備的作
文講義，因為我本來就喜歡英文，
所以更愛飛哥大量提供補充單字和
易混淆，一開始也會背單字到懷疑
自己，但是「吃得苦中苦，方為人
上人！」感謝老師的範文和高分作
文，活用佳句和學習組織作文也讓
我後來拿到作文16分。這裡有很多
資源，相信學弟妹一定可以進步很
多！

在飛哥每週一回的模考有效的
檢視學習狀況，大量的補充也可以
讓人安心。除此之外，上課怠惰
時，轉頭環顧四周用功的同學，就
會覺得自己應該更加努力。這是自
己一個人念書很難做到的。飛哥英
文的作文教學也十分有幫助。考學
測突然要準備作文，很多人都會措
手不及。從單字到句子的鴻溝也很
難跨越。模考班把重點放在作文加
強，老師也都很細心的解答同學的
問題，可以把每一個不懂的觀念都
好好釐清。肯讀肯背一定會越來越
好！

林家瑞

謝榛翔

尹奕璇

市大同高中

黃楷恩

國中時為了解決閱讀速度過慢
的問題，來到了飛哥，上了高中單
字如果沒背完也不必勉強，只要確
保每週都有全新單字背"熟"即可，
在高三的模考班中，每週的考試只
求進步，和把一切不會地都問清以
及在作文中多用心背單字確認用
法。在高三的訓練老師們設計考卷
皆會依據各階段有不同的考法，可
以準備一本筆記本，把特殊的句子
或單字抄起來，在考前背好，如此
便能確保考試上出錯減少。模考只
是初步，只要想著要比之前進步即
可，加油！！

我從升高一暑假就來飛哥上課
了，一開始覺得單字都很多很難，
但還好Kelly老師教了許多背單字
的好方法，用拉丁字首、字根幫助
我們背單字，我每個禮拜跟著飛哥
的進度讀，即使不是全部都能記在
腦海中，但瀏覽過就會有印象，三
年來我每次的英文段考都維持在90
分以上，然而我卻只花別人一半的
時間，很幸運地，這次英文難度偏
高我仍得到15級分的佳績！很感謝
飛哥的栽培！跟著老師的腳步，勤
加練習，相信各位都能得到滿意的
成績！

國中到高中在飛哥英文的紮實
訓練，包括深又廣的單字補充和好
拿分且實用的作文技巧。使我在英
文學習的路途上沒有壓力，因為
透過飛哥英文的課程，我已經掌握
了英文學習的精隨。英文不再是令
人頭痛的學科，更不是阻礙升學的
負擔。反而，在飛哥英文這段時間
的薰陶後，我漸漸能感受到英文的
美，和學習外文的樂趣。如果想要
提升英文實力和在英文考試拿取高
分，我認為飛哥英文會是很好的選
擇。

飛哥英文110年度 暑秋國高中 課程開始報名！ 飛哥英文
官方網站
歡迎上網或來電了解或預約試聽各年級課程！課程專線：23831235 飛哥文理補習班 台北市衡陽路51號4樓

私立南山

加入飛哥英文的原因是因為二
位姊姊都就讀飛哥英文，並取得佳
績進入台大。而高一高二的單字實
力培養是我認為最有價值的地方。
學測前一個月，我每週讀英文時間
僅僅2hr，讓我省下很多時間去讀
我的弱科。可以說高一高二的單
字量是在未來順利答題的關鍵。高
三模考班最有價值的地方是作文解
說，這省下我許多找佳句的時間，
只要將裡面的內容吃透，作文想得
高分可說是輕而易舉，希望學弟妹
能好好利用。好好學，15級分不
難。

感謝總導與老師透過每次的模
考練習和考後檢討讓我在學測英文
紮穩步伐。高一豐富的字辨整理、
單字補充使我面對考試得心應手，
高二更接觸新聞英語、五句式翻譯
加深加廣英語能力。高三模考班我
就發現，這兩年的單字累積是為了
面對學測作文和加速選擇題的作
答，翻譯作文三步驟亦迅速提升我
的寫作實力，熟悉各種考題類型和
寫法。大考並不是學英文的重點，
三年來在飛哥培養的英文能力與學
習態度將跟著我一輩子，帶領我開
拓更廣褒的視野。

錢

南山高中

天母國中

起初對於飛哥上課的方式感到
驚奇，飛哥會補充許多單字及慣用
語，重點文法更是時時提醒。令我
獲益良多的是高三的「字辨」、
「易混淆」、「五句式翻譯」，其
針對大部分學生的常見錯誤做詳盡
的整理，在作文方面更得心應手。
而高三的模考班是飛速進步的時
期，每周透過詳解本及「高分作文
這樣寫」，了解自己的不足並如實
訂正，在飛哥老師們的幫助下，我
獲得英文15級分。平時一點一滴地
努力，必定會在往後的大考中回饋
於你！

一開始進入飛哥英文，看著整
面的補充單字，腦中很快浮現放
棄，如此大量的單字只靠臨時抱佛
腳是沒用的，因此一天讀一次，先
不去強記單字，只有讀加唸出聲
音。一周後的考試，意外地衝上了
前標，自信心也有了。就這樣跟上
了飛哥的腳步，增加了大量字彙，
在大考時得到不錯的成績。一二年
級時先培養基礎實力，高三就可以
輕鬆應付考試了，透過大量模考熟
悉考題和速度，最後帶著平常心，
學測必定不會考差，更可能15級
分，前往夢想大學。

高一時第一次看見厚實的講義
與補充單字令我驚奇，當時想要精
進英文能力的我便加入了飛哥，還
記得第一堂是Kelly老師的課，從
幽默生動的口吻帶入主題，補充一
個個額外資訊，讓我除了吸收課內
知識，也充實了在學校中不常見卻
實用的單字。學測中我活用了在飛
哥所學過的單字，翻譯時也謹記老
師所提醒的要點，使我在英文這科
獲得15級分，感謝飛哥英文給我的
提點。熟記常見單字的用法與特殊
句型結構，考試時深吸一口氣，全
力以赴。

我在高二下才加入飛哥，但效
果顯著，而且背單字輕而易舉，因
為飛哥的筆記更多艱難的單字。另
外，也要感謝欣達老師，他的幽默
風趣，點燃我對英文的熱情，而且
他會用電影台詞和動漫人物來加深
對某些英文單字的記憶，使背單字
與興趣結合，而且欣達老師的咬字
跟發音極為清楚，也熟知許多道地
的慣用法，根本就是外師吧！如果
你還找不到努力方向與方法，可以
試試飛哥。我能考上全國音樂系小
提琴榜首，飛哥助我一臂之力，也
可幫得上你吧！

黃時雍

陳駿羽

升高三暑假，我意識到
學測將近的我決定急起直
追。完整的課程筆記終於產
生效果，高三上不僅通過全
民英檢中高級，更取得多益
金色證書，和高一的我有著
天壤之別。詳解本是我溫習
英文的最佳工具，頻繁練習
作文搶分三單元也讓我寫作
時不知不覺便融入許多小技
巧。最後，我想謝謝飛哥英
文的所有老師們，謝謝你們
幫我圓夢！只要確立目標，
下定決心，成功就在彼岸！
加油！

北一女中

高一突然覺得英文變得很難，
跟國中比差了很多，段考成績很難
看，我對英文喪失信心。這時到飛
哥，提升了我的英文成績，信心也
恢復了。中間曾換到其他補習班，
但後來考慮到翻譯作文要特別加強
練習，飛哥這裡這方面做得很好，
所以我又重回飛哥，後來也證明這
個選擇很正確，我的閱測、翻譯和
作文的分數都比我預期好，尤其是
高三模考班的考試都比學測難，我
都想只要模考排名在前，學測就能
滿級分，最後果不其然，真的是這
樣！謝謝飛哥！

師大附中

私立復興

在八年級時首次踏入飛哥英
文，轉眼間就過了5年，在飛哥老
師總是幫我們補充大量的單字和代
換句子，讓我打下良好的基礎，高
三每週的模考練習更是讓我獲益良
多，雖然有時考出的分數讓我很挫
敗，但我還是按照飛哥英文老師的
指示，一步步訂正題本、練習作
文，珍惜每次演練的機會，一點點
地累積自己的實力。在飛哥的這幾
年，花費的金錢和時間很多，但
是，我很慶幸我做出這個選擇。跟
著飛哥老師的步驟一步一步慢慢
來，英文是需要累積的。

鄭妤薇

飛哥的筆記真的很多內
容也很豐富，雖然我的段考
在六七十分徘徊，但班排卻
一直升高，英文的進步也讓
我更有信心。到高三開始寫
手寫卷發現我的英文表達能
力有很大的進步空間，謝謝
飛哥的老師能夠每週批閱手
寫卷，讓我在訂正並重寫作
文的過程中慢慢找到自己的
風格，寫起來更順手。感謝
飛哥英文。

很開心這次英文能拿到15級
分，從高一便跟著Kelly老師學
習，並在每一堂課中熟記單字、文
法，因此，英文的實力進步了許
多。到了高三，便透過每次的模考
檢視自己的實力，以便彌補不足之
處，和透過作文的練習，增加自己
的翻譯、寫作能力，在每週的練習
中不斷地進步，如此一來，便能在
學測的考場上有自信地選出正確答
案。平時多背單字。

高二來到飛哥英文後，我那原
本在及格邊緣的成績開始有了起
色。不只在單字量方面有大幅的進
步，文法及作文的練習也累積了不
少經驗，使我高三在英文科的準備
方面可以慢慢調整，漸入佳境，也
不會因為多個科目必須要兼顧而感
到非常吃力，也在學測中不會緊
張，一路有自信的穩穩得分，最後
才能得到作為16.5的作文高分。非
常感謝飛哥英文使我在這短短的一
年內有飛躍般的進步，為我打好基
礎，使我得到今天的英文15級佳
績。加油！

建國中學

私復興高中

還記得我在國小的時候就已經
開始補英文，導致國中對自己過度
自信，因而成績下滑。會考差點失
利後，我打起精神，重新拉起學習
英文的決心。我加入了飛哥英文，
飛哥老師抑揚頓挫，鏗鏘有力的聲
音下，我重新建立起了英文的基
礎。他的拉丁文課程使我在背單字
的方面上如虎添翼，他的想像力與
老到的教學經驗更令我們在文法的
戰場上無往不利。真的很慶幸關鍵
時刻遇到了飛哥老師。手寫筆記、
手札與高三的詳解本真的十分重
要，千萬要記得看！

從高一開始就加入飛哥英文
了，從七、八年級培養語感和基礎
能力，到九年級的百題班，再到高
一高二的單字句型轟炸和高三每週
的80分鐘考試時間，飛哥英文成功
讓我從一個句首要大寫都不知道到
了現在能夠考15級分的人。很謝謝
飛哥的老師們幫助了我們，尤其是
單字本幫我省下了很多背單字的時
間，還有每週的考試也督促了我要
好好練習，作文的批改更是提高作
文成績。很開心能遇到像這樣的補
習班，也很慶幸自己六年來的付出
沒有白費！

張筠婕

由於跟不上升上高中後
突然暴增的單字量和複雜的
句型結構，在升高二的暑假
我決定到飛哥英文試聽，受
到這裡質量兼具的課程內容
深深震撼(一堂課能抄上整
整五張紙的單字和句型補
充)，於是便留下來跟著這
裡的腳步學習。隨著豐富紮
實的教學和有系統性的整
理，我的英文能力在短短的
一年內突飛猛進，並且透過
升高三後高強度的模考訓練
維持手感，最終在學測的考
試上拿下如此佳績。感謝飛
哥英文，讓我能順利走完升
學路上的最後一步。加油！

當初升上高中時，就發現自己
的英文能力還有很多進步空間，然
而一開始常常許多單字背了就忘，
但Kelly老師總是給予我們許多鼓
勵。直到高二時我的英文有所提
升，儘管當時每次段考墊底都是由
二類包辦，但我並不因此而不重視
英文，反而更希望自己能好好的學
習這個國際語言。英文15級分對我
而言固然是很大的肯定，但我知道
我自己還可以有所增進。或許在過
程中會十分艱辛，但仍要相信自
己。人生不會有白走的路。勇敢的
邁開步伐吧！

從升高二開始補飛哥，高二的
大考實力班，幫我打好基礎，也讓
我學校段考成績逐漸進步。高三參
加模考班，讓我作答速度和解題技
巧每週都能加強，不需再另外購買
坊間題庫或參考書，把每週模考班
的講義和錯題弄懂就非常足夠了！
或許覺得高二大考實力班很難，但
到了高三，會發現才是倒吃甘蔗。
身為飛哥學生，當別人高三還在為
英文頭痛時，我反而有效率地進行
複習！在學測考到15級分真的很開
心，謝謝Ringo老師和欣達老師的
指導！

感謝Kelly老師及欣達老師課
堂中不厭其煩地提醒，更感謝飛哥
英文充實的教材，舉凡易混淆單
字、五句式翻譯、新聞英語到高三
的單字練習本和每周以觀摩的優美
範文，當然還有獨特拉丁文解析
法，讓我的背單字速度直線上升，
更是猜題的一大利器。感謝老師們
每堂課耐心的教誨、貼心的叮嚀即
時的指正和不斷的鼓勵，使我在學
習英文的路上平穩地前進。期許自
己和學弟妹都能精益求精、更上層
樓！有努力就有收穫，加油！

蔡亞辰

建國中學

剛開始接觸到飛哥英文是透過
同學介紹的，試聽時覺得教法很新
穎便報了名。起初在上課時還是有
點吃力的，高一二沒上飛哥，讓我
意識到有很多單字詞彙與文法上的
不足。但模考班老師地毯式的複習
逐漸補足了這些不足。慢慢地，我
的選擇與翻譯作文都有了顯著的進
步。最終得以拿下15級分的成績。
對我來說，英文是十分看重基礎的
科目。基礎愈好，日後更有機會在
學習中找出動力與方法，事半功
倍。現在的努力都將成為日後豐碩
的果實，加油！

當初報名飛哥英文，是因為同
學分享過飛哥猜題非常有用，在上
過之後也發現確實如此。複習完高
中所有重要的文法與解題技巧，並
在最後可以靠著最精華的考猜講義
與歷屆試題作最有效率的複習，使
我幸運地拿到15級分。Ringo上課
會補充許多相似的字與相關單字，
也可以學到許多作文技巧與克漏
字、文意選填的作答技巧，因此我
相當推薦飛哥英文的模考班。只要
努力刷題、認真背單字，你也可以
考英文滿級分。

李明翰

曾開宏

高二一整年在這邊對我最大的
幫助就是單字基礎的奠定，上高三
之後，開始接觸作文，也發現了這
是自己最大的弱項，但每個禮拜的
練習的確幫助了我很多，雖然學測
作文當天表現可能不是最好，但選
擇題的高分幫助我拉了很多，考到
英文15級分一直都是我想達成的目
標也是我認為我應該做到的，也謝
謝飛哥的幫助讓我能從模考的13級
進步的15級！在飛哥能學到許多學
校不會教到的知識，認真聽取的話
肯定能讓英文大幅進步。

很高興這次學測英文能拿到滿
級分，我從高一上學期就加入飛哥
英文，每一次來上英文課老師都補
充大量的單字，讓我在準備學測翻
譯題的時候十分上手，沒有太多阻
礙。而對我成績提升幫助最大的是
每週一次的模考班。大型考試的氣
氛和當日批改發回的作文使我一直
都能維持手感，保持在穩定又高分
的最佳狀態。飛哥英文的課程真的
使我獲益良多，是幫助考生衝刺的
最佳幫手。相信自己，全力去追尋
心中的理想，不讓自己虛度此行。

劉俊麟

當初升上國中後，英文
成績表現不佳，為了加強英
文選擇飛哥。國中部和高一
高二充實英文基本功，文法
方面輸入並大量練習，而在
國中就已經教授高中級單
字，到高中部更是在大考班
內累積大量字彙充實基礎。
高三班是最重要的一環！每
堂課都有模擬考試，強化解
題的技巧並訓練解題手感，
翻譯和作文也有詳盡的解
析，尤其作文的搶分三單元
與高分作文能進一步的修正
自己的作文技巧，鞏固自己
的滿級分！只要照著老師一
步一步地前進，就沒問題！

我覺得飛哥對閱讀速度與寫作
非常有幫助，每週考試的時間壓力
使我答題越來越流暢，範文也對作
文提升大有助益，學測時使用老師
的佳句，看起來就很厲害！上課累
積的單字量也很多，看英文雜誌及
影視節目常看到新教的單字，更能
加強印象。英文是很重要的工具，
而飛哥不論是升學考試或未來發展
提供學生更大的進步空間，在飛哥
補英文真的是很好的選擇！新課綱
真的很艱難，跟飛哥認真唸，你的
成績一定會很亮眼！期許大家都能
填滿級感言單！

從國一補到高三，我可謂貫穿
飛哥英文的所有班系，它的優點在
於，一、單字補充超豐富，並且會
不斷延伸，這樣的學習方式，深
刻地影響我學習英文的方式。因為
在高中而言，單字是王道。另外，
我自己是背到一萬單，所以可以將
重心放在作文，聽力等更需要練習
的地方。再來是文法的學習，絕對
不要認為文法是一個很死的東西就
不想去學它，否則作文絕對會一團
糟。持續增加英文單字量，多讀英
文相關文章，持之以恆，英文就一
定會進步！

國中時在熟識的學長姐推薦下
加入飛哥的大家庭。雖然中間暫停
了一段時間，但在高二下開始逐漸
感受到學測將至的氛圍及壓力時，
我再次報名了模考班。模考班考題
符合學測趨勢，每週以答對率分析
針對弱點複習，另外有單字小秘書
等貼心的幫助，更感謝飛哥模考班
每週的訓練，還有課後仍然留下為
大家解決作文問題的Kelly和Aily
老師，因為有您們，我才能在如此
短的時間內進步！跟著老師的腳步
複習，扎實累積下來的努力不會辜
負你！

陳以寧

我來到飛哥，因為兩個
原因，第一，14級分的學長
跟我說，他後悔沒有早點
來，他應該學測英文可以15
級分！他又說，飛哥的猜題
超級神準，保證「聽君一席
話，勝讀10年書。」第二，
我沒有辦法穩穩的15級分，
這讓我很焦慮，所以我來到
了飛哥！江湖傳言是真的，
讓我如願以償，飛哥是一座
寶山，入寶山一定要滿載而
歸，英文是你一生永遠受用
的學科。

私立靜心

很感謝教導我的Kelly老師與
欣達老師，讓我於成績的擺盪中於
學測的最後一次盪至最高點。作文
是我在這裡進步最多的部分，在飛
哥，我作文最高只拿過13分，10
分以下是家常便飯，但學測卻能有
17.5，這便是平時作文練習和自己
努力的結果吧，而且之前於飛哥也
寫過類似的題目。所以要相信自己
之前的努力，因為之後一定會有機
會回報於自己身上的。不要因為過
去的分數定義自己的能力，在最後
大考的成功才是值得追尋。

我在國一的暑假就加入了飛
哥，一下子補到了高三。我覺得
飛哥的課程內容十分扎實，每堂課
都有許多筆記補充，讓我在高一高
二時打下良好的基礎。此外，高三
的課程也十分豐富，有模考訓練，
特別是作文的部份讓我收穫良多，
每週的作文練習使我能保持手感，
在大考時正常發揮。再者，每週的
作文詳解本都有補充佳句給學生參
考，讓我的作文脫穎而出。總之，
來飛哥英文真的讓我獲益匪淺。回
家複習，練習題目，保持手感，用
平常心考試。

謝睿宇

私復興高中

一開始以為自己英文應該不是
弱科。後來被一位學姐推薦來飛哥
上課，每一堂課前的考試雖然時間
極短，但這樣的練習也讓我在考
場上只用30分鐘就解決了手寫，另
外，每週的作文講解和檢討也給了
我很多佳句去背，選擇的部分自己
最弱的是英文單字，很感謝Ringo
老師每次都檢討得很仔細，也給很
多念英文的方法，我相信跟著老師
們的節奏你們也可以考到15級的！

自幼對英文有興趣的我聽了第
一堂Trego的課，幽默又活潑的上
課方式使我更加喜愛英文，高一和
高二的我是上Kelly的課，她細心
的教學，豐富的補充內容，讓我每
堂課後都能帶回許多筆記，Kelly
所教的分配時間讓我能夠完整消化
一堂課的內容，因而建立深厚基
礎，是高一高二對我最有幫助的。
高三模考班，欣達老師的教學方式
也深得我心，每周模考不僅能幫助
我找出錯誤，也讓我有動力繼續念
書。加油！堅持不懈就能有理想成
績。

邱鼎越

蔣采育

從國一開始便加入了飛哥這個
大家庭，第一節開始便大量的單字
轟炸，也開始了每週都有背不完單
字的生活，在學校的英文成績基本
上沒掉出班排前五過。「高中英文
無文法」我記得這是Kelly老師在
國三會考常說的，而在國三的那一
年也跟著老師把最基本的文法學起
來，這就是為什麼到了高中，各科
都變難後我段考前都只需要花2~3
小時看看課文就能把英文成績顧
好。很慶幸跟著飛哥為我的英文打
下基石。不要自滿，相信比你聰明
的人！

在飛哥英文，高一的課程補習
班給予大量的資源和補充教材，讓
我們能夠在剛入學，就能補足國中
單字量不足的問題，而高二的課程
加強了許多特殊用法讓我們在英文
寫作有良好的基礎。最重要的其實
是高三的模考班，模考班的每周作
文解析是最不可取代的一項資源，
透過解析找到不好的中式句子讓我
們能夠往好句子的方向邁進。15級
分，永遠不是夢想，只要作文和選
擇題照著飛哥的步調，一定可以。

楊宜哲

我九年級就來飛哥了，我
覺得在飛哥讀書的氣氛比在學
校要好很多。上了高一，飛哥
會用拉丁文拆解單字，用字根
去推理，加上老師的講解，就
可以對單字有比較深的印象。
高二老師上課提到的一些作文
金句，我自己會去多看它們，
高三在寫作文的時候會把它運
用進去。我覺得經過高三模考
班的訓練，寫選擇的速度跟作
文都有所進步。了解自己的弱
點後，透過思考、模仿和訂
正，便能逐漸地進步。人值得
驕傲的不是做好本就能做到的
事，而是以自己能感受到的幅
度，最後達到了原本遙不可及
的地步。

雖然我國中時就有補飛哥，但
是英文的底子沒有打得很好。上了
高中後，決定洗心革面。高一、二
的時候，老師著重在單字量的累
積，到了高三就會發現學測甚至指
考的單字你都見過。我認為補習的
最大優勢是有專業的外籍老師批改
手寫卷，可以大量減少中式英文。
飛哥英文補充大量的詞彙早已足夠
應付學測單字量，在高三課程中則
不斷訓練我們翻譯及寫作能力，我
深信只要跟著飛哥英文一步一腳
印，英文絕對會成為你學測及指考
的最大優勢。

高一的英文成績是班上倒數，
第一次試聽深知再不加強就糟了。
我認為能在短期提升英文能力是
「態度」帶來的影響。每當我學到
了新的單字、片語、句型時，此時
我內心是「開心」的，因此，我越
背越多，越背越開心，也越背越
強，甚至在沒有任何準備之下，以
自己短短一年內累積的實力就考取
了多益的金色證書，只要乖乖的背
這裡的教材，「開心」地學，就會
在無意中大幅提升自己的能力。英
文是科輕鬆簡單的科目，也是未來
人人必備的能力。

李灃洋

三民高中、大安高工、大直高中、中山女中、中正高中、中和高中、中崙高中、內湖高中、方濟高中、北一女中、北大高中、市大同高中、市復興高中、永平高中
永春高中、光仁高中、再興中學、成功高中、成淵高中、百齡高中、竹林高中、西松高中、私復興高中、育成高中、和平高中、延平高中、明倫高中、明德高中、
東山高中、松山高中、板橋高中、南山高中、南湖高中、建國中學、政大附中、師大附中、徐匯高中、時雨高中、格致高中、泰北高中、海山高中、崇光女中、清
水高中、景文高中、景美女中、華江高中、陽明高中、新北高中、新店高中、新莊高中、聖心女中、萬芳高中、衛理女中、薇閣高中、麗山高中。真正全國第一！

60級四科榜首 60級四科榜首 60級四科榜首 60級四科榜首 60級四科榜首 60級四科榜首

本來想趁高中培養自身英文實
力以銜接大學，但沒想到飛哥竟然
會補充那麼多的課外單字、文法
等，還提供非常多的補充講義以及
新聞英語，補習後也漸漸地有了英
文滿級分的目標，並藉此提升閱讀
與手寫實力，三上開始翻譯與作文
連一半的成績都拿不到，但在每週
的模考練習下，各項實力逐漸純
熟，翻手寫在學測中都考到了當初
無法想像的成績，很感謝飛哥這三
年帶給我的知識。不管當初覺得多
麼不可能，經過堅持不懈的努力後
一定會成功，加油！

鄧人豪

110年學測成績最高標準：頂標13級分(成績位於第88百分位數)以上的飛哥學子統計多達1573人，並涵蓋大台北地區共55所高中職：(依筆畫排序)

有的高中英文補習班因此不敢公佈完整110年學測英文成
績。甚至拿109年之前學測累計成績混淆，請您務必小心！

學測 英文難度大增！
賀! 大考中心 全國英文15級分僅3.89%，總人數較去年大減18.7%，頂標更是只有13級分，為近年來最難的學測考卷。

王宏亦

在飛哥英文英文高分非難事!各校同學都能拿高分!

李昀庭

中山女中

台北中正

110年英文15級分原始分數必須拿到87.23分以上，但翻譯作文就佔28分，同學選擇題72分失誤空間
已經不多。全國15級分同學更只有3.89%，飛哥英文學子每年15級分人數都能全國第一，實屬不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