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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改革浪潮的衝擊之下，以學生為主體的教

育思維翻轉了教學的形式，加上教育部推動108課

綱，我們葳格國際學校從K至12年級的課程以「養

成贏在未來的能力、培育具有國際動能素養的菁

英」為規劃願景，整體的課程更前瞻、更具國際競

合力。

葳格教育的學習地圖以「國際葳格」、「科技葳

格」、「全人葳格」為三大發展方向，我們希望培

養學生的外語能力外，同時增益學生的科技素養，

另外輔以全人教育，培養領袖格局。

一、國際葳格：
校本課程以「國際化」為主要特色，強化多語教學，系列的ESL英文課程、第二外語

德文、法文、西班牙文及日文課程，每年接納外籍學生，赴日本及歐美各國的遊學與教

育互訪，海外志工服務等，均能涵養本校學生的外語能力、全球思維及跨文化溝通，我

們更在文隆樓二樓規劃「國際教育英語村」，並將第二外語設定為全校必選課程，透過

自國一至高三的六年一貫的多語課程設計，從語文學習切入學校國際化，讓國際交流活

動成為語文應用的最佳場域，創造多元文化的國際校園。

二、科技葳格：
課程上，我們開設STEAM課程，融合科學、技術、工程、藝術與數學的實作課程，

更規劃創客Maker教室，教授程式設計、機器人、3D列印，以科學為基礎拓展到藝術、

人文、設計等跨領域學習，促進科學思考，培養問題解決的能力。教學上，我們採用

iWagor行動教學，全英語的課程設計，師生人手一台iPad，進行互動式教與學，以增進

學生科技素養及國際知能。

三、全人葳格：
在運動探索上，提供籃球、排球、游泳、太極拳、西洋劍、飛盤；藝文課程提供小

提琴、橫笛、豎笛、油畫、書法，各種課程供同學選修，達到「一生一體藝」的目標，

養成終身運動的習慣及領袖具備的專長。透過多元的活動如萬聖節、聖誕節、葳格好聲

音、與作家面對面、飢餓30、公民訓練成年禮、戶外探索等等，培養藝文人格及領導服

務的能力。 

我們要教育出什麼樣的學生？我們還能給孩子什麼？葳格教育一直努力反思，並積極

創造出具創意且符應未來需求的素養課程，全校共識設計出「國際力」、「科技力」、

「全人力」為葳格教育的學生圖像（School Wide Learning Outcomes），期望在葳格學

習地圖裡，成就學生此三大面向的能力，造就出贏在未來且具國際動能的全球菁英，以

上與師生共勉。

國一甲 吳其臻  KiKi Wu
Hi, my name is KiKi. I’m going to tell you about my life at 

Wagor.
First, we go to the science museum once a month. 

We have learned lots of scientific information, such as an 
elephant's life cycle and habits. We have learned about 
fauna and flora, air, the solar system, chemistry, and so on.

Second, there is “eMagazine” class each week. It’s a
class which you can use your iPad to learn English. So, you 
can just take your IPad home instead of bringing so many
books. Also, you can learn how to make presentations and 
short videos. We also learn about what is happening in the 
world if you’re too lazy to watch the news.

Third, there is also a club where you can improve your 
English ability—Wagor Elites. If you’re in Wagor Elites, you 
will have chances to compete in national competitions.
If you’re in Wagor Elites, you will have many activities for 
different kinds of festivals. Such as, when it’s Christmas, we
will decorate the classroom, and make some decorations
for school. You can have fun with your friends in Wagor 
Elites.

Lastly, there are sports clubs in the afternoon. We have 
basketball, frisbee, badminton and so on. You can choose 
any club you wish to join. Sometimes you will have some 
sports competitions and you can improve your sport skills. 
The coaches are all friendly and you can learn many new 
skills and make new friends during class. It’s really fun.

I’d love you all to come to Wagor and see what a 
wonderful time you can have at school. We value education 
and happiness for all of us. See you next school year! 

國二甲 張祐瑜 Arianna Chang
My name is Arianna; I'm a 8th grade student at Wagor 

junior high school and the president of Wagor Elites Junior. 

I would like to share my school life with you. So, let’s begin!
But, first of all, I would like to mention a question: why

did I choose Wagor? There are so many private schools in 
Taichung, but why is it Wagor?

Here are three main points about why I choose Wagor.
· To value every individual
· To empower English learning
· To develop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Firstly, Wagor is one of the top-bilingual schools in 

Taiwan. We have the best facilities in Taichung City area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the most comfortable study 
environment. We use Apple TV and iPad to
learn, it’s easy and so much fun. Teachers are 
very friendly and patient to help me with all 
questions I may have on school life. For classes 
we take with iPads, we have e-series classes 
such as eBook and eMagazine. During these 
classes, we talk about interesting topics that 
attract our attention, so that we can learn current 
trends through relaxed mood. Furthermore, I 
can choose a less serious situation to present 
to every classmate but take the   presentation 
seriously.

As for the competitions through the year, we 
were involved in the English drama competition, 
and this is for the whole class to participate. 
Through this drama competition, we learned to 
cooperate, or to work with each other so that we 
could perform successfully.

And, finally, here comes my favorite part, 
which is Wagor Elites. Wagor Elites is a club, but 
we are actually a family. In Wagor Elites, we have 
lots of English activities and competitions to
expand our experience on stages.

Big competitions such as English singing

competition and Reader's Theater are the competitions for 
7th and 8th grades. We practice during club time so that 
different grades can gather around together to practice. 
These competitions are all chances to improve oral 
speaking and listening which we might not get the chance 
to do so at home or in other schools.

By the way, I just passed the GEPT High Intermediate
level test last month!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thanks to
the ESL department. Also, I went to an science contest 
which was led by James. We won honorable mention.

I guess these are what I've been through in Wagor these 
three semesters. I do enjoy my school life in Wagor, and I 
believe that these years in Wagor will help me a lot in future. 
Hopefully I’ll have more and more partners to join this lovely 
Wagor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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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had fun practicing and acting out lines from the script 
that was being performed for the competition. They learned that they 
needed to exaggerate their words,intonations,emotions and body 
gestures. At first they thought it was silly but towards the end they
were comfortable acting very dramatically. The students and teachers 
laughed a lot and learned a lot while preparing for this competition. 

12/17 國際科學營志工
國一丙 李尉禎

On December seventeenth, I came to Wagor High School to help with National Science Camp, 
and I thank my school teacher for me come here to be a volunteer for this event. I helped the ESL 
Department assist in the use of the iPads in one of their activities because the six grade students 
were coming and they may not know how to use an iPad.

My job was to help Teacher Dave, Teacher Willie, and Teacher Ian. We used Quizlet and Quizlet 
Live to let the Wagor Elementary School’s students learn how to use the iPad in class!

At that time I saw some cute students in 
the classroom, and I think I was very lucky, 
because I could talk to them, and have fun!

But in the end of the science camp I was 
very very tired because we worked for ten 
hours. During lunch time,the ESL Department 
let me to order a drink.

The teacher said I was very good at doing 
my duty. So I was very happy to hear that!

愛上英文主播心得報告
國二甲 翁世勳

“ The first place of this year’s Top Anchor is......” When the host read our names, we couldn’t 
believe our ears. After the experience we had last year,we were more confident, and our goal for this 
year was to win first place.It was especially 
embarrassing to be defeated by the seventh 
graders. We practiced in almost every 

ESL class, and reviewed the script a thousand times. Finally, the day of the 
competition came. We were very anxious as we waited for other teams to finish 
their performances. When it was our turn, I suddenly realized a big problem, I put 
the microphone too close to my mouth! Unfortunately,it was too late, and when 
I started to speak, my voice was as loud as thunder, and many people covered 
their ears. I thought that we would never get a prize. After the performance and 
some entertainment ended, it wass finally t time to reveal the results. We were 
really happy that we got first place, and we each got five hundred dollars of Hi-Life 
coupons. It was a wonderful experience in my junior high school life.

STEAM 課程
國一甲 張名宜

In STEAM classes, I learned how to write programs for Arduino, like how to present 
different kinds of patterns of LED lights, where to plug in the electric circuits, how to 
type in different codes to make a subject move or speak. Also, I made a robot which 
can move, spin, avoid the walls, and avoid falling off the table. Now, I play “Code 
Combat”, a game where you need to type the code for the hero, and let it collect 
gems and kill enemies. This game also includes lots of new things, which made me 
know more about programming. STEAM classes help me gain a lot of new knowledge, 
and it also can increase opportunities for me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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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er Eva Reader's Theater

◆國中部飛盤社同學參加「106年度臺中市市長盃飛盤錦標賽」，榮獲
第三名。

◆國二甲張祐瑜同學參加全英民英檢，通過中高級檢定。

◆國二甲劉亞杰、張祐瑜、翁世勳及甘傑宇參加2017第七屆臺中市國
中小科學創意趣味競賽，榮獲優勝。

◆國三乙班吳姿蓉、葉芝宇、鐘宇彤，參加全國能源科技創意實作競賽
，榮獲入選決賽。

◆國二甲翁世勳參加2017 VQC第十三屆全國英文單字大賽，榮獲國中
組優勝。

◆國二甲王彥心、侯品岑參加106年台中市文昌盃國中、小學藝文比賽
，分獲國中寫生第三名及國中作文佳作殊榮。

◆國中部管樂社參加台中市106學年度學生音樂比賽，獲銅管五重奏高
中職B組第三名(甲等)。

◆國中部學生參加106學年度國民中學學生英語話劇讀者劇場比賽，榮
獲佳作。

◆國一甲班詹宸至參加2017桃園市議長盃全國心算數學暨英文年度總
決賽，榮獲七年級第二及第三名。

12月26日下午［與作家面對面］活動，邀請手鐘音樂

家鄭麗純、鋼琴演奏家陳逸琳老師蒞校，國中部學生參與音

樂會，學習音樂會規矩及禮儀，認識音樂家本人，貼近藝

術，增加教學效果。

藉由音樂家演奏，領略音樂的優雅，增進欣賞音樂的修

養及涵養。音樂家鄭麗純老師親切招呼家長及師生，除演奏

世界名曲外並配合時令，演奏聖誕歌曲，音樂會場優雅靜穆

又輕鬆，讓學生如沐春風。

鄭 麗 純 老 師 邀 請 老

師 、 家 長 、 學 生 一 同 上

台 ， 敲 擊 手 鐘 ， 讓 觀 眾

領略樂器的奧妙，寓教於

樂，效果非常良好，博得

家長及老師們讚許。

手鐘音樂饗宴

My School Life at Wagor

  校長的話  走進WAGOR 成就贏在未來的能力
 －葳格國際的學校願景與學生圖像 總校長 鍾鼎國

★參加本次活動表現優異者可優先入學本校,並申請入學獎勵金!

2018

BEITUN CAMPUS-JUNIOR HIGH SCHOOL

葳格國際學校  ｜ 北屯校區-國中部

注 意 事 項時   間

教學演示/校園導覽

注 意 事 項時   間

參加對象

評量內容

家長座談

活動地點

報名方式

報名日期

洽詢專線

活動時間 02018年         下午 14:00~16:50

各公私立小學六年級學生 

數學邏輯、語文能力(國語+英語)

108課綱對國中課程的影響

葳格國中入學說明及校園參觀 

葳格高級中學(臺中市北屯區軍福18路328號)

即日起至2018年 3  月 2  日(五)

可上學校網站 https://senior.wagor.tc.edu.tw/junior 國中部報名，

紙本報名：請逕填寫報名表後傳真至本校 04-24373001，或照相後

e-mail至weinemin@wagor.tc.edu.tw

04-24371728 分機 791

課程詳盡說明，敬請家長踴躍參加!

榮
譽
榜

指導外師：Eva、林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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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身 課 程

藝術人文豐富生命 多元體驗探索未來

iWagor上課心得 國一甲   劉佳瑜

iWagor指的是利用iPad來進行教學的課程。而我因

為就讀葳格小學的關係，故提早有接觸到。與小學不同

的，國中的ESL課程大多是使用iWagor課程。使用iPad

來了解最新時事，如：I雜誌中的國際時事，並製作成

簡報；或利用iPad查詢英文資料。在生物課時，可利用

拍照功能記錄過程，不必費時在紙上畫圖，最後甚至可

以做成報告。真的十分方便。

至於父母最擔心的上課玩遊戲或上網，入學的iPad

管控，讓我們在上課時，老師們能夠隨時知道我們在做

甚麼，使我們能得到良好的學習環境。

iPad上課有效率有方便，除了不會浪費紙資源，更

可以快速更新資源，補充了一學期換一次的教科書的即

時性。是個很棒的學習工具！

iWagor上課心得 國二甲  林翰億

我認為用平板上課可以提早適應未來社會的發展，

因科技使我們的時代越來越進步，故我們也必須一同跟

上科技的腳步。除了用iPad上課外，學校還加入一堂美

術課跟電腦課，來讓我們學習更多有關於程式的內容。

我認為這樣的想法非常好，就如校長所說的「培養營在

未來的能力」，因為有了這些課程，使我

有了目標，更使我對未來更加有信心。

iWagor上課心得 國二丙  蔡佩璇

我們學校和一般的學校有大大不同。

在葳格是用iPad上很多課，讓我們更愛上

這些課。

我最喜歡用iPad上課的是國文課。從完全死板的

課開始變得有趣，我們會用很多不同的程式來互動，一

起回答問題，老師還會用好玩的遊戲程式讓我們從中

學習。用了iPad之後，我感覺大家都開始喜歡國文這門

課。

iPad現在不只是讓我們看影片、玩遊戲而已，而是

可以當一個學習用的輔助工具，iPad可以使我們更方便

學習。

iWagor上課心得 國一甲  詹宸至

我剛來葳格之前，都不知道原來可以用iPad來上

課。這種學習工具能在第一時間更新資料，以便我們學

習新知識。美術課老師教導我們用iPad練習拍攝畫質更

好的影像；生物老師用google classroom來讓我們線上

繳交作業，以減少用紙量；PaGamO更是集結了所有科

目的練習題目，讓我們在家中也能透過遊戲來複習。

iWagor上課心得 國三乙  吳姿蓉

在現代社會中，科技不斷進步，而各個國家也開

始將新科技融入教育中，成為了多元學習的一部分。

而我很幸運的，可以在國中時就接觸iPad來學習課程。

我們在許多課程中都有使用iPad，除了ESL的ibook、

imagazine外，英文、理化、公民、藝文⋯⋯等，雖然

不一定是使用整節課，但這些課程讓原本枯燥的學科變

得更有趣。我們可以透過iPad學習更多課外補充知識，

達到自主學習的效果。另外應應未來科技的改變，我們

也可以藉由iPad練習製作簡報及上台報告，例如：簡報

內容的長短刪減、文字圖片大小及位置安排設計、投影

螢幕切換及報告技巧等。這些都是未來重要的能力，但

我卻認為它帶給我最重要的影響是「膽量」，透過各種

嘗試的學習，增加我的自信與勇氣，使我能夠無懼的使

用這些輔助工具來幫助我表達我的想法。

iWagor課程使我獲益良多，它是我在學習上的一位

好幫手。

iWagor上課心得 國二甲  陳彥霖

在葳格有些上的課程與別得學校不一樣，我們是使

用iPad上課。一定會有人認為用iPad上課是不好的，但

我認為使用iPad上課，會讓人更容易吸收知識與學習。

像我之前背一整課英文單字都需要花上一個小時以上，

但自從使用iPad之後，只要跟老師玩五次遊戲，就能把

單字全背起來，而花費的時間只半小時而已。且我們在

其他課也會使用iPad，如理化課時，老師會用iPad出作

業，而我們要利用下課時間來完成；公民課時，老師會

給我們題目，讓我們去找資料，做成簡報之後傳給老

師。用iPad之後，讓我們更快速的吸收知識。

2017萬聖驚魂夜 國二甲  張祐瑜

黑暗的大廳中，是各處傳來低聲的竊竊私語。或許

是因一年一度的盛典而期待著；又或許是黑暗帶來的神

祕感而感到興奮。隨後，悠悠的細鳴聲，伴隨著毛骨悚

然的低鳴，觀眾的鼓噪聲漸大。然後，尖叫聲響起，主

持人乘著觀眾的興奮感，為這次活動拉開了序幕。

首先炒熱氣氛的是外語部的遊戲。觀看影片回答問

題，似乎不是什麼難事。不過使我「困難」的卻是⋯⋯

所有影片都是鬼片，我小小的心臟承受不了啊！光是第

一部影片的驚嚇程度，就讓我嚇得從椅子上跳了起來，

但最後的BONUS題有領到200元萊爾富禮券，還是有小

小的開心一下！

之後陸陸續續進行了幾輪遊戲。看著台上調皮的外師將

恐怖箱中「OO」放到學生手上，他的手因為被嚇到而

大抖了一下，惹得大家哄堂大笑。雖然後來走秀比賽

時，我因為有事而錯過，最後回來時只稍微看到傳奇葳

星的演出，但儘管今年抱憾而歸，我們還是可以期待明

年的！

葳格的萬聖節 國一甲  徐孝昕

打著猶如鮮血般的紅燈，放著令人毛骨悚然的音

樂，一切像極了恐怖電影般的場景，這是發生在一個學

校裡的⋯⋯萬聖節活動！

在葳格中學的地下二樓，節目一開始，學校將各各鬼片

的預告放出來，卻不是單純的電影預告，而是讓學生從

中來找到答案，答對者則有學校福利社100元禮券，這

是一個對不敢看鬼片的人很吃虧的遊戲。接下來是真的

很恐怖的恐怖箱，第一個裡頭裝的是「OO」，然不知

道是活還是假的，但當被蒙上眼睛的那一刻，不管真

的也好，假的也罷，一定都會恐懼萬分。第二個箱子

竟然是「OO」，猜猜看「OO」是什麼？是學生最怕的

「OO」！看到「OO」時，全場哄堂大笑，沒有一個人

是繃著撲克臉的。幾輪遊戲過後，終於到了我最期待的

萬聖節走秀比賽。看著台上每位學長姐賣力的表演，我

心裡想著：「天啊！他們都好強喔！」保證不會讓你有

所失望。

萬聖節 國一甲  龐靚伊
在國小的六年中，我對萬聖節沒有什麼過多的慶

祝，也從來不覺得有什麼特殊的期待。但在張貼出驚悚

的宣傳海報後，我就開始萬盼千盼萬聖節的到來。

歷經「千辛萬苦」，終於玩了上午的課程，來到了

我最期待的萬聖節活動。一開始有外師在台上主持，也

有發下糖果，但緊接著恐怖的氣息到來，連續好幾部今

年出的鬼片連番上陣，嚇得大家花容失色。還有眾所矚

目的恐怖箱，第二個恐怖箱中竟然是「OO」，當下我

看到時，簡直笑得前倒後仰。若你想要知道是什麼，那

就只能明年親自到葳格萬聖節活動了！

萬聖節心得 國二丙  吳柏賢
今天又是一年一度，眾所注目的萬聖節活動。想

到昨天晚上興奮得睡不著覺，就知道今年一定比上一次

更加精采。到了會場之後，壯闊的場面，就令我們更加

興奮。活動從鬼影幢幢的影片開始，便令會場尖叫聲四

起。輪到外語部表演時，外師們搞笑卻有意義的活動，

讓整個萬聖節更有國外的氣氛。不過真正的好戲其實是

在最後的走秀。五個一連串的精采表演，讓全場嗨到一

個最高點！不過再怎麼厲害表演還是會有一個巔峰之

作，就是──傳奇葳星！這令人血脈噴張「臥虎藏龍」

的表演，讓我鼻子整個「大失血」。實在是個刺激又有

趣的「葳格驚魂夜」。

健身課程-韻律MV
國一乙  施依依

做一個選擇，看似很容易，但事實上卻是很

困難的。一旦做了選擇，就必須堅持到底，也許

會有錯誤的選擇，但我們也必須學習去面對它。

雖然我還只是國一生，但我卻面臨了一個

「巨大」的選擇考驗──社團！學校的社團有很

多，每項都多采多姿，看起來都十分有趣。當

時，我思考了很久，因為這是一件極為重要的難

題，而我也希望能針對我的興趣，來選擇未來兩

年的健身社團。

六年級時，我十分喜愛韓國流行舞蹈，所以

當我看到有「韻律MV」時，心裡暗暗竊喜，將

「韻律MV」填寫到了第一志願。心心念念的希

望能「有志者事竟成」。終於名單出來，我成功

地加入了「韻律MV」。加入以後真的讓人受益

匪淺，我學到了許多跳舞的技巧。越來越可以抓

到節拍，與同學間的默契也漸漸契合。以前我沒

辦法完成的事情，現在都一一上手。這樣的成長

讓我很滿意。

其實做一個好的選擇不會很困難，我們可以

先從自己的興趣來反覆思考，也要多聽別人給予

我們的建議。當我們慎重地做出了選擇，就不可

以反悔，或半途而廢，必須要全力以赴。

科博館一日遊 國二丙  林建歷
走下遊覽車，映入眼簾的第一個景色就是那廣大的

台中市立自然科學博物館。這次的探索課程，我們進入

最新的展覽館「象群」。館中央設置了兩個龐大的象標

本，即為「亞洲象」、「非洲象」，是現今大象的兩大

種類，由骨骼的標本能看出明顯的差異。透過介紹員清

楚地描述令人收穫良多，牆上的世界地圖上，更是清楚

的畫出象群的發源地，更證實了古代世界各個板塊是相

連的。在展場的最內部，有讓人體驗的小遊戲，同學們

都興致勃勃嘗試與大象拔河的沉重

感。在這個下午，我們汲取了自然

科學的多樣知識，並創下了一個美

好的回憶。

科博館內有著許許多多的園

區，每一個園區都有著一個主要的

核心知識，在這個地方，我們可以

得到許多課本以外的延伸知識，也

是一個值得我們好好探索的無垠世

界。

好玩的童軍課 國一丙 朱孟妍
每次的探索課程，讓我最期待的就是童軍課了，因為在

童軍的活動裡，可以讓班上同學互助合作，學習到團隊的精

神。

第一次的童軍課，老師先告訴我們童軍的由來和歷史，

還有這學期會學到的東西，當聽完老師的說明後，我就非常

期待一個月一次的童軍課。課程開始了，老師先教我們幾種

繩結，再教我們如何利用繩結把三根童軍棍綁在一起，最後

變成一個三角架。老師還請了高中部童軍團的隊長來教我們

呢！這個月的童軍課是旗舞，我已經迫不及待想上童軍課了

每一次的童軍課都讓我體會到「團隊精神」的重要，以

及如何想辦法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火的目光 國二丙  王敏
當時的我們正期待著要

在童軍課烤棉花糖及爆米花，

甚至可以去福利社買任何你想

吃的東西。在琳瑯滿目的美食

前，大家都垂涎三尺，想大口

享用，但在這之前，必須得把

火生起來才行。為了將火燃燒

起來，我們恨不得想要把旁邊

的花草，甚至樹枝都都進去讓火吞噬。我們這組在削筷子的

進度比別人落後許多，因為在品質不一的筷子中，有些硬得

跟石頭一樣，有些卻軟得如橡皮擦。正當我們期待有人來拯

救我們時，終於有位學長「降世拯救」了我們，但火似乎還

是沒受到我們的熱情影響，依舊難以燃燒。我們只好將能燒

的都燒了，木板搧了又搧，在這般努力下，火終於燃燒起來

了！期待已久的食物登場，大家的笑容也綻放開來。

這樣的課程真的是有趣極了！不僅能學到如何燒火，也

能學到如何與他人相處，更讓我們在大自然中得到學習。你

也來試試吧！

最愛科博探索 國一丙  葉蘆萱
學 校 安 排 許 多 探 索 課

程，讓我們可以探索自我，

增進學習興趣；在這些課程

裡，我最喜歡的是科博館探

索教育。第一次去科博館，

我們就到太空劇場去體驗，

這 是 我 第 一 次 用 這 種 視 角

看這個美麗的世界，感受寰宇的浩瀚，真是太震撼了！

當天我們還參觀敦煌特展，有專業的解說老師為我們介

紹，讓我了解許多關於佛教的知識；如果沒有這次的探

索課程，我可能都沒有機會了解到這些知識呢！

第二次科博館探索，我們去四樓物理世界體驗很多

有趣的科學現象，例如：磁力、龍捲風、地心引力⋯⋯

等，讓我了解到生活中許多現象的原理。接下來還有我

最愛的立體影像教學，最後是關於火星的資料，解說老

師告訴我們，火星上發現許多有生命跡象的東西，可惜

它沒有大氣層，不然人類就能安心的居住了，但是未來

的科技，說不定可以讓我們在火星居住呢！

在探索課中，我學到⋯⋯ 國二乙  鄧雅云
「探索課程」這四個字，一聽就知道是要走出「教室」的。而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堂課──削火煤棒。還記得

全班削了2節課，每個人的大拇指都紅「痛痛」的，因為用美工刀要出很多的力氣！在這堂課中，我學到「永不放

棄，就會成功」。

在削的時候，一直有想放棄的念頭，因為手指真的太痛了！我的大拇指都好像不是我的了，甚至其實它到現

在都還沒有好，壓下去，痛覺的記憶就會提醒著我。可當每次快放棄的時候，就告訴自己「不放棄，還有成功的機

會。放棄了，就沒有機會了」結果，第二節課拿出去點火時，不負「我」望的十分成功！

我覺得，探索課程對我們而言很重要，從中可以學習到很多，火煤棒在我們出去露營時可以用到外，它其實

也是我們未來成長中的「困境」。訓練著我們是否能堅持住面對困境，而豐收「火的希望」。

有趣的生物實驗課 國一丙 李尉禎

我覺得學校幫我們精心安排的「探索課程」真的是

太棒了！因為在小學時期都沒有如此完美的課程，我想

除了我們葳格之外，其他國中應該也不會有那麼多元的

課程。

在探索課程裡，我最期待的就是生物實驗課。在

這堂課裡，我們可以使用很多小學沒用過的儀器，如：

超強放大顯微鏡，它可以讓我們看到肉眼看不到的世

界──動物的細胞和植物的細胞，透過顯微鏡，我們可

以看出他們的差別；

還有試管、酒精燈、

三腳架等，超級有趣

的。好期待下一次的

生物實驗課，希望它

可以再帶我們去發掘

更有趣的東西。

童軍讓我們更獨立 國一丙  廖翊茜
在我的心目中，童子軍就是會日行一

善，愛護動物，幫助別人，並且會很勇敢的

面對問題，找到解決的方法。我想學校的童

軍探索課程，就是希望我們能成為這樣的童

子軍。

童軍探索課程讓我學到怎麼應用童軍繩

和童軍棍，用不同的繩結綁在一起，可以幫

助自己或別人緊急求生，也可以運用在生活

上。在童軍探索課中，我們可以動手做，學

習如何解決問題：在活動裡自己做，可以學

習更獨立；小組面對問題時，組員可以學習

齊心協力，想辦法完成所有工作。

最後要謝謝老師的教導，以及在一旁協

助我們的學長，有些動作真的很困難，讓我

們沒有辦法一次學會，但是老師及學長都會

細心的教導我們，老師會不厭其煩的重複動

作示範，直到我們學會為止。

劍道社團
國一甲  吳其臻

這學期的健身社團，我選的是劍道社。從第一堂課上

到現在，我們已經初步的練習揮劍了。記得第一課，我們

還在熟悉如何持劍；還在說明「劍道」是個什麼東西；還

在練習 「忍耐」  -打坐。一開始，很多同學都禁不住太久了

打坐，對於幼稚園在日本讀書，又時常會去找同學的我來

說輕而易舉。漸漸的，大家習慣了打坐，越來越能忍耐，

老師讓我們打坐的時間也縮短很多。大家從「中段」的預

備姿勢，到「十字步法」，再到「米字步法」，最後到大

家最期待的-揮劍。揮劍也就代表攻擊。雖然一開始學的時

候，大家的動作都不標準，但是經過老師的修正、教導，

大家的動作越來越標準、也越來越快速、厲害。凡是努

力，不一定能成功，但是不努力，一定不能成功。

中國武術
國三乙  游宗謀

自從國一開始，我已參加中國武術社兩年了。剛開始，

只因為沒有其他興趣，只好退而求其次選了這個社團。

上了一年後，因還沒學完，想要好好打完一整套拳的

我，便繼續參加中國武術社。慢慢地我抓到了武術的精隨、

動作、速度和力量。其中力量是最難的，適當的力道、切換

自如的速度加上確實的動作，呈現出來力與美的結合。這不

僅僅是強身健體的運動，更是培養我們美學概念的藝術。

雖然我已經國三了，但學了兩年的武術依然存留在我

心中。三不五時只要心情感到低落，便會打一套拳，不知怎

麼一回事，打著打著低落的心情就被打出身體，頓時豁然開

朗。

聖節萬

iWagor

童軍童軍

科 學 探 索

童軍

Happy Hallo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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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身 課 程

藝術人文豐富生命 多元體驗探索未來

iWagor上課心得 國一甲   劉佳瑜

iWagor指的是利用iPad來進行教學的課程。而我因

為就讀葳格小學的關係，故提早有接觸到。與小學不同

的，國中的ESL課程大多是使用iWagor課程。使用iPad

來了解最新時事，如：I雜誌中的國際時事，並製作成

簡報；或利用iPad查詢英文資料。在生物課時，可利用

拍照功能記錄過程，不必費時在紙上畫圖，最後甚至可

以做成報告。真的十分方便。

至於父母最擔心的上課玩遊戲或上網，入學的iPad

管控，讓我們在上課時，老師們能夠隨時知道我們在做

甚麼，使我們能得到良好的學習環境。

iPad上課有效率有方便，除了不會浪費紙資源，更

可以快速更新資源，補充了一學期換一次的教科書的即

時性。是個很棒的學習工具！

iWagor上課心得 國二甲  林翰億

我認為用平板上課可以提早適應未來社會的發展，

因科技使我們的時代越來越進步，故我們也必須一同跟

上科技的腳步。除了用iPad上課外，學校還加入一堂美

術課跟電腦課，來讓我們學習更多有關於程式的內容。

我認為這樣的想法非常好，就如校長所說的「培養營在

未來的能力」，因為有了這些課程，使我

有了目標，更使我對未來更加有信心。

iWagor上課心得 國二丙  蔡佩璇

我們學校和一般的學校有大大不同。

在葳格是用iPad上很多課，讓我們更愛上

這些課。

我最喜歡用iPad上課的是國文課。從完全死板的

課開始變得有趣，我們會用很多不同的程式來互動，一

起回答問題，老師還會用好玩的遊戲程式讓我們從中

學習。用了iPad之後，我感覺大家都開始喜歡國文這門

課。

iPad現在不只是讓我們看影片、玩遊戲而已，而是

可以當一個學習用的輔助工具，iPad可以使我們更方便

學習。

iWagor上課心得 國一甲  詹宸至

我剛來葳格之前，都不知道原來可以用iPad來上

課。這種學習工具能在第一時間更新資料，以便我們學

習新知識。美術課老師教導我們用iPad練習拍攝畫質更

好的影像；生物老師用google classroom來讓我們線上

繳交作業，以減少用紙量；PaGamO更是集結了所有科

目的練習題目，讓我們在家中也能透過遊戲來複習。

iWagor上課心得 國三乙  吳姿蓉

在現代社會中，科技不斷進步，而各個國家也開

始將新科技融入教育中，成為了多元學習的一部分。

而我很幸運的，可以在國中時就接觸iPad來學習課程。

我們在許多課程中都有使用iPad，除了ESL的ibook、

imagazine外，英文、理化、公民、藝文⋯⋯等，雖然

不一定是使用整節課，但這些課程讓原本枯燥的學科變

得更有趣。我們可以透過iPad學習更多課外補充知識，

達到自主學習的效果。另外應應未來科技的改變，我們

也可以藉由iPad練習製作簡報及上台報告，例如：簡報

內容的長短刪減、文字圖片大小及位置安排設計、投影

螢幕切換及報告技巧等。這些都是未來重要的能力，但

我卻認為它帶給我最重要的影響是「膽量」，透過各種

嘗試的學習，增加我的自信與勇氣，使我能夠無懼的使

用這些輔助工具來幫助我表達我的想法。

iWagor課程使我獲益良多，它是我在學習上的一位

好幫手。

iWagor上課心得 國二甲  陳彥霖

在葳格有些上的課程與別得學校不一樣，我們是使

用iPad上課。一定會有人認為用iPad上課是不好的，但

我認為使用iPad上課，會讓人更容易吸收知識與學習。

像我之前背一整課英文單字都需要花上一個小時以上，

但自從使用iPad之後，只要跟老師玩五次遊戲，就能把

單字全背起來，而花費的時間只半小時而已。且我們在

其他課也會使用iPad，如理化課時，老師會用iPad出作

業，而我們要利用下課時間來完成；公民課時，老師會

給我們題目，讓我們去找資料，做成簡報之後傳給老

師。用iPad之後，讓我們更快速的吸收知識。

2017萬聖驚魂夜 國二甲  張祐瑜

黑暗的大廳中，是各處傳來低聲的竊竊私語。或許

是因一年一度的盛典而期待著；又或許是黑暗帶來的神

祕感而感到興奮。隨後，悠悠的細鳴聲，伴隨著毛骨悚

然的低鳴，觀眾的鼓噪聲漸大。然後，尖叫聲響起，主

持人乘著觀眾的興奮感，為這次活動拉開了序幕。

首先炒熱氣氛的是外語部的遊戲。觀看影片回答問

題，似乎不是什麼難事。不過使我「困難」的卻是⋯⋯

所有影片都是鬼片，我小小的心臟承受不了啊！光是第

一部影片的驚嚇程度，就讓我嚇得從椅子上跳了起來，

但最後的BONUS題有領到200元萊爾富禮券，還是有小

小的開心一下！

之後陸陸續續進行了幾輪遊戲。看著台上調皮的外師將

恐怖箱中「OO」放到學生手上，他的手因為被嚇到而

大抖了一下，惹得大家哄堂大笑。雖然後來走秀比賽

時，我因為有事而錯過，最後回來時只稍微看到傳奇葳

星的演出，但儘管今年抱憾而歸，我們還是可以期待明

年的！

葳格的萬聖節 國一甲  徐孝昕

打著猶如鮮血般的紅燈，放著令人毛骨悚然的音

樂，一切像極了恐怖電影般的場景，這是發生在一個學

校裡的⋯⋯萬聖節活動！

在葳格中學的地下二樓，節目一開始，學校將各各鬼片

的預告放出來，卻不是單純的電影預告，而是讓學生從

中來找到答案，答對者則有學校福利社100元禮券，這

是一個對不敢看鬼片的人很吃虧的遊戲。接下來是真的

很恐怖的恐怖箱，第一個裡頭裝的是「OO」，然不知

道是活還是假的，但當被蒙上眼睛的那一刻，不管真

的也好，假的也罷，一定都會恐懼萬分。第二個箱子

竟然是「OO」，猜猜看「OO」是什麼？是學生最怕的

「OO」！看到「OO」時，全場哄堂大笑，沒有一個人

是繃著撲克臉的。幾輪遊戲過後，終於到了我最期待的

萬聖節走秀比賽。看著台上每位學長姐賣力的表演，我

心裡想著：「天啊！他們都好強喔！」保證不會讓你有

所失望。

萬聖節 國一甲  龐靚伊
在國小的六年中，我對萬聖節沒有什麼過多的慶

祝，也從來不覺得有什麼特殊的期待。但在張貼出驚悚

的宣傳海報後，我就開始萬盼千盼萬聖節的到來。

歷經「千辛萬苦」，終於玩了上午的課程，來到了

我最期待的萬聖節活動。一開始有外師在台上主持，也

有發下糖果，但緊接著恐怖的氣息到來，連續好幾部今

年出的鬼片連番上陣，嚇得大家花容失色。還有眾所矚

目的恐怖箱，第二個恐怖箱中竟然是「OO」，當下我

看到時，簡直笑得前倒後仰。若你想要知道是什麼，那

就只能明年親自到葳格萬聖節活動了！

萬聖節心得 國二丙  吳柏賢
今天又是一年一度，眾所注目的萬聖節活動。想

到昨天晚上興奮得睡不著覺，就知道今年一定比上一次

更加精采。到了會場之後，壯闊的場面，就令我們更加

興奮。活動從鬼影幢幢的影片開始，便令會場尖叫聲四

起。輪到外語部表演時，外師們搞笑卻有意義的活動，

讓整個萬聖節更有國外的氣氛。不過真正的好戲其實是

在最後的走秀。五個一連串的精采表演，讓全場嗨到一

個最高點！不過再怎麼厲害表演還是會有一個巔峰之

作，就是──傳奇葳星！這令人血脈噴張「臥虎藏龍」

的表演，讓我鼻子整個「大失血」。實在是個刺激又有

趣的「葳格驚魂夜」。

健身課程-韻律MV
國一乙  施依依

做一個選擇，看似很容易，但事實上卻是很

困難的。一旦做了選擇，就必須堅持到底，也許

會有錯誤的選擇，但我們也必須學習去面對它。

雖然我還只是國一生，但我卻面臨了一個

「巨大」的選擇考驗──社團！學校的社團有很

多，每項都多采多姿，看起來都十分有趣。當

時，我思考了很久，因為這是一件極為重要的難

題，而我也希望能針對我的興趣，來選擇未來兩

年的健身社團。

六年級時，我十分喜愛韓國流行舞蹈，所以

當我看到有「韻律MV」時，心裡暗暗竊喜，將

「韻律MV」填寫到了第一志願。心心念念的希

望能「有志者事竟成」。終於名單出來，我成功

地加入了「韻律MV」。加入以後真的讓人受益

匪淺，我學到了許多跳舞的技巧。越來越可以抓

到節拍，與同學間的默契也漸漸契合。以前我沒

辦法完成的事情，現在都一一上手。這樣的成長

讓我很滿意。

其實做一個好的選擇不會很困難，我們可以

先從自己的興趣來反覆思考，也要多聽別人給予

我們的建議。當我們慎重地做出了選擇，就不可

以反悔，或半途而廢，必須要全力以赴。

科博館一日遊 國二丙  林建歷
走下遊覽車，映入眼簾的第一個景色就是那廣大的

台中市立自然科學博物館。這次的探索課程，我們進入

最新的展覽館「象群」。館中央設置了兩個龐大的象標

本，即為「亞洲象」、「非洲象」，是現今大象的兩大

種類，由骨骼的標本能看出明顯的差異。透過介紹員清

楚地描述令人收穫良多，牆上的世界地圖上，更是清楚

的畫出象群的發源地，更證實了古代世界各個板塊是相

連的。在展場的最內部，有讓人體驗的小遊戲，同學們

都興致勃勃嘗試與大象拔河的沉重

感。在這個下午，我們汲取了自然

科學的多樣知識，並創下了一個美

好的回憶。

科博館內有著許許多多的園

區，每一個園區都有著一個主要的

核心知識，在這個地方，我們可以

得到許多課本以外的延伸知識，也

是一個值得我們好好探索的無垠世

界。

好玩的童軍課 國一丙 朱孟妍
每次的探索課程，讓我最期待的就是童軍課了，因為在

童軍的活動裡，可以讓班上同學互助合作，學習到團隊的精

神。

第一次的童軍課，老師先告訴我們童軍的由來和歷史，

還有這學期會學到的東西，當聽完老師的說明後，我就非常

期待一個月一次的童軍課。課程開始了，老師先教我們幾種

繩結，再教我們如何利用繩結把三根童軍棍綁在一起，最後

變成一個三角架。老師還請了高中部童軍團的隊長來教我們

呢！這個月的童軍課是旗舞，我已經迫不及待想上童軍課了

每一次的童軍課都讓我體會到「團隊精神」的重要，以

及如何想辦法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火的目光 國二丙  王敏
當時的我們正期待著要

在童軍課烤棉花糖及爆米花，

甚至可以去福利社買任何你想

吃的東西。在琳瑯滿目的美食

前，大家都垂涎三尺，想大口

享用，但在這之前，必須得把

火生起來才行。為了將火燃燒

起來，我們恨不得想要把旁邊

的花草，甚至樹枝都都進去讓火吞噬。我們這組在削筷子的

進度比別人落後許多，因為在品質不一的筷子中，有些硬得

跟石頭一樣，有些卻軟得如橡皮擦。正當我們期待有人來拯

救我們時，終於有位學長「降世拯救」了我們，但火似乎還

是沒受到我們的熱情影響，依舊難以燃燒。我們只好將能燒

的都燒了，木板搧了又搧，在這般努力下，火終於燃燒起來

了！期待已久的食物登場，大家的笑容也綻放開來。

這樣的課程真的是有趣極了！不僅能學到如何燒火，也

能學到如何與他人相處，更讓我們在大自然中得到學習。你

也來試試吧！

最愛科博探索 國一丙  葉蘆萱
學 校 安 排 許 多 探 索 課

程，讓我們可以探索自我，

增進學習興趣；在這些課程

裡，我最喜歡的是科博館探

索教育。第一次去科博館，

我們就到太空劇場去體驗，

這 是 我 第 一 次 用 這 種 視 角

看這個美麗的世界，感受寰宇的浩瀚，真是太震撼了！

當天我們還參觀敦煌特展，有專業的解說老師為我們介

紹，讓我了解許多關於佛教的知識；如果沒有這次的探

索課程，我可能都沒有機會了解到這些知識呢！

第二次科博館探索，我們去四樓物理世界體驗很多

有趣的科學現象，例如：磁力、龍捲風、地心引力⋯⋯

等，讓我了解到生活中許多現象的原理。接下來還有我

最愛的立體影像教學，最後是關於火星的資料，解說老

師告訴我們，火星上發現許多有生命跡象的東西，可惜

它沒有大氣層，不然人類就能安心的居住了，但是未來

的科技，說不定可以讓我們在火星居住呢！

在探索課中，我學到⋯⋯ 國二乙  鄧雅云
「探索課程」這四個字，一聽就知道是要走出「教室」的。而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堂課──削火煤棒。還記得

全班削了2節課，每個人的大拇指都紅「痛痛」的，因為用美工刀要出很多的力氣！在這堂課中，我學到「永不放

棄，就會成功」。

在削的時候，一直有想放棄的念頭，因為手指真的太痛了！我的大拇指都好像不是我的了，甚至其實它到現

在都還沒有好，壓下去，痛覺的記憶就會提醒著我。可當每次快放棄的時候，就告訴自己「不放棄，還有成功的機

會。放棄了，就沒有機會了」結果，第二節課拿出去點火時，不負「我」望的十分成功！

我覺得，探索課程對我們而言很重要，從中可以學習到很多，火煤棒在我們出去露營時可以用到外，它其實

也是我們未來成長中的「困境」。訓練著我們是否能堅持住面對困境，而豐收「火的希望」。

有趣的生物實驗課 國一丙 李尉禎

我覺得學校幫我們精心安排的「探索課程」真的是

太棒了！因為在小學時期都沒有如此完美的課程，我想

除了我們葳格之外，其他國中應該也不會有那麼多元的

課程。

在探索課程裡，我最期待的就是生物實驗課。在

這堂課裡，我們可以使用很多小學沒用過的儀器，如：

超強放大顯微鏡，它可以讓我們看到肉眼看不到的世

界──動物的細胞和植物的細胞，透過顯微鏡，我們可

以看出他們的差別；

還有試管、酒精燈、

三腳架等，超級有趣

的。好期待下一次的

生物實驗課，希望它

可以再帶我們去發掘

更有趣的東西。

童軍讓我們更獨立 國一丙  廖翊茜
在我的心目中，童子軍就是會日行一

善，愛護動物，幫助別人，並且會很勇敢的

面對問題，找到解決的方法。我想學校的童

軍探索課程，就是希望我們能成為這樣的童

子軍。

童軍探索課程讓我學到怎麼應用童軍繩

和童軍棍，用不同的繩結綁在一起，可以幫

助自己或別人緊急求生，也可以運用在生活

上。在童軍探索課中，我們可以動手做，學

習如何解決問題：在活動裡自己做，可以學

習更獨立；小組面對問題時，組員可以學習

齊心協力，想辦法完成所有工作。

最後要謝謝老師的教導，以及在一旁協

助我們的學長，有些動作真的很困難，讓我

們沒有辦法一次學會，但是老師及學長都會

細心的教導我們，老師會不厭其煩的重複動

作示範，直到我們學會為止。

劍道社團
國一甲  吳其臻

這學期的健身社團，我選的是劍道社。從第一堂課上

到現在，我們已經初步的練習揮劍了。記得第一課，我們

還在熟悉如何持劍；還在說明「劍道」是個什麼東西；還

在練習 「忍耐」  -打坐。一開始，很多同學都禁不住太久了

打坐，對於幼稚園在日本讀書，又時常會去找同學的我來

說輕而易舉。漸漸的，大家習慣了打坐，越來越能忍耐，

老師讓我們打坐的時間也縮短很多。大家從「中段」的預

備姿勢，到「十字步法」，再到「米字步法」，最後到大

家最期待的-揮劍。揮劍也就代表攻擊。雖然一開始學的時

候，大家的動作都不標準，但是經過老師的修正、教導，

大家的動作越來越標準、也越來越快速、厲害。凡是努

力，不一定能成功，但是不努力，一定不能成功。

中國武術
國三乙  游宗謀

自從國一開始，我已參加中國武術社兩年了。剛開始，

只因為沒有其他興趣，只好退而求其次選了這個社團。

上了一年後，因還沒學完，想要好好打完一整套拳的

我，便繼續參加中國武術社。慢慢地我抓到了武術的精隨、

動作、速度和力量。其中力量是最難的，適當的力道、切換

自如的速度加上確實的動作，呈現出來力與美的結合。這不

僅僅是強身健體的運動，更是培養我們美學概念的藝術。

雖然我已經國三了，但學了兩年的武術依然存留在我

心中。三不五時只要心情感到低落，便會打一套拳，不知怎

麼一回事，打著打著低落的心情就被打出身體，頓時豁然開

朗。

聖節萬

iWagor

童軍童軍

科 學 探 索

童軍

Happy Halloween



用心愛地球 ● 本刊物採用環保再生紙  ● 葳格活動影片頻道：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Wdpcy8-CWrD-fxk_6pLAWw

在教育改革浪潮的衝擊之下，以學生為主體的教

育思維翻轉了教學的形式，加上教育部推動108課

綱，我們葳格國際學校從K至12年級的課程以「養

成贏在未來的能力、培育具有國際動能素養的菁

英」為規劃願景，整體的課程更前瞻、更具國際競

合力。

葳格教育的學習地圖以「國際葳格」、「科技葳

格」、「全人葳格」為三大發展方向，我們希望培

養學生的外語能力外，同時增益學生的科技素養，

另外輔以全人教育，培養領袖格局。

一、國際葳格：
校本課程以「國際化」為主要特色，強化多語教學，系列的ESL英文課程、第二外語

德文、法文、西班牙文及日文課程，每年接納外籍學生，赴日本及歐美各國的遊學與教

育互訪，海外志工服務等，均能涵養本校學生的外語能力、全球思維及跨文化溝通，我

們更在文隆樓二樓規劃「國際教育英語村」，並將第二外語設定為全校必選課程，透過

自國一至高三的六年一貫的多語課程設計，從語文學習切入學校國際化，讓國際交流活

動成為語文應用的最佳場域，創造多元文化的國際校園。

二、科技葳格：
課程上，我們開設STEAM課程，融合科學、技術、工程、藝術與數學的實作課程，

更規劃創客Maker教室，教授程式設計、機器人、3D列印，以科學為基礎拓展到藝術、

人文、設計等跨領域學習，促進科學思考，培養問題解決的能力。教學上，我們採用

iWagor行動教學，全英語的課程設計，師生人手一台iPad，進行互動式教與學，以增進

學生科技素養及國際知能。

三、全人葳格：
在運動探索上，提供籃球、排球、游泳、太極拳、西洋劍、飛盤；藝文課程提供小

提琴、橫笛、豎笛、油畫、書法，各種課程供同學選修，達到「一生一體藝」的目標，

養成終身運動的習慣及領袖具備的專長。透過多元的活動如萬聖節、聖誕節、葳格好聲

音、與作家面對面、飢餓30、公民訓練成年禮、戶外探索等等，培養藝文人格及領導服

務的能力。 

我們要教育出什麼樣的學生？我們還能給孩子什麼？葳格教育一直努力反思，並積極

創造出具創意且符應未來需求的素養課程，全校共識設計出「國際力」、「科技力」、

「全人力」為葳格教育的學生圖像（School Wide Learning Outcomes），期望在葳格學

習地圖裡，成就學生此三大面向的能力，造就出贏在未來且具國際動能的全球菁英，以

上與師生共勉。

國一甲   吳其臻  KiKi Wu
Hi, my name is KiKi. I’m going to tell you about my life at 

Wagor.
First, we go to the science museum once a month. 

We have learned lots of scientific information, such as an 
elephant's life cycle and habits. We have learned about 
fauna and flora, air, the solar system, chemistry, and so on.

Second, there is “eMagazine” class each week. It’s a 
class which you can use your iPad to learn English. So, you 
can just take your IPad home instead of bringing so many 
books. Also, you can learn how to make presentations and 
short videos. We also learn about what is happening in the 
world if you’re too lazy to watch the news.

Third, there is also a club where you can improve your 
English ability—Wagor Elites. If you’re in Wagor Elites, you 
will have chances to compete in national competitions. 
If you’re in Wagor Elites, you will have many activities for 
different kinds of festivals. Such as, when it’s Christmas, we 
will decorate the classroom, and make some decorations 
for school. You can have fun with your friends in Wagor 
Elites.

Lastly, there are sports clubs in the afternoon. We have 
basketball, frisbee, badminton and so on. You can choose 
any club you wish to join. Sometimes you will have some 
sports competitions and you can improve your sport skills. 
The coaches are all friendly and you can learn many new 
skills and make new friends during class. It’s really fun.

I’d love you all to come to Wagor and see what a 
wonderful time you can have at school. We value education 
and happiness for all of us. See you next school year! 

國二甲 張祐瑜 Arianna Chang
My name is Arianna; I'm a 8th grade student at Wagor 

junior high school and the president of Wagor Elites Junior. 

I would like to share my school life with you. So, let’s begin!
But, first of all, I would like to mention a question: why 

did I choose Wagor? There are so many private schools in 
Taichung, but why is it Wagor?

Here are three main points about why I choose Wagor.
· To value every individual
· To empower English learning
· To develop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Firstly, Wagor is one of the top-bilingual schools in

Taiwan. We have the best facilities in Taichung City area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the most comfortable study 
environment. We use Apple TV and iPad to 
learn, it’s easy and so much fun. Teachers are 
very friendly and patient to help me with all 
questions I may have on school life. For classes 
we take with iPads, we have e-series classes 
such as eBook and eMagazine. During these 
classes, we talk about interesting topics that 
attract our attention, so that we can learn current 
trends through relaxed mood. Furthermore, I 
can choose a less serious situation to present 
to every classmate but take the   presentation 
seriously.

As for the competitions through the year, we 
were involved in the English drama competition, 
and this is for the whole class to participate. 
Through this drama competition, we learned to 
cooperate, or to work with each other so that we 
could perform successfully.

And, finally, here comes my favorite part, 
which is Wagor Elites. Wagor Elites is a club, but 
we are actually a family. In Wagor Elites, we have 
lots of English activities and competitions to 
expand our experience on stages.

Big competitions such as English singing 

competition and Reader's Theater are the competitions for 
7th and 8th grades. We practice during club time so that 
different grades can gather around together to practice. 
These competitions are all chances to improve oral 
speaking and listening which we might not get the chance 
to do so at home or in other schools.

By the way, I just passed the GEPT High Intermediate 
level test last month!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thanks to 
the ESL department. Also, I went to an science contest 
which was led by James. We won honorable mention.

I guess these are what I've been through in Wagor these 
three semesters. I do enjoy my school life in Wagor, and I 
believe that these years in Wagor will help me a lot in future. 
Hopefully I’ll have more and more partners to join this lovely 
Wagor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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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had fun practicing and acting out lines from the script 
that was being performed for the competition. They learned that they 
needed to exaggerate their words,intonations,emotions and body 
gestures. At first they thought it was silly but towards the end they 
were comfortable acting very dramatically. The students and teachers 
laughed a lot and learned a lot while preparing for this competition. 

12/17 國際科學營志工
國一丙  李尉禎

On December seventeenth, I came to Wagor High School to help with National Science Camp, 
and I thank my school teacher for me come here to be a volunteer for this event. I helped the ESL 
Department assist in the use of the iPads in one of their activities because the six grade students 
were coming and they may not know how to use an iPad.

My job was to help Teacher Dave, Teacher Willie, and Teacher Ian. We used Quizlet and Quizlet 
Live to let the Wagor Elementary School’s students learn how to use the iPad in class!

At that time I saw some cute students in 
the classroom, and I think I was very lucky, 
because I could talk to them, and have fun!

But in the end of the science camp I was 
very very tired because we worked for ten 
hours. During lunch time,the ESL Department 
let me to order a drink.

The teacher said I was very good at doing 
my duty. So I was very happy to hear that!

愛上英文主播心得報告
國二甲  翁世勳

“ The first place of this year’s Top Anchor is......” When the host read our names, we couldn’t 
believe our ears. After the experience we had last year,we were more confident, and our goal for this 
year was to win first place.It was especially 
embarrassing to be defeated by the seventh 
graders. We practiced in almost every 

ESL class, and reviewed the script a thousand times. Finally, the day of the 
competition came. We were very anxious as we waited for other teams to finish 
their performances. When it was our turn, I suddenly realized a big problem, I put 
the microphone too close to my mouth! Unfortunately,it was too late, and when 
I started to speak, my voice was as loud as thunder, and many people covered 
their ears. I thought that we would never get a prize. After the performance and 
some entertainment ended, it wass finally t time to reveal the results. We were 
really happy that we got first place, and we each got five hundred dollars of Hi-Life 
coupons. It was a wonderful experience in my junior high school life.

STEAM 課程
國一甲  張名宜

In STEAM classes, I learned how to write programs for Arduino, like how to present 
different kinds of patterns of LED lights, where to plug in the electric circuits, how to 
type in different codes to make a subject move or speak. Also, I made a robot which 
can move, spin, avoid the walls, and avoid falling off the table. Now, I play “Code 
Combat”, a game where you need to type the code for the hero, and let it collect 
gems and kill enemies. This game also includes lots of new things, which made me 
know more about programming. STEAM classes help me gain a lot of new knowledge, 
and it also can increase opportunities for me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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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er Eva Reader's Theater

◆國中部飛盤社同學參加「106年度臺中市市長盃飛盤錦標賽」，榮獲
第三名。

◆國二甲張祐瑜同學參加全英民英檢，通過中高級檢定。

◆國二甲劉亞杰、張祐瑜、翁世勳及甘傑宇參加2017第七屆臺中市國
中小科學創意趣味競賽，榮獲優勝。

◆國三乙班吳姿蓉、葉芝宇、鐘宇彤，參加全國能源科技創意實作競賽
，榮獲入選決賽。

◆國二甲翁世勳參加2017 VQC第十三屆全國英文單字大賽，榮獲國中
組優勝。

◆國二甲王彥心、侯品岑參加106年台中市文昌盃國中、小學藝文比賽
，分獲國中寫生第三名及國中作文佳作殊榮。

◆國中部管樂社參加台中市106學年度學生音樂比賽，獲銅管五重奏高
中職B組第三名(甲等)。

◆國中部學生參加106學年度國民中學學生英語話劇讀者劇場比賽，榮
獲佳作。

◆國一甲班詹宸至參加2017桃園市議長盃全國心算數學暨英文年度總
決賽，榮獲七年級第二及第三名。

12月26日下午［與作家面對面］活動，邀請手鐘音樂

家鄭麗純、鋼琴演奏家陳逸琳老師蒞校，國中部學生參與音

樂會，學習音樂會規矩及禮儀，認識音樂家本人，貼近藝

術，增加教學效果。

藉由音樂家演奏，領略音樂的優雅，增進欣賞音樂的修

養及涵養。音樂家鄭麗純老師親切招呼家長及師生，除演奏

世界名曲外並配合時令，演奏聖誕歌曲，音樂會場優雅靜穆

又輕鬆，讓學生如沐春風。

鄭 麗 純 老 師 邀 請 老

師 、 家 長 、 學 生 一 同 上

台 ， 敲 擊 手 鐘 ， 讓 觀 眾

領略樂器的奧妙，寓教於

樂，效果非常良好，博得

家長及老師們讚許。

手鐘音樂饗宴

My School Life at Wagor

  校長的話          走進WAGOR 成就贏在未來的能力
                    －葳格國際的學校願景與學生圖像 總校長 鍾鼎國

★參加本次活動表現優異者可優先入學本校,並申請入學獎勵金!

2018

BEITUN CAMPUS-JUNIOR HIGH SCHOOL

葳格國際學校｜北屯校區-國中部

注 意 事 項時   間

教學演示/校園導覽

注 意 事 項時   間

參加對象

評量內容

家長座談

活動地點

報名方式

報名日期

洽詢專線

活動時間 02018年        下午 14:00~16:50

各公私立小學六年級學生 

數學邏輯、語文能力(國語+英語)

108課綱對國中課程的影響

葳格國中入學說明及校園參觀 

葳格高級中學(臺中市北屯區軍福18路328號)

即日起至2018年3月2日(五)

可上學校網站 https://senior.wagor.tc.edu.tw/junior 國中部報名，

紙本報名：請逕填寫報名表後傳真至本校 04-24373001，或照相後

e-mail至weinemin@wagor.tc.edu.tw

04-24371728 分機 791

課程詳盡說明，敬請家長踴躍參加!

榮
譽
榜

指導外師：Eva、林郁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