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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Save Energy
G8 Wisdom2 Allen  國二甲 張嘉倫

There are several ways to save energy. For example, everyone can 
take more public transportation. Our buses can use LED lights, so we 
can save energy. My mom and dad need to go to work every day, so I 
suggest that they go to work on foot or by bike. When I stay at home, 
I can use less air conditioning and turn off the lights when not in use. 
In addition, we can use more renewable energy. Renewable energy 
comes from nature and includes six categories: solar energy, wind 
energy, biomass energy, hydropower, ocean energy and geothermal 
energy. These energy sources are inexhaustible. Therefore, I hope 
that the government can use these energy sources more and reduce 
the damage to the earth.

WA-YO the Recycling Robot
9C Honor Ryan 國三丙 黃名揚

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 friendly town where everyone 
liked to recycle. They liked recycling so much that they even built 
a green robot to recycle garbage. But there was a tall strong ugly 
monster called Yoyo. Yoyo never recycled. The only thing that Yoyo 
liked was Kung-fu, so he traveled everyday so he could be a master 
Kung-fu fighter. The yard that Yoyo was living in was full of garbage 
and plastic bottles. The citizens in the friendly town hated him so 
much because of the smell of the trash. The leader of the sanitation 
crew decided to send the robot that they made to recycle the stuff 
in Yoyo’s yard. They put the robot named WA-YO on a rocket and 
flew it straight toward Yoyo’s yard. WA-YO jumped out of the rocket 
and started collecting trash in Yoyo’s yard. Yoyo heard the sound 
of WA-YO collecting trash and got angry. He said, “You guys are 
only jealous that I am so good at Kung-fu. Now get off my lawn！” 
Yoyo punched WA-YO up into the sky and WA-YO fell on the top of 
a mountain. The mountain was covered with snow and metals. An 
old man come out of a door that was hidden under the ground full 
of snow. He fixed WAYO and upgraded him. He put guns and a web 
grenade launcher into his body. The old man sent WA-YO back to the 
yard to fight Yoyo. This time WA-YO shot out a grenade full of webs 
right at Yoyo and he caught him. Yoyo was stuck in the web made by 
the old man on the mountain. The sticky web was made of molten 
plastic so it was very sticky. After Yoyo was caught WA-YO told Yoyo 
to always recycle. After that day Yoyo was a good clean citizen that 
always recycled and he even opened a recycling station. Everyone 
liked him after that day. And WA-YO took over the city and become 
the mayor. Everyone was now afraid to litter thanks to WA-YO 2.0

9A Honor Max   國三甲 翁世勳
Sinc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ur energy needs have 

increased dramatically. To solve this problem, we built 
many power plants that burnt coal, which caused the 
greenhouse effect, so we searched for sustainable energy 
sources using renewable materials. These don’t run out 
like fossil fuels and the materials can be used again. One 
kind of renewable energy is solar energy. Solar energy 
comes from the sun.

Germany is the country in the world that has used 
renewable energy the most successfully, and this is why 
Taiwan wants to imitate Germany.  Taiwan’s government 
is actively promoting renewable energy policies.

Both countr ies have nuclear power, and both 
governments want to stop all nuclear power plants in the 
future, and they are both developing renewable energy, 
and have policies that promotes sustainable energy.

We hope that Taiwan’s government can learn from 
Germany’s energy policy, be more committed to using 
green energy, and thereby solve the problem of coal 
burning.

To conclude, global warming is affecting our lives, so 
we are changing the sources that our energy comes from. 
When we think about using renewable energy, we should 
also solve other problems, in order to make our future 
cleaner and better.

G9A Honor Bryan 國三甲 劉亞杰
Renewable energy, such as sunlight, wind, 

rain and geothermal heat, comes from nature. 
Sustainable energy is an energy system that serves 
the needs of the present without compromising the 
ability of future generations to meet their energy 
needs

Germany uses renewable energy a lot. Renewable 
energy in Germany is mainly based on wind, solar 
and biomass. More than 23000 wind turbines and 1.4 
million solar PV systems are distributed all over the 
country. Germany has been called the world’s first 
major renewable energy country.

Taiwan lacks energy resources and greatly 
depends on imports of non-renewable energy 
sources such as coal and oil, so it’s a top priority to 
develop clean, sustainable and independent energy. 
Taiwan has been promoting a program of solar 
energy utilization since 2016 and now has achieved 
80% of its development.

Renewable energy and sustainable energy are 
very important for the earth. Using renewable energy 
and sustainable energy can slow down global 
warming. Therefore, it is essential that we should use 
more renewable energy and sustainable energy.

How Taiwan Can Learn from Germany’s Energy Policies
G9A Julie  國三甲 何家萱

In Germany, there are now alternative sources of energy to replace nuclear energy. The use of petrochemical 
energy, such as coal, oil, natural gas, etc., will also have a large impact on climate change and global warming, so 
the use of these energy sources must also be limited. . Because German people have a high demand for power, 
the Germans have developed many technologies which can consume lower energy. People do not have to give up 
their comforts in using these new technologies. In addition, Germany now uses a lot of renewable energy sources, 
such as solar and wind power. 

Taiwan is usually short of energy in summer.  Because of the high population density, we need to produce more 
power, but we need to find a way not to harm the environment while producing enough power. Renewable energy is 
good for the environment. However, the existing technology isn’t good enough to provide energy from this source 
for everyone. It’s hard to supply all the families in Taiwan. The best solution is saving power ourselves. Germany’s 
electricity prices are nearly four times higher than Taiwan’s. When electricity is directly related to money, it will 
always be a concern. Turning off the lights is one of the easiest ways to save energy. Some German offices don’t 
even turn on the lights. Taiwan can learn a lot from Germany.

各 位 親 愛 的 同 學 ， 你 們 有 沒 有 想 過 葳 格

「WAGOR」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

W-Wisdom智慧

智慧跟聰明不一樣。你們在人生歷程中將遭遇

各式各樣的問題：學習的問題、就業的問題、事業

的問題、感情的問題、家庭的問題等，這些問題都

需要用你的智慧去一一化解。如果你們願意虛心學

習這些課本上所沒有教的能力和修為，經過一點一

滴的累積，就會把你們的聰明才智轉化成屬於你自

己的智慧，而這是別人所沒有辦法搶走的！所以，

WAGOR第一個字母W，意義在於此。

A-Advancement精進

請你把握住任何一個讓自己可以精進的機會，

從你進到學校的每一天、每一時、每一刻，你都應

該處在良好的學習狀態，在團體中，跟大家一起學

習。孩子們，你要精進！要用積極的態度去累積你

的能力，面對每次的學習。

G-Grace博雅

這個字告訴你們要做一個溫和、謙遜有禮貌的

人。看到師長要問好，隨時保持你的教養，讓所有

穿著葳格制服的學生，都是值得別人尊重，甚至尊

敬的。這就是我們所追求的Grace。

O-Objectivity中庸

不偏不倚，允執厥中，中庸的定義是：要堅持

不做偏頗的事。對的事情，要認真去做；不對的事

情，我們要斷然拒絕，絕對不去做，舉例來說，如

果連不闖紅燈這麼簡單的事情你都做不到，那麼面

對花花世界各種的試探和誘惑，你就有可能迷失了

自己。所以很多事情要從最小的地方做起，你才能

夠做得好。不對的事情絕對不做，這就是我們對自

己的承諾。

R-Responsibi l i ty責任

榮譽感和責任心存在於每天例行的工作之中，

即使最細微的工作也要好好完成。舉例來說，可能

老師給你一個功課讓你下禮拜要交。如果你拖拖拉

拉、因循敷衍，等到要交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

這代表你對自己不夠負責。你應該要做好時間管

理，有計畫的去完成每一項工作。

仔細想一想，要完成W.A.G.O.R這5個字並不

簡單，需要我們一起努力！

今天是新學期的開始，「好的開始是成功的

一半」，在經過一段暑期的休息之後，我想大家的

心性自然會有一些鬆懈。但是希望大家回到學校之

後，能夠重新的燃起對學習的渴望。對我來說，在

學校裡面，什麼是最重要的?那就是看到同學彼此

之間互相學習；看到老師們循循善誘的殷殷教導；

看到學生和老師共同為著學習目標而一起努力的美

好畫面------這就是「葳格」。 

今天你們回到了學校！在這裡，你要好好認真

努力學習；在這裡，你能夠擁有美好的友誼；在這

裡，你們要彼此互相扶持；在這裡，老師充滿了愛

心，帶領你們一步一步、踏踏實實地往前走。我期

待每一個同學從今天開始，要調整好自己的情緒和

心態，重新讓自己充分的投入課業和學習活動。我

相信老師們已經做好了充分的準備，要好好地陪伴

你們一起在學業上面、在品行上面，追求更多的精

進。謝謝大家！

Our Wonderful Year at Wagor
我們在葳中精彩的一年

  校長的話

總校長 鍾鼎國

 以W.A.G.O.R~勉勵同學

Ian Fletcher
In the summer of this year, Wagor’s students showed it is truly an 

international school by celebrating the variety of global culture. Each 
grade immersed itself in the culture of their assigned country, Taiwan, 
China, India, Singapore, Finland and Germany. Students learnt about the 
government and history of their country and, using ‘hands-on’ learning, 
created art and artifacts related to their country. 

Students were also educated in global citizenship and viewed their 
assigned coun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arth’s environment, learning 
about issues such as endangered species, air pollution and climate 
change and how their assigned country was addressing these problems. 
Celebration was thereby qualified by real concern for the Earth’s future.

Everything came together in a final exhibition with each grade proudly 
displaying their work. Truly their efforts embodied the international spirit of 
Wagor: “Today Wagor, Tomorrow the World！”

David Vaughan
The world came to Wagor this summer through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World’s Fair. 
Throughout the course of August, students in various English,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and Mandarin-

based Social Studies classes prepared materials related to their assigned country. During the World’s Fair 
classes were invited to the Banquet space to marvel over the glorious cultural eccentricities and landmark 
features of Germany, Taiwan, China, India, Finland and Singapore. These six countries showcased their 
environmental prowess in their displays, serving as a foundational aspect of the summer program. 

Over the course of the month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letter writing campaigns, river clean-ups, cultural 
dance lessons, spirited debates on hot topic issues and immersed themselves in the activities and traditions 
of their assigned countries. Students praised this activity for its flexibility and the refreshing perspective it 
offered them through inspiring and positive classroom exercises and lesson. They took great pride in the 
work they produced, with each student contributing in very important ways to each class’ overall showcase 
presentation.

These works will be displayed for all to see during the Parent Teacher Association Evening on September 
28. Please join us to fully appreciate these exceptional works of art and achievement.

Wagor World Fair 2018

Renewable Energy in Germany

國三乙 林建歷同學 通過日本語能力試驗N4
國一甲 徐安妤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中級初試
國一甲 林翰昇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中級初試
國一甲 張安宜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中級初試
國一甲 李晨綾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中級初試
國一乙 游濬遙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中級初試
國一乙 林詩穎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中級初試
國一乙 張展菖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中級初試
國一乙 陳柏佑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中級初試
國二甲 黃暄喬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中級初試
國三甲 陳佳妍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中級初試
國三甲 王彥心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中級初試
國三甲 陳彥霖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中級初試
國三甲 施品嘉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中級初試

國三丙 黃名揚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中級初試
國一甲 葉柏辰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初級初試
國一甲 龔永恩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初級初試
國一甲 葉宣亨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初級初試
國一甲 宋咨穎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初級初試
國一甲 林劭錡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初級初試
國一甲 王力帆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初級初試
國一甲 詹恩維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初級初試
國一甲 江瑩曦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初級初試
國一甲 陳安傑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初級初試
國一甲 王渝森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初級初試
國一甲 張安宜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初級初試
國一甲 林冠廷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初級初試
國一甲 林翰昇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初級初試

國一甲 陳芸安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初級初試
國一甲 吳明依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初級初試
國一甲 游慧敏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初級初試
國一乙 陳奕睿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初級初試
國一乙 陳霈穎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初級初試
國一乙 洪伯睿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初級初試
國一乙 王詩貽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初級初試
國一乙 陳柏佑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初級初試
國一乙 李佳穎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初級初試
國二甲 蔡幸諭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初級初試
國二甲 黃昱誠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初級初試
國二甲 徐孝昕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初級初試
國三丙 葉泯均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初級初試
國三丙 徐依翎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初級初試

■107校友 易珮羽同學榮獲2018傑人盃作文比賽國三組佳作

■國二甲 張名宜同學榮獲2018傑人盃作文比賽  國一組佳作

■國二甲 張名宜同學榮獲107年台中市國語文競賽字音字形第一名

■國三甲 翁世勳及何家萱參加107學年度中投區國三模擬考，分別榮

獲總排名男、女分組榜首(5A10+)，甘傑宇、侯品岑5A9+；劉亞杰

5A8+；王奕翔5A6+；張祐瑜5A5+；游書箴5A4+。恭賀以上有傑

出表現的同學。

語言證照

開學典禮校長致詞

榮譽榜107年升學金榜
錄取台中一中：游宗謀、黃斌

錄取台中女中：吳姿蓉、張容慈、鐘予彤

錄取興大附中：梁筑庭

錄取台中二中：邱竑惟、林依葎、李承佑

錄取惠文高中：高崇恩、賴茂元

錄取忠明高中：劉又瑜

錄取西苑高中：陳頡芸、黃子庭

金
榜
題
名



國一乙林佑旂

在葳格的兩天新生訓練中，我看到了

那令人喟嘆的校園景色，精彩的社團表演

和有關於葳格的一切，當然也包含了許多

陌生的臉孔。

看到校園後，我想到國小時那個任人

破壞，卻說不出怨言的校園，心裡既難過

又懷念，矛盾的想法使得葳格的美麗的校

園顯得更真實。看完社團表演後，我想起

國小時，能報名參加的社團屈指可數，

但在這裡的社團不但十分多元，也有趣許

多。

經過這兩天後，我比起興奮，更多感

到放心。學校的教學環境不但充滿價值，

更可以讓我維持很好的品行。當同學對我

露出月牙般的笑眼時，我也放下了那顆害

怕交不到朋友而一直懸著的心。不管是何

種放心，我都希望能夠一直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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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二乙 蘇沛誼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數理競賽，在這個有趣的競賽中，有老師和主任們精心設計

的關卡，例如：套圈圈、方格數迷、2048、空氣散彈槍、賓果遊戲等⋯⋯每個關

卡都有一些破關小技巧，每一組的老師都會親切的協助我們或是提醒我們一些小秘

訣，我們以攻守交替的方式進行遊戲的比拼，也要努力收集字卡完成任務。

我們將小組分成進攻組和防守組，之後再交換，我們帶著字卡出發，就像背著

重大責任的騎士，朝著巨龍前進，我們專心聽著關卡的規則，想盡辦法打敗關主，

贏得字卡，雖然在進攻的過程中有些小失敗，把我們辛苦贏來的字卡賠給了關主，

但是大家一起合作努力的做一件事，這種感覺很快樂。

攻守交換的時間到了，我們待在自己的關卡邊，防止我們的字卡不被奪走，同

時也希望進攻的隊友可以順利贏得更多字卡。我們分工合作，有人計時、有人說明

規則、有人則是協助闖關的人。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氣氛也越來越緊張，老師在

旁邊不斷的播報競賽現況，每個人都很努力的為自己的團隊爭一份力。

最後大家集合，準備頒獎，非常高興的是，我們這一隊得了第一名，那時覺得

一整個下午的努力都值得了，全體的人頒完獎、拍了團體照，我們帶著禮物和榮譽

感回到了班上。

我覺得數理競賽是一個很有趣

的活動，可以玩到很多不同的遊

戲關卡，也可以和大家一起合作

爭取榮譽，我很期待下一次的數

理競賽。

國二甲 徐孝昕

窗外沿途的風景，因大雨過後，空氣中清清淡淡的，猶如周敦頤〈愛蓮說〉所

云：「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天藍藍，樹青青，形成鮮活對比。我和班上

同學們正駛於鹿港的公路上。

到鹿港後，映入眼前的盡是古色古香的洋式建築。每一塊紅磚，像是在訴說陳年

往事；斑駁的牆面，是古老的畫作，畫出歷史中的每一幕。「一府二鹿三艋舺」說的

就是那時繁榮的情景吧！為了防止海盜，而有了彎曲如蟲的九曲巷；富貴人家憐憫貧

窮人家，把家中的井放了一半出來，好讓水資源共享；為了別讓械鬥後滾熱的鮮血，

玷汙這城市的繁華，而建造的「隘門」。可見老祖宗們除了有不輸現代人的智慧外，

更多的是人與人之間的互助。

鹿港的繁華，用了「不見天，不見地，不見女人」來形容，可見當時的情景，世

外桃源也不敵此景令人稱羨。它雖富麗繁華，卻不尖酸刻薄，人情味十分濃厚。小攤

販熱情如炫日，看到從外地來的我們，隨手就請一隻小點心。置身於此，現實與歷史

交錯重疊，熱情的叫賣聲，彷彿歷歷在耳；來往的人們，彷彿歷歷在目。

在回程的路上，大家都累了，車上一片寂靜，我也昏昏欲睡，心裡頭還想念著古色

古香的老街。天色也灰濛濛的，甚至還下起了大雨，也許是為了我們的離去而傷心吧！

這次的戶外教學，令我找到鹿港的美，只可惜「萬事俱備，只欠東風」，此東風

是指「時間」。希望時間能再多一點，能讓我再多了解它。

國二乙 施依依

哇！終於放下沉重的課業，離開了滿是考試的教室，好

好放鬆一天了！今天我們前往滿載古蹟，充滿豐富歷史文化

的鹿港小鎮。

大家爭相恐後的擠上遊覽車，生怕選不上好位子。在車

上，領隊姐姐用心的為我們一一介紹今天會去的景點，也播

放鹿港的文化影片。不久後便到達了我們的目的地。第一站

是參觀鹿港辜顯榮老先生的家，外表非常奢華，一看就是貴

族氣派，而內部也格外高級，看得我們都眼花撩亂。我們一

邊聽著導覽老師講解那些古老而複雜的用品，讓我更了解當

時古代和如今的我們是極度不同的。

場景一換，我們來到了令所有人都期待不已的鹿港老

街。導遊帶著我們每個小隊從頭走到了尾，也進去參觀了鹿

港很有名的廟，我也是現在才知道廟的門並不是可以隨意進

出，而是龍尾出，龍頭進呢！走著走著就到了商店街，有些

組選擇逛街，而我們小組卻是找了間冰店，大口大口享受著

入口即化的口感，真是爽快啊！

離開老街，吃過午飯，我們來到玻璃館。導遊帶我們進

入鏡子迷宮，裡面昏暗卻很有氣氛，讓人流連忘返。不知不覺時間一分一秒得過去，

我們趁著最後三十分鐘，在鹿港瘋狂覓食。直到最後一刻才嘴裡嚼著鐵蛋甘心上車。

這是上國中第二次校外教學了，不但在我腦海中印下深深回憶，學習到更多知識，也

讓我和大家感情更好了！

國二乙 蕭楷霖

這天我們全班去戶外教學。天氣艷陽高照，似乎也照亮了大家的熱情。第一站，

我們先到了辜家參觀，這些看似不起眼的老房子，裡面卻是富麗堂皇的復古裝飾，令

我深深著迷。我最喜歡裡面古代小孩的帽子，看著令人覺其可愛。在依依不捨下，我

們離開辜家，來到了鹿港老街。熙來攘往的人潮把大馬路擠得水洩不通，個各店家

耿是被擠得戶限為穿。在老街中，我們參觀著廟宇，品嘗著傳統小吃，好不滿足！最

後一站我們來到了玻璃館，晶瑩剔透如夢幻般的玻璃，如導覽員說的「薄如紙，細如

髮」，一個個美不勝收，直想都帶回家好好欣賞一番。這次的戶外教學不僅色香味俱

全，更重要的是與同學們一起。我帶這滿滿的回憶結束了這天的旅程。

國一甲徐安妤

今天早上，不管我多麼昏昏欲睡，我仍努力從床上起床，因為今天可以放鬆一天了！抵

達鹿港後，來到了民俗博物館，我們就想是搭乘了時光機回到鹿港的光榮繁華時代。看到古

時的東西，讓我感到十分新鮮。尤其是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雙十分小巧可愛的繡花鞋。我

原本天真地以為是裝飾用的，因為那是一雙連小嬰兒也無法穿上的鞋子，但結果它居然是給

大人穿的！這讓我感到十分氣憤，因為這真的很不人道！

接著我們來到了鹿港老街。古色古香的建築及和藹的店家讓我為鹿港感到驕傲。但是，

當我們走久了，我已經無心享受鹿港美麗的風景，豆大的汗珠一滴滴從臉上滑落。同學們都

叫苦連天，我沒有抱怨，繼續努力走著。當我們有自由時間時，組員們馬上快速掃描指定的

店家和食物。當我們找到時，我總會有一種莫名的成就感，因此我們找得十分拼命。到了吃

中餐的時間，看著眼前的美食，我已經口水直流，準備好好祭一祭我的五臟廟。最後我們來

到了玻璃館。裡面充滿了鬼斧神工的美術品，讓我嘖嘖稱奇！我也看到了討人喜歡的紀念

品，心理小惡魔雖然不斷慫恿我購買，但是我還是忍住了，因為亂買東西是很不好的行為。

這次的鹿港巡禮真的讓我成長了許多，我不但充實自己，也感受到鹿港美麗的人文風

情。鹿港真的是一份真軌的文化資產，如此可貴的東西，需要我們一起好好守護。

國一乙 游濬遙

八月十四日星期二，是我國中生涯中第一次的戶外教學。帶者愉悅的心情踏上校車，前往

這次的目的地─彰化鹿港鎮。行程主要分成三部分：鹿港民俗館、鹿港老街、台灣玻璃館。

晨曦伴著昏昏欲睡的我們，一早就抵達了鹿港民俗館。同學們都印證了標準的遊客行為

「上車睡覺，下車尿尿」，每個人都迫不及待地直奔廁所。進了民俗館，裡面有許多古物，

其中令我感到印象深刻的是清領時期女人用來裹小腳的裹腳布。俗話說：「老太婆的裹腳布

又臭又長」。這裹腳布確實很長，但味道我就聞不到啦！看著裹腳布，我覺得在早期中國女

性真的很可憐，從小就必須犧牲自己的腳ㄚ子，忍受著變形的疼痛。但這其實也是反映了早

期中國女性沒有人身自由的權利，即使不願意也無法反抗。我們應該珍惜現在女性能和男性

一樣的權利與自由。

中午我們抵達鹿港老街。我們這組男生敞開肚子吃起鹿港傳統小吃，一口蟹、蚵仔煎、

肉包⋯⋯，一樣接著一樣，傳統的好味道真是令人讚不絕口，是這次校外教學中最令我開心

的時刻了！最後我們抵達了璘光閃閃的台灣玻璃館，其中令我印想最深的是全球唯一的玻璃

媽祖廟。裡面有許多璀璨生輝的裝飾，連媽祖像都是由琉璃製成的！各式各樣的展覽品閃爍

著奇異的光芒，證明了台灣文創藝術的進步。

在回程路上，我們一路嗨唱，揮別了早上昏昏睡睡的魔咒。這次的旅程，除了讓我跟同

學的友誼更加濃厚外，也認識許多學長姊，同時又可以體驗多種台灣傳統文化，真是受益良

多啊！

國一乙 林媺芳

8月14日，是我來到葳格後第一次校外教學。一行人浩浩蕩蕩出發後，第一站來到「鹿港

民俗文物館」。這是一棟外型極為氣派的洋樓，館內大多擺放書畫、雕刻藝術品、民俗文物

等收藏品，其中讓我最印象深刻，並嘆為觀止的，莫過於「十八層地獄的連載畫」，讓我感

受到無比震撼，畢竟鬼月才剛開始啊！

接著，領隊帶著大家沿著鹿港老街參觀，古色古香的紅磚道，一路延續到天后宮。兩邊

的特產，香味特別誘人(雖然我沒有購買)，不知道是否因為又熱又餓的緣故，我撐著快沒力

氣的身軀、勉強露出的笑臉拍下到此一遊。享用完中餐後，我們來到「臺玻館」，這有一座

全台灣唯一玻璃媽祖廟及黃金隧道。據說，它是以「四面亮麗，八方驚奇」的創意來呈現，

跟我印象中的傳統廟宇的莊嚴感不大相同，真是一趟驚奇之旅。

雖然只是短短一天的行程，但是讓我受益良多！

鹿港

國二甲 胡俊毅

今天早上我起了個大早，吃下充滿愛心的手做早餐後，帶上輕便的裝備後，便踏

上我的旅程。來到學校後，只見保健室旁隊伍早已排列整齊，而同學們各個精神飽

滿，對這次校外教學的期待也寫在臉上。

遊覽車上，充滿朝氣的導遊─彎彎，耐心地介紹目的地，也使我更加期待。而到

達後，就屬新祖宮最有意義，其廟內的神像個個都有著說不完的故事，附近古色古香

的老街，販賣的小吃，如：蚵仔煎、麵茶、牛舌餅等，雖香氣四溢，卻又不搶這條年

代久遠的建築物門的風采。廟內莊嚴的氣息和信徒臉上虔誠面容，成了代表鹿港的最

佳景色。我優游其中，也享受著傳統文化的溫柔洗禮。

回程時，慢慢收穫及回憶也被我保存起來，正如同那些被保存起來的古蹟，在往

後的閒暇時間哩，這就是配合夢最好的下午茶，值得一一品嘗，細細回味。

新生輔導學長姐心得 國二乙  陳香凝

晴朗的天氣當然要配上幸運

的一天。幸運的一天總要充滿著

新奇的事物，而其中一件事情就

是我非常期待想擔任「新生輔導

學長姐」，當時我聽到確定的消

息，我開心的像盛開的花一樣，

綻放著我喜悅的笑容，萬萬沒想

到呢！

新生輔導學長姐是一個非常

重要的職位，我們必須要告知學校的相關訊息給學

弟妹們，讓他們對這個學校更熟悉。不只這樣，第

一天上學可能對每個人都很陌生，像我一樣，我剛

進來時，我只認識一個人，但我跟他不熟，只是同

班過，也就是說我對新班級非常的陌生，可惜的是

我並沒有去找那些學長姐，我就一個人坐在那，等

別人來認識我，所以當學弟妹們覺得寂寞、無聊，

這時都可以很主動的去找學長姐訴說，而我們都會

很不厭其煩的去幫助他們，也會很樂意的當他們的

第一個朋友，甚至幫助他們認識新朋友喔！

自從那天的事情，就讓我又開始進入我內心的

小劇場了。每天總是想著，我當天會發生什麼好

玩的事呢?我當天該怎麼介紹學校呢?是否該詳細介

紹，還是該大致上介紹就好了呢?我反覆想了又想，

直到我暑假出去旅遊後才忘了它。

暑輔第一天，我穿著燙好的制服，背著我的書

包，頂著一頭有如剛洗完發一樣柔順的短髮，準備

開始我學長姐的第一天。上了了校車，我看到許多

陌生的臉龐，但依舊沒有很多國中生。到了了學

校，進了教室，我告訴了新生班的老師，我是輔

導學姐，開始工作。其實那天，一整天幾乎都待在

B2，頂多有些活動而已，但這些就足以讓我腳酸

到很難站起來了！這兩天晚上回到家之後我都一定

會搶著去泡澡，讓我的腳休息一下，而到了床上也

就馬上睡著了，這真的不是一般的累呢！新生訓練

老師很忙，所以很多事都需要我們幫忙，跑上跑下

的。雖然很辛苦但收穫也很多，如果不是帶著學弟

妹洽公，我也不會知道學校比較詳細的資訊或各幹

部的工作，更開心的是這兩天跟學弟妹們的互動與

談話和教導，讓我可以跟他們好好相處、分享秘密

和當朋友喔！

國一乙游濬遙

終於上中學了！一踏進教室，老師親

切的笑容迎接我們的到來。教室的桌椅比

小學要大的許多，教室也是寬敞明亮。有

些同學是之前最要好的朋友，有些則是未

來的朋友。學校和之前最不同的是有福利

社，且校園給我一個清新、遼闊的感覺。

新生訓練期間，許多主任及教官上台

宣導校規和各處室的位置及相關規定。新

生訓練的一大亮點是當學長姐在台上為自

己喜愛的社團演出時，台下突然興奮了起

來！葳格有許多社團，如：籃球社、葳

格菁英社、羽球社⋯⋯。不論是台上的表

演，還是VCR呈現的影片介紹，都讓我看

得入迷。雖然有些社團是高中才有的，但

我仍是對未來的國中生涯充滿期待。

在新生訓練的兩天中，我學到了很多

東西，也認識了大部分的校園。我認為葳

格是一個很開放的中學，因為很少聽到會

有學校讓學生使用3C上課。希望在未來的

三年中，我能參加葳格菁英社，也希望維

持小學以來的好成績！

國一甲徐安妤

新生訓練的第一天，我拖著沉重的腳步走進校園。看著不熟悉的人事

物，我的心已經涼了半截。但就算百般不願意，也只好乖乖走進自己的教

室。

這次的新生訓練，喚醒了我四年級升五年級的記憶。記得那個時候，

剛開始如洩了氣的皮球一般，對新的環境感到非常沮喪，後來卻天天都很

開心。雖然我花了比較久的時間適應國中生活，但是適應之後，卻很喜歡

葳格。

葳格真的是一個很棒的學校，有著友善的同學和很有耐心的師長，很

高興能成為葳格大家庭的一份子，希望我能順利又快樂地度過國中生活！

國一甲徐孝丞

今天是我國中新生訓練的第一天。我那時非常緊張，因為就要見到新

同學了！一開始，到了班上，我誰也不認識，不禁讓我更緊張了起來。

之後我們到了B2進行新生訓練。校長與許多行政老師介紹了學校的特

色及課程之後，教官開始說明學校的校規及在校的注意事項，使我更了解

葳格這所學校。

第二天的新生訓練比起第一天活潑了許多，因為今天有社團表演，每

一個社團都有自己的特色。其中我最喜歡的就是生存遊戲社，因為不僅可

以做出很酷炫的槍枝，還可以到校外去打槍戰，實在是太酷了！不過這個

社團是高中的社團，所以還是等到高中的時候再選吧！

這兩天的新生訓練真的很好玩，雖然第一天很嚴肅，但第二天就非常

有趣。這次的新生訓練讓我更加認識這一間學校。

國一甲張安宜

我看到很多新的面孔，及許多小學時從未看過的東西，例如大家都喜

歡的福利社、連結兩棟教學大樓的天橋，以及可以容納一千人的大餐廳。

看到學校之後，我便想到以前的國小生活，也想像著之後的新生活，

雖然要度過漫長的學校生活，不過一想到身邊有一群熱情的同學，就會很

期待未來的校園生活。

經過了一個禮拜，我覺得自己應該可以適應新的學校環境及國中的上

課方式。因為這裡的課程有很多種，也很多元有趣。我希望我能在葳格國

中快樂的學習、成長！

國二乙 施依依

事情發生於兩個月前，也就是參加數理

競賽的日子。

噹～鐘聲響了，大家不假思索奔波到了

七樓活動場地，主任一一講解比賽注意事項

和規則後，不久，比賽開始了。第一輪我

當上了河內塔的關主，不過我從來沒玩過這款看似簡單卻複雜的遊戲，看著同伴贏了

幾回之後，於是我掌握到了一些遊戲技巧，我嘗試上場，卻不斷的失敗，我漸漸想放

棄了，卻聽到同學和對手不間斷的加油聲，讓我燃起繼續堅持的決心，終於，我成功

了，而我也開始產生了興趣，但因為時間緊迫，該輪到我們去闖關了。我們先去「大

魔王」那邊補足卡片，接著抓緊時間一連串贏了四個關卡，而數理的關卡都是運用推

理和思考的，經過了將近一個鐘頭的折磨，也差不多到了該結算的時候了，我精疲力

盡的回到了我們的關卡，把贏得的所有卡片貼上集中版上。這次的任務其實是哪一組

拼出最多個「iwagor」就贏了。等待結果的過程，看著主任那摸不著頭緒的表情，我

也心急如火，不知道究竟是哪組獲得最終勝利？不久，結果出爐了！第一組和第二組

獲得相同數量單字，不過我們第二組得到的卡數比第一

組多了幾張，所以就僥倖得到了第一名啦！這是我們第

一次參加數理競賽，我們就得下來第一名，是件多光榮

的事呀，雖說最重要的是過程，而不是最終結果，但明

年僅剩最後一次機會了，我們一定會在下次，以更高的

分數，更有趣的過程贏過另一組的！

國一甲李晨綾

古色古香的傳統建築，保留了許多古蹟的鄉村小鎮。沒錯！我們第一次的戶外教學在鹿

港舉行。

這次戶外教學的第一站正是鹿港民俗文物館。在那裡，我們不僅學習到鹿港的歷史和文

化，也參觀到從清朝收藏至今的文物。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這個文物館模擬了早期生活居家的

空間。古典風的沙發和充滿傳統風味的茶几使我覺得自己貼近了清朝文化。

緊接著我們去了鹿港最著名的景點─鹿港老街。鳳眼糕、牛舌餅、芋丸、蚵仔煎⋯⋯。

這裡的傳統小吃真的是五花八門、應有盡有。我和同學都因為撲鼻而來的香味垂涎三尺。當

然，老街的特色古蹟一點也沒有少，天后宮、新祖宮、半邊井、惡鬼埕⋯⋯，真是如同走進

歷史的迷宮裡。

吃完午飯後，我們到了終點站─台灣玻璃館。在那裡，除了看見各式各樣的玻璃、玻藝

品和飾品外，更參觀了全台首座以玻璃為建材的廟宇。廟宇裡布但有美麗的彩繪玻璃，居然

連門牆都可以穿透，是一個十分有特色的廟宇。

透過這次戶外教學，我學習到鹿港的歷史和文化，也參觀了鹿港的特色景點，我們也在

歡樂中結束了國中第一次的戶外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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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一乙林佑旂

在葳格的兩天新生訓練中，我看到了

那令人喟嘆的校園景色，精彩的社團表演

和有關於葳格的一切，當然也包含了許多

陌生的臉孔。

看到校園後，我想到國小時那個任人

破壞，卻說不出怨言的校園，心裡既難過

又懷念，矛盾的想法使得葳格的美麗的校

園顯得更真實。看完社團表演後，我想起

國小時，能報名參加的社團屈指可數，

但在這裡的社團不但十分多元，也有趣許

多。

經過這兩天後，我比起興奮，更多感

到放心。學校的教學環境不但充滿價值，

更可以讓我維持很好的品行。當同學對我

露出月牙般的笑眼時，我也放下了那顆害

怕交不到朋友而一直懸著的心。不管是何

種放心，我都希望能夠一直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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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二乙 蘇沛誼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數理競賽，在這個有趣的競賽中，有老師和主任們精心設計

的關卡，例如：套圈圈、方格數迷、2048、空氣散彈槍、賓果遊戲等⋯⋯每個關

卡都有一些破關小技巧，每一組的老師都會親切的協助我們或是提醒我們一些小秘

訣，我們以攻守交替的方式進行遊戲的比拼，也要努力收集字卡完成任務。

我們將小組分成進攻組和防守組，之後再交換，我們帶著字卡出發，就像背著

重大責任的騎士，朝著巨龍前進，我們專心聽著關卡的規則，想盡辦法打敗關主，

贏得字卡，雖然在進攻的過程中有些小失敗，把我們辛苦贏來的字卡賠給了關主，

但是大家一起合作努力的做一件事，這種感覺很快樂。

攻守交換的時間到了，我們待在自己的關卡邊，防止我們的字卡不被奪走，同

時也希望進攻的隊友可以順利贏得更多字卡。我們分工合作，有人計時、有人說明

規則、有人則是協助闖關的人。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氣氛也越來越緊張，老師在

旁邊不斷的播報競賽現況，每個人都很努力的為自己的團隊爭一份力。

最後大家集合，準備頒獎，非常高興的是，我們這一隊得了第一名，那時覺得

一整個下午的努力都值得了，全體的人頒完獎、拍了團體照，我們帶著禮物和榮譽

感回到了班上。

我覺得數理競賽是一個很有趣

的活動，可以玩到很多不同的遊

戲關卡，也可以和大家一起合作

爭取榮譽，我很期待下一次的數

理競賽。

國二甲 徐孝昕

窗外沿途的風景，因大雨過後，空氣中清清淡淡的，猶如周敦頤〈愛蓮說〉所

云：「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天藍藍，樹青青，形成鮮活對比。我和班上

同學們正駛於鹿港的公路上。

到鹿港後，映入眼前的盡是古色古香的洋式建築。每一塊紅磚，像是在訴說陳年

往事；斑駁的牆面，是古老的畫作，畫出歷史中的每一幕。「一府二鹿三艋舺」說的

就是那時繁榮的情景吧！為了防止海盜，而有了彎曲如蟲的九曲巷；富貴人家憐憫貧

窮人家，把家中的井放了一半出來，好讓水資源共享；為了別讓械鬥後滾熱的鮮血，

玷汙這城市的繁華，而建造的「隘門」。可見老祖宗們除了有不輸現代人的智慧外，

更多的是人與人之間的互助。

鹿港的繁華，用了「不見天，不見地，不見女人」來形容，可見當時的情景，世

外桃源也不敵此景令人稱羨。它雖富麗繁華，卻不尖酸刻薄，人情味十分濃厚。小攤

販熱情如炫日，看到從外地來的我們，隨手就請一隻小點心。置身於此，現實與歷史

交錯重疊，熱情的叫賣聲，彷彿歷歷在耳；來往的人們，彷彿歷歷在目。

在回程的路上，大家都累了，車上一片寂靜，我也昏昏欲睡，心裡頭還想念著古色

古香的老街。天色也灰濛濛的，甚至還下起了大雨，也許是為了我們的離去而傷心吧！

這次的戶外教學，令我找到鹿港的美，只可惜「萬事俱備，只欠東風」，此東風

是指「時間」。希望時間能再多一點，能讓我再多了解它。

國二乙 施依依

哇！終於放下沉重的課業，離開了滿是考試的教室，好

好放鬆一天了！今天我們前往滿載古蹟，充滿豐富歷史文化

的鹿港小鎮。

大家爭相恐後的擠上遊覽車，生怕選不上好位子。在車

上，領隊姐姐用心的為我們一一介紹今天會去的景點，也播

放鹿港的文化影片。不久後便到達了我們的目的地。第一站

是參觀鹿港辜顯榮老先生的家，外表非常奢華，一看就是貴

族氣派，而內部也格外高級，看得我們都眼花撩亂。我們一

邊聽著導覽老師講解那些古老而複雜的用品，讓我更了解當

時古代和如今的我們是極度不同的。

場景一換，我們來到了令所有人都期待不已的鹿港老

街。導遊帶著我們每個小隊從頭走到了尾，也進去參觀了鹿

港很有名的廟，我也是現在才知道廟的門並不是可以隨意進

出，而是龍尾出，龍頭進呢！走著走著就到了商店街，有些

組選擇逛街，而我們小組卻是找了間冰店，大口大口享受著

入口即化的口感，真是爽快啊！

離開老街，吃過午飯，我們來到玻璃館。導遊帶我們進

入鏡子迷宮，裡面昏暗卻很有氣氛，讓人流連忘返。不知不覺時間一分一秒得過去，

我們趁著最後三十分鐘，在鹿港瘋狂覓食。直到最後一刻才嘴裡嚼著鐵蛋甘心上車。

這是上國中第二次校外教學了，不但在我腦海中印下深深回憶，學習到更多知識，也

讓我和大家感情更好了！

國二乙 蕭楷霖

這天我們全班去戶外教學。天氣艷陽高照，似乎也照亮了大家的熱情。第一站，

我們先到了辜家參觀，這些看似不起眼的老房子，裡面卻是富麗堂皇的復古裝飾，令

我深深著迷。我最喜歡裡面古代小孩的帽子，看著令人覺其可愛。在依依不捨下，我

們離開辜家，來到了鹿港老街。熙來攘往的人潮把大馬路擠得水洩不通，個各店家

耿是被擠得戶限為穿。在老街中，我們參觀著廟宇，品嘗著傳統小吃，好不滿足！最

後一站我們來到了玻璃館，晶瑩剔透如夢幻般的玻璃，如導覽員說的「薄如紙，細如

髮」，一個個美不勝收，直想都帶回家好好欣賞一番。這次的戶外教學不僅色香味俱

全，更重要的是與同學們一起。我帶這滿滿的回憶結束了這天的旅程。

國一甲徐安妤

今天早上，不管我多麼昏昏欲睡，我仍努力從床上起床，因為今天可以放鬆一天了！抵

達鹿港後，來到了民俗博物館，我們就想是搭乘了時光機回到鹿港的光榮繁華時代。看到古

時的東西，讓我感到十分新鮮。尤其是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雙十分小巧可愛的繡花鞋。我

原本天真地以為是裝飾用的，因為那是一雙連小嬰兒也無法穿上的鞋子，但結果它居然是給

大人穿的！這讓我感到十分氣憤，因為這真的很不人道！

接著我們來到了鹿港老街。古色古香的建築及和藹的店家讓我為鹿港感到驕傲。但是，

當我們走久了，我已經無心享受鹿港美麗的風景，豆大的汗珠一滴滴從臉上滑落。同學們都

叫苦連天，我沒有抱怨，繼續努力走著。當我們有自由時間時，組員們馬上快速掃描指定的

店家和食物。當我們找到時，我總會有一種莫名的成就感，因此我們找得十分拼命。到了吃

中餐的時間，看著眼前的美食，我已經口水直流，準備好好祭一祭我的五臟廟。最後我們來

到了玻璃館。裡面充滿了鬼斧神工的美術品，讓我嘖嘖稱奇！我也看到了討人喜歡的紀念

品，心理小惡魔雖然不斷慫恿我購買，但是我還是忍住了，因為亂買東西是很不好的行為。

這次的鹿港巡禮真的讓我成長了許多，我不但充實自己，也感受到鹿港美麗的人文風

情。鹿港真的是一份真軌的文化資產，如此可貴的東西，需要我們一起好好守護。

國一乙 游濬遙

八月十四日星期二，是我國中生涯中第一次的戶外教學。帶者愉悅的心情踏上校車，前往

這次的目的地─彰化鹿港鎮。行程主要分成三部分：鹿港民俗館、鹿港老街、台灣玻璃館。

晨曦伴著昏昏欲睡的我們，一早就抵達了鹿港民俗館。同學們都印證了標準的遊客行為

「上車睡覺，下車尿尿」，每個人都迫不及待地直奔廁所。進了民俗館，裡面有許多古物，

其中令我感到印象深刻的是清領時期女人用來裹小腳的裹腳布。俗話說：「老太婆的裹腳布

又臭又長」。這裹腳布確實很長，但味道我就聞不到啦！看著裹腳布，我覺得在早期中國女

性真的很可憐，從小就必須犧牲自己的腳ㄚ子，忍受著變形的疼痛。但這其實也是反映了早

期中國女性沒有人身自由的權利，即使不願意也無法反抗。我們應該珍惜現在女性能和男性

一樣的權利與自由。

中午我們抵達鹿港老街。我們這組男生敞開肚子吃起鹿港傳統小吃，一口蟹、蚵仔煎、

肉包⋯⋯，一樣接著一樣，傳統的好味道真是令人讚不絕口，是這次校外教學中最令我開心

的時刻了！最後我們抵達了璘光閃閃的台灣玻璃館，其中令我印想最深的是全球唯一的玻璃

媽祖廟。裡面有許多璀璨生輝的裝飾，連媽祖像都是由琉璃製成的！各式各樣的展覽品閃爍

著奇異的光芒，證明了台灣文創藝術的進步。

在回程路上，我們一路嗨唱，揮別了早上昏昏睡睡的魔咒。這次的旅程，除了讓我跟同

學的友誼更加濃厚外，也認識許多學長姊，同時又可以體驗多種台灣傳統文化，真是受益良

多啊！

國一乙 林媺芳

8月14日，是我來到葳格後第一次校外教學。一行人浩浩蕩蕩出發後，第一站來到「鹿港

民俗文物館」。這是一棟外型極為氣派的洋樓，館內大多擺放書畫、雕刻藝術品、民俗文物

等收藏品，其中讓我最印象深刻，並嘆為觀止的，莫過於「十八層地獄的連載畫」，讓我感

受到無比震撼，畢竟鬼月才剛開始啊！

接著，領隊帶著大家沿著鹿港老街參觀，古色古香的紅磚道，一路延續到天后宮。兩邊

的特產，香味特別誘人(雖然我沒有購買)，不知道是否因為又熱又餓的緣故，我撐著快沒力

氣的身軀、勉強露出的笑臉拍下到此一遊。享用完中餐後，我們來到「臺玻館」，這有一座

全台灣唯一玻璃媽祖廟及黃金隧道。據說，它是以「四面亮麗，八方驚奇」的創意來呈現，

跟我印象中的傳統廟宇的莊嚴感不大相同，真是一趟驚奇之旅。

雖然只是短短一天的行程，但是讓我受益良多！

鹿港

國二甲 胡俊毅

今天早上我起了個大早，吃下充滿愛心的手做早餐後，帶上輕便的裝備後，便踏

上我的旅程。來到學校後，只見保健室旁隊伍早已排列整齊，而同學們各個精神飽

滿，對這次校外教學的期待也寫在臉上。

遊覽車上，充滿朝氣的導遊─彎彎，耐心地介紹目的地，也使我更加期待。而到

達後，就屬新祖宮最有意義，其廟內的神像個個都有著說不完的故事，附近古色古香

的老街，販賣的小吃，如：蚵仔煎、麵茶、牛舌餅等，雖香氣四溢，卻又不搶這條年

代久遠的建築物門的風采。廟內莊嚴的氣息和信徒臉上虔誠面容，成了代表鹿港的最

佳景色。我優游其中，也享受著傳統文化的溫柔洗禮。

回程時，慢慢收穫及回憶也被我保存起來，正如同那些被保存起來的古蹟，在往

後的閒暇時間哩，這就是配合夢最好的下午茶，值得一一品嘗，細細回味。

新生輔導學長姐心得 國二乙  陳香凝

晴朗的天氣當然要配上幸運

的一天。幸運的一天總要充滿著

新奇的事物，而其中一件事情就

是我非常期待想擔任「新生輔導

學長姐」，當時我聽到確定的消

息，我開心的像盛開的花一樣，

綻放著我喜悅的笑容，萬萬沒想

到呢！

新生輔導學長姐是一個非常

重要的職位，我們必須要告知學校的相關訊息給學

弟妹們，讓他們對這個學校更熟悉。不只這樣，第

一天上學可能對每個人都很陌生，像我一樣，我剛

進來時，我只認識一個人，但我跟他不熟，只是同

班過，也就是說我對新班級非常的陌生，可惜的是

我並沒有去找那些學長姐，我就一個人坐在那，等

別人來認識我，所以當學弟妹們覺得寂寞、無聊，

這時都可以很主動的去找學長姐訴說，而我們都會

很不厭其煩的去幫助他們，也會很樂意的當他們的

第一個朋友，甚至幫助他們認識新朋友喔！

自從那天的事情，就讓我又開始進入我內心的

小劇場了。每天總是想著，我當天會發生什麼好

玩的事呢?我當天該怎麼介紹學校呢?是否該詳細介

紹，還是該大致上介紹就好了呢?我反覆想了又想，

直到我暑假出去旅遊後才忘了它。

暑輔第一天，我穿著燙好的制服，背著我的書

包，頂著一頭有如剛洗完發一樣柔順的短髮，準備

開始我學長姐的第一天。上了了校車，我看到許多

陌生的臉龐，但依舊沒有很多國中生。到了了學

校，進了教室，我告訴了新生班的老師，我是輔

導學姐，開始工作。其實那天，一整天幾乎都待在

B2，頂多有些活動而已，但這些就足以讓我腳酸

到很難站起來了！這兩天晚上回到家之後我都一定

會搶著去泡澡，讓我的腳休息一下，而到了床上也

就馬上睡著了，這真的不是一般的累呢！新生訓練

老師很忙，所以很多事都需要我們幫忙，跑上跑下

的。雖然很辛苦但收穫也很多，如果不是帶著學弟

妹洽公，我也不會知道學校比較詳細的資訊或各幹

部的工作，更開心的是這兩天跟學弟妹們的互動與

談話和教導，讓我可以跟他們好好相處、分享秘密

和當朋友喔！

國一乙游濬遙

終於上中學了！一踏進教室，老師親

切的笑容迎接我們的到來。教室的桌椅比

小學要大的許多，教室也是寬敞明亮。有

些同學是之前最要好的朋友，有些則是未

來的朋友。學校和之前最不同的是有福利

社，且校園給我一個清新、遼闊的感覺。

新生訓練期間，許多主任及教官上台

宣導校規和各處室的位置及相關規定。新

生訓練的一大亮點是當學長姐在台上為自

己喜愛的社團演出時，台下突然興奮了起

來！葳格有許多社團，如：籃球社、葳

格菁英社、羽球社⋯⋯。不論是台上的表

演，還是VCR呈現的影片介紹，都讓我看

得入迷。雖然有些社團是高中才有的，但

我仍是對未來的國中生涯充滿期待。

在新生訓練的兩天中，我學到了很多

東西，也認識了大部分的校園。我認為葳

格是一個很開放的中學，因為很少聽到會

有學校讓學生使用3C上課。希望在未來的

三年中，我能參加葳格菁英社，也希望維

持小學以來的好成績！

國一甲徐安妤

新生訓練的第一天，我拖著沉重的腳步走進校園。看著不熟悉的人事

物，我的心已經涼了半截。但就算百般不願意，也只好乖乖走進自己的教

室。

這次的新生訓練，喚醒了我四年級升五年級的記憶。記得那個時候，

剛開始如洩了氣的皮球一般，對新的環境感到非常沮喪，後來卻天天都很

開心。雖然我花了比較久的時間適應國中生活，但是適應之後，卻很喜歡

葳格。

葳格真的是一個很棒的學校，有著友善的同學和很有耐心的師長，很

高興能成為葳格大家庭的一份子，希望我能順利又快樂地度過國中生活！

國一甲徐孝丞

今天是我國中新生訓練的第一天。我那時非常緊張，因為就要見到新

同學了！一開始，到了班上，我誰也不認識，不禁讓我更緊張了起來。

之後我們到了B2進行新生訓練。校長與許多行政老師介紹了學校的特

色及課程之後，教官開始說明學校的校規及在校的注意事項，使我更了解

葳格這所學校。

第二天的新生訓練比起第一天活潑了許多，因為今天有社團表演，每

一個社團都有自己的特色。其中我最喜歡的就是生存遊戲社，因為不僅可

以做出很酷炫的槍枝，還可以到校外去打槍戰，實在是太酷了！不過這個

社團是高中的社團，所以還是等到高中的時候再選吧！

這兩天的新生訓練真的很好玩，雖然第一天很嚴肅，但第二天就非常

有趣。這次的新生訓練讓我更加認識這一間學校。

國一甲張安宜

我看到很多新的面孔，及許多小學時從未看過的東西，例如大家都喜

歡的福利社、連結兩棟教學大樓的天橋，以及可以容納一千人的大餐廳。

看到學校之後，我便想到以前的國小生活，也想像著之後的新生活，

雖然要度過漫長的學校生活，不過一想到身邊有一群熱情的同學，就會很

期待未來的校園生活。

經過了一個禮拜，我覺得自己應該可以適應新的學校環境及國中的上

課方式。因為這裡的課程有很多種，也很多元有趣。我希望我能在葳格國

中快樂的學習、成長！

國二乙 施依依

事情發生於兩個月前，也就是參加數理

競賽的日子。

噹～鐘聲響了，大家不假思索奔波到了

七樓活動場地，主任一一講解比賽注意事項

和規則後，不久，比賽開始了。第一輪我

當上了河內塔的關主，不過我從來沒玩過這款看似簡單卻複雜的遊戲，看著同伴贏了

幾回之後，於是我掌握到了一些遊戲技巧，我嘗試上場，卻不斷的失敗，我漸漸想放

棄了，卻聽到同學和對手不間斷的加油聲，讓我燃起繼續堅持的決心，終於，我成功

了，而我也開始產生了興趣，但因為時間緊迫，該輪到我們去闖關了。我們先去「大

魔王」那邊補足卡片，接著抓緊時間一連串贏了四個關卡，而數理的關卡都是運用推

理和思考的，經過了將近一個鐘頭的折磨，也差不多到了該結算的時候了，我精疲力

盡的回到了我們的關卡，把贏得的所有卡片貼上集中版上。這次的任務其實是哪一組

拼出最多個「iwagor」就贏了。等待結果的過程，看著主任那摸不著頭緒的表情，我

也心急如火，不知道究竟是哪組獲得最終勝利？不久，結果出爐了！第一組和第二組

獲得相同數量單字，不過我們第二組得到的卡數比第一

組多了幾張，所以就僥倖得到了第一名啦！這是我們第

一次參加數理競賽，我們就得下來第一名，是件多光榮

的事呀，雖說最重要的是過程，而不是最終結果，但明

年僅剩最後一次機會了，我們一定會在下次，以更高的

分數，更有趣的過程贏過另一組的！

國一甲李晨綾

古色古香的傳統建築，保留了許多古蹟的鄉村小鎮。沒錯！我們第一次的戶外教學在鹿

港舉行。

這次戶外教學的第一站正是鹿港民俗文物館。在那裡，我們不僅學習到鹿港的歷史和文

化，也參觀到從清朝收藏至今的文物。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這個文物館模擬了早期生活居家的

空間。古典風的沙發和充滿傳統風味的茶几使我覺得自己貼近了清朝文化。

緊接著我們去了鹿港最著名的景點─鹿港老街。鳳眼糕、牛舌餅、芋丸、蚵仔煎⋯⋯。

這裡的傳統小吃真的是五花八門、應有盡有。我和同學都因為撲鼻而來的香味垂涎三尺。當

然，老街的特色古蹟一點也沒有少，天后宮、新祖宮、半邊井、惡鬼埕⋯⋯，真是如同走進

歷史的迷宮裡。

吃完午飯後，我們到了終點站─台灣玻璃館。在那裡，除了看見各式各樣的玻璃、玻藝

品和飾品外，更參觀了全台首座以玻璃為建材的廟宇。廟宇裡布但有美麗的彩繪玻璃，居然

連門牆都可以穿透，是一個十分有特色的廟宇。

透過這次戶外教學，我學習到鹿港的歷史和文化，也參觀了鹿港的特色景點，我們也在

歡樂中結束了國中第一次的戶外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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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Save Energy
G8 Wisdom2 Allen  國二甲 張嘉倫

There are several ways to save energy. For example, everyone can 
take more public transportation. Our buses can use LED lights, so we 
can save energy. My mom and dad need to go to work every day, so I 
suggest that they go to work on foot or by bike. When I stay at home, 
I can use less air conditioning and turn off the lights when not in use. 
In addition, we can use more renewable energy. Renewable energy 
comes from nature and includes six categories: solar energy, wind 
energy, biomass energy, hydropower, ocean energy and geothermal 
energy. These energy sources are inexhaustible. Therefore, I hope 
that the government can use these energy sources more and reduce 
the damage to the earth.

WA-YO the Recycling Robot
9C Honor Ryan 國三丙 黃名揚

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 friendly town where everyone 
liked to recycle. They liked recycling so much that they even built 
a green robot to recycle garbage. But there was a tall strong ugly 
monster called Yoyo. Yoyo never recycled. The only thing that Yoyo 
liked was Kung-fu, so he traveled everyday so he could be a master 
Kung-fu fighter. The yard that Yoyo was living in was full of garbage 
and plastic bottles. The citizens in the friendly town hated him so 
much because of the smell of the trash. The leader of the sanitation 
crew decided to send the robot that they made to recycle the stuff 
in Yoyo’s yard. They put the robot named WA-YO on a rocket and 
flew it straight toward Yoyo’s yard. WA-YO jumped out of the rocket 
and started collecting trash in Yoyo’s yard. Yoyo heard the sound 
of WA-YO collecting trash and got angry. He said, “You guys are 
only jealous that I am so good at Kung-fu. Now get off my lawn！” 
Yoyo punched WA-YO up into the sky and WA-YO fell on the top of 
a mountain. The mountain was covered with snow and metals. An 
old man come out of a door that was hidden under the ground full 
of snow. He fixed WAYO and upgraded him. He put guns and a web 
grenade launcher into his body. The old man sent WA-YO back to the 
yard to fight Yoyo. This time WA-YO shot out a grenade full of webs 
right at Yoyo and he caught him. Yoyo was stuck in the web made by 
the old man on the mountain. The sticky web was made of molten 
plastic so it was very sticky. After Yoyo was caught WA-YO told Yoyo 
to always recycle. After that day Yoyo was a good clean citizen that 
always recycled and he even opened a recycling station. Everyone 
liked him after that day. And WA-YO took over the city and become 
the mayor. Everyone was now afraid to litter thanks to WA-YO 2.0

9A Honor Max   國三甲 翁世勳
Sinc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ur energy needs have 

increased dramatically. To solve this problem, we built 
many power plants that burnt coal, which caused the 
greenhouse effect, so we searched for sustainable energy 
sources using renewable materials. These don’t run out 
like fossil fuels and the materials can be used again. One 
kind of renewable energy is solar energy. Solar energy 
comes from the sun.

Germany is the country in the world that has used 
renewable energy the most successfully, and this is why 
Taiwan wants to imitate Germany.  Taiwan’s government 
is actively promoting renewable energy policies.

Both countr ies have nuclear power, and both 
governments want to stop all nuclear power plants in the 
future, and they are both developing renewable energy, 
and have policies that promotes sustainable energy.

We hope that Taiwan’s government can learn from 
Germany’s energy policy, be more committed to using 
green energy, and thereby solve the problem of coal 
burning.

To conclude, global warming is affecting our lives, so 
we are changing the sources that our energy comes from. 
When we think about using renewable energy, we should 
also solve other problems, in order to make our future 
cleaner and better.

G9A Honor Bryan 國三甲 劉亞杰
Renewable energy, such as sunlight, wind, 

rain and geothermal heat, comes from nature. 
Sustainable energy is an energy system that serves 
the needs of the present without compromising the 
ability of future generations to meet their energy 
needs

Germany uses renewable energy a lot. Renewable 
energy in Germany is mainly based on wind, solar 
and biomass. More than 23000 wind turbines and 1.4 
million solar PV systems are distributed all over the 
country. Germany has been called the world’s first 
major renewable energy country.

Taiwan lacks energy resources and greatly 
depends on imports of non-renewable energy 
sources such as coal and oil, so it’s a top priority to 
develop clean, sustainable and independent energy. 
Taiwan has been promoting a program of solar 
energy utilization since 2016 and now has achieved 
80% of its development.

Renewable energy and sustainable energy are 
very important for the earth. Using renewable energy 
and sustainable energy can slow down global 
warming. Therefore, it is essential that we should use 
more renewable energy and sustainable energy.

How Taiwan Can Learn from Germany’s Energy Policies
G9A Julie  國三甲 何家萱

In Germany, there are now alternative sources of energy to replace nuclear energy. The use of petrochemical 
energy, such as coal, oil, natural gas, etc., will also have a large impact on climate change and global warming, so 
the use of these energy sources must also be limited. . Because German people have a high demand for power, 
the Germans have developed many technologies which can consume lower energy. People do not have to give up 
their comforts in using these new technologies. In addition, Germany now uses a lot of renewable energy sources, 
such as solar and wind power. 

Taiwan is usually short of energy in summer.  Because of the high population density, we need to produce more 
power, but we need to find a way not to harm the environment while producing enough power. Renewable energy is 
good for the environment. However, the existing technology isn’t good enough to provide energy from this source 
for everyone. It’s hard to supply all the families in Taiwan. The best solution is saving power ourselves. Germany’s 
electricity prices are nearly four times higher than Taiwan’s. When electricity is directly related to money, it will 
always be a concern. Turning off the lights is one of the easiest ways to save energy. Some German offices don’t 
even turn on the lights. Taiwan can learn a lot from Germany.

各 位 親 愛 的 同 學 ， 你 們 有 沒 有 想 過 葳 格

「WAGOR」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

W-Wisdom智慧

智慧跟聰明不一樣。你們在人生歷程中將遭遇

各式各樣的問題：學習的問題、就業的問題、事業

的問題、感情的問題、家庭的問題等，這些問題都

需要用你的智慧去一一化解。如果你們願意虛心學

習這些課本上所沒有教的能力和修為，經過一點一

滴的累積，就會把你們的聰明才智轉化成屬於你自

己的智慧，而這是別人所沒有辦法搶走的！所以，

WAGOR第一個字母W，意義在於此。

A-Advancement精進

請你把握住任何一個讓自己可以精進的機會，

從你進到學校的每一天、每一時、每一刻，你都應

該處在良好的學習狀態，在團體中，跟大家一起學

習。孩子們，你要精進！要用積極的態度去累積你

的能力，面對每次的學習。

G-Grace博雅

這個字告訴你們要做一個溫和、謙遜有禮貌的

人。看到師長要問好，隨時保持你的教養，讓所有

穿著葳格制服的學生，都是值得別人尊重，甚至尊

敬的。這就是我們所追求的Grace。

O-Objectivity中庸

不偏不倚，允執厥中，中庸的定義是：要堅持

不做偏頗的事。對的事情，要認真去做；不對的事

情，我們要斷然拒絕，絕對不去做，舉例來說，如

果連不闖紅燈這麼簡單的事情你都做不到，那麼面

對花花世界各種的試探和誘惑，你就有可能迷失了

自己。所以很多事情要從最小的地方做起，你才能

夠做得好。不對的事情絕對不做，這就是我們對自

己的承諾。

R-Responsibi l i ty責任

榮譽感和責任心存在於每天例行的工作之中，

即使最細微的工作也要好好完成。舉例來說，可能

老師給你一個功課讓你下禮拜要交。如果你拖拖拉

拉、因循敷衍，等到要交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

這代表你對自己不夠負責。你應該要做好時間管

理，有計畫的去完成每一項工作。

仔細想一想，要完成W.A.G.O.R這5個字並不

簡單，需要我們一起努力！

今天是新學期的開始，「好的開始是成功的

一半」，在經過一段暑期的休息之後，我想大家的

心性自然會有一些鬆懈。但是希望大家回到學校之

後，能夠重新的燃起對學習的渴望。對我來說，在

學校裡面，什麼是最重要的?那就是看到同學彼此

之間互相學習；看到老師們循循善誘的殷殷教導；

看到學生和老師共同為著學習目標而一起努力的美

好畫面------這就是「葳格」。 

今天你們回到了學校！在這裡，你要好好認真

努力學習；在這裡，你能夠擁有美好的友誼；在這

裡，你們要彼此互相扶持；在這裡，老師充滿了愛

心，帶領你們一步一步、踏踏實實地往前走。我期

待每一個同學從今天開始，要調整好自己的情緒和

心態，重新讓自己充分的投入課業和學習活動。我

相信老師們已經做好了充分的準備，要好好地陪伴

你們一起在學業上面、在品行上面，追求更多的精

進。謝謝大家！

Our Wonderful Year at Wagor
我們在葳中精彩的一年

  校長的話

總校長 鍾鼎國

 以W.A.G.O.R~勉勵同學

Ian Fletcher
In the summer of this year, Wagor’s students showed it is truly an 

international school by celebrating the variety of global culture. Each 
grade immersed itself in the culture of their assigned country, Taiwan, 
China, India, Singapore, Finland and Germany. Students learnt about the 
government and history of their country and, using ‘hands-on’ learning, 
created art and artifacts related to their country. 

Students were also educated in global citizenship and viewed their 
assigned coun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arth’s environment, learning 
about issues such as endangered species, air pollution and climate 
change and how their assigned country was addressing these problems. 
Celebration was thereby qualified by real concern for the Earth’s future.

Everything came together in a final exhibition with each grade proudly 
displaying their work. Truly their efforts embodied the international spirit of 
Wagor: “Today Wagor, Tomorrow the World！”

David Vaughan
The world came to Wagor this summer through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World’s Fair. 
Throughout the course of August, students in various English,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and Mandarin-

based Social Studies classes prepared materials related to their assigned country. During the World’s Fair 
classes were invited to the Banquet space to marvel over the glorious cultural eccentricities and landmark 
features of Germany, Taiwan, China, India, Finland and Singapore. These six countries showcased their 
environmental prowess in their displays, serving as a foundational aspect of the summer program. 

Over the course of the month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letter writing campaigns, river clean-ups, cultural 
dance lessons, spirited debates on hot topic issues and immersed themselves in the activities and traditions 
of their assigned countries. Students praised this activity for its flexibility and the refreshing perspective it 
offered them through inspiring and positive classroom exercises and lesson. They took great pride in the 
work they produced, with each student contributing in very important ways to each class’ overall showcase 
presentation.

These works will be displayed for all to see during the Parent Teacher Association Evening on September 
28. Please join us to fully appreciate these exceptional works of art and achievement.

Wagor World Fair 2018

Renewable Energy in Germany

國三乙 林建歷同學 通過日本語能力試驗N4
國一甲 徐安妤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中級初試
國一甲 林翰昇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中級初試
國一甲 張安宜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中級初試
國一甲 李晨綾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中級初試
國一乙 游濬遙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中級初試
國一乙 林詩穎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中級初試
國一乙 張展菖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中級初試
國一乙 陳柏佑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中級初試
國二甲 黃暄喬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中級初試
國三甲 陳佳妍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中級初試
國三甲 王彥心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中級初試
國三甲 陳彥霖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中級初試
國三甲 施品嘉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中級初試

國三丙 黃名揚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中級初試
國一甲 葉柏辰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初級初試
國一甲 龔永恩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初級初試
國一甲 葉宣亨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初級初試
國一甲 宋咨穎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初級初試
國一甲 林劭錡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初級初試
國一甲 王力帆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初級初試
國一甲 詹恩維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初級初試
國一甲 江瑩曦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初級初試
國一甲 陳安傑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初級初試
國一甲 王渝森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初級初試
國一甲 張安宜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初級初試
國一甲 林冠廷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初級初試
國一甲 林翰昇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初級初試

國一甲 陳芸安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初級初試
國一甲 吳明依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初級初試
國一甲 游慧敏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初級初試
國一乙 陳奕睿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初級初試
國一乙 陳霈穎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初級初試
國一乙 洪伯睿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初級初試
國一乙 王詩貽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初級初試
國一乙 陳柏佑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初級初試
國一乙 李佳穎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初級初試
國二甲 蔡幸諭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初級初試
國二甲 黃昱誠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初級初試
國二甲 徐孝昕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初級初試
國三丙 葉泯均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初級初試
國三丙 徐依翎同學通過 107年全民英檢初級初試

■107校友 易珮羽同學榮獲2018傑人盃作文比賽國三組佳作

■國二甲 張名宜同學榮獲2018傑人盃作文比賽  國一組佳作

■國二甲 張名宜同學榮獲107年台中市國語文競賽字音字形第一名

■國三甲 翁世勳及何家萱參加107學年度中投區國三模擬考，分別榮

獲總排名男、女分組榜首(5A10+)，甘傑宇、侯品岑5A9+；劉亞杰

5A8+；王奕翔5A6+；張祐瑜5A5+；游書箴5A4+。恭賀以上有傑

出表現的同學。

語言證照

開學典禮校長致詞

榮譽榜107年升學金榜
錄取台中一中：游宗謀、黃斌

錄取台中女中：吳姿蓉、張容慈、鐘予彤

錄取興大附中：梁筑庭

錄取台中二中：邱竑惟、林依葎、李承佑

錄取惠文高中：高崇恩、賴茂元

錄取忠明高中：劉又瑜

錄取西苑高中：陳頡芸、黃子庭

金
榜
題
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