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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Keelung Senior High School

一、班級特色

• 外師駐校• 線上視
訊授課

• 實驗課程• 首間核
准立案

基隆區
第一

課程
最優

化

雙外
師

國際
視訊
課程

1.採行沉浸式全英語授課
2.擘劃多元情境生活化雙語課程
3.實施彈性創新學習模式
4.運用數位科技打造個別化學習機會
5.將雙語教育實驗課程接軌國際化

為基隆區的孩子打造一個

雙 語 力 的 願 景

雙語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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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語

實驗班

溝通表達

在地議題探索

強化英語力

藝術文創

應用口說雙語力

社會情境雙語力

高二發展

大手牽小手交流

英語聽講

主題式閱讀

小高一探索

Spelling Bee活動

新聞英文

外語能力檢定

高三進階

國際專題製作

課程精神 高一課程 高二課程 高三課程

趣旅文史

跨領域課程

一、班級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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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推動基中成為基北地區雙語指標學校

2、培育學生具備雙語力優秀人才

3、建構學校雙語教學能力

4、發展在地議題探索與藝術文創課程

National Keelung Senior High School

一、班級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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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Keelung Senior High School

外語能力 溝通表達
在地議題
探索

藝術文創
專題

公民力 行動力 鑑賞力 創造力

適性多元、樂學基中人

雙語主軸

學習圖像

學校願景

一、班級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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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規劃

聽說2.0 應用口說
社會情境口說

國際視訊 專題課程

著重聽說能力的提升

部定課程全英語授課

跨域轉化深度學習教學教法

高一
國際專題課程結合SDGs

與國外締結姊妹校進行線上

合作教學，開啟國際視野

線上合作教學

高二

海洋專題課程、數位學習課

程、藝術文創課程、大師講

座課程、新聞專題課程

高三

「2030 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彈性學習規劃採行 ESL 英語課綱

教材教法

國際英語培訓大使課程

英語表達力課程

英語簡報講演訓練

大手牽小手外籍生系列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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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課程規劃

二、課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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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Keelung Senior High School

高一

英語聽講

高一

主題式閱讀

藉由校本課程主題式
閱讀加入英文經典名
著閱讀，欣賞英語文
學之美，以提升雙語
教育實驗班學生英語
書寫能力，並學會運
用到真實生活情境。

培養學生基礎聽講力
，以情境教學為主體
，強調聽和說的能力
，落實英語實用化。

二、課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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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Keelung Senior High School

高二

英語輕鬆基隆行

搭配多元選修英語遊學基隆行以
生活情境英語會話介紹基隆的地
理、歷史風貌並串聯海洋議題、
數位學習做學生課題發表，輔以
親近海洋，探究海洋對人類社會
影響的議題形塑對海洋友善的態
度與價值觀。並於期末採行簡報
講演做學期成果展，真正做到英
語教學活化及應用。

高二

世界英文

多元選修課程-世界英文，藉由英語
表達力的課程敘明肢體的表達技巧，
並輔以溝通傾聽的理論課程，領引學
生進入世界公民的語言表達範疇領域。
再者，透過國際英語培訓大使課程，
習得學業成果表現、語言溝通技巧禮
儀。 並藉由外籍生交流活動融入課
程，磨練同學克服異文化及語言表達
的障礙，從中獲得相互理解的寶貴意
見。

二、課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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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Keelung Senior High School

高三

藝術文創專題

高三

趣旅文史

以藝術領域的課
程英文為主軸，
並以情境教學為
主體，重視聽和
說的能力，落實
英語實用化。

高三

新聞英語

搭配多元選修開
設，用旅遊情境
做主題串聯歷史
上的旅行故事，
訓練學生做英語
簡報。

一、藉由國內外新聞的英文素材，
訓練學生能用英文簡報新聞大意
要點，並培養批判思考及分析新
聞內容的取材角度之能力。
二、結合時事議題，編撰新聞英
文稿並模擬新聞英文播報之任務。
三、增進學生對中英兩種語言之
間轉換的了解。

二、課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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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色活動

雙語教育實驗班特色
1.基隆地區第一：報教育部核准立案成立之雙語教
育實驗班，挹注最優良之教學資源。
2.課程最優化：本校為前導學校，擘劃新課綱素養
導向校訂、多元課程、落實素養導向教學，對孩子
的學科學習模式將獲得最佳學習效果。

海外升學輔導：銜接國外高中升大學課程，提
供個別化諮詢輔導，並針對學生之整體學習規劃，
培養學生之表達力、適應力、專業力及實踐力，以
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與健全人格特質之世界公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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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色活動

未來預計特色活動 : 

雙語實驗班重在培養學生雙語能力，使學生能與國際接軌

故預計規畫各類與英語相關之課程及特色活動，

如國際生交流，姊妹校交流等部分活動
也預計和國際人文班一起攜手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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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色活動

教育部今年補助全國約50所高中增設「雙語實驗班」，今年9月估有1750名
高一新生就讀。包括台南一中、高雄女中、彰化女中、蘭陽女中、基隆高
中、竹北高中、惠文高中等校都申請通過，每校預計收一班約3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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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習成果與
競賽表現

學習成果暫且空白
期待你的加入與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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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甄選方式

．數理實驗班錄取方式分為直接錄取及甄選錄取。

．直接錄取 : 凡會考成績英語科及國文科達A以上者，皆可直接錄取。

．甄選錄取 : 通過本校舉辦之數理班甄選考試者，即可錄取。

．甄選資格 : 凡本校新生，會考成績國英皆達B+以上皆可報名甄選。

•．甄選報名 : 110年7月15、16日，依本校網站公告之甄選辦法，線上報名。
．甄選日期 : 110年7月20日上午8時開始。
．各科考試時間 : 1.國文 : 上午8時10分至上午9時。

2.英文 : 上午9時10分至上午10時。

另，若高中在校期間成績達標者，經由原班導師推薦及數理班導師核准，
亦可以轉班方式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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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獎學金

本校優秀入學新生，符合規定者，最高可得30萬元獎學金!!!

普通班新生獎學金

獎勵108學年度本校普通科高一新生，依國中教育會考五科成績評量結果，需至少
取得一個「A」等級，且無「C」等級且高一第一次段考排名全高一普通班前30名
，按下列方式獎勵：

1. 國中會考五科成績評量結果取得五科「A+」等級，且國中在校成績百分比排
名前百分之一，則共頒發獎學金300000元。但需在學每學期學業總平均在全年級
前1%且體育成績70分以上、功過相抵後，無警告（含）以上懲處記錄。

2.國中會考五科成績評量結果取得五科「A」等級，且國中在校成績百分比排名
前百分之一，則共頒發獎學金240000元。但需在學每學期學業總平均在全年級前
2%且體育成績70分以上、功過相抵後，無警告（含）以上懲處記錄

.

.

.

詳情請參閱學校網站招生資訊，基隆高中已準備好更多更豐富的獎學金，歡迎各位
優秀新鮮人與我們一同邁向頂大校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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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Q&A

Q1.錄取雙語班可以轉換其他班級嗎？會不會三年都要在這個班不能轉班？

A1：可以，如果一學期後因為性向不合想要轉換跑道，都可以提出申請！
不一定要在這個班級待三年。

Q2.雙語班的特色為何？和人文班有啥不同？

A2：雙語班以語文提升為主要要求，期許學生能立足台灣，放眼國際，
擁抱世界，強調的是以進入國際學校為主要要求
人文班主要是以社會關懷議題為主

Q3.我如果會考成績無法報考雙語班，那還有機會念雙語班嗎？

A3：如果新生入學時無法報考雙語班，不用灰心。
每學期都有做語文社會性向調查，如果你的性向成績符合雙語班的要求
還是有機會可以進入雙語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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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Q&A

Q4.我的國英會考成績只有B+，要怎麼準備才可以考雙語班？

A4：會考成績只是報名雙語班的門檻
接著你要利用這段時間多把國中所學的國文和英文再複習一次
甄選的科目為國文和英文，範圍都是國中所學的，不用擔心。
真的很緊張也可以參考我們的考古題(請見首頁招生資訊)

Q5.雙語班會有外國人幫我上課嗎？又是否有些課程會用外語上課？

A5：對窩～
雙語班會有外師每周授課，不是那種幾周體驗課程。是整學年的窩～
另外，也會有些課程以外語上課，可能是數學課，也可能是其他課程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