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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親愛的同學：
　　很多人在談《世界是平的》，連大學校長在畢業典禮中也建議畢業生進職場前應該先讀《世界是平的》這本
書。有的文、商、理、工學院甚至要新生報到之前就先把《世界是平的》讀過。
　　你可以很輕易地在這本書裡瞭解從90年代起每個重要的網路演變，Microsoft如何興起？Google如何引領風騷！
WWW如何普遍！這是東、西德柏林圍牆倒塌後，推動全球化的幾個主要力量，包括電腦視窗、網路、工作流軟體、
開放資源碼、外包、岸外生產、供應鏈、內包管理等等作專篇文章介紹。這個世界變平了，因為人們活用了資訊科
技，造就了世界變平，將來如果沒有別的因素將世界再切回，這個趨勢將繼續下去。

　　近來，國家發展計畫建設數位台灣的「兩兆雙星」目標，其中「兩兆」是指半導體與液晶顯示器產值超越一兆新台幣；「雙星」則指「生物科技」和「數位內容」兩項明星產業。
和我們高中學生比較貼近的應是「數位內容」這個項目，「數位內容」的範圍包括：數位遊戲、電腦動畫、數位學習、數位影音應用、行動內容、網路服務、內容軟體、數位出版典
藏，共8大領域。而所謂的數位學習（e-Learning）就是基於網路技術賦予可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達成傳授知識的功能，具有以學習者為導向的特質，可反覆地學習，而且是量身定製
的學習觀念。
　　「數位學習」必需創造有效的學習情境，讓學習者可以不斷地在環境中學習，亦可以降低老師的負擔，讓老師有更多的時間進行適性化教學，因材施教，以提高學生的學習成效。
「數位學習」最大的優點就是：教材或影音等內容可以重覆使用，師生可以分工合作，可以同步或非同步的互動。
　　基於教育的新趨勢，基隆高中圖書館地下一樓率先成立「數位學習中心」，第一階段先購置10部新電腦（目標40部）和電腦桌、椅，並架設網路連線，佈置數位學習的情境。除一
般下課時間外，特於每星期三中午開放學生學習，由數學科先做起，同學可以點選老師、點選不懂的章節做反覆的學習，直到全部了解為止。
　　最近在電視上常看到中華電信光纖的廣告，就是那中華電信董事長賀陳旦跟旅美棒球投手郭泓志的廣告，什麼「一球一球投，一球一球對決…」、「先拉到每個人家，再把每個人
拉到未來」、「歡迎光臨光世代」 之類的廣告詞。21世紀是知識經濟世代，掌握知識、發揮智慧，便是最大贏家。面對環境快速的轉變，如何掌握知識發展的脈動，充實個人知識，利
用網路環境幫助學習，有效的達成學習目標。希望每一位基中人把自己拉到未來，快樂地迎接光世代的來臨。
　　二十一世紀的世界是平的，你能想像，一根迴紋針可以換到一棟數百萬元的房子嗎？但它千真萬確由加拿大的年輕人凱爾‧麥當勞(KYLE  MACDONALD)辦到了！同學們利用寬頻
網路及創意行銷，凱爾能，你們也能。

中部辦公室副主任蒞校視導　（2007/03/02．校長室）

 
　　本日上午中部辦公室副主任黃新發先生蒞校視導，
關於學校工程(專科教室)發包、預算等相關事宜與總務主
任、學務主任等一級主管懇談，給予大力幫忙。巡視校園
一週，對於本校的學生與設施予以好評。

校長於導師會議提出「四不三要」運動
 　　　　　　　　　　　　　　（2007/03/23．校長室）      
　　今天的導師會議上，校長提及「基中四不三要」運
動，勉勵導師教導基中同學，做到「上課不睡覺、考試不
作弊、不隨地丟垃圾、不抽煙打架」(四不)，而積極做到
「有禮貌 隨手關燈 日行一善」(三要)，養成良好常規及生
活習慣，營造良好的學習環境。(註：書法作品是校長邀
請剛得基隆慈雲寺元宵節藝文活動書法組第1名的201班 陳
姝餘同學所書寫的）。
　　(參考：台大校友最近頻頻傳出道德爭議，為了重建
大學生的品德，台大校長李嗣涔率先從新學期開始，發起
「新四不運動」，所謂的「四不」，是要同學不作弊、不
抄襲作業、不亂停自行車，還有輕聲細語等)

校友返校贊助校慶活動　　　（2007/04/09 校長室）

　　高齡88歲的校友李良吉先生，今日回到母校，並且拜
訪校長，非常熱情地贊助校慶「守護基中」的活動，慷慨
捐助五萬元，關懷母校的精神令人感佩。李先生良吉目前
是恆信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及永豐商業銀行董事。校
慶當天將接受傑出校友的頒獎。

　　萬物在這片大地共生，彼此間也連起了許多無形的關聯，每日睜開眼，就開始牽引著

一條條細線，進而形成了一個關聯網。上學、上課、考試，升學，我與同學互相在一個學

習網；父母親工作，開會，上下班，那是一個生態網，每個生命體都有自己生存的目的，

層層串聯起地球網。

　　而最進步的網際網路，一個未知的虛擬世界，更是大大的顛覆了我們的生活，我們使

用網路來查詢各種資料，新聞時事，即時通訊，線上遊戲…..等等。

　　每日在線上的人數無法計數，這是網路的魅力，其知識資訊流動速度飛快

，但卻不是所有人在網上都有所目的，這群生活步調快速的人們，或許沒有確

定的目標要搜尋，流連在網上的目的，也只是希望能快樂滿足存檔，刪除心中

的迷惘。

　　迷惘什麼？如此方便迅速的資訊網，怎麼會帶來迷惘呢？盲目的上網，卻

不整理現實生活中的繁雜，這層層的網，也是層層的惘 。  

A  Special Day  　　　 301班 林庭安        英文科  江吟梓 老師指導

　One day Jenny was preparing dinner in the kitchen.She did´nt know that day was a 
special day, so she was still cooking and waiting for her husband Frank to come back like 
usuall.
　Suddenly, their dog Pluto was howling behind her, and Jenny turned about to see what 
on earth happened. She was shocked because a gorilla stood over there. She was so scared 
that she dropped dinner and Pluto ate it all. Overthen, Frank took off his mask and said      
“surprise!” then gave Jenny a bunch of flowers. In the end, both of them had a good 
memory of their wedding anniversary.
    Surprise wedding anniversary so special, it is really very difficult to forget the memories.   

　　自巫校長到任，非常重視圖書館的資訊資源，提供給全校師
生、支援教學、鼓勵學生學習，以順應教育的新趨勢。所以排除
萬難，率先在圖書館地下一樓成立「數位學習中心」，受限於經
費的拮据，第一階段先購置10部新電腦（目標40部）和電腦桌、
椅，並架設網路連線，佈置數位學習情境。除一般下課時間外，
特於每星期三中午開放學生學習，由數學科先做起，同學可以點
選老師、點選不懂的章節做反覆的學習，直到全部了解為止。

　　臺灣大學童敏惠老師
於3月27日（二）下午13：
00～15：00，蒞臨本校圖
書館演藝廳指導《數位學
習ＡＢＣ--資訊融入學科教
學》研習活動，教導我們

如何掌握知識，發揮智慧便是最大贏家。面對環
境快速的轉變，如何掌握知識發展的
脈動，充實個人知識，利用網路
環境幫助學習，有效的達成學
習目標。除本校同仁外，另有
臺北市南湖高中圖書館主任、
臺北縣瑞芳高工、基隆市安樂高
中老師等專程前來參加，大家深感收
穫良多。

與校長有約座談　　　　　　（2007/04/04．校長室）

　　4月4日中午校長與同學們在圖書館演藝廳有約，校長

聆聽同學們對學校的建議，並立即對學校的行政措施提出

具體的回答。大家敞開心扉暢談，氣氛融洽，彼此溝通和

諧，座談會在下午1點鐘結束。家長會林會長章義、學務

處范主任陽慶、圖書館陳主任依蔆、趙教官有丁，皆在現

場關懷。希望學校能提供同學更多學習與生活上的便利，

將來會再舉行類似的面對面的溝通座談。

數位學習

基隆市暖暖區教育會 假本校會議室召開會議 　　
　　　　　　　　　　　　　（2007/03/30．校長室）

　　基隆市暖暖區教育會 假本校會議室召開會議，理事

長周建榮老師、總幹事為曾靜瑜老師，今天順利進行提案

討論，並改選下屆理事與監事。理事當選名單：巫春貴校

長、唐吉祥主任、袁映雯老師、林祥裕老師、林知立老

師；監事名單：何志鵬老師、王士賢老師與范陽慶主任。

圖書館數位學習中心預定於4月20日成立　〈2007/04/12圖書館〉

數位學習（e-Learning）介紹優良的數學網站
網址：http://www.mathland.idv.tw/   

301班 謝孟潔        
國文科 陳依蔆 老師指導

　 　 國 立 基
隆 中 學 圖 書 館
首 次 舉 辦 的「借書
王」活動，高 三的許力允以
301冊榮膺借書王；前年他借書263冊，也是全校
借書最多的學生。
　　基隆中學圖書館有藏書五萬多冊，種類相當
多，開架式閱覽室每天都有不少師生使用，館內
的6部電腦，每天中午時間，學生上網找資料，
更是一位難求。
　　圖書館主任陳依蔆表示，以往學生借書並沒
有統計數量，前年起開始以電腦統計，去年想到
鼓勵更多學生利用圖書館資料，推出「借書王」
活動，一年下來，三年七班的許力允以301冊成
為借書王，二年十五班徐敬淳的234冊、二年
十一班賴宗男的113冊，分別獲得2、3名，前3名
各得到500元、300元及200元的圖書禮券。
　　登上借書王寶座的許力允說，從小就愛看
書，應該是受當老師的媽媽影響，小說、漫畫、
科學叢書都看，很多書看過後也會寫讀書心得，
有一次模擬考要寫對某本書的意見，正好看過，
還寫了心得，寫起來得心應手。
　　許力允前年在校內圖書館借書263冊，也是
借書最多的學生，他跟獲得2、3名的徐敬淳、賴
宗男都說，就是愛看書，得獎真的很意外。
　　　　　　　　【轉載自2007/01/20 聯合報】

圖書館3月份借書排行榜公
布，並頒發班級和個人前三
名獎狀，以資鼓勵。

* 個人組排行：
一年級　第一名 117 陳嘉祥
　　　　第二名 115 高桓毅
　　　　第三名 115 朱彥丞
二年級　第一名 207 謝承佑 
　　　　第二名 215 謝善植            
　　　　第三名 212 李耀華
三年級　第一名 307 許力允
　　　　第二名 303 魏淇奧            
　　　　第三名 305 李品寬

* 班級排行：
一年級　第一名 115　
　　　　第二名 114　
　　　　第三名 117
二年級　第一名 215　
　　　　第二名 207　
　　　　第三名 213
三年級　第一名 303　
　　　　第二名 307　
　　　　第三名 304

圖書館

96年3月

借書排行榜

2007/03/30
圖書館

　　你覺得學習數學很困難嗎？昌爸工作坊提供豐富的教學資源，將
複雜的數學課程融合多媒體的應用，並有數學題目及線上遊戲，讓學
生利用網路輕鬆有趣地互動學習。精采的數學設計與資訊內容和經常
的資料補充，相信你不會錯過吧！
　　李信昌老師專為中小學生設計的數學網站 ：提供數學故事、數
學遊戲、數學實驗、趣味數學、數學研究等。  
　　李信昌老師又稱「昌爸」，為中小學生犧牲奉獻，將數學課程融
於合聲、光、色、多媒體的設計中，提供了一個即時主動互動、輕
鬆、無壓力的學習環境。內容包括：數學故事、趣味數學、生活數
學、數學遊戲、數學實驗、數學題庫、數學講義、數學研究、消遣數
學、數學書籍、數學討論、疑難解析…等等。
　　身為E世代學生的教師得認真思考運用新科技融入教學，全方
位地激發 學 生 的 學
習動機， 協 助 他 們
擁有終身 不 斷 學 習
的能力。 網 際 網 路
可以在教 育 環 境 ，
發 揮 更 積 極 的 功
能 ， 它 能 突 破 時
間、空間 的 限 制 ，
提供學習 者 在 一 個
虛擬環境 中 共 同 討
論、交換 心 得 。 學
習地點不 限 定 在 教
室，教材也不限定是書包內的教科書，藉著網路教學，教師可以採取
不同途徑，不同步調的適性教學，可以隨時隨地上網探索知識，快樂
地學習成長。
　　昌爸希望學生在生活中發現數學之美，由數學中領略人生的智
慧。昌爸在網站內做單元的規劃，單元名稱依文章內容屬性歸類分屬
生活化、趣味化、應用化、實驗化等等，並依運用的數學概念細分為
代數，幾何，機率統計。500多萬人上網，非常驚人的記錄！可見多
少人想從中學習，重新認識數學。這個網站曾榮獲1999全國100優質
兒童網站，台北縣資訊教育系列主題網頁設計特優獎，經濟部技術處
主辦之2000網際金像獎榮獲最佳個人獎。
　　如果您喜歡數學，請上網進入寶山；如果您不喜歡數學，更
需要上網迎頭趕上。它，就位在基中首頁左側第3格：網路學習
（e-Learning），等著您來享受學習的樂趣！
　　　　　　　　　　　　　　　（資料提供：圖書館陳依蔆主任）

圖
書

館
舉辦「借書王」活

動

　　　　　　總務處：學校重大資訊

　　本校專科特別教室興建工程、建築工程暨植栽工
程兩項合併招標，辦理第二次公開招標於政府公共工
程採購資訊網站公告系統暨政府採購公報之中文公開
招標公告資料，依據政府採購法第27條規定辦理。



基中校訊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四月二十日 第 7 期                               第二版 基中校訊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四月二十日 第 7 期                               第三版

　　其實，我當初並沒打算參加「繁星計畫」，也並不想申
請。因為我沒抱太大的希望，不過卻錄取了。雖然有些弔詭，
不過成為台大生還算不錯了。有心栽花花不成，無心插柳柳成
蔭。同時也很高興的是班上有4位同學一起上榜了。
對我而言，我可能作夢都沒想到我有這個機會。一獲悉被錄
取，還真是不習慣，在我認為：並非在校內拿下全勝或屢次奪
魁的人就有辦法近水樓台先得月。畢竟學測甚至指考，分數會

說話，會說明你2年半來的一切。加上有如初一及十五月亮般的教改，年年在改。
　　有些同學在校內聲名大噪，成績拔尖，或許會考得不錯。但是對於那些前3名、前
5名、前10名的學生，還是有潛力、有機會的。上天是公平的，但在課業上是以實力掛
帥，我並非自吹自擂，只是就事論事，句句屬實。因為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強過我的
人不在少數呀！還是藉著圖書館主任：曾教過我國文的陳依蔆老師編輯第7期校訊的機會
與全體同學共勉之！

 

　　一得知上榜的好消息，心裡還不知何適何從呢!一方面是
第一次接觸這樣的升學機制，另一方面感受到受寵若驚的心
情，一切來得是如此突然！似乎讓人難以招架。最後，我欣然
接受了這份禮物，決定上這所我理想中的大學――台灣科技大
學。
　　可能有人會好奇為何能以普通的學測成績而考取所謂的明
星學校？我想這得要歸功於學校積極參與「繁星計畫」，尤其是圖書館率先在2006/12/14
公告了這則資訊。有了這樣的機制，再配合兩學年的努力，使我非常榮幸成為台灣最快
金榜題名！錄取為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的學生之一。可能大部分都要感謝機運吧!當然，
從高一開始，我並不知道會有此計畫，所以持之以恆的功夫，才是致勝的關鍵；對我而
言，每一個科目都是不能忽視的，尤其是身為自然組的同學，國文和英文的涉獵絕對是
必要的，它們不僅是培養人文素養的重要基礎，更是各個考科的一大補藥，否則閱讀能
力不佳如何答題？所以一定要多到圖書館增進閱讀能力。
　　至於大家最有興趣的讀書訣竅，我想就是先端正自己的心態，因為心不在焉就是讀
書一大禁忌，一個人讀再久的書卻無所用心，都將只是自欺欺人白費功夫，所以專心是
讀書最為重要的元素。老實說，我並沒有補習，但也不反對補習，至於補或不補？端視
本身的能力和心態了。因為書自己讀自己會，所以想要有好成績，唯有勤奮不懈才能
「書讀百遍，其意自現。」

　　同學們正忙著準備學測考試的來臨，忽然學校有一則訊息
傳到同學們的耳裏，今年教育部試辦一項新的教育政策「繁星
計畫」，剛開始我們一副茫然不知的樣子，僅知只是一種新的
入學招生管道而已，並沒有特別的去注意，後來經過學校的宣
導逐漸有概念，其旨為實現「照顧弱勢與區域平衡」之理念，
以及發掘全國各高中優秀學生就讀優質大學之機會。
　　很榮幸能參加今年度教育部首次試辦的「繁星計畫」入

學招生，更慶幸是我上榜了，提前成為準大學生，我參加了這次「繁星計畫」之入學招
生，個人認為教育部今年試辦之「繁星計畫」確實辦得非常美好，回顧這幾年的努力沒
有白費，覺得自己很幸運，終於提前鬆了一口氣。
　　希望學弟妹們即刻認真讀書，把握「繁星計畫」的機會，幸運是留給有準備的人
喔！

　　學測過後，分數差強人意，果然是在意料之中…這種成績
距離我心目中的科系，實在是天差地遠，真不知如何是好？
　　在考前，我就曾聽過「繁星計畫」的消息，不過並不了
解。看到不理想的成績只能想著：要如何衝刺拚指考？因為我
深怕一件事，那就是――重考，所以對於學校推甄或個人申請
的事全都心不在焉。導致一開始我填選志願時，只是抱著好玩

的心態去填的，反正，都不可能上，就不用太認真了，全力準備指考吧﹝這是一開始的
心態﹞！
　　不過，當老師跟我談及「繁星計畫」之事時，他毫不猶豫的對我說：「你不可能上
【國立中央大學 生命科學系】這個學校！」事實，我的條件可能在第一階段就被踢掉
了。所以老師推薦我選擇中山大學電機系，不過，因為一個學群只能選出一個人代表學
校推甄﹝意思是，我與蘇建旻衝突到了﹞。最後我選擇了中山大學電機系，讓小蘇不得
不放棄中山大學數學應用系，我真的真的非常的對不起他，嚴重到讓我有罪惡感，一度
不敢跟他說話，就算知道這心結是很難打開，可是「時間就是最好的良藥」，我相信時
間能把這件痛苦的事給淡化。
　　而我選擇讀中山大學，一是為了不讓小蘇「二度傷害」，二是想提早放鬆來為大學
做準備。我上了雖非人人夢寐以求，不過卻位居前幾名的中山電機，真為我的爸媽增添
了幾分光采，每次父母和友人見面，他們第一句話都是――恭喜！我爸媽聽了當然高
興，而我理所當然也很開心。
　　在此，十分感謝校長和師長們對我們的升學規劃得如此完善，從高一至高三，得之
於學校和師長們太多！讓基隆高中成為基隆地區上榜人數最多的學校，也因此擦亮了基
中的招牌！
　　希望我能在大學好好學習，使我的學業更上層樓，就如王之渙在〈登鸛鶴樓〉詩中
所寫的：「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為母校增光。

　　時光飛逝，高中生涯一轉眼就過去了！很慶幸這次能參與
「繁星計畫」，使我能在三月中旬就成為一位大學生了。    
　　高中生活是人人嚮往的，高一是高中生涯的黃金時期，
除了上課專心，預、複習的工夫一定要紮實。遇到課業上的
問題，絕不遲疑馬上請教老師或同學將之解決，秉持著「今日
事，今日畢」的求學態度才是上策。
　　在同學及老師的鼓勵下，高一下學期順利進入數理班，班上同學高手雲集，都是我
學習的榜樣。除了平日上課外，夜讀也是頗重要的，因為平日在家不太能夠自制，所以
我幾乎每晚都留校和班上同學一起夜讀，也因為這樣，我的高一、二生活過得還蠻充實
的……！一直到學測結束，除了平日運動外，教室、圖書館、補習班、自習教室都是我
第二個家。學測成績出來時，雖然比模擬考好，但還是不太理想！不過，平常的努力並
沒有白費，在校成績前2%剛好可以參與「繁星計畫」，因為自己認為不太適合考「指
考」，所以把握這個難得的機會，填了元智大學通訊工程學系。在3/15早上9:00就被通知
已經上榜了，當時的心情高興萬分，感覺這兩年多來的努力是沒有白費的。
　　唐朝韓愈曾曰:「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讀書確實是要下功夫的，即
使再累，咬緊牙根，一轉眼就過去了。能夠比別人早一步上大學，除了感謝同學平日協
助及老師的諄諄教誨外，也以身為基中人而驕傲。未來的路途還很長，回首高中這幾年
的心路歷程－懂得付出的人，得到的才是最多。畢竟「流淚播種者，必歡呼收割」，也
祝福同學們往理想校系大步邁進。

   
美辰：這三年，家人和同學的鼓勵是我最大的動力。也要謝謝校長、老師們用心的
　　　教導，才讓我有今日的成就。我想能拿下高分的原因是記得老師平時的叮
　　　嚀，自己不要太緊張。

子勛：這次的術科考試能考到全國最高分，都要感謝校長的支持和老師們的指導，
　　　再加上自己不怕苦、能耐勞的結果，才能為校爭取榮譽。能拿下高分的原因
　　　應是記取老師對你的教導，把老師所付出的心力呈現出來，就可以拿下高
　　　分。
    
仲威：有良師，有良友，有努力，有收穫。拿下高分的原因：努力是很重要的因
　　　素！

禮禎：這次能考到好成績，除了謝謝基隆高中有美術班讓我就讀外也要謝謝父母親
　　　的支持和呂汶錚老師在術科方面細心的教導，還有學科老師們的寬宏大量，
　　　常容忍我們上課時呼呼大睡……因為畫圖畫到天亮的結果。
　　　我的感想是「成功是一分的天資與九十九分的努力」，努力、謙虛的學習是
　　　一定要的啦！

"大學術科考試 基中嗄嗄叫"（2007/03/03．圖書館）

　　今年大學入學術科考試成績昨天公布，國立基隆高中音樂班學生江馥吟的木

管單簧管，以術科90分的成績拿下全國第1名。她說，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系

是她的第一志願，以後當老師，減輕家裡負擔。此外，基隆中學美術班學生在術

科考試也有突出表現，考生陳美辰、林仲威、葉禮禎及林子勛的素描成績都是96
分，全國共有137人在素描考到96分，基中就占了4人，相當難得。

　　音樂班學生江馥吟的木管項目單簧管術科90分，高居全國第一。江馥吟的父

親是修車工人，母親及姊姊在工廠擔任作業員，哥哥則是餐廳服務生，家境小

康。家中老么的江馥吟表示，小三開始學習木管單簧管，已用了10年的單簧管是

以3萬元買來的二手貨，；她知道家裡省吃儉用，支付她每月至少1萬元的學習支

出，所以格外用心，上學之外，每天練習3小時以上，假日更會練習6、7小時。江

馥吟將以單簧管的術科成績申請大學音樂系，師範大學是她第1志願。

　　美術班除了陳美辰等4人的素描術科表現亮眼，他們的第1志願都是國立台灣

藝術大學。全班29人中，有17人達到87分的頂標，老師呂汶錚說，今年可望敲出

「全壘打」，全班都上榜。

　　基隆中學教務主任唐吉祥上網查大學術科成績，他說，今年基中音樂班、美

術班及體育班學生在大學術科考試，表現都不錯。

　　　　　　　                      　　　【轉載自2007/03/03聯合報記者阮南輝報導】

* 男子組個人賽第1名：

　　　　317班黃鼎翔同學

* 女子組個人賽第1名：

　　　　317班楊沂璇同學 

*  團體組第3名：

　　　　國立基隆高中  

*恭喜黃鼎翔同學和楊沂璇同學

  獲得本年度運動績優甄審資格

　　多少人為爭逐一顆球而瘋狂？木質的地
板、皮質的籃球，閃爍的倒數計時器，高懸
的計分板，這樣的夢幻籃球賽，滿足了基中
人渴望運動的心靈，尤其在這春寒料峭的多
雨季節。新落成的體育館遮住了外面的風雨
或豔陽，首場班際籃球賽事精彩連連，與您
共同分享，更邀請您下次參賽。別忘了，享
受這份美好體驗之餘，記得感謝所有執法裁
判的公正，也感謝服務的同學，維護整個場
地的清潔！

（吉他社）　　　　　　　　　（糾察社）  　　　　　　　　（象棋社） 　　　　　　　　（圖書館社）　　　　　　　　（魔術社） 　　　　　　　　 （基青社）

　　為增進高三同學對於大學推薦及申請相關事宜的了解，於是訂於九十六年三月九日

（星期五）上午10:10～12：00於圖書館四樓演藝廳辦理「九十六年校友返校座談會」，

特邀請諸多大學基中校友返校座談，返校的校

友分享的內容主要是針對以下幾點作說明:
１、先自我介紹（目前的科系、學校、入學的

　　方式－指考或推薦申請）、自己的校系重

　　點介紹

２、分享大學推薦申請入學的準備過程（備審

　　資料）、注意事項

３、推薦申請第二階段如何準備（口面試）

４、如何準備指定考試、如何調適心情

５、回答在校生的提問

一、何謂「繁星計畫」？
　　為照顧偏鄉地區高中生升學，獲得五年五百億計畫經費的十二所明星大學推出「繁
星計畫」，共提出七六六個名額，明年供偏鄉高中各推薦一至三名學生，二月底到三月
初接受推薦報名。
　　被推薦學生要什麼資格？必須是高中、綜合高中（不含高職）應屆
畢業生；一定要參加九十六學年度大學學科能力測驗，沒有任一科
目零級分或缺考。被推薦學生不用繳費，只要等放榜就可以。
　　台大、交大、政大、陽明、長庚、中央、台灣科大、成
大、中興、中山、元智及清華大學等十二所獲得五年五百億計
畫經費的頂尖大學昨天共同宣布，以照顧偏鄉地區高中生升
學為目的的「繁星計畫」起跑。十二所大學又分為兩部分，
台大等十一校有共同招生簡章，清大有單獨招生簡章。「繁
星計畫」最早是清大的構想，相關作業比較快，其他學校在教
育部主導下跟進。
　　台大等十一校和清大招生差別在於招生時程不一樣，前者報
名在明年三月二日到七日間，以網路報名；清大報名時間是明年二月
廿七日至三月五日，一律通訊報名。
　　但十二所大學有共同原則，一、以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學測成績為標準；被
推薦學生以高一、高二各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的全校排名百分比比序，百分比小者優先
錄取。若前兩項比序相同者，各大學再訂比序條件，百分比小者優先錄取。
　　「繁星計畫」讓偏鄉高中學生有較大機會進入名校。譬如甲生在苗栗高中全校成績
排名前一％，乙生在台北市建國中學全校成績排名前2％，兩者均符合學測檢定標準，被
推薦至同一校系時，甲生優先錄取。

本校參加96年度繁星計畫5人錄取名校，為基隆區錄取人數最多的高中  （2007/03/15．教務處）

※專訪繁星勇將：（圖書館新聞小尖兵316班黎子睿、107班蔡丞彥　2007/04/09．報導）  

二、本校96學年度推薦作業程序：
　（一）將本計畫及試辦受理高中推薦入學（繁星計畫）之升學資訊公告至高三各班及
　　　　導師與本校電子公布欄（試辦受理高中推薦入學（繁星計畫）之升學資訊己公

　　　　告）。
　（二）由註冊組計算全校繁星計畫全校百分比成績（與推薦甄選百分

　比成績差別在於百分比計算至個位數），提供符合申請資格的同
學使用。
　（三）於學測成績放榜當日96年2月26日（一），開放學測成
績符合申請資格學生申請。
　（四）96年3月1日（四）上午起開始集體報名作業，並於
96年3月1日（四）中午12時30分召開本計畫校內審查會議，
評選各學系推薦保送同學。
三、推薦標準：

　　學測成績符合資格者為符合各科系規定的標準者，若各校
同一學群之科系有兩人以上申請時以校內百分比成績較佳者優先

推薦，若百分比相同時，參酌順序1.總平均（百分比成績單）2.學測
總級分3.性向及專長。

四、放榜結果：
　　　　　　周廷叡(左一)：錄取  國立臺灣大學  經濟學系
　　　　　　林政賢(左二)：錄取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不分系學士班
　　　　　　蘇建旻(中間)：錄取  國立中興大學  森林學系木材科學組
　　　　　　周宗錡(右二)：錄取  國立中山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黎子睿(右一)：錄取  元智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

捷報 -1

捷報 -2

　　今年大學入學術科考

試成績公布：木管單簧管

全國第1名：國立基隆高中

音樂班學生江馥吟，分數

皆為90分。素描全國第1

名：陳美辰、林仲威、葉

禮禎及林子勛分數皆為96

分。

本校音樂班、美術班
　大學學測術科考試榮獲5狀元
　　　　　　　　　　　　　　　　　　　  　（2007/03/03．教務處） 

圖書館新聞小尖兵（301班．廖婉柔）專訪報導：

301班 陳美辰 301班 林子勛 301班 林仲威 301班 葉禮禎

捷報 -3
本校參加2007年亞洲賽艇
    測功儀錦鏢賽獲男女組第1名

體育館籃球大賽（2007/04/04 學務處）

社團活動相片（2007/03/30  學務處）

　　本校學生實彈射擊，3月29日假外木山靶場舉行，計有全校2年級同學、600多名學生
參與；同學們說，親身體會25公尺實彈射擊的震撼與刺激，期待已久，上陣射擊後果然
與網路遊戲截然不同。
　　當安全軍官陳國祥教官試射3發子彈示警後，緊張刺激的射擊體驗正式展開，頭戴鋼
盔、身穿防彈 背心的學生一
聽到「射手就 位」口令，個
個屏氣凝神， 有的女生顯得
相當緊張，直 問 教 官 可 不
可以不射擊； 至 於 男 生 會
相互傳授「技 巧」，提醒同
學射擊注意槍 柄勿震擊到肩
骨等，可說是 兩性兩樣情。
　　當「開始 射擊」口令下
達後，槍聲四 起，子彈就陸
續擊發，有如 置 身 叢 林 戰
場；停止射擊後看靶時，誇張的是每人五發子彈射擊後，不少人掛零收場，令人發噱的
是，竟有靶紙出現5發以上，甚至有10發彈孔，以致高興歡呼及懊惱頓足。主任教官表
示，實彈射擊是一項有趣又富有挑戰性的活動，除了活潑軍訓教學內涵，學生可以從中
得到挑戰並建立自信心，重要的是建立全民國防的概念。

95學年度實彈射擊體驗活動

　　基隆高中合唱團成軍已久，早在80年代就有一群喜愛音樂的同好為合唱樂土默默

辛勤地耕耘。我們善用自己與生俱來的樂器―

「聲帶」唱出美好的旋律，使優美的聲音飄揚在

校園的各個角落。舉凡各種合唱比賽、合唱發表

會及音樂會等，我們都樂意並且主動參與，因

為，能和歌唱同好們相互切磋觀摩是促使自己進

步的原動力！

秉持著學長們對合唱熱忱的心，我們戰戰兢兢、

一步一腳印，希望使基中龤韻合唱團優美的歌聲

響徹天空，並傳出去讓更多人知道！

　　我們即將在4/19晚上7點30分於基隆文化中心舉辦「國立基隆高中80週年校慶音樂

會－龤韻‧花開了」，誠心誠意的邀請您與我們一起進入大聲歡唱的音樂世界！

　　索票地點：基隆高中警衛室、基隆女中警衛室、基隆市文化中心

基隆高中龤韻合唱團簡介     

網址：http://tw.club.yahoo.com/clubs/glee_club/

（2007/03/09．輔導室）

（2007/03/30 學務處生輔組）

　　自巫校長春貴到任後積極推動校園美觀和綠化工程，連續94、95二年利用植樹

最好時節，植栽杜鵑、茶花等數千棵及無名氏贈送本校數17棵櫻花及桃花、杏花等

等，煙花三月，增添多少美景！櫻花種類繁多，適合生長在北部寒冷多雨的地區，

感謝無名氏先生親自種植這些來

自陽明山的櫻花。除了發心推廣

櫻花文化外，也希望教職員工及

學生，能感受繁花盛開的心情，

愉快地傳道及受教。

美化校園
〈總務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