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6年度圖書館委

員會會議 9 / 7在本館

由 校 長 主 持 召 開 ，

會中委員發言踴躍，

提供許多寶貴意見，

陳主任及柯組長並在

會中報告本館工作方

針，期待圖書館做的

更好，成為全校的資

源中心，數位學習中

心，更是今後努力的重點，希望同學能夠善用新闢的喜閱書坊，多

看好書，測驗自己的閱讀能力，培養看書的興趣，提昇文學素養。

﹝2007/09/07．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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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堵南之陵　＊暖江翠華

　　　　　＊翠崗春曉＊源遠鷹揚

　　首先歡迎高一新生加入基中家族，進到這個大家庭就如兄弟姐妹，彼此在進德修業上，相互砥礪，以期成為品學兼優的好學生。新學

期要有新希望，日前媒體炒做18分就可以上大學，凸顯整個台灣的教育體制，無形中強迫沒能力、或是不想念書的人進大學，大學生畢業

後仍要面對就業的挫折感。在這情況之下，各位同學不要受到誤導，以為在高中敷衍混過三年就有大學可讀，這種心態不對！我們在此環

境下，從高一到高三都要深思，如何達到各科知能的能力水準，進入理想的大學？時時刻刻認真地規畫屬於自己的未來。

　　本校高三應屆畢業同學升學情況很好，但是無法順利取得畢業證書也有30多人；另外一升二、二升三的同學必須重讀的亦不在少數，

顯見本校的教育品質是經過嚴格把關的，老師都非常負責盡職。在各位的求學過程中，校長給各位一些建議：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簡稱UNESCO曾提到21世紀應具有的四個學習方向。

　　1. Learning to Do  透過課程，學習如何做事，把知識能運用在生活中。隨時改進，能夠身體力行。

　　2. Learning to Know  怎樣能夠學到更多資訊，培養關鍵的能力，比如語文能力、資訊能力與閱讀能力等。

　　3. 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 學習與別人相處，倘若碰到有所衝突或紛爭時，能夠怎樣化解。與同性或是與異性的和諧相處，都是我們

　　　教育學習重要的課題。

　　4. Learning to Be 最後還是要回歸到自我！如何生活？如何自處？如何做真正的自己？認識自己(Know Youself)！怎樣去開展自己的生

　　　命？自己的興趣何在？擅長的能力為何？了解之後再投入時間與精神培養，這些是每個人重要的使命，自我實現、發展自己的生命

　　　的重要歷程。

　　大家在基中進德修業，若能時時以這四個向度來檢視自己的學習成就，那麼各位畢業後將不虛此行、滿載而歸。

　　  青澀芷蘭獎助學金代表蒞校，趙蔚

慈先生、王國儒先生、李季珍小姐一行三

員。晤談本校多位家境清寒品學兼優的同

學，校長特別致贈感謝狀，感謝他們嘉惠

本校學子。

　　教務處唐主任9/4拜訪國立海洋大學研發處主任

李選士教授，李主任並邀約主持教育部科普教育活

動的兩位教授，黃智賢、周祥順教授與會。為本校

年度高中職社區化科學能力素養活動規劃，冀結合

社區優質大學資源，同時為本校入選優質化學校進

修研習擬訂計畫，希望本校師生能在海大學有專長

的教授群引導下，日進有功，長期奠定深厚的學養

基礎。  

　　又是一年一度的教師節，家長會張

耿輝會長暨全體委員感謝各位老師及同

仁們的辛勞！致贈每位學校同仁，冰熱

兩用運動水壺一個。誠摯感謝！

(照片說明：畢業生陳保廷現就讀師範

大學送來盆花，祝大家教師節快樂。)   
【2007/09/05．教務處】 

結合社區優質大學資源-國立海洋大學 校長致贈感謝狀 

【2007/09/26．校長室】 

【2007/08/31．校長室】 

家長會祝大家教師節快樂

【開學典禮談話 96.8.30】 

96年度圖書館委員會會議9/7在本館召開 

　　本校自10月19日（星期五）早自習時間起開

始實施『晨讀』。

　　創辦『晨讀』的本義就是培養同學們閱讀優

良課外讀物的習慣，同學可以選擇自己最喜歡的古今中外的小說、

散文、新詩等等作品來閱讀，跳脫每天只有考試、考試、看課本、

看參考書…的窠臼，舒展自己的身心，拓展自己的視野，擴展自己

的思維…培養快樂的閱讀習慣。

　　其實，這個世界不只有是教科書的世界，也不是只有考試的世

界，如果有一本書、一個故事、一段文字、一句話，曾經感動了我

們，甚至影響了我，它就有價值了！

　　學校不會採取懲罰的手段，否則就失去了快樂晨讀的意義了！ 

附：國立基隆高中自由晨讀實施要點：

一、目的：利用師生自由閱讀時間，藉由團體的互動，強化學生的

　　　　　理解力、集中力、意志力、包容力、感性力，共同經營

　　　　　真心喜愛閱讀的校園文化。

二、時間：本學期每星期五早自習實施（96.10.19.~97.01.11）。

三、對象：本校高一、高二同學。

四、地點：高一、高二各班教室。

五、流程：

　　（一）由各班導師或圖書股長規劃晨間自由

　　　　　閱讀（或班級圖書會）的各項主題。

　　（二）每位同學可以自行攜帶相關書籍，或

　　　　　向圖書館借閱，但要提醒同學不能看

　　　　　漫畫、教科書、雜誌、寫真集、報

　　　　　紙、參考書等，由導師或圖書股長帶

　　　　　領晨間自由閱讀或讀書會之討論進

　　　　　行。

　　（三）由圖書股長執行＜晨讀紀錄＞。

　　（四）同學或老師之間可以彼此交換看過的

　　　　　書籍。

六、獎勵：每月頒發獎狀給予＜晨讀紀錄＞最優

　　　　　的班級，每學年得獎累計前三名的班

　　　　　級導師及圖書股長給予敘獎，以資鼓

　　　　　勵。

七、本要點經行政會報通過後實施。

　　本校圖書館新建置「喜閱書坊」線上閱讀測驗系統，是為培養

真正的閱讀習慣，增加閱讀層面的深度，養成主動的學習，厚實自

己的知識能力。

一、為公平起見，目前只開放使用校內電腦（圖書館、電腦教室、

　　數位學習中心等）連線測驗，系統操作步驟說明請參考附加檔

　　案。

二、題庫資料大都由本校各科教師建置，另一部分是與館際合作的

　　木柵高工、北一女中、師大附中、中壢高中等友校交換而來，

　　閱讀書目放置於本校首頁與圖書館網頁上，每一本書的開始即

　　先感謝製作題庫的教師感謝他們為莘莘學子的奉獻。目前測驗

　　書目題庫陸續新增中，歡迎同學們踴躍上線挑戰！

　　國立基隆中學圖書館的借書王

活動，最近改版為「喜閱書坊」，

學生看完借的書要上網做線上測

驗，推出才兩周已有3名學生完成8
本書的測驗，暫時並列第一。 基中

圖書館為鼓勵學生閱讀課外書籍，

去年舉辦借書王活動，1年下來看誰

借書最多，前幾名的學生都可獲得圖書禮券。圖書館主任陳依蔆表

示，學生借書相當踴躍，不過，為避免學生光是借書，沒有全部看

完就還書，因此決定改版。 圖書館不久前購買1
套線上閱讀測驗軟體，學生看完借的書後，要到

圖書館上網參加「悅閱欲試」線上測驗，10條題

目答中6題者就算過關，線上測驗的題庫全由老

師「認養」，目前已有24本書的題庫，每本書有

40到100題跟該書相關的選擇題，每次出題都由

電腦隨機採樣，學生每本書只能作答兩次。 本月

初推出迄今已有將近百人參加線上測驗，其中一

年七班的鄭凱豪、以及一年八班的翁煌德、黃偉

倫3人，同時通過8本書的測驗。 3人表示，從小

就愛看書，經常上圖書館，因為不知其他同學的

閱讀情形，所以不會將答案告訴別人。 
　　陳依蔆說，學生線上做測驗外，也能發表讀

書心得跟同學分享，校方每月將依據電腦資料，

選出「借書王」頒獎，並公布人氣圖書排名供大

家參考。 

校長主持與介紹

現場與會人員

九十七學年度基隆區社區化個案研討會相片實紀 

※ 地點：群英樓二樓會議室　　※ 日期：96年9月21日
※ 演講者： 張　小　芬 教授 (海洋大學教研所)

演講者—張小芬教授

現場與會老師給予回饋

【2007-10-16/聯合報/阮南輝報導/基隆要聞】：
（翁煌德、鄭凱豪、黃偉倫於圖書館前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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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九月十九日下午第七節與第八節舉辦

之『數學、資訊及自然學科能力競賽校內複

選考試』在群英樓二樓會議室舉辦，藉由此

次考試將篩選出每科各四位同學進入第二階

段培訓，並於十一月初代表本校參加分區預

賽，讓我們為這些同學加加油，祝他們能順

利過關斬將，為自我及校方爭取最大的榮

耀。

                     【2007/09/19．教務處設備組】

　　本校8月15日下午舉行基隆區高中職社

區化研習活動—"96年八月份科學能力素養

研習活動"，邀請台北市麗山高中吳明德老

師主講"物理中小學科展製作"及"閱讀超連

結"兩大主題：吳老師目前正在臺大攻讀博

士學位，每年均有精深的研究發表，曾經

獲得教育部研究優等獎等多項殊榮，該講

座吸引暖暖高中、聖心高中、雙溪高中、

基隆女中等師生40餘位參加，並雙向交

流，活潑至4:30圓滿結束。

　　　　　　　　【2007/8/17．教務處】

　　由教務處主辦的新
進教師研習會，於八月
二十七日假會議室舉行，
在開幕中校長致詞歡迎新
進同仁，早上的研習由各
處室主任介紹相關業務；
下午的內容為教學卓越老
師、導師來傳授心得，期
許新人共同為基中百年長
青努力。 
【2007/08/27．校長室】 

9 6學年度高一新生報到 

　 　 雖 然 遲 了
點，還是要為99
級的新生記錄下
你們最青澀的時
光。 

【2007/09/12．
學務處訓育組】 

迎 新 花 絮- 99級

96學年度高一新
生於8月16日上午
統一報到，報到
情況踴躍。  

【2007/08/16．
教務處註冊組】

高一新生始業輔導

社團招兵買馬海報林立

【2007/09/12．人事室】 

校長歡迎新進教師  

9 6年第4季慶生餐會  【2007/10/04．人事室】 

　　本校羽球隊在"96年全國青少年羽球錦
標賽"獲得成績如下：
團體第三名：318李銘輝、周天成、吳霽
軒、陳雨生、黃繹廷、李奕漢、117林育
德、張凱量、楊智勛、115簡劭樺

* 個人單打第一名：周天成
* 個人單打第六名：吳霽軒
* 指導教練：楊燕萍、鄭飛龍、鍾炙育、
　　　　　　　　顏宏達、鄭永成 
　　　　　【2007/10/09．學務處體育組】

基隆市一獅盃英文演講比賽
本校榮獲第三名及佳作 

                     【2007/10/02．教務處教學組】

牛頓馬戲團(II)
96年9月份科學能力素養研習活動 

　　本校利用連續假期9月22日上午，舉行

基隆區高中職社區化研習活動—"96年9月份

科學能力素養研習活動—"牛頓馬戲團(II)，
邀請國立海洋大學主持教育部科普教育活

動的周祥順教授，主講"物理—牛頓馬戲團

"主題：周祥順教授係國立海洋大學年度教

學卓越教師，每年均有精深的研究發表，

每年獲邀主持教育部科普教育活動、科學

夏令營等多項殊榮，該講座吸引基北區合

作高中中山高中、安樂高中、基隆女中等

師生140餘位參加，盛況空前，周祥順教授

將物理的理論化成生動的魔術，吸引所有

師生目光，獲益良多，活動至12:00圓滿結

束。(圖為校長主持開幕) 
                                 【2007/09/25．教務處】

 　　張泰西主任教官已於9月1日榮退，本

校主任教官由樓悅如中校接任。感謝張主

教為學校的付出，9月3日朝會除了由校長

親自主持佈達外，班聯會主席更獻花表達

全體同學對張主教最深的謝意。

　　　　　　　　【2007/09/03．學務處】 

       96學年度國立基隆高中辦理學生運動社

團活動－水上救生趣味競賽，藉由水上安

全活動競賽，培養學生正確的水上安全觀

念及急救技巧。       

                                 【2007/08/17．學務處】

　　十月十六日下

午一點半，中辦一

行七位督導官蒞校

進行交通安全評

鑑。校長致詞表示

歡迎，後來由林教

官做簡報，並同時

參閱書面資料，對

本校交通安全教育

及執行給予高度肯定。感謝學務處同仁們的辛勞。 

                                                                    【2007/10/16．校長室】

　　公共藝術會議

假本校校史室召

開，由校長親自主

持，吳德明主任與

本校家長會張耿輝

會長與李育賢老

師、專家學者共同

與會。

【2007/10/12．校

 校長主持公共藝術設置會議  

中部辦公室交通安全評鑑小組來訪

數學﹑資訊及自然學科
能 力 競 賽 校 內 複 選 考 試 

高一組：

　　第一名116  第二名 112  第三名 109
高二組：

　　第一名217 第二名 214  第三名 201  207
高三組：

　　第一名317 第二名 310  第三名 301  311
和大家分享這些班級精采的作品！

             【2007/10/04．學務處訓育組】 

96年八月份科學能力素養研習活動

主任教官 迎新送舊

教室佈置比賽成績出爐

賀
！本校羽球隊在"96年全國

青少年羽球錦標賽"獲得佳績  

水上救生趣味競賽 

　▼專科特別教室已進行地基開挖，鋪鋼
筋的工程，預計明(97)年底完工。

總務處訊息二則  

　　本校新建停車場經由建築師精心規劃
設計，業已完成，綠化工程也即將進行，
總務處希望提供一處標準而美好的空間，
讓老師和貴賓們的愛車有休憩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