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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堵南之陵　＊暖江翠華
　　　　　＊翠崗春曉＊源遠鷹揚

　　近一世紀的屹立，基隆高中以樸實的學風，寫下永遠感恩、厚實、長青的可貴與

榮耀，在這「愛與智慧」大家庭裡，有傾心奉獻的師長，有勤學努力的學生。感恩這

累世的緣份，與無比的福氣，能在這裡與大家歡聚一堂，彼此張開雙臂溫馨歡迎，歡

迎基隆高中這個大家庭的每一個人，讓我們心手相繫，情意相挺，共創一個無可限量的未來，想到此，就真的是要讓人感恩感動了。 

　　我們要相信，一日為基中人，終身為基中人，基中的好事，我們沾光，基中的壞事，我們也將受到連累，我們就是一大片彼此相依相

存的茂密綠森林。大門進來，綠草地上的藝術雕塑―「和風」與「行雲」，展現祥和與高貴，為我們作證，那高與天齊的椰子樹，挺立在

翠榕、盤石、杜鵑與半畝方塘間，向著陽光迎著風雨，陪我們迎接艱難；不懼挑戰，追求進步與卓越，這是何等尊榮的翠崗家園。

　　基隆高中是個大家庭，進來的老師、學生，個個都是寶，我們將不輕易離棄任何一個夥伴，我們每天以自信的微笑與愛，關懷彼此，

在充滿樂觀進取中嚮往未來，築夢成真，我要大家聽到一種聲音，一種鼓舞，那就是「基中人！昂首闊步；追求卓越」，期待每位昂首闊

步基中人；都能追求卓越上巔峰。展現強烈的企圖心，努力超越自己，追求進步，要讓自己的今日比過去更強。

　　請記得戰勝自己，超越自己的路，是一條高貴的路。比別人強，並不特別高貴，比自己的過去更強，才是真正的「高貴」，一定要看

得起自己，對自己有信心，給自己機會，找出成就自己的方法。不要怨天尤人，只要努力，對人生說「yes」，你要相信：上天給我的已經

足夠，把上天給我的發揮出來就是了。如果懶惰是一種習慣，那就讓追求卓越變成一種習慣，就可以為自己寫下耀眼的歷史。

　　我願意在這邊許下心願：與大家同心生活，跟著大家培養學習實力；累積學習成果，直到綠樹成蔭；結子滿枝，各位成功的到來。

我們一起把心福願力，源源不絕地投入，以愛關照校園，讓希望進駐心靈，豁達開朗地擁抱人生，共塑「方塘一鑑開 ―― 天光雲影共徘

徊」，那祥和高貴的畫面，實踐「多元智慧 多元尊重 創新經營 和諧溫馨」的永續校園。    

　　此時此刻，你周圍的人都是基中人，你是基中人，我也是基中人，基隆高中就是我們的家，我們在基隆高中這個大家園，同心合作，

努力向前！永遠記得一個今天勝過兩個明天，及時努力才是真理，各位昂首闊步的基中人，這學校雖老，我們要他永遠前進，精神常新，

我們要說「Old But New」，讓我們一起厚實打造基隆高中的風華永續、百年長青，讓基隆高中更盛大更圓滿，祝福大家！  謝謝！       

 再創新局‧追求卓越   
   —感恩、厚實、長青的翠崗學園 築夢成真

第1 2期

願景一、「愛與智慧」，以人為本的全人教育 

願景二、教師為核心；學生為目的的學校本位 

願景三、多元尊重、建立和諧溫馨校園氣氛 

願景四、創新經營；促進效能卓越優質校園   

願景五、全面參與，改善品質永續校園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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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願景:

　　「機會永遠留給那些懂得把握、珍惜的人。」這句話始終藏在我的心中，當作我的座右

銘。在人生的旅程中，總是有無數的機會跟我們擦身而過，然而重點在於：我們是否都懂得

利用它、掌握它，不讓它從手中溜走，然後可以投資自己、掌握未來。

　　高一升高二的那個暑假，媽媽跟我提到出國遊學的事，其實我一開始還在猶豫：要不要

去？我反覆地想：這就是所謂的「機會」吧！如果不好好掌握它，不利用這難得的機會，我

以後還有時間、還有能力去拓展我的國際觀嗎？所以我克服了一個人到異鄉的恐懼，反正遇

到什麼困難見招拆招就是了！

　　一下了飛機，就看到寄宿家庭的父母熱情地向我招手，並且端出豐盛、美味的異國晚餐

招待我，讓我消除了不少隔閡與忐忑。接下來幾天，我學會用粗淺的英文和寄宿家庭的成員

溝通，還要自己搭公車到語言學校讀書，那裡有很多像我一樣的遊學生，但來自不同的國

家。在這裡，我交到了一群友善的西班牙人，親自體驗了西班牙人的熱情。那ㄧ個月的時間

我的英文突飛猛進、進步良多，而且也認識了各個不同國家、不同文化的人，見識到美國的

地廣物博、擴展了一個高中生的視野，也讓我對外文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極力把握僅有的機

會，往這方面鑽研。

　　現在，回想起來，遊學的經驗、異國的生活真的影響我許多。這個機會撼動了我的人

生，賜予我一個正確的方向，像一盞明燈引領我朝向前進。我想我掌握它了，機會使我築夢

踏實、機會使我目標堅定。

　　八月一日是基中的好日子，由家長會張會長 主持：歡送巫校長回家鄉服務；也迎接歐校長到來。

會議室從十點開始就擠滿了貴賓，有多位傑 出校友到校，督學先生、軍訓督導、來自基隆高

中職校長、主任，家長會、校友會成員等， 還有來自歐校長服務學校板橋高中的多位老師

及同仁也前來祝賀。

　　本校的行政同仁及老師們也都連袂出 席，參加這場盛會。中午的精緻餐點由家長會

承辦，給所有到場的來賓，一場溫馨豐富的餐 宴，中西式餐點網羅了基隆的美食與特色。特別

感謝巫校長率領各處室的辛勞與付出，我們的基 中越來越受到肯定，基中風華再現當在不遠。

　　輔導室本學期利用社團活動時間，辦理一系列認識大學輔導講座，邀請不同

類別的大學院校師長蒞校，進行學系介紹專題講座，講座內容主題包含有: 1、該

校校系之特色介紹(及學校整體特色與發展目標)2、提供相關參考資訊(如學校簡介

DM)

 3、學生唸完該大學後升學或就業方面的機會4、鼓勵同學努力向學。

　　10月1日（星期三）第五、六節邀請國立海洋大學辛敬業教授及國立宜蘭大學

鄭安教授蒞臨，兩位教授除了介紹學系之外，更詳盡的述說大學生涯規劃的重要

性，透過座談會可以讓高三同學更加瞭解各類型的大學院校，並及早確立目標志

向、發奮讀書，找到自己的未來的升學方向。

海洋大學教授介紹該校

 本校舉

辦消防

防災

演練 宜蘭大學教授介紹該校

校長   歐東華   97.10.10.

學 生 作 品

313班高德修

《高三學生認識大學輔導講座-第一場》
相片紀錄

　　歐東華校長是臺灣省澎湖縣人，健康、體貼、仁厚、積極、誠懇、明快、果斷皆是他的人格特質。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教育研究所碩士。曾任臺北縣立福營國中導師2年及註冊組長2年；臺北縣立

新莊國中導師5年兼生輔組副組長3年；省立板橋高中圖書館讀者服務組組長1年；省立板橋高中訓育組長4年；國

立板橋高中學務主任3年；國立板橋高中總務主任6年，教學與行政經驗非常豐富。

　　歐校長夫人亦服務於教育界，育有一女、一子，合成「好」字。家庭生活幸福、美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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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願就有力，加油！
已完工驗收--操場PU跑道

敬請期待即將完工--專科特別教室

【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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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學年度高一普通科新生招生與報到概況：
一、本校97學年度高一普通科新生共錄取606位(申請入學93位，登記分發513位)，已達

　　本校招生核定人數，錄取額滿。

　　㈠今年錄取新生中之高分群260分以上較去年增加1位，230分以上增加21位且均為

　　　基隆區國中畢業生。

　　㈡本日登記分發入學200分以上錄取人數較去年增加48%。

　　㈢97學年度高一普通科入學成績平均199.2分已大幅超過本校97學年度優質化預定

　　　目標195分，並接近98學年度預定目標200分。

　　㈣由於高分群人數逐漸增加且入學平均也超出預訂目標，這是全校師生共同努力

　　　的成果，正逐漸顯現本校兩年來獲得優質化高中專案補助之成效，也顯示基隆

　　　高中獲得社區人士的認同，已逐漸將有實力的同學留下來，讓基隆高中師生

　　　獲得極大的鼓舞。

二、本校經教育部遴選為高中優質化高中，設置普通科高一新生入學獎學金：基測原

　　始總分230分以上，排名前6名獎學金每名壹萬元，第18名以內者均有獎學金。

　　3.8月14日新生報到：
　　㈠本日新生(含登記分發、甄選入學、申請入學)報到率95%(錄取706位，報到667　
　　　位)
　　㈡基測成績240分以上高分群100%報到

　　㈢普通科社區生佔錄取生46%(報到567位，社區生258位)
　　㈣數理班符合報名資格71位，已有53位報名，報名率近8成
　　㈤登記參加新生暑期輔導已有238位，參加率近4成

　　校長偕學校同仁及家長會與校友會，在

校園中進行中元祭。同仁參與及家長會會

長、副會長等，踴躍參加。誠心祭拜祈願全

校平安，校務昌隆。 

校長至高三各班升學致詞

　　97學年度新生始業輔導在8/26、8/27二

日舉行。校長致詞：「歡迎大家加入基隆

高中的行列，成為這『愛與智慧』大家庭

的一份子。這份迎接各位，真誠的心，就

是讓基隆高中，這『愛與智慧』大家庭永

遠長春、清新、美麗的榮耀動力。高中是

大學的預備教育，你一定要上大學，要有

主動學習的態度、均衡安排社團與課業的

時間、培養人與人相處互動的能力、樂觀

進取，成為昂首闊步的基中人。」

　　本校賴欽琛、郭崇凱、陳維宏3位同學

在全國競賽中獲得優勝第4名，即將代表臺

灣到日本橫濱參加10月30日到11月3日舉辦

的WRO2008世界賽。（感謝何崇德老師指

導）

　　獲獎三人，都是本校升高二的學生。這

次「奧林匹克機器人競賽」的主題是環保悍

將(Recycle Keeper)，機器人創作的過程中，

會經歷無數次的失敗，所以三位學生都認為

參賽的最大挑戰，就是要有耐心與毅力，以

克服失敗和挫折。

　　指導老師何崇德老師說，機器人教學要

完成每一個精確動作，都是由電腦語言來控

制的，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可以運用各種

命令編寫程式，去控制機器人完成一項一項

的任務。因此在這個學習和操作實踐的過程

中，會有效地提高學生的邏輯思維和判斷能

力。　　　【2008/09/19．高中職社區化】

　　9月27日約60名來自基北區的高中生和

國中生，聚集在基隆高中的大操場分頭製作

固態火箭。下午三點半開始，看著火箭發射

升空，火花四射，大家驚呼連連；但也有失

敗的火箭，火苗不發或是四處亂竄，讓現場

氣氛熱鬧有趣。

　　這次活動是由基中邀請成功大學航太系

景鴻鑫教授前來舉辦實驗火箭設計與製作研

習營，景教授率領一支教學團隊，蒞校推廣

自然科學教育。很多學員表示：「小火箭的

原理並不困難，但就怕細節上會出差錯。」

火箭順利升空的對伍，降落傘順利張開，獲

得了大家的掌聲。

新生招生

　 與

　 報到概況 

校長與礦工醫院院長相見歡 

 　　圖書館於10月8日開始辦理圖書館利用

教育，由陳主任和林小姐帶領高一新生101

班和102班認識圖書館環境及各項軟硬體設

備，並於本館數位學習中心由柯組長操作

示範如何使用線上館藏查詢服務、喜閱書

坊及網路學習資源。

　　感謝101班呂瑞萍老師、102班吳惠琴

老師兩位導師全程陪同參與，下一梯次辦

理時間為10月29日，參加班級為103班、

104班。 

　　校長一一到高三各教室跟大家講話，校

長告訴同學：「我對大家充滿希望，有一句

話說：『我能數出一顆蘋果有多少顆種子，

但我數不出一顆種子能結多少顆蘋果？』我

面對每一個基中的同學，就像面對每一顆種

子，我深信每一顆種子都將結出無法計算的

蘋果，只要你努力地追求進步，投入現在，

展現習慣性追求卓越的競爭力，我相信大紅

蘋果櫐櫐滿枝的美麗畫面，將會呈現在各位

眼前。

　　校長九月十日上午前往礦工醫院拜訪洪

啟宗院長。洪院長及廖副院長和校長談社區

經營的理念與作法，期待本校與礦工醫院能

夠互助合作，舉辦活動或是回饋鄉里，結合

雙方的資源，共創雙贏的局面。

　　洪院長很喜歡藝術，他鼓勵同學們把作

品post在Flickr網站，不論是畫作或是攝影

作品都可以，有許多國際友人可以看到，可

以分享。他的攝影作品歡迎上網頁瀏覽！

http://www.flickr.com/groups/445230@N20/

2 0 0 8慶讚中元 
【2008/08/20．校長室】 

【2008/09/05．教務處】

小　火　箭 

【2008/09/28．校長室】 

2008奧林匹克機器人競賽
得獎人員與校長合影  

音樂班捷報 
【2008/09/08．教務處】

第三屆全市高中學生數學創思耐力競賽

榮獲第三名 
【2008/09/17．教務處試務組】 

97學年度新生始業輔導！ 
【2008/08/28．學務處】 

教 師 節 敬 師 活 動 ！  
【2008/09/30．學務處】

97學年度第一次
導 師 會 議 暨 註 冊 會 議

【2008/09/01．學務處】 

97學年度高一新生圖書館利用教育
【2008/10/09．圖書館】 

寫 　 字 　 組　第一名 215班 林于安 　

　　　　　　　指導老師：李育賢老師

作 　 文 　 組　第二名 313班 陳立穎 　

　　　　　　　指導老師：陳依蔆主任

國 語 演 說 組　第四名 317班 林奕宣

　　　　　　　指導老師：傅靜嬅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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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班洪秉煜、陳怡敏、鄭思筠(曾

獲全國音樂比賽女高音第一名)、王若

琪等四位同學於今年3月參加澳洲國家

大學音樂系術科考試，今獲知四位全數

獲澳洲國家大學音樂系(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的入學許可。其中

洪秉煜亦參加澳洲昆士蘭音樂學院(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考試，亦獲入

學許可，於今年九月份至澳洲繼續音樂

的學習。

一、第三屆全市高中數學創思耐力競賽

　　本校榮獲第三名

二、榮獲第十屆TRML高中數學競賽，

　　成績優異

　　得獎者：張煒翔、吳仲凱、林檢、

　　　　　　李懿哲　

　　恭喜以上獲獎同學！

　　本校在教師節隆重舉辦敬師活動。校

長在朝會致詞：「孔子說：『吾十有五而

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孔

子發憤讀書，立下豐厚的學識基礎，建立

儒家思想的精神。同學們現在和孔子志學

的年紀差不多，在基中有傾心奉獻的師

長，準備提攜你追求卓越，這裡每位老師

的照顧與每一句的鼓勵，都是你努力的動

力，老師們都是基中最重要的寶藏。」當

天由校長親自帶領班、畢聯會學生一一獻

上玫瑰花給老師，並到各辦公室致贈小禮

物。中午，在活動中心聆聽合唱團的美

聲、品嚐美食，洋溢溫馨與感動。

　　新學期，新希望，學務處第一次導師

會議於9月1日舉行。校長希望各班導師能

夠重視閱讀、推動閱讀，培養基中學生喜

歡閱讀的書香氣氛。並加強學生生活教

育，養成良好習慣，培養多元智慧、自治

自律、動靜得宜的基中青年。

～感謝校長在同學參加基隆市語文競賽出發前的叮嚀與勉勵～

「豐富生命的成長　促進校譽的建立」

閩南語朗讀組　第五名 317班 張絮評 　

　　　　　　　指導老師：張秋鸞老師

國 語 朗 讀 組　第六名 216班 林政欣 　

　　　　　　　指導老師：許愛蓮老師

恭禧以上五位同學為校爭光　

　　也感謝各位指導老師無私的奉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