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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堵南之陵　＊暖江翠華
　　　　　＊翠崗春曉＊源遠鷹揚

　　在這感恩惜福的12月，在這暖暖寒冬的豔陽下，我願看到大家因學

習而豐富了人生，高興地看到你，在翻閱著每一本書的時候，為自己的

學習生活，編織夢想。夢想著因努力獲取知識；接受陶冶，而更接近成

功。對失敗者而言，冬天是淒冷的季節，是單調，是什麼都不必想，適

合冬眠的季節。對成功者而言，冬天的空氣充滿了期待，是在熊熊爐火

中勾勒夢想的季節，是邁向美好未來的起動點。

　　我們需要把自己的生命當作是一塊肥沃的田地，我們的責任就是照顧好這塊田地，讓它時常豐盈；我們的目標就是像個農夫，追求這

塊田地的最高農穫量。就在今年冬天，學習著成為你生命中的農夫，將自己的天賦發揮出來，驅逐淒冷，熱力四射，讓你身旁的世界明亮

起來！以感恩惜福的心，珍惜上天給你的恩典，把上天給我的條件發揮出來，在這寒冬的豔陽天，爭取成功的機會。

　　在這感恩惜福的12月，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趕快充實栽培自己，珍惜你已經擁有的資源，以旺盛的生命力，展現積極的學習力與無

窮無盡的創造力。一個成功的人不只及時「栽培自己」，更需要有「真實」與「自主」的特質，真實的人，他了解自己能力的限制，但他

不畏懼，仍然對未來充滿希望。他擁有自主性，願意負起自己生命的責任，對生命有一股熱望，他享受著工作、人際和自然的一切。

　　「真實」與「自主」帶領我們走自己的路，碰到挫折，不怕困難；不怕出醜，每一天都要為自己加分。人生最重要的事，就是要有勇

氣向前行。真正的勇者，不靠一張嘴行動，他會親身投入人生的戰場，縱然會遇到挫折，他也會盡最大的努力去爭取，他知道勇敢嘗試，

而後失敗；勝過畏首畏尾，原地踏步。因為在昂首闊步的人生戰場，承受打擊的能力越強，學到的經驗越多，累積的成功本錢也越多。

　　我們要說：成功的人從來就不是那 ―― 未曾被擊倒過的人，而是 ―― 被擊倒後，還能夠站起來，積極往成功之路邁進的人。期許基

隆高中的每個人，都能展現正面的情緒與士氣，昂首闊步走在這暖暖寒冬裡，把信心投入到這個大家庭。信心讓我們碰觸每一次的機會，

信心讓人產生神奇的力量。我們要說：無論昨日的背景如何，在我們的時代裡，一切美好的潛意識都有成為事實的可能。

　　人生可以很盛大，也可以很蕭條，就看你如何面對。上蒼給了我們同等成功的條件，無論如何，我們都得擁有夢想，充實自己，全力

以赴。希望大家能學有所成，一輩子肩上掛著「基隆高中」校名的金字招牌，昂首闊步行走四方，實踐理想，這將會是一件讓你我感到無

比驕傲與欣慰的事情。偷懶，總有藉口；上進，沒有理由。就在這暖暖寒冬的豔陽下，我們就要用盛大的心情來面對，展現你的勇氣，去

行動就是了，祝福大家，謝謝！

暖暖寒冬 昂首闊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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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學年度運動會於10月31日在學校大操場舉行，校長首

先致詞：「我好高興！能與各位分享大家連日來準備的成

果，剛剛的勁歌熱舞，我看到基中開朗的活力；糾察隊的會旗入場，我看到基中一種厚實嚴謹的精神。

　　今天我們要高喊：『我要運動了！』要理直氣壯的告訴自己：『今天我就是要運動！』、『我要跳！我要跑！我要拔河！』。

　　恭喜你，今天你的挑戰、你的希望已經來了，別忘了『昂

首闊步 基中人；追求卓越 上巔峰』，藉由今天97年的全校運

動會，請大家抬頭看科學館的牆壁，上面寫著：『昂首闊步 基

隆高中；卓越巔峰 非我莫屬』對！就是這句，好好地把握今

天，讓今天有收穫，人生可以很盛大，也可以很蕭條，就看你

如何面對。今天，我們就要用盛大的心情來面對，展現你的勇

氣，去行動就是了。比賽有贏有輸，今天你也許走起來不夠平

穩順當，走得辛苦，這時，你可以安慰自己努力還不夠，學

習調整腳步。畢竟春樹開花；秋華結實，都需要時間的投入，基隆高中將因為你的不斷成長，使校園更有活力，基隆高中的氣勢更提

升、更盛大。希望大家好好加油！加油！」

　　家長會長張耿輝先生也到場祝福每位師生，身強體壯，基中校務蒸蒸日上，氣象一新。

　　97年12月9日下午，來自於基隆區50多

所學校的輔導教師齊聚基隆高中，共同回顧

本年度的工作內容，並就四校提出的個案進

行討論。主辦單位為教育部中部辦公室，承

辦單位為本校輔導室。

　　本次個案研討會的主題為「自閉症」與

「過動症」，在精神科醫師劉良湧與心理師

陳彭嫈的指導下，使教師們對於案主們的輔

導、轉介和處理能有更正確的方向與方法。

由提案人提出個案，與醫師、心理師、輔導

教師們討論。

歐校長致詞勉勵：希望大家能以正向眼光看

待自己與學生，並持續將熱情投入輔導工作

中。

　　「江山代有才人出」本校11月份「喜閱

書坊」線上閱讀測驗竄出了一匹大黑馬：

107班的陳俊誠同學獨領風騷，以挑戰18本
的成功記錄成為『讀書王』排行榜的榜首!
「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

歡迎每個人都來接受挑戰！

公告全校個人排行： 
第一名：107班 陳俊誠 挑戰成功18本   
　　　　致贈圖書禮券300元
第二名：208班 鄭凱豪 挑戰成功6本    
　　　　致贈圖書禮券200元
第三名：207班 張皓偉 挑戰成功5本    
　　　　致贈圖書禮券100元
(感謝前人事主任陳行之先生捐助個人排行

前三名圖書禮券) 

　　本校e學院網址：h t tp : / / e l ea rn ing .

klsh.kl.edu.tw，教師帳號為「email信箱

klshxxx」，學生帳號為「學號」，密碼均

為份證字號」（開頭字母大寫），歡迎師

生多加利用！

　　e 學院－數位學習歷程資料庫，提供學

校建立學習歷程資料整合之平台。透過網

際網路使用e學院這個平台，課後可以隨時

查核與複習，上課前、上課中與下課後皆

可充分利用，並可趨向未來的潮流與e化教

學互相結合。

基隆區心理衛生諮詢服務中心
工作檢討會暨個案研討會

【輔導室】 

　　11月5日本校對面的八堵國小由顏安秀

主任帶領5、6年級全體同學至本校圖書館參

訪，小朋友從１樓參觀到４樓的演藝廳，美

術班的畫作令他們驚豔！以及地下室的「數

位學習中心」令他們躍躍欲試。他們仔細地

聆聽陳依蔆主任和林秋蓮阿姨介紹圖書館的

自動化系統、中國圖書分類法、電腦檢索、

線上預借或推薦書籍、網路學習……等等，

對於基隆高中的大哥哥大姊姊們擁有這樣充

實、亮麗的圖書館都感到十分羨慕！紛紛

說：「我以後也要來讀基隆高中！」

　　非常感謝顏主任和二位老師帶來這麼多

可愛的小朋友，粉嫩的臉龐、晶亮的眼睛象

徵希望與聰明，我們幫這些貴賓拍了一些照

片與大家分享！(感謝曾敬翔老師攝影) 

對面鄰居─八堵國小師生
參訪本校圖書館

【圖書館】 

The Internet  (313班週記英文寫作)

    Nowadays,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are connecting with one another through 
the Internet. Many people take advantage of the Internet to conduct a variety of 
activities. For example, people purchase goods on the Internet, instead of spending 
a lot of time going out shopping. Besides, people can make friends with one another 
around the world through the Net or the chatting room, which helps break the 
country boundaries and leads to the formation of a real global village. The Internet 
has brought us to a new generation and made our lives more convenient.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connecting to the World Wide Web is difficult if not 
impossible. Because many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re too poor to afford the facilities 
of the Internet, they cannot connect with other countries. To solve this problem the 
government in these countries should take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economy and 
construct their countries so that people there have access to the World Wide Web. 
With aggressive actions, the Internet will be more popular all over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will become a real community that includes everyone.  
                            

                                                　　　　　　　　　　　　　　　　 
313班 蕭君達

　　本校於11/19、11/20兩天辦理基隆區社

區化特色專案「數位教材製作－串流大師」

資訊研習活動，邀請台北縣昌福國小資訊組

長呂聰賢老師擔任講師，課程內容為「串流

大師StreamAuthor」軟體介紹與數位教材製

作實作，感謝本校同仁及友校基隆女中、基

隆海事、基隆商工、瑞芳高工、中山高中、

安樂高中、光隆家商等皆有主任和組長前來

參加。 

本校辦理基隆區特色專案「數
位教材製作－串流大師」研習 

【圖書館資訊媒體組】 

本 校 數 位 學 習 歷 程 平 台
「ｅ學院」開放使用

圖書館11月「喜閱書坊」
線上閱讀測驗『讀書王』排行榜  

　　歡迎家長們參閱家長會章程及會議內

容。網址可由本校網頁左下角，校內單位

進入。http://www.klsh.kl.edu.tw/pta/

　　另有留言版可以寫下意見！h t t p : / /

k1.hacc.cc/?A=klshpta 

本 校 家 長 會 網 頁 啟 用



　　本校美術班榮獲漫畫與水墨兩項全國總決賽

第一名；另一項是漫畫，全國第二。

　　感謝呂汶錚、李育賢二位指導老師，今年成

績特別優異：

　漫畫類第一名：郭季倫「我家是照騙？」

　　　　第二名：曾逸婷「活到老、學到老」 

　水墨畫第一名：陳廷彰「寄生在腦中的成見」

　　301美術班在獲知好消息後，幾乎都跳了起

來！很高興地跟同學、師長、家人分享。聯合報

邱記者亦前來專訪報導。

　　其中曾逸婷同學的作品「期待」亦在國泰人

壽所舉辦的全國高中美術班（含廣設科、美工

科）西畫組網路票選活動，勇奪第一名。消息傳

來，讓301班全體同學與有榮焉，指導老師呂老師也很興奮地表示這幅畫作，鮮豔的色彩呈現出晶瑩剔透的美感，是難得的油畫佳

作，難怪得到網路廣大讀者們的青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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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9日中午，感謝 校長親

臨圖書館主持「圖書館週」的揭

幕典禮，學務處吳主任德明和樓

主教悅如及圖書館陳主任依蔆陪

典。在總務處陳卓鈞小姐的吉祥

話中，校長敲下了洪亮的第一鑼！

第二鑼！第三鑼！「圖書館週」

熱鬧地開鑼了！

　　年終歲暮，校長帶我們一起

祈福、一起感恩、一起惜福的12

月，校長為我們點燃了七彩的耶誕燈，也為基隆高中點燃了光明希望之燈。

　　接著，音樂班姜婷文同學現場的古箏演奏非常精彩！贏得了如雷的掌聲，高山

流水的樂聲縈繞耳際，令人沉醉！

　　忽然！許多師生很Surprise地接到了 校長很帥很帥地撒下漫天的糖果，為「圖

書館週」掀起了一波波的高潮。電視台的女記者在現場轉播、平面媒體的記者朋友

也爭相至書展會場訪問、報導，熱鬧非凡又深具意義。圖書館同仁親自為觀禮的老

師和學生準備了熱騰騰的紅豆湯圓和糖果，希望大家年年圓滿甜美。

　　為配合「圖書館週」，圖書館數位學習中心免費播放電影，請師生欣賞。所播

的影片有： 

　1.〈瞞天過海：13王牌(公播版)〉 

　2.〈27件禮服的祕密(公播版) 〉 

　3.〈巴黎換換愛(公播版) 〉 

　4.〈當櫻花盛開(公播版) 〉

　　一年將過，期待來年再相

會，也希望記憶永遠儲存「圖書

館週」熱鬧的開鑼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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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5日至

6 日本校同學

假金山青年活

動中心舉辦優

質化品德教育

體驗研習營活

動，活動全程

校長為同學打

氣加油，再加

上同學熱心參

與，圓滿完成

各項挑戰，激

發同學團結一

心、認真負責

的人生態度。 

感謝指導教師與得獎學生名單：

　　數學科指導教師：王珮紋老師

　　佳作：316 張煒翔、鄭至宏

　　地球科學指導教師：戴祖雄老師

　　佳作： 316 黃韜、陳穎

　　物理科指導教師：蕭金德老師

　　佳作：316 林檢、216 陳柏辰

　　生物科指導教師： 周以欣老師

　　佳作：316 潘力誠

　　為配合教育政策，促進教師專業發

展，精進教學品質，本校97年12月1日下午

1時至3時，於群英樓2樓會議室舉行教師專

業發展研習。

　　很榮幸邀請到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

學 朱逸華 秘書來校擔任研習講座。朱秘

書從教師專業發展的基本概念談起，娓娓

道來，也將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經驗

與我們分享；再針對教師專業發展如何實

施？詳加剖析，並將各種評鑑指標的運用

與自我檢視要如何進行？也給予答案。研

習內容充實，令本校教師獲益良多。

　　97年12月13日基隆高中舉辦「太陽電池

DIY研習」，感謝高中職社區化相關人員皆

熱情參與。

　　此次研習特別邀請國立清華大學物理系

戴禮閣老師與鄒怡鋒助理前來，透過自製太

陽電池(solar cell)的機會，讓師生得以深入

淺出地認識太陽電池科技和其應用的基本知

識和關鍵技術，同時，對此能源科技領域產

生高度的興趣和認同。

　　在DIY的有趣製作過程中，尖端科技變

得不再那麼陌生了，甚至讓大家能夠學以致

用，將之運用於日常生活，可說是科技兼顧

環保喔。

　　為高二週會生涯輔導專題講座帶來『創意與

熱情』

　　97年11月26日下午的週會，我們很榮幸地邀

請到了財團法人奇幻文化藝術基金會創辦人 朱學

恒執行長來學校為我們演講，他幽默清晰的演說

加上生動、音效極佳的影片串連，使我們沈浸於

動感的氛圍，也使大家在很自然的情境之下深刻

地體會「創意與熱情」應該具備的條件和動力是

什麼？聲藝俱佳，真是一場非常動人的演講!

 

     
         
          

品德教育研習營圓滿成功 

本校新弘道樓興建工程公共藝術設置完成~樂章動力音符展翅欲飛~ 
(公共藝術設置地點:國立基隆高級中學弘道樓側面外牆)

創作者基本資料：
　姓名：洪志成   　生日：50年1月8日
　學歷：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造型藝術研究所
　現職：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古蹟藝術修護學系兼任講師
　專長：景觀雕塑、公共藝術創作、立體造形設計、舞臺規劃
　　　　製作

基地

1.地號：基隆市暖暖區八德段744，745，786，769-1，
　　　　929號等5筆
2.完成年代：97年12月8日完竣
3.基地面積：43648.64㎡
4.管理者：國立基隆高級中學
5.整體計畫總預算：新台幣92,250,000元

公共藝術品介紹：

　　公共藝術的精神在於發揮藝術品的

創作大眾化、人性化，不但希望民眾多

多介入參與，多培養人文氣息，使生活

中藝術的薰陶能深入四周。本件公共藝

術初始作業，秉持此精神，以三階段來

與師生與創作者互動。讓藝術創作者更

能掌握本校特色，創作符應本校人文、

自然環境背景之作品。師生經由參與、

瞭解、欣賞、接觸、感受等藝術薰陶，

提高師生對藝術的興趣，進而提升美學

素養。

　　透過簡單活潑的公共藝術說明會與學校學生的藝術創作作品

展示和藝術表演，再加上媒體的宣傳，拉近藝術和民眾的距離，

增進公共藝術設置效益。

驗收後，舉行公共藝術學生創作及美展比賽。

得獎作品公布於本校穿堂：

得獎名單：
美術班：第一名：301班 翁振瑋　 普通班：第一名：208班 鄭凱豪

　　　　第二名：301班 甦怡穎　 　　　　第二名：204班 洪培倫

　　　　第三名：301班 陳映蓉　 　　　　第三名：212班 王威智

　　　　佳　作：301班 劉韋德　 　　　　佳　作：115班 林　鑛

　　　　　　　　301班 胡少瑗　　　　　　　　     116班 吳中譯

 

　　

芒花似海 翩然招手—草嶺古道健行與淨山

本校舉行教師專業發展研習
全體教師踴躍參加

基隆高中學生參加97學年度
學科能力競賽表現優異

【學務處】 

【教務處】 【教務處】 

期待已久！ 
深受同學歡迎的朱學恒講師來了！

【圖書館】 圖 書 館 週 熱 鬧 開 鑼！

【總務處】 

【輔導室】 

　　12月19日是本校高二同學健行與淨山的好日子，基中同學每年都與草嶺古道有約；今

年同學來晚了12天，但有風和日麗、秋高氣爽的天候迎著，美麗的芒花陪著，秋芒的搖

曳、輕柔，恰是天外清風、舒雲款款而飛！

　　清朝自台北盆地溯基隆河而上，翻越三貂

嶺與草嶺，而後進入宜蘭的這條移民路線稱為

「淡蘭古道」，也就是現在的「草嶺古道」，

全長有8.5公里，腳程約須3--4小時。

　　我們的歐校長與高二師生們很興奮地由貢

寮入山，走草嶺古道全線至大里天公廟，同學

們非常興奮，在草嶺的時光似乎又回溯至古清

朝，路上有「跌死馬橋」、「古榕樹」、「仙

跡岩」、「虎字碑」、「雄鎮蠻煙」；大家不

斷地拿出手機或相機為與三級古蹟的幸福邂逅

留下見證。

　　特別一提的是，為使基中人重視環保工作，培養同學為後代子孫保留美好環境的概

念。前者呼，後者應，大家一路樂於撿拾垃圾，為石砌鋪設的古道淨身。在這秋芒綻放的

季節，結合環保淨山活動，讓基中人走訪古道，健身兼懷古，意義非凡！

本校舉辦太陽電池DIY研習
~科技兼顧環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