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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基隆的秋冬季節，群英樓前的花圃，總在走過的不經意間，傳

來陣陣桂花飄香，為這灰濛濛的寒冬，帶起一絲絲溫馨的訊息。彷彿在

冷冷的空氣裡，為校園迴盪著學習的希望，一種彌足珍貴的活力，與大

家向上學習、向前邁進的勇氣共鳴著；期待你展現昂首闊步、坦然大方

的學習精神；沒有藉口，努力激發學習的潛力。

　　你務必要好好掌握在翠崗學園的這三年，進行思想的開竅與能力的

加值，就像校訓所昭示的精神：「誠 靜 樂 恆」誠：就是誠懇認真地待

人處事。靜：就是動靜分明的人生準則。樂：就是樂觀感恩的生活智慧。恆：就是懷抱希望的生命價值。稟持「誠 靜 樂 恆」的原則，在

這基隆高中的大家庭裡，更珍惜、更爭氣地追求成長與改變。

　　也許你在段考或各項學習活動遇到重大挫折。你都要坦然地告訴自己「This is not the end」這不是結束，我們不必為過去辯護；我們必

須為未來擘畫。你必須站起來，繼續往前走！也就是說，不管成績是挺好的，還是遇到重大挫折。你千萬都要善用每次的機會，讓自己的

心智進化，讓自己的能量加值，展現超越自我的氣度。

　　永遠記得，你的人生是必須向前進的！我相信，我們願意從過去的經驗學習；但我們可不願意被歷史的記憶捆綁！你必定要看得起自

己，看得起基隆高中，走在這燦爛的陽光大道，展現「卓越巔峰 非我莫屬」的氣概。不要忘記，在這暖江學園，有一位充滿希望，對你關

心的校長，期待你擁有努力向前進、追求卓越的氣派。

　　當你遍嘗基隆的冷風細雨、烏雲與陽光交替的天氣後，你已擁有了淬鍊成長與茁壯的改變。校長願意看到你不停地跨越挫折的關卡，

專注地投入讀書與各項學習活動，掌握機會學習、成長與茁壯，是這麼充滿希望地擁有智慧和勇氣，走在改變與成長的旅程；進行一場我

的夢想沒有極限，我的理想沒有不能實現的旅程。

　　是這樣的學習希望讓我們的心彼此依靠著，這正是讓我們充滿士氣的心願。校長就要陪你走這一段陽光的、正向的路，走在這條激發

生命潛力的陽光大道。但你得相信「改變」只能靠自己，才擁有跨過關卡的勇氣。假如你還在等待某個人的援助；某個時刻再行動，那我

相信「改變」永遠不會到來。我們自己就是我們在等待的人，我們自己就是我們所追求的改變。   

　　祝福大家！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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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 芳 郁 同 學 亞 青 盃 奪 金 牌  
　　318班夏芳郁同學參加第13屆亞洲划船錦標賽暨第15屆亞洲青年划船錦標賽，在宜蘭縣冬山河進行比賽，獲得女子4人雙漿金牌，消息

傳來讓全校師生頗感驕傲，這次台灣隊在亞青盃獲2金、1銅，亞洲盃獲2銀、3銅，表現讓國人興奮不已。

　　亞青盃方面，台灣隊先後在女子組4人單槳和女子組4人雙槳都拿下金牌，帶動全

隊的士氣，加上岸邊鄉親的加油打氣，女子四人雙槳在亞青盃拿下金牌的搭檔是夏芳

郁、林郁婷、李佩珍、陳杏潔，4名隊員雖然組隊時間不到一個星期，但憑著過人的

毅力與不凡的技巧，奮勇奪下金牌。

　　夏芳郁同學，國中就讀暖暖高中的國中部，曾經練習過拔河等運動項目，來到基

隆高中才開始接觸西式划船，由莊妍君老師指導，而後集訓時由林永隆老師培訓，他

很稱讚夏同學認真練習，不怕吃苦的態度。尤其是面對成績沒有辦法提升的瓶頸時，

夏同學總是聽從教練的建議，和其他選手合作無間，突破挑戰。校長鼓勵她好好加

油，有此佳績，可獲得體育優秀選生甄審的資格，順利地進入理想大學，繼續練習西

式划船，為國爭光。

　　本校繼班班有液晶投影機後，隨著資

訊時代的來臨，「IC智慧卡」已為普羅大

眾生活所應用，國立基隆高級中學引進

「校園IC智慧卡」，改進舊有學生證的不

便性，並與捷運卡做結合，在現任歐東華

校長支持下，不僅將傳統學生證改為IC智

慧卡，更整合校內相關系統，全校教職員

及學生只需攜帶一張IC卡，及可享受多項

服務，解決以往的不便。

　　此項服務帶給基隆高中多方面的益

處：

　　1.一卡在手，暢行校園：IC智慧學生

證將出勤、門禁、圖書館借還書系統等功

能都集中於一張學生證上，學生只要攜帶

一張卡片，就可在校園內暢行無阻。

　　2.提升校務行政處理效率：校務行政

化校園一卡通國立基中率先採用

　　全國讀書心得寫作比賽成績揭曉，榮

獲特優獎4人，優等獎3人，甲等6人，得

獎人數共13人，獲獎率62%。在圖書館封

館整修的黑暗期，本校仍有如此優異的表

現，誠屬難得。感謝指導老師！恭喜得獎

同學！

　　本次得獎作品分特優、優等、甲等3
種，不再列1、2、3名
本次比賽得獎同學、作品名稱及獎勵如下：

特 優： （4人　每人小功2次）

107班 高豪佑 〈追風箏的孩子〉　 
           指導老師 陳寶珠

116班 歐席墉 〈深夜加油站遇見蘇格拉

           底〉  指導老師 傅靜嬅

116班 劉偉倫 〈小太陽〉 　　　　

           指導老師 傅靜嬅

215班 何宸逸 〈一公升的眼淚〉　 
           指導老師 袁映雯

優 等： （3人　每人嘉獎2次）

本校參加9810全國讀書心得寫作比賽

高三升學輔導 
　　輔導室於11月27日晚間進行高三升學輔

導，邀請家長來參與這次的親師座談，本校

家長會長陳　霖先生全程參與這場講座。

　　高三第二次升學輔導會議的主要目的是

為讓高三學生順利進入大學，透過會議與座

談建立共識，努力作好升學輔導工作；相關

輔導資料以最快的速度提供給導師，讓高三

導師充分運用於升學輔導上。

        我們邀請教育部大學多元入學工作小組

蔡閨秀顧問蒞校演講，主題是：如何幫助孩

子進入大學？面對面向家長講解目前升學的

途徑及情況。現場約有150位家長專程出席

講座，為子女取得升學資料，並踴躍發言提

問，講座精彩，聽眾收獲豐富。

98學年度校長
與高三同學有約 

　　9月30日至10月5日早自習、午休及班級

活動時間，校長親自到各班精神講話，勉勵

高三同學也聽取同學的建議，雙向溝通十分

成功。這對學生來講，可說是難得的經驗

啊！

草嶺古道健行與淨山活動
 　　又是秋高氣爽、美麗芒花盛開的季

節，基中同學每年都與草嶺古道有約。12月
4日高二同學開始健行與淨山活動。

　大家很興奮地走上草嶺古道，全線至大里

天公廟，基中人重視環保工作，一路撿拾垃

圾，為古道淨身，培養同學為後代子孫保留

美好環境的概念。

系統與IC智慧卡學生證結合後，有效節省

90％統計學生出勤時間，並可及時於系統

內列印學生出勤報表，迅速掌握學生出勤

狀況，未來計劃結合簡訊服務，提供學生

家長與學校溝通的另一管道。

　　3. 升校內環境安全：學校宿舍及教職

員專用電梯，停車場等門禁安全管理，解

決教官對於學生宿舍安全性的擔憂。

　　4.誘發學生對資訊科技的興趣：現代

生活中許多產品已結合IC卡，現運用高科

技產品於校園中，引發學生對於資訊科技

的興趣，建立學校特色，讓學習更科技

化。

　　5.與悠遊卡結合，促進生活交通的便

利性。

　　基隆高中校園透過網路的單一窗口，

101班 游婷云〈喂！幹嘛不做你自己〉

           指導老師   傅靜嬅

105班 陳志信　〈猩猩心事〉　　  
           指導老師　 陳依蔆

105班 何恩朋　〈目送〉　　        
           指導老師　 陳依蔆

甲 等： （6人　每人嘉獎1次）

104班 周暐倫  〈再給我一天〉　  
           指導老師  陳寶珠

105班 林致呈　〈不按牌理出牌〉　

           指導老師  陳依蔆

105班 周暐皓　〈與心靈共舞〉　　

           指導老師  陳依蔆

107班 劉瑋群　〈篤姬：挽救德川、統領

           大奧的女將軍〉                   
107班 邱繼寬  〈暮光之城〉　

           指導老師  陳寶珠     
203班 邱繼輝  〈海，另一個未知的宇

           宙〉  指導老師　袁映雯

e

整合了學生上學、晚自習等的時間記錄、

上課出缺席記錄、進入本校成績系統、圖

書館借閱系統等，加強檢核之便利性，節

省時間人力，促進行政效率，是項值得讚

賞的校園創新經營。不僅強化校內更多資

料系統及校園安全管理機制，更將具人文

及歷史涵養的國立基隆高中進入嶄新的數

位生活紀元。

205班師生戴紫手環 響應全球「不抱怨運動」
　　美國勵志作家威爾‧鮑溫發起全球活
動―幸福不換手，抱怨遠離我！戴上紫手
環，接受21天的挑戰，為自己創造心想事成
的無怨人生。他的專書《不抱怨的世界》熱
銷80個國家，已有600萬人響應。
　　本校205班經導師柴蘭屏和倪瑋君老師
的鼓勵，以及校長的見證，全班在穿堂拍照
紀念。師生響應戴起「紫手環」，響應不抱
怨、不發牢騷、不亂批評、不講八卦的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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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學年基隆市反貪污、反賄
選海報比賽，得獎名單！
高中美術班組： 

　　第一名 301班 房裔恩 指導老師 呂汶錚    

　　第二名 301班 朱順寬 指導老師 呂汶錚

　　佳　作 301班 林　芷 指導老師 呂汶錚

高中普通班組： 

　　第一名 304班 王威智 指導老師 呂汶錚

　　第二名 208班 王伯毓 指導老師 連文蘭

　　佳　作 213班 羅　捷 指導老師 連文蘭

　　本市所舉辦的「反貪污、反賄選」海

報比賽，每校每組最多只能派3位代表，我

校6位同學參賽，全數得獎，可說是陣容堅

強！

全國美展大放異彩 
　　98學年度教育部主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全國總決賽，本校美術班學生表現優異，漫

畫類獲全國第1名；設計類獲全國第2名。

　　指導老師呂汶錚獲悉喜訊，立即向校長

傳達捷報，校長對學生的創作靈感與平時的

努力，均予肯定與勉勵。

　　基中學生漫畫類作品已連續兩年榮獲全

國冠軍，全國學生美術比賽的規定是：每年

各縣市前三名的優勝者，才能參加全國23縣

市決賽，本校在這次比賽的漫畫類作品分別

獲得第1名是301房裔恩與第3名的黃永君)；

設計類第二名是201班陳柏豪與201班丁韋傑

入選。

【大師講座】

從創意到科學展覽 
　　科學不就是一再創新，一再突破思考的

重圍，跨出傳統的藩籬……在訊息萬變的資

訊時代，傳統教育不是知識獲取的唯一途

徑。知識的來源，觸角四方八達；知識不再

侷限，重要的是分享能力的培養。

　　21世紀資訊膨脹，沒有發揮創意，你，

將喪失未來的競爭舞台……方琮民老師利用

許多創意作品跟同學分享，並將案例融入創

造思考的12種技巧來解說。進而跟同學們討

論科展製作的方法、想法與手法。

【大師講座】

「牛頓馬戲團」
物理其實很生活……

　　教務處為了讓同學了解物理其實很生活

化，不若想像中的難以親近，特別邀請了海

洋大學光電所周祥順教授蒞校演講。

　　周教授對高中物理教育特盡心力，由95 

年起，組成了「牛頓馬戲團」與高中生一起

玩物理，內容涵蓋力學、聲學、熱學、電磁

學、光學、及近代物理，利用各種物理原理

變魔術，把艱澀的物理「變」得很簡單、很

生活化。

【大師講座】

鋼琴家盧易之大師
講座在基中

　　9月30日上午，本校邀請旅奧知名鋼琴

家盧易之蒞校舉辦大師講座，他是台灣年輕

一輩中最傑出的鋼琴家之一。在國際樂壇上

歷經10年的成長，透過音樂、口說讓全場深

深感動。上午的講座吸引許多同學到場，聆

聽大師對巴洛克時期、古典樂派及浪漫樂派

風格的詮釋與示範。多次國際鋼琴大賽的經

驗，增添不少趣味。

98學年度英語說故事
比賽得獎名單 

　　本年度由教務處舉辦「英語說故事」比

賽，獲獎名單出爐：

第1名 216班 翁思汗264分 指導老師 張瓊文

第2名 203班 陳冠宇261分 指導老師 蔡佩芬

第3名 204班 羅筠凱261分 指導老師 謝宜芬

第3名 205班 黃啟倫260分 指導老師 林知立

第3名 216班 吳言鴻260分 指導老師 張瓊文

98學年度教師節敬師活動 
　　慶祝教師節敬師活動於上午8點展開，

首先由校長帶領全校同學向至聖先師孔子行

三鞠躬禮，接著由合唱團獻上悠揚的樂聲，

校長帶領班聯會、畢聯會同學們向所有教師

獻上祝福與花朵，祝福所有老師教師節快

樂。

98年度運動社團辦理水上救生活動！ 

98學年度校園學生「H1N1
新型流感疫苗注射」實況 

　　配合中央疫情指揮中心針對各級學校

H1N1新型流感疫苗注射時程計畫實施本校

學生新型流感疫苗注射，為使疫苗接種順利

特定此計劃，期能有效減少學生感染H1N1
新型流感的機率，維護學生及校園整體安

全。本次活動感謝碇內診所及本校全體師生

的配合讓接種流程順暢，未來讓我們一起為

健康努力。

98學年度第一學期班際拔河比賽
　　為促進同學之間的團結合作和班級的向

心力，體育組舉辦班際拔河比賽。邀請校長

鳴槍比賽正式開始，為期一星期，全校同學

都參與，爭取班級榮譽及最佳團隊精神！

98學年度國際教育旅行
　　本校學生48人於12月8日啟程赴日進行

國際教育旅行，此行將與姐妹校山梨縣甲府

湯田高校，以及東京都立工藝高校進行參訪

交流，建立情誼並培養同學的國際觀。

　　行前，校長勉勵同學「行千里路，讀萬

卷書」，祝福同學旅途平安順利。並與同學

合影留念。

運動會進場 
　　基隆高中運動會於10月30日上午8點開

始進行，各班創意十足，以多樣化的方式進

場，令人眼花撩亂。生師們盡情展現創意及

年輕活力，一開始就為今天的運動會掀起多

波的高潮。同學們別出心裁的進場設計，甚

至引起其他學校的仿效。

　　運動會洋溢著青春活力，各班級比技

巧、比舞技，也比橋段推陳出新，還有些志

在參加不在得名，竟加入搞笑招式，逗得現

場哈哈大笑，相當有趣。

　　開幕典禮過後就是趣味競賽，家長會

長陳　霖帶領委員組隊參加， 還有徑賽決

賽、大隊接力等比賽。全校渡過一個難忘的

運動會。

中央研究院81周年院
慶參訪活動順利落幕 

　　本校98年優質化精英方案―大學之旅參

訪課程，由教務處依往例安排參訪中央研究

院。而中央研究院正逢81週年--開放院區自

由參訪，同學們在實驗室中穿梭找尋自己喜

愛的展覽內容、專題演說，自由的學習、發

問、吸取知識的寶庫，對自己未來在選系的

方向及發展性，不再有徬徨的感覺，在心裡

有了更紮實的想法，也激發了同學更進一步

探索人文社會與自然科學的研究興趣。

本校參加基隆市98年度
語文競賽成績優異！

　　本校參加基隆市98年度語文競賽優勝名
單如下：
216班 莊棋誠 閩南語朗讀組第1名 
           指導老師：錢玉寶
315班 林于安 寫字組第1名
214班 梁苙翔 字音字形組第3名 
           指導老師：錢玉寶
214班 黃昱維 國語演說組第5名 
           指導老師：錢玉寶 
316班 林政欣 國語朗讀組第5名 
           指導老師：許愛蓮 
206班 鄭凱宇 閩南語演說組第7名 
           指導老師：劉曉芬 
　　本校再度取得輝煌的成績，其中莊棋誠

同學及林于安同學在閩南語朗讀組及寫字

組，奪下基隆市高中組的第1名，即將代表

基隆市參加全國比賽，誠屬難能可貴。

　　更紮實的想法，也激發了同學更進一步

探索人文社會與自然科學的研究興趣。

自強樓與至善樓整建
工程動土典禮  

　　國立基隆高中10月9日上午在明德樓後

方，進行「自強樓與至善樓整建工程動土典

禮」，邀請市府教育處副處長李春國、議會

機要秘書林勝儀、基市聯絡處軍訓督導史麗

玲、社區大學校長杜中環、八堵國小校長蕭

玉盞、救國團鄧總幹事、謝國樑立委服務處

邱秘書、家長會長陳　霖、教師會理事長謝

玉彰等，一起參與整建工程破土典禮，感謝

總務處的細心安排與建築師工程事務所人員

的參與，本校音樂班的賣力演出，使整個典

禮增色不少。

　　歐校長於典禮中致詞：「基隆高中正在

努力地提昇，無論是硬體或是師資上，但願

大家能看到基隆高中向上攀升的努力，讓我

們的心願傳達，謝謝大家今天的蒞臨，請一

起為基中祈福！」

基中學生見義勇為 救起溺水老翁
　　10月2日上午校長表揚203班閻仲麟與305班黃加樺

同學的義行，他們在上個月29日晚間8點15分在小艇碼

頭附近，和港警所的警察一起搭救一名年逾80歲險遭溺

水的老翁。案發當時他們在附近的咖啡廳，從二樓窗外

目睹一名老人，在小艇碼頭附近徘徊。閻同學當時發現

這名老翁放下柺杖，近港邊危險區時，就一邊打110電
話告知警方；一邊從二樓趕緊下去救人。老翁在岸邊一

下子就投海。這時港警所的員警和閻姓、黃姓同學，趕

緊把老人從水中救上岸，幸好下水時間很短，老人被救起時，意識還算清楚。

 　　今天上午港警所保安隊隊長打電話到校致謝，本校才知悉同學的見義勇為，「不伐

善，不施勞」的義行。基中同學的表現令人激賞，也是年青人的表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