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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崗春曉 愛與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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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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新年的開頭，我們經歷基隆的寒冬，一起看望階梯旁怒放的杜

鵑花，嫣紅潔白，你我當拋開憂愁與怨氣，用感恩的心面向陽光，把陰

影拋在身後。展現冬日儲備的能量，投入愛與希望的行動；更有勇氣地

面對世界，享受新生活。願意不斷地學習新知識以增加智慧，做一個勇

敢追夢的人。

　　我們都要很專注，把能量放在對的地方，我們都要以堅強的意志

力，不放棄地一遍再一遍，苦練再苦練。你我都是平凡人，我們唯有在這追夢的過程中，將過往的歷史變為榮耀；將投入的努力變為能

力。才能有所收穫與成長，才會帶給自己真正的滿足與快樂，讓自己的生命不管在那個階段都一樣精彩。

　　我們當掌握這份榮耀與能力，進行一趟不斷自我超越的馬拉松長跑。隨時讓自己跟自己對話，問自己：「我是誰？要如何發揮自

己？」透過一次次的摸索，認清了自己可以在哪些地方？做自己最能發揮的事情，體認自己的生命，找到目標。目標讓我們有使命感，有

承諾，內心的力量就會出來。

　　在這翠崗春曉時刻，我們還要一起經歷日復一日的一堂課又一堂課，最終經歷學測，走向指考升大學的路。鄧志宗同學，基測成績只

有225級分，他家境清寒，沒有補習，但他從不埋怨，在基隆高中三年，全力衝刺，我們祝福他申請上如願的大學。馬拉松長跑是不必在乎

起跑點的輸贏，才能衝出真實競爭力的。

　　願大家擁有正向行動，義無反顧向前邁進。縱然困頓，但心情

篤定。如果我們想的、看的都是別人對不起你，得罪你的事，那熱

情將因而消減，沒有心力與智慧，來成就事情，因為力量不在，只

有放棄。何況「生命中的每個挫折、每個傷痛，都有它的意義。」

一個人總在不斷接受挑戰中，學到最多。

　　拍攝「海角七號」而成功的導演―魏德聖，當別人問他，為何

在大家都否定你的時候，你卻相信自己能夠做到？「因為我已經準

備好了，」他說：「我已經做了萬全的準備，只等待奮力一擊。」

我們當勇敢「做」夢不怕挫折，呼喚一股出發的勇氣。透過一次次

的摸索、流浪與苦行，挖出人生的亮麗沙金。

　　我們當擁有熱情與毅力，在這不完美的人生中努力不懈，因為

自己的人生是要由自己來創造的。在這邁步新學年的開端，你正要

進行一趟「做最好自己」的學習旅程。你將面對新的挑戰與機會，

發掘出自身的潛能，願你能做一個懂得珍惜的人，每次遇到難

題，負起責任，才能讓自己具備迎接挑戰的充沛精力。  

　　好好加油！祝福大家！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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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合唱團參加2010年全
國音樂比賽，榮獲優等！ 

　　本校合唱團於3月3日，參加2010年全國音樂比賽，榮獲優

等。洪汶溶老師不辭辛勞地教導同學努力練唱，犧牲不少休息時

間，只為贏得佳績為校爭光。全團努力付出，值得大家學習。 

　　　　　　　　　　　　　　　　　   【2010/03/05．學務處】

【2010/03/09．學務處】 
　　3月9日杜鵑花開藝文季開鑼啦，本校嘉

賓雲集，有八堵國小、社區大學、基隆市救

國團、礦工醫院等貴賓蒞臨，一起參加開鑼

典禮。

杜鵑花開藝文季開鑼啦！  

礦工醫院關懷傷病之行 

【2010/03/05．校長室】 

　　本校「杜鵑花開藝文季」系列活動之

二，於3月4日又再攜手同行，去礦工醫院探

望門診與住院的病患。

　　在5樓護理之家，本校學生在大廳中展

開了吉他演奏與演唱，讓一群坐在輪椅上的

病患們，臉上逐漸綻放笑顏。清揚悅耳的

歌聲讓病患感受到溫暖，加上熱舞社充滿

青春的動感，打破了苦寂的醫院氛圍，八堵

國小的兒童，吹著悠揚的直笛，贏得無數的

掌聲。連病患也想用力拍手，為他們鼓掌加

油，不論是大朋友或是小朋友參與社會服

務，呈現自我的才藝，點燃彼此心中的生命

之火，這份熱愛生命的歷程，深具教育意

義，基隆市吉隆新聞也特別全程報導。

歲 末 祈 福 活 動 
【2010/01/04．學務處】 
　　歲末祈福活動，由校長和師生舉行正式

的儀式，勉勵高三同學要為即將到來的學測

加油，希望大家耶誕平安，加上現場同學的

勁歌熱舞，整個下午都沉浸在歡樂的氣氛

中。

98年第13屆合作教育盃
越野賽跑開跑囉! 

【2009/12/31．學務處】 
　　本校98年第13屆「合作教育盃越野賽

跑」 開跑囉!校長鳴槍， 帶領大家向前衝，

全校師生展現勇往直前、大無畏的精神。

大手牽小手鐵道關懷文化
【2010/03/02．學務處】 
　　本校校長和八堵國小校長在3月2日帶著

同學們手牽小手展開「杜鵑花開藝文季」活

動，以關懷的愛心出發，一起搭乘火車...多
了愛和關懷的鐵道之旅，意義非凡。

 八堵國小與本校合唱團
聯 合 演 出

【2010/03/11．校長室】 
　　本校合唱團演唱由校長改編＜夜來香＞

原曲的＜杜鵑花兒開＞悠揚歌聲，搭配八堵

國小孩子純真童音，讓現場充滿歡樂的藝文

氣息。第一次與大哥哥合唱，小朋友們相當

開心。

　　合唱團的大哥哥，以閃亮的手帕，代表

盛開的花朵，生機蓬勃，花團錦簇。本校合

唱團謝佺穎同學指出，與小朋友一起合唱，

有完全不同的體驗。沉穩的男音加入稚嫩的

童音，讓現場別有一番情韻。

　　校長歐東華指出，期待透過「杜鵑花開

藝文季」音樂欣賞、美術展覽……等一系列

活動，提振學生學習士氣，同時也走入社

區，邀請周邊的好鄰居，共襄盛舉，一起參

與藝文季系列活動。

劉玉章先生獎學金 
【2010/01/12．校長室】 

　　1月12日上午校長頒發劉玉章先生獎學

金給4名划船隊同學，並鼓勵同學們認真學

習，這個獎學金每人可獲得五千元，得獎的

同學分別是(由右至左)118班鍾愛佳、218詹

懷德、218班曲澔濬、118黃詣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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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升學輔導會議 
【2010/02/24．校長室】 
　　大學學測分數於2月24日上午公布，由

教務處安排第4次升學輔導會議，邀請高三

老師、教務處、輔導室主任、組長們共同討

論：「怎樣幫助同學們選填推甄科系？」

　　本次成績全校平均為36級分。最高級分

60，有2名同學；50-59級分有15位同學。會

中林祥裕老師提供科技大學之相關資訊，為

同學們提供另一選擇。教務主任表示本校將

進行模擬面試提供同學演練，讓更多同學在

第一階段就能考上理想的大學科系。

基隆區擴大免試入學說明會 
【2010/02/23．校長室】  
　　本校為基隆地區推動高中職免試入學主

委學校，本日召開「報名作業說明會」。歐

校長說：「擴大辦理高中免試入學這項措

施，希望能舒緩升學壓力，促進多元學習與

適性發展。本市18所國中與相鄰的台北縣13
所公私立國中，共31所學校，將共同參與，

建構優質學習環境。」 基隆區擴大免試入

學錄取名額共1806名。 
　　為使家長與老師們更了解這項免試入學

的招生，本校將舉辦三場宣導說明會（第一

場在基隆高中：2月26日晚間7點；第二場在

八堵里民中心：3月5日晚間7點；第三場在

基隆女中：3月6日上五九點半。）

介紹本校今年學測最高級分－鄧志宗同學

從國中基測225級分
      到大學基測60級分

　　大學學測成績公布

了，本校有兩位60級分的

同學，其中一位是314班
的鄧志宗同學，他家境清

寒，沒有補習，但從不埋

怨。他國中入學的基測成

績只有225級分，但在基

隆高中3年，專注上課、全力衝刺，終於在

競爭激烈的「大學繁星計畫」脫穎而出，如

願地登上國立成功大學的航空太空工程學

系。

　　可見馬拉松長跑是不必在乎起跑點的輸

贏，才能衝出真實的競爭力。俗諺說：「大

隻雞慢啼」，基隆高中學生擁有「大器晚

成」的特質，相信學校、相信老師、相信同

儕，拋開憂愁與怨氣，擁有熱情與毅力，面

向陽光，「You can also do it」！！

基 中 考 生 加 油 

【2010/01/31．校長室】 

　　1月29、30日兩天的大學學測，本校考

生主要分布在海大與師大考場應試，校長與

各處室主任分別至考場為學生加油。家長會

長陳春霖先生亦率家長委員團隊，在考生服

務中心為同學及家長們服務，並提供杯水與

便當，是給陪考老師們最大的支柱。

環保大隊和環保志工頒獎 
【2010/01/13．學務處】 
　　基隆高級中學環保大隊和環保志工頒

獎，有機會替學校服務，讓校長頒獎這份榮

耀永難忘記。 

本校臨時圖書館
設置在弘道樓1樓 

（臨時圖書館大門）

 

（314班同學在臨時圖書館上網查詢資料）

　　本校圖書館自99年1月21日起，進行整

棟樓的補強工程，為安全起見，原館已經封

閉。這段黑暗期最少6個月，才能重見圖書

館的新貌。

　　臨時圖書館設置在弘道樓1樓，位於教

官室和合作社之間，地點適宜，可以繼續服

務讀者。

　　這裡有最新的報章、雜誌和一小部分的

新書，以及6部電腦，提供同學上網查詢資

料。「臨時圖書館」亦接受讀者「還書」。

　　歡迎全校師生蒞臨！！

98年度國立基隆高級中學
急救教育研習實施計劃 

【2009/12/24．學務處】 
　　本校舉辦急救教育研習，同學認真的學

習到下午，研習結束後，校長親自頒發研習

證書，此證書代表學生真正學習到急救技

術，十分實用。

98學年度第二學期幹部訓練 

【2010/02/24．學務處】 
　　98學年度第二學期幹部訓練，校長勉勵

班級幹部：「你正要進行一趟『做最好自

己』的學習旅程；進行一場追尋意義，不斷

自我超越的馬拉松長跑，當然，生命不是填

滿自己就足夠，還要記得留一塊與人分享。

你要更投入班級事務，與班上同學一起充實

地學習和生活，樂在服務，這是幸福快樂的

最佳起點。

　　希望你能充滿熱情地，發揮自己的特

長，做好每件事，快樂每一天。每天不只為

自己解決問題，更希望在別人的心田種下快

樂的種子，最終你將會在自己的心田，發現

擁有滿滿的收穫。」讓同學們深感受益良

多。

基中校舍更新耐震補強工程
　本校校舍更新，已完工的工程計有：

　1.弘道樓與圖書館間之中庭廣場。

　2.原至善樓拆除之戶外教學廣場。

　3.司令臺後方之體適能公園。

　4.籃球場已全面更新。

　5.羽毛球場已全面更新。

　6.廁所更新。

高一、二英文閱讀比賽頒獎 

【2009/12/22．教務處教學組 】

高一組：
參賽人數65人  30人以上取前五名

第一名：111班 符立昂 86分    指導老師：彭

　　　　信哲老師

第二名：111班 陳冠君 79分    指導老師：彭

　　　　信哲老師

第三名：115班 林子玄 72分    指導老師：章

　　　　冬妮老師

第四名：116班 賴璿宇 68.5分 指導老師：許

　　　　碧婷老師

第五名：117班 邱文伶 51分    指導老師：林

　　　　佑安老師

高二組：
參賽人數33人  30人以上取前五名

第一名：203班 陳冠宇 74分    指導老師：蔡

　　　　佩芬老師

第二名：214班 邱清鈺 68.5分 指導老師：黃

　　　　明正老師

第三名：216班 莊鎮毓 65分    指導老師：張

　　　　瓊文2老師

第四名：213班 陳柏瑋 61.5分 指導老師：蔡

　　　　佩芬老師

第五名：203班 李宗哲 58分    指導老師：蔡

　　　　佩芬老師

恭喜得獎同學  謝謝指導老師 

第12屆亞州盃雪橇錦標賽

本校好手曾峰瑄 陽紹杰

代表臺灣勇奪銀、銅牌 
【2009/12/29．校長室】 

　　本校體育老師陳金山帶領曾峰瑄、陽紹

杰兩位同學代表台灣，赴日本長野，參加

2009年第12屆亞州盃雪橇錦標賽，勇奪銀、

銅牌。校長對同學的優異表現非常高興，兩

位同學將以體育績優參加大學推甄，並預祝

他們金榜題名。 

本校為北區99美術班聯合
甄選入學委員會主委學校 
　　本校於98年12月3日召開「臺灣北區99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美術班(科)聯合鑑定

術科測驗委員會籌備會議暨第一次委員會

議」。由此開始進行報名資料的整理。預定

於3月27日進行一整天的術科考試。准考證

將於3月19日以限時掛號寄發。

圖書館前廣場 室外籃球場

司令台後方體適能廣場- 2司令台後方體適能廣場-１

室內羽球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