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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屆高三的升學，從12位繁星開始，這兩個月我們已經有230多位同

學透過甄選入學，爭取到如願的大學。希望同學們認知：我也要追求一

所心中的好大學、好科系，我必須讓自己的腦袋清醒地武裝起來，擁有

信心與勇氣，承擔壓力，爭取標的，邁向升大學的關口，成就為一位追

求卓越的基中人。

　　我要說「命運不是偶然的，是你選擇的。」不要成為徒具光鮮亮麗

外表；卻無法承受壓力的「草莓族」，只要朝著目標認真前進，「草莓族」也能成為值得讚賞的「堅果族」。你應當充滿熱情地，主動參

與學習，把遠大的夢想變成具體的目標――做好每件事，擁有超越自我的能力，讓自己走在適合自己的成功道路。

　　我們必須努力去鍛鍊承受力，才可能擁有成功。農業專家做了個試驗，他選擇了一顆大小和其它南瓜一樣，成長中的小南瓜，不斷壓

一些重物在它身上，收成的時候，其它南瓜只長到15磅，這個從小承受壓力的南瓜長到45磅，所以壓力幫助我們增加承受力，強化抗壓

力，產生「我能感」，幫助我們提高收成量。

　　不管你現在是在人生的山峰還是谷底，你必當坦然迎接成功、勇敢歡迎失敗，因為人生必得起伏，我們要相信，今天的挫折，跟我們

的智力無關，跟我們的學習態度、跟我們的意志力有關，我是這麼相信著，希望能看到大家充滿精神地投注在學習工作上。你必須燃起心

中的火花，跟逆境學習，就會創造下一個順境。

　　培養面對挫折和與壓力共處的能力，懂得

在失望中尋找希望，讓內心擁有熱情，讓動力

誕生出來，其中的關鍵就是，要面對現實，每

一個人都用他最好的方式來面對現實，成長就

是誠實面對現實的難題，和現實做朋友。真誠

地面對所有困境，擁有追夢的勇氣，尋找可以

解決的方法，勇敢闖出去，走出精彩的人生

路。

　　我們不允許自己沉迷在成功的頂峰，因為

這次的成功不保證下一次的結果，我們也不須

沉溺在生命中遇到的挫折，因為它正是另一個

成功的轉機。一切都只是看你面對的態度，我

們必得讓自己的思考變得更開闊，將情感投

入，充滿精神地，持續學習，以增長智慧；做

一個永不埋怨地，築夢踏實，發掘潛能的人。

祝福大家！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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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報比賽得獎名單     【學務處】

高二組：
　第一名：201班  施侑良、洪禎佑、陳文軒、高振強 、陳柏豪

       　　     214班  陳明澤、陳資翰、楊任愷、黃昱維 、棵金廣 
　第二名：202班  王怡心、李珮妤、李永樺、邱于珊、馬歡雨

　第三名：208班  許翰元、蕭竣鴻、陳亮宇、 王伯毓、藍裕博

高一組：
　第一名：101班  耿閔庭、張　語、劉嗣翰、邱穎翔、林怡欣

　第一名：109班  黃麟翔、童軍諺、賴   奕 、余書亞、林　昜

　第二名：107班  蔡世懷、許哲維、施文博、銷亨光、邱繼寬

　第三名：114班  蔡緯綸、黃嘉勳、江明言、吳家緯、吳政翰

　　5月18日一群已畢業30餘年的老學長，

由堵南會（日治時代台灣校友會名稱）幹事

呂鎮川帶隊回校拜訪，雖已畢業許久，但都

會定期聚會維繫感情，並順道回母校拜訪。

當天校長、秘書與文書組帶領他們參觀校史

館，看到許多舊照片、舊資料，引起他們唸

書時的點滴回憶。

　　在民國34年12月前是由日本老師用日語

授課，但在12月過後則是由接收軍官執教。

剛開始使用國語（北京語）上課，因為台籍

學生不熟悉，再加上授課老師與校長皆是廣

東人，也因此鬧出了不少笑話。而在日治時

期，當時的台灣學生與日本學生人數相當懸

殊，只允許不到2％的台灣學生入學（當時

比例是不能超過日本學生的人數），所以要

進入基隆中學可說是難上加難，菁英中的菁

英，當時的基中比建中更有名。

　　最後由班長呂鎮川先生，捐出他們在日

治時期所使用的「漢文」教科書，由文書組

收下並將它珍藏於校史館當中。

 　　5月27日，又有一位遠渡重洋來自日本

東京都的林小姐與其友人來校拜訪，她是為

了完成她父親林嵩與叔父林宏的遺願，希望

她能代替父、叔重回母校基隆中學看看，因

為這裡是他們的第二故鄉，是他們求學的所

在。

　　記憶中，這裡是那麼的美麗，人是那麼

的親切，也希望子女回到這個充滿回憶的地

方走走看看。當日找到他叔父就學時的學籍

資料，但她的父親還未畢業，就隨著家人回

到日本，因此學籍冊中找不到他的資料，十

分遺憾！

　　但是能再回到這個令他們驕傲的母校，

也算是了卻他們兩

位老人家的一個心

願。

「尋找足跡」 基中校友  開心回娘家

生命教育講座～

逆向，更要勇敢飛翔
【2010/05/05．輔導室】

　　5月5日本校邀請輪椅天使--余秀芷老師

蒞校，分享生命故事。

　　余老師以自我的生命歷程鼓勵、祝福同

學，希望同學能把握現在、懷抱希望、正面

思考，並應珍惜目前所擁有的一切！

高一選組輔導家長說明會
【2010/05/12．輔導室】

　　5月7日晚上本校舉辦『高一選組輔導家

長說明會』，雖然氣侯不佳，下起雨，但是

許多高一同學的家長仍然依約前來，聆聽選

組說明會，這一份對於孩子教育的關心與熱

誠，相信可以更正向、更積極地協助高一同

學們做出正確選組的方向。

高一校外教學
【2010/04/12．學務處】

　　4月12日本校舉辦高一校外教學活動，

前往宜蘭傳藝中心和綠色博覽會參訪。到了

宜蘭天氣突然放晴了！太陽公公在微笑，增

添不少遊樂的興致，同學們樂開懷，盡情地

揮舞青春的活力！並參觀「綠色博覽會」，

對環境的保護認知增添了不少概念。

「源遠樓二樓」
　　　—校史館簡介
【總務處】 

　　民國97年4月，在活動中心旁的源遠樓2

樓成立校史館，珍藏學校珍貴的歷史資料；

館中內容有：日治時代學籍冊、通訊錄、校

歌、漢文教科書，日治時代與國立基隆高中

改制前印鑑，「堵陵」、「暖江」、「翠

崗」、「源遠」4個時期之校旗，各時期之

校服、日治時代校地模型、訓導處改制學務

處之資料、歷屆畢業紀念冊與美術班畢業畫

冊、歷任（包括日治時代）校長玉照與各時

期舊照片……等。這些歷史文物蒐集不易，

深具教育意義。

　　目前校史館的資料尚有不齊，尚缺43年

之前（詢問校友結果，當時無印製）與59年

的畢業紀念冊。日治時期的資料保留下來更

是稀少，其它也有許多年代更需補強。除了

屢屢向校友們募集相關的文物外，也利用行

政資源，有系統的拼出完整的校史。

　　本校歷史源遠悠長，始民國16年至今已

80餘載，經『台北州立基隆中學』、『臺灣

省立基隆中學』、『臺灣省立基隆高級中

學』、『國立基隆高級中學』4個時期的改

制，歷日治時代7位校長，光復後至今11位

校長的領導，育才無數，造就許多傑出校

友，對國家、社會貢獻鉅大。    
繁星計畫放榜，本校表現亮眼繁星計畫放榜，本校表現亮眼繁星計畫放榜，本校表現亮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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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班畢業音樂會 
【2010/05/25．教務處】

　　 9 9 級音樂班畢業音樂會 ~ 最終幻

「響」，4月30日在台北縣政府多功能集會

堂，精彩演出、場面熱鬧非凡，圓滿結束！

「舊愛新歡」
杜鵑情合唱音樂會 

【2010/04/26．校長室】

　　4月23日基隆高中、基隆女中、光隆家

商三所學校的合唱團，在本市警察局演藝廳

於，舉辦「舊愛新歡杜鵑情合唱音樂會」，

歌聲氣勢萬鈞、震撼人心。

　　歐校長說：「龤韻合唱團是基隆高中正

向的能量，龤韻合唱團的音韻，是『杜鵑花

開藝文季』的重要指標，他們天籟般的音

韻，像亮麗陽光灑落在基隆高中的綠草地，

那般『天使』、那般『溫厚』。感謝他們總

在杜鵑花怒放的季節，捎來全國優等獎的訊

息。更感謝我們基隆女中願意與這群男孩，

在『杜鵑花開藝文季』的舞台，共同繽紛圓

夢。」

校長授旗運動選手為校爭光 
【2010/04/23．校長室】

杜鵑花開藝文季--

「開卷文學獎」頒獎 

【2010/04/15．學務處】

　　本年度「杜鵑花開藝文季開卷文學獎」

頒獎典禮，很榮幸邀請到板橋高中的許碧華

老師和知名作家張啟疆先生，參與「開卷文

學獎」。聆聽專業老師的精彩講評，有如增

加一甲子般的功力，對文學的認知增加了不

少。

杜鵑花開藝文季--

「花漾三月」音樂會 
【2010/03/22．學務處】

　　緊接著在愉快的親師座談會之後，就是

到了該放鬆心情的時間了，杜鵑花開藝文季

的系列活動「花漾三月」音樂會，表演的曲

目讓人感動，欣賞者也癡如醉！十分成功。

高三模擬面試火熱登場 
【2010/04/09．教務處】

　　4月2日進行高三模擬面試，在科學館3
間物理科實驗室與地球科學實驗室，四個場

地同時舉行，總共有40位同學報名參加。

　　感謝18位面試指導老師熱心幫忙及盡心

盡力的解析，以及314班316班兩班繁星計畫

上榜的7位同學擔任義工服務，讓本次高三

模擬面試能順利完成。

杜鵑花開藝文季--

植樹暨慶祝99年青年節 
【2010/03/25．學務處】

　　3月25日本校舉辦「杜鵑花開藝文季-植

樹活動-暨慶祝99年青年節」活動。基隆市

長張通榮蒞臨本校，還有多位貴賓也一起獲

邀，參加了此次植樹活動，為愛地球的心盡

了一份心意，意義重大。

99級畢業典禮暨晚會  
【2010/06/14．學務處】 

　　6月10日本校舉辦99級畢業典禮暨晚

會，典禮在莊嚴中不失創意，尤其在晚會中

同學都玩得十分開心，壓軸好戲就是煙火

秀，真是太美了！讓人終生難忘。

「校內科展」
比賽獲獎同學名單 

【2010/04/23．教務處】

◎ 生物科：

    佳作：＜各種酒精濃度對手部殺菌之效果＞

              116班  陳祈華、沈佑展、賴永祥、

                          張浩霆

    佳作：＜三原色對植物的影響＞

             111班  陳奕竣、孫崇斌、林家邦、

                         陳映瑄

◎ 生活科技與應用科學：

    佳作：＜比「曬」開始＞

             216班  李世裕、許耀榮

杜鵑花開藝文季--

參觀全民國防營區 
【2010/05/07．學務處】

　　5月7日，由主任教官趙中校代表校長，

率各年級學生配合杜鵑花開藝文季活動至

基隆市東5碼頭，參觀全民國防營區開放活

動，並由敦睦艦隊支隊長及各級官兵熱烈接

待，並詳細解說。在開放的過程中，各級官

兵與本校學生互動良好，並一同合照，氣氛

熱烈愉快，帶給本校學生一次非常難得的國

防體驗。

高中職免試入學工作
檢討座談會

【2010/04/27．教務處】

　　4月27日本校舉辦高中職免試入學工作

檢討座談會，教育部中等教育司徐振邦科

長、教育部升學制度三位審議委員列席指

導，基隆區12所高中及適性學區31所國中皆

派代表，共同參加討論免試入學工作檢討座

談會。  將彙集各方意見，提供教育部作為

明年度實施免試入學計畫之協助，希望實踐

明年度免試入學的精神：適性發展、照顧偏

鄉、紓緩升學壓力、提升教學品質等。

優質化大師講座--

  『創 造 力 開 發』
【2010/05/20．教務處】 
　　5月20日本校邀請海洋大學林志聖教授

蒞校演講，與同學分享『創造力開發』，過

程中林教授以生動的實際案例引出了創造

力的指標：1.流暢性 2.變通性 3.原創性 4.精
緻性 5.敏感性 ，分享創意產生的過程與方

法，最後以「創造的目的在改變個人的生

命！」勉勵同學勇於創意的發想。

高二英語演講得獎學生名單
　   第一名：213班 黃聖凱      
　   第二名：203班 陳冠宇  
　   第三名：213班 許志誠  

高一英語歌唱比賽得獎班級
　   第一名：111班／第二名：110班
　   第二名：114班／第三名：103班
       第四名：102班／第五名：101班

國語朗讀比賽優勝名單
高二組：

  第一名：213班 石璟瀚  
  第一名：216班 莊棋誠   
  第二名：202班 李珮妤   
  第三名：212班 黃國勛   
高一組：

  第一名：110班 陳奐聿    
  第二名：112班 陳詩傑    
  第三名：107班 劉瑋群  

閩南語朗讀比賽優勝名單
高二組：

  第一名 208班 藍裕傑  第二名 206班 鄭凱宇   
  第三名 216班 林柏宏   
高一組：

  第一名 103班 歐家榮  第二名 102班 王立榕   
  第三名 116班 許映嘉  

杜鵑花開藝文季--

校慶系列活動 
【2010/04/20．學務處】

　　4月20日本校「杜鵑花開藝文季」暨校

慶系列活動，嘉賓雲集，熱鬧登場。同學們

盡情揮灑青春活力，每項活動都令人激賞，

尤其是校長親自表演「射擊」功夫，讓全校

師生大開眼界！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得獎名單
【2010/05/25．教務處】

202 魏余達 南胡獨奏    優等（全國第二名）

102 蕭致邑 中胡獨奏    優等（全國第二名）

302 李彩薇 鋼琴獨奏    優等

302 郭天行 笙獨奏        優等

302 鄭翔云 低音提琴獨奏  優等

302 洪韻晴 中提琴獨奏      甲等

202 劉若竹 大提琴獨奏      甲等

102 許加欣 小提琴獨奏      甲等

本校傑出校友座談會
朱金池博士回母校演講 
【2010/03/25．校長室】

　　本校邀請傑出校友蒞校演講，第一場

次由滕起民醫師擔任，講題為「生活與學

習」。第二場次，由基隆長庚醫院程院長擔

任，講題為「學醫生涯不是夢」，啟發學生

許多思考的空間。台上講的開心，台下聽的

有趣，笑聲不斷，毫無冷場，讓人有「聽君

一席話，勝讀萬卷書」的感覺。

　　3月25日，本校傑出校友朱金池博士，

現任中央警大行政警察學系系任兼警察政策

研究所所長返校專題演講，他鼓勵學弟們踴

躍報考警校，投入社群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