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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下一片葉子或許
綻放的是心靈的花朵

　　九月八日，各班的盆栽負責人，親手種下了一片片

葉子，不管你是被無奈的逼迫，或是真心對植物的喜

愛，都能感受到你們觸摸到泥巴時，心靈的那一分真

誠，因為那是大自然的呼喚。也許你不知如何鬆土，不

知如何適當的灌溉，不知那一小片葉子能不能存活？但

是你種下的是生命，是一分希望，希望有一天能繁茂成

一大叢的綠，綠意盎然的花草世界裡，吸引了你的視

野，你的心靈容納了校園裡的每一景一物，於是你放慢

了腳步，草地上的小粉蝶、蚱蜢、變色龍，小水窪裡的

蝌蚪、小蜻蜓；春天裡攖花怒放，欒樹一地的落英；茶

花白的、紅的自地開謝，

抬頭依時序的油桐花、菅

芒花映入眼簾，在你和麻

吉的同學嬉鬧時，在你在

籃球場揮灑汗水時，甚至

厭煩的上課時間裡，她都

靜靜地守護者你。

　　這是我們推動班級綠

化盆栽的最終目的，希望

全校的師生，一起養護這

片青青校園。謝謝吳仁暉

老師、林慶偉先生為這個

活動熱心的襄助！

基隆市九十九年成年禮  
　　「青澀芷蘭」最初是由一群在金融界服務的朋友因緣

際會於2005年共同發起，他們深感現今社會資源分配之扭

曲，導致許多處於社會相對弱勢，成績相對前段之學生無

法專心念書，鎮日為家中經濟所困擾，甚至有學生為此休

學，不惜犧牲己身前途，只為家中多掙一份錢，遂激起他

們想幫助這些有心向學的高中生的簡單想法。至2010年9月

已有14所國立高中，53位學生接受青澀芷蘭的補助，已經

高中畢業的有84位。本校至今已有13位學長、學姐在大學

就讀，也從學習幹部到小組長，接受哥哥姐姐們的教導培 校長致贈感謝狀給「青澀芷蘭」，由何友

銘(Tony)哥哥代表接受。

　　本校「2010智慧鐵人學習季」開鑼了！10月5日朝會，舉行「智慧鐵

人學習季」開鑼儀式，校長致詞：「智慧鐵人在期許大家展現有智慧的學

習行動及鐵人般的意志與毅力。」最後校長大聲擊鑼帶起最高潮。

　　校長希望藉由活動來期勉學生：「增進、加深、加廣的學習力，知識

來自生活中的每處角落，學習不只是從教科書而來，必須要擁有自我思考

與主動學習的態度。」此學習季從10月至12月為期三個月的時間，希望能

激發同學學習的蓬勃朝氣，走出自我，走出信心。

　　　　　　　　　　　　　　　　　　　　　  

「2010智慧鐵人學習季」開鑼了！

「青澀芷蘭」獎助學金介紹

育，個個表現可圈可點，深受好評；在

校生也有6位同學接受補助。如果想進一

步了解「青澀芷蘭」，可進入http://www.

twilight.org.tw/網站查詢。每學期末領取

成績單後，如果符合申請條件者，請洽輔

導室老師，歡迎加入「青澀芷蘭」這個大

家庭！

 　　本校學生於9月29參加基隆市政府4樓禮堂舉行

「基隆市九十九年成年禮」，由基隆市長張通榮親自

主持，參加儀式之年滿18歲的學生每人喝一杯成年水

果茶，向父母親師長行三鞠躬禮，以示感恩。

　　 本校由校長親自帶領18位優秀學生參加，讓同

學了解參加儀式以後就不再是小孩子了，從此以後要

對自己的言語與行為負責任，並期許同學秉持任重道

遠、繼往開來的精神，為社會貢獻一己之力。同學在

活動現場也表現十分良好，讓師長們讚譽有加，亦在

活動結束後與校長、市長及各長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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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參加基隆市99端午嘉年華
龍舟競賽榮獲高中職組～冠軍 

　　今年的龍舟集訓了二個多月，教練們和

同學們都非常辛苦。感謝歐校長、唐主任到

場加油打氣、感謝為這艘龍舟盡心力的人，

今年龍舟比賽我們三連霸，希望明年朝四連

霸、五連霸…邁進，大家加油，大家辛苦了。

本校熱舞社參加99年度端午嘉
年華會熱歌勁舞比賽榮獲冠軍

　　本校熱舞社參加基隆市99年度端午嘉年

華會熱歌勁舞比賽，榮獲冠軍，相信這次得

到好成績，對熱舞社來說意義非凡，你們是

最棒的！熱舞社的學弟們看到了嗎？明年換

你們了喔！

本校菸害防治講習
　　6月23日下午13時於美術教室舉行菸害

防治講習，校長親自到場對所有參與學生予

以訓勉，並以自己父親的戒菸歷程為例，期

勉有吸煙經驗的同學，能夠引以為鑒，讓自

己能夠健康快樂的成長；校長訓勉後由主任

教官趙中校及教官黃少校對於菸害防治課程

實施講授，也相信同學對於本次課程中所講

授的課程獲益匪淺，對於無煙校園及菸害對

身體的影響有更加深刻的認知。

98學年度社團評鑑 
　　98學年度社團評鑑得獎名單：第一名 

合唱團、第二名 糾察社、第三名 紙模社。

　　恭喜得獎的社團，尤其感謝合唱團及糾

察社，整年為學校不辭辛勞的練習、比賽及

服務，希望因為他們的熱情，能讓學校發光

發熱，而紙模社是98學年度新成立的社團，

感謝孫豪教官的帶領下，拿到優異的成績。

頒發98學年度體育升學優異同學獎學金  

頒發98學年度第2學期
通過英檢中級同學獎勵金 
　　通過英檢中級同學：216 李吳孟修、

216 彭亦晨，頒發獎勵金600元。

　　感謝指導老師的辛勞，與同學的努力，

今日的成果，是過往一點一滴的累積，特請

校長頒發獎勵金鼓勵同學，持續精進，也成

為同學、學弟妹的模範！

校友陳德潛贈書母校 
　　7月13日上午十時校友陳德潛先生，贈

送母校基隆鎖憶一書十套，給學校來典藏，

同行的還有陳德潛的小兒子陳青州先生，他

也是本校第四十屆校友，陳德潛老先生十分

關心母校，也都不停捐助獎學金嘉惠本校學

生。

運動績優學生大放異彩

　　本校五名體育班羽球專長同學，參加99

學年度運動成績優良學生甄審，進入臺大與

清大多所名校，消息傳來，亮麗成績全校師

生與有榮焉。

　　這五位同學包含，張凱量進入台大森林

環境暨資源學系，林育德進入國立中正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楊智勛進入國立體育大學球

類運動技術學系，簡劭樺進入國立台北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而簡誠毅則進入清華大學不

分系。校長鼓勵他們好好念書，也要好好打

球，成為允文允武的青年！

　　校友會也特別在朝會中頒發獎學金5000

元給張凱量與簡誠毅兩位同學，勉勵同學持

續精進，成為同學、學弟妹的模範！

校長頒發99學年度
高一優秀新生獎助學金 
　　基隆高中為吸引優秀學生入學，希望能

為社區貢獻優質的教學環境，因此設立高

一新生入學獎助學金。獲獎名單包括楊尚

王民...等12名學生，其中以楊尚王民最受矚

目，以第一名成績錄取本校，校長特此公開

表揚並勉勵學生們能在未來的學習裡再接再

厲。

　　在此也特別感謝校友陳德潛先生(圖：

第一排右一)所提供的壹萬元獎學金。  

本校學生參加基隆市國語文競賽頒獎典禮

　　本校學生參加基隆市國語文競賽成績優異。301班蕭天心榮獲作文組第一名，指

導老師王玲玲老師；313班何孟臨榮獲國語演說組第二名，指導老師傅靜嬅老師；213

班葉雲傑榮獲字音字形組第二名，指導老師吳惠琴老師；308班藍裕傑榮獲閩南語朗

讀組第三名，指導老師張秋鸞老師，恭喜各位同學得獎，也謝謝各位老師的辛勞。

99學年度校慶運動會系列活動
班際拔河比賽   

　　一年一度的校慶盛事，終於在校長的鳴

槍後揭開了序幕。從9月23日開始，每日的

中午將會舉行各項目的預賽賽程。首先展開

的是最能代表班級團隊精神的拔河比賽，校

長希望學生能從競賽中，展現出高度的團隊

與運動家精神。  

　　開學後，本校在9/3、9/10、9/17連續三個星期五晚上，分年級舉行親師座談會，由校

長親自帶領各處室主任，每個星期五親自至各班與家長溝通協調，與家長建立良好的關

係，更受到家長熱烈迴響與肯定，導師們各個也都盡心盡力，希望更瞭解學生，讓學生

更加進步。

　　 相信在這三個星期的努力下，讓此學期有一個充滿活力的開始，在未來這學期學生

一定會有更棒的表現！也感謝所有家長熱心的參與！     

 本校宿舍學生晚上進行
防災逃生講習和演練  
　　9月29日當天晚上7點，於本校美術教室

舉行防災講習，由趙主任教官主持，全體宿

舍學生參加，請到基隆市消防局暖暖消防分

隊講解如何防災逃生，進行對各項防災、逃

生設施之瞭解與正確認知，藉實物實作及分

組輪替方式，讓宿舍生親身體驗各項逃生及

防災器具使用時機與正確操作方法，會中並

由趙主教代表學校頒發感謝狀贈予暖暖消防

隊，結束後實地前往宿舍進行逃生演練，每

位宿舍學生均配合指示認真參與，依照逃生

路線，編組分別由2、3、4樓逃生，再至川

堂集合，由消防員操作教導滅火器的使用方

法，至9點圓滿結束。

 校 園 防 災 暨 逃 生   
　　為落實師生校園防災觀念，本校於9月
29日特邀請基隆市消防局暖暖消防分隊一行

8人蒞校實施防災及逃生宣導。同時為更進

一步強化師生對各項防災、逃生設施之瞭解

與正確認知，分別於校園內規劃設置：消防

箱（栓）水柱操控站、滅火器滅火體驗站、

大樓緩降機逃生演練站及火災煙霧體驗站等

四大站，藉實物實作及分組輪替方式，讓師

生親身體驗各項逃生及防災器具使用時機與

正確操作方法，廣獲師生熱烈參與，充分展

現寓教於樂與生活結合學習之教育目的。 

9 9學年度第一學期親師座談會

美術班同學為圖書館藏書的搬遷，盡上一份心力！

　　八月中，日頭正炎，呂汶錚老師率領美

術班同學協助圖書館藏書下架、上架與圖書

清潔等工作。本校圖書館藏書共五萬多冊，

搬遷工程浩大，校長嘉勉同學共同為圖書館創造一個優質的學習環境而努力。圖書館工程

結束後，地下一般閱覽室，可供

同學晚上或假日留校自習；一樓

則為數位學習中心，規劃四十多

台電腦供同學使用。特別感謝在

圖書館重整過程中，曾付出心力

的每一位師長、同學們，讓我們

拭目以待，嶄新的圖書館即將出

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