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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屆高三的升學，從61位繁星推薦開始，這兩個多月我們已經有213位同學透過多元入

學管道，爭取到如願的大學。他們經過歲月的淬鍊，努力為自己爭取到一條人生路，有如

老鷹在經過潛伏期的羽毛再生、尖嘴換殼，儲備動能後，萬丈雄心地飛向大器雲天。放膽

飛去吧，祝福你們飛向美好的未來。

　　我們所有的同學，千萬別丟了你進到基隆高中的夢想，發軔於那年暑假，屬於新生的

嚮往，不會在此刻結束。你必須企圖去知道自己的需要，那會比較容易達成目標；你必須

清楚說出自己的心意，才有能力控制每個階段的小目標；你必須調適理想中的自己與現實

中的自己，讓夢想不是在天邊那麼遙遠。

　　無論你面臨多大的壓力與連串的挫折，都請感謝曾經提供機會，或栽培、或磨練過你

的人。成功者不會沉溺在昨天做錯了的事，他會試著用各種方法讓自己的情緒走過去。記

住該記住的，忘記該忘記的；改變能改變的，接受不能改變的。沖刷悔恨的，除了眼淚，就是持續不懈地去實現「無限可能」的夢想。

　　別跟自己過意不去，不要羨慕他人成功，別人反倒要羨慕你的青春年華。你擁有的是時間，何況生命的重點不在於長短，而在於精

彩。「五月天」的阿信說「我們已經做了那麼多的努力，就一定要堅持，唱得歌要比誰都好聽，演出要比誰都精彩」。他們改變世界的方

法，是先改變那個被世界改變的自己。

　　我們當站在自己的前面，回過頭來清

晰地看望自己，懂得「珍惜」，不要埋

怨。你當擁有一份大器胸懷：欣賞我的人

可以讓我充滿自信，批評我的人可以使我

愈挫愈勇；疼惜我的人可以讓我知道感

恩，傷害我的人可以使我堅強；我所依靠

的人啊！是你讓我歇歇腳，依賴我的人

啊！是你使我擁有能力。

　　請把生命之旅，看做是一場壯遊吧！

願你歷經高中三年的淬練，從天真青澀蛻

變為成熟穩健，讓自己舉手投足間綻放

「自信的光采」，告訴自己「我可能年

輕，比較衝；但也只有年輕，才能狂妄地

堅持理想。」讓年輕的豪情，帶領我一次

次地探索方向；讓青春的生命，遨翔於遼

闊的蒼穹中，鷹揚萬里。

　　祝福大家！謝謝！

大 器 壯 遊  源 遠 鷹 揚   
校長   歐東華   100.06.06.

本校參加精采100
基隆市打造運動島校際
游泳錦標賽男女雙料亞軍 
206班：吳振瑋、朱冠霖、徐贊、胡崴翔、

              巫雋磊、陳長慶、洪貫捷、陳明陞

101班：吳佳蕓、李怡萱、賴艾暄

118班：林佳靜、廖婉茹、沈亭萱

218班：范姜雅筠

　　代表本校參加精采100基隆市打造運動

島校際游泳錦標賽男、女雙料全市第二

畢業生讀書王、借書王頒獎
●讀書王（喜閱書坊－線上閱讀測驗）排行榜：

　第1名308班 石璟瀚、第2名303班朱建勳

　第3名305班 吳善恩。

●借書王（圖書館個人借閱紀錄）排行榜：

　第1名308班  張峻懿、第2名309班  張睿

　元、第3名304班 呂宗翰、第3名303班 黃
　祥睿。

本校吳旭明老師
榮獲99年基礎地球科學
教材設計競賽佳作 

優勝成績：圖影說概念組佳作

作品名稱：澎湖－小門鯨魚洞海蝕地形 

卡片媒材在輔導中的應用
(生涯卡、能力強項卡、愛情卡)
　　5月23日北一區（宜蘭、基隆、花蓮）

輔導教師齊聚一堂。在本校圖書館，由黃士

鈞博士介紹愛情卡、生涯卡能力強項卡三種

卡片，包含理論介紹、操作示範與實際演

練，讓老師們瞭解如何藉由卡片與學生互

動，意識卡可用於個別諮商、團體輔導與班

級課程中，藉由這些卡片達成與學生互動的

入口與橋樑，通往那些不知從何說起的豐富

故事。每位老師都收穫滿滿，非常開心。 

圓融的人際溝通～
傾聽與回應

　　99學年度第2學期教師輔導知能研習，

於 5月9日(星期一)13：00-16：00pm在群英

樓二樓會議室舉辦，郭育志老師 (現任愛麗

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以幽默

清晰的口吻講述”增進溝通技巧的七個信

念”，清楚易懂而且容易實踐，使現場的與

會人員聽得津津有味；郭老師並以他豐富的

經驗傳授”如何呼應他人”的秘訣，並現場

使大家一再地練習與運用，使大家收獲滿

滿、獲益良多！

99學年「遠哲科學趣味競賽」
校內賽--熱烈豋場!! 
　　99學年「遠哲科學趣味競賽」校內賽，於

4月20日社團課時間精采落幕，在活動期間同

學們憑介在校所學的科學知識，想盡辦法製

作出優良競賽作品，了解到科學與生活間的

鏈結，達到學有所用的效果。本次由參賽的23
隊中選取競賽總成績前三名得獎伍如下：

第一名：「魑魅魍魎」隊 216班：

　　　　林彥劭、歐席墉、賴璿宇、李威樺

第二名：「311-5」隊    311班：

　　　　黃英鈞、張瑞慶、李承翰、蔡博智

第三名：「莊家佾臺」隊  114班：

　　　　陳家憲、莊敬、鄭佾修、曾基臺

第三名：「大盜韓不助」隊116班：

　　　　金少康、陳子彥、陳子彥、王博輝

（二隊成績相同併列第三名） 

102班實習音樂會~來“音”的
時間：100年6月2日 13:00-17:00

　　本次音樂會是102班同學進基中後的第

一場公開正式演出，節目包含鋼琴、小提

琴、大提琴、聲樂、豎笛、低音號、柳琴、

古箏、琵琶獨奏，還有特別安排的低音號二

重奏，演出耳熟能詳的樂曲“超級瑪莉”。

感謝全校師生熱情參與，一同度過充滿知性

的愉快午後！

3 0 2班畢業音樂會~極現
時間：100年5月6日19:00-21:00

　　100級音樂班同學在基隆市立文化中心

演藝廳，盡情展現三年以來的學習成果，內

容橫跨古典、現代、爵士和搖滾，有全體音

樂班共同演出的管弦樂團及合唱團，亦有多

首學生自己改編的室內樂曲，最後還有畢業

班精心設計的熱舞演出，整場音樂會充滿樂

鬧及歡愉的氣氛，希望帶給觀眾耳目一新的

不同體驗！

202班實習音樂會~琴魔愛樂
時間：100年5月26日 13:00-17:00

　　本次演出節目豐富多元，包含鋼琴、小

提琴、中提琴、聲樂、打擊、豎笛、長笛、

小號、法國號、長號、二胡等多項樂器獨

奏，讓全校師生們在炎炎夏日午後，能來一

場洗滌心靈的音樂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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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鵑花開藝文季－開卷文學獎頒獎典禮
　　本校於6月1日舉辦杜鵑花開藝文季開卷文學獎頒獎典禮，邀請到名作家張啟疆、

北一女國文科陳麗明老師與本校洪政良老師擔任作品講評人，讓開卷文學獎獲獎同學

能進一步的接受老師指導，也期盼獲獎同學能在文學領域中保持興趣，時時閱讀進而

充實藝文氣息。恭喜所有得獎同學，也感謝所有指導老師的辛勞！

開卷文學獎獲獎同學：

● 小論文

　 216歐席墉 207吳柏樺 206劉瑋群 206曾士育 203李宇閎 203李語軒 103吳柏樺 
     103陳泓維 103王一鼎。

● 新     詩
     306楊申捷 207林承弘 207何庭寬 207劉威廷 114莊敬。

● 散　文 
     303邱繼輝 203白哲瑋 116楊尚珉 114蔡少恩 114廖偉均。

      

  小論文得獎同學與校長、評審合影          新詩得獎同學與校長、評審合影           散文得獎同學與校長、評審合影

　　所謂「公共藝術」並不是將藝術品

放置公共場所就稱為公共藝術。從字面

上來看，它必須兼具「藝術性」以及

「公共性」的特質，並經由藝術家、公

共空間、民眾參與等三種元素，彼此之

間形成一種循環。「暖暖」原本為凱達

格蘭平埔族的「那那社」，「那那」逐

漸轉音為「暖暖」。

　　本活動是由北藝大陳愷璜教授和

張乃文教授以及基隆高中美術班老師

和學生們一同討論、參與。考量本活動

實施的教學建築群，所受之天氣概況影

響，策劃引入本地濕潤空氣的「流動狀

自強樓與至善樓整建工程公共藝術設置案【暖暖圈】課程工坊

暖 暖 傳 奇  
　　4月13日1330至1500本校由202班29位全

體同學參加，由王富進組長協同鄭雅文老

師，帶隊前往八堵國小與小學生一起分組實

施，此次邀請了暖暖區大菁農場主人王國緯

老師指導，在歐校長以及蕭校長陪同下，完

成了各項成功的作品。首先由王老師帶領

下，以簡報方式教導大家用布做出形狀，再

進行染布動作，經過水洗後，灑乾後即完成

作品，大家共同體驗染布的趣味，使學生感

受到染布成就感。

關 懷 老 人 之 行 

　　5月18日上午十時，由基隆高中吉他社

康輔社以及八堵國小同學一行前往礦工醫院

關懷老人，一開始由吉他社帶來動聽的歌

曲，爺爺奶奶跟著拍子舉手揮舞，相當開

心。不只大哥哥帶來精采的表演，八堵國小

低年級的小朋友也帶來可愛的歌謠演出，還

有直笛演奏。小朋友指出能來看爺爺奶奶，

內心充滿了歡喜，也祝福他們１００年平安

喜樂，所有的病痛通通消失。

　　最後大哥哥和小朋友，共同獻上鮮花和

卡片，讓奶奶們感動熱淚盈框。礦工醫院院

長洪啟宗相當感謝好鄰居的訪視，也祝福大

家１００年一切平安。帶隊的八堵國小校長

蕭玉盞及基隆高中學務處組長王富進老師，

都認為這是一項很棒的社區活動，就是這樣

大手牽小手，結合社區力量，基隆高中的大

哥哥牽著八堵國小小朋友，一同到鄰居礦工

醫院養護中心，來探視爺爺奶奶，讓社區內

充滿了溫暖。

大手牽小手鐵道文化
關懷弱勢團體活動 

　　4月21日(星期三)上午由本校春暉社團及

體育班計22位同學參加，由學務處吳主任德

明及主任教官趙有丁中校帶隊前往八堵國小

與小學生會合後，大手牽著小手一同搭乘火

車前往創世基金會基隆分會參觀，學校將募

集的發票提供給基金會，讓植物人能夠獲得

更完善的照顧。

2011杜鵑花開藝文季系列活動報導

基中之星卡拉ＯＫ複賽 
　　校慶活動當天12時30分至14時，由金裴

雯老師與康輔社社長陳力瑋同學合力主持，

現場由音樂老師蔡欣伶及趙主任教官負責評

選，經評選有紀瑋、吳明洲、張皓翔等三位

同學表現最佳，各核予小功乙次，其餘同學

嘉獎二次，以資鼓勵。 

合作教育杯班際羽球比賽
　　班際羽球賽圓滿落幕，本屆實施了許多

新的規則與制度如改為團體賽事，並以團隊

總得失分來判定勝負，出賽單的使用，羽球

隊擔任裁判等等，除了增加了比賽的真實性

與可看性之外，比賽時的緊張刺激更是一大

突破。

比賽結果如下：

　▲特教班組

　　　第一名　301　第二名　201
　▲高一男生組

　　　第一名　114　第二名　116　
　　　第三名　115　第四名　109
　▲高二男生組

　　　第一名　212　第二名　216　
　　　第三名　206　第四名　204
　▲高三男生組

　　　第一名　309　第二名　307　
　　　第三名　306　第四名　310

慶祝84週年校慶典禮
　　100年4月16日(星期六)上午8時20分，

本校84週年校慶，由歐校長親自主持慶祝大

會，與會來賓包括基隆市謝立委、黃議長、

各校校長、校友會、家長會皆親自到場祝

賀。 高一英語歌唱比賽熱烈豋場
　　高一英語歌唱比賽於4月13日下午熱烈

豋場！校長期許同學發揮創意展現團隊合作

的精神，於歌唱表演中顯現能文亦武的基中

精神，各班渾身解數的演出，其名次如下：

第一名：102班 365分 

   導師：何志鵬老師 英文老師：江吟梓老師

第一名：101班 355分 

   導師：張秋鸞老師 英文老師：蘇文賢老師

第二名：109班 352分 

   導師：黃相文老師 英文老師：林佑安老師

第三名：113班 339分 

   導師：林知立老師 英文老師：林知立老師

第四名：114班 337分 

   導師：蟻敏慧老師 英文老師：蘇文賢老師

第五名：111班 335分 

   導師：賴韻如老師 英文老師：林知立老師

第五名：107班 335分 

   導師：孟祥雯老師 英文老師：孟祥雯老師

100學年生涯輔導教育
-發現新未來小團體 

　　100年4月30日舉行的生涯小團體活動，

本次活動感謝一年級同學們積極的參與，藉

由活動的進行同學們也找到尋屬於自己的未

來。

全國高中1000315梯次
讀書心得寫作比賽頒獎
　　本校共獲得特優6件、優等10件、甲等5

件！得獎率70%！得獎名單請參閱【最新校

園公告】。

特優：嘉獎貳次並頒發獎勵金300元

優等：嘉獎壹次並頒發獎勵金300元

甲等：嘉獎壹次

　　恭喜所有得獎同學,也感謝所有指導老

師的辛勞!!!

全國高中1000331梯次
小論文寫作比賽頒獎 
　　本校共獲得特優2件，優等12件，甲等

10件!45人次得獎！得獎名單請參閱【最新

校園公告】。

特優：小功貳次並頒發獎勵金800元

優等：小功壹次並頒發獎勵金800元

甲等：嘉獎貳次

　　恭喜所有得獎同學,也感謝所有指導老

師的辛勞!!!

恭喜1 0 0級畢業生
畢業囉��

　　今天是高三同學的大喜之日，全校師生

都一起為高三畢業生獻上最誠摯的祝福。畢

業典禮從校長歐東華、各處室主任及學生家

長會長林景星先生，陪同著高三同學進行校

園巡禮，讓高三學生留下最美好的回憶，也

為畢業典禮揭開序幕。在典禮上校長的致詞

中提到：想成就自己的未來，必須靠自己掌

握；我們當站在自己的前面，回過頭來清晰

地看望自己；聆聽自己的心聲，緊緊抓牢每

一次的機會，認識自己，提升自我，讓自己

舉手投足間綻放「自信的光采」，帶給學生

很好的勉勵及祝福！ 

態」，因基隆高中係以男生為主之高中，藉

此運用「水氣」之陰柔特質，柔化校園的陽

剛氛圍，並以「課程工坊活動」之操作討

論，轉化為「造型創作發想」之元素，置於

建築體群之間，並與本校師生，作動線規劃

之安排，以期凝聚師生與學習環境的關係，

顯現台灣基隆暖暖-「海洋文化」的特殊人

文面貌。

　　在短短的兩個星期中，同學們分組討

論，繪製草圖、模擬圖，並製作PPT將心目

中的公共藝術作品展現出來，經教授指導以

及作品檢討後，決定將作品設置於弘道樓、

川堂以及至善樓，藉由公共藝術作品的呈

現，連結全校師生與校園之間的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