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路皆是校隊，進入基中加入羽球隊，父母親唯一要求就是不能放

下學業；楊老師說，李洋個性內斂沉穩、江聿偉有話直說勇於挑戰

冒險，因此安排李洋在前、江聿偉在後擔任攻擊。

　　李承晏教練說，李、江兩人一週練習六天，每天利用課餘時間

練習六小時，

兩個人除回家

睡覺外，其餘

都在一起，彼

此深知對方想

法才能有良好

默契，打出最

好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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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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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一元復始時節，我們關注的就是高三同學勇敢闖蕩學測的關口，取得成績

來透過繁星推薦與申請入學的管道，進到如願的大學。本校在98年度與100年度的

大學繁星推薦錄取人數，皆為全國第二多，這是老師與同學努力行動，邁向實踐夢

想的成果，基隆高中成為優質社區高中的定位是明確的，這是你我共同的信心與希

望。

　　那天校長參加學校的認輔會議，聽到有少數個案同學，整天睡覺，無精打采，

以致面臨重讀邊緣，我內心就一陣揪痛。真的是希望我所有基隆高中的同學，你要

告訴自己，我在這裡學習成長，就是要邁向大學，我將一步一步地成長，蛻變得更

自信更懂事。縱然碰到絕望的山谷，也要以勇氣克服挫折；用希望搭建一座信心的

橋。

　　年輕人應該「只要嚮往，就去嘗試。」你是一定要去夢想著你想要的；追尋著

你想去的地方。而達成夢想的行動，當是具備勇氣與希望的行為。別把勇氣當作是

行為的漂亮裝飾，勇氣是一架梯子，使我們蔑視艱難，在磨練中逐層成長；希望也

許是夢境，但它是清醒的夢境，它將帶來熱情與動力，讓你擁有面對未來達成夢想

的能力。

　　擁有勇氣與希望的行動是成功的關鍵，在岸上閱讀游泳技術，是學不會游泳

的；只有跳進水中，才有機會學會游泳。雖然「行動」不一定帶來幸運；但你可別期望「坐而不行」能帶來幸運。無論你的人生追求什

麼？都要懷抱著勇敢的行動和熱情的希望。有勇氣的行動，帶來信心；「熱情的人，力拔山河」這是管理大師韓第說的。

　　青年人本來就是要充滿勇氣與希望，但請記得，不織網的蜘蛛捉不到蟲，光是用「想」的，無法帶來成功。你當告訴自己，我將用行

動迎向未來、要盡全力去生活。面對生活中的憂傷與得意：莫沉淪在挫折中，要讓憂傷有盡頭；莫沉浸在得意中，要時時有憂慮。年輕人

就是要跨出舒適圈，以勇氣與希望，深思熟慮的行動，邁向成功。

　　祝福大家！好好加油！謝謝！

翠華基中 勇氣希望
校長   歐東華   101.01.06.

　　基隆高中羽球隊日前遠征新加坡，參加國際青少年羽

球分齡賽，傳回捷報；二一七班李洋、江聿偉，在男子

十七歲分齡組榮獲男子雙打銀牌，楊勝傑在男子單打十七

歲分齡組，榮獲男子單打銅牌。校長歐東華開心地說，這

是羽球隊成立以來最好的成績。

　　歐校長說︰羽球隊成立以來最好成績，這次主辦國為

新加坡，共計邀請印尼、日本、泰國、馬來西亞、印度、

菲律賓、越南等十國好手參加，李洋、江聿偉參加男子

十七歲分齡組男子雙打賽，共六十組選手參加，兩人六戰

皆捷，直到第七戰冠亞軍決戰，才飲恨敗北獲得銀牌。歐

東華校長特地感謝羽球隊老師楊燕萍及教練李承晏。

　　楊燕萍老師說，李洋、江聿偉兩人從小練習羽毛球，

號外～遠征新加玻!!  基中羽球隊奪1銀1銅!!   

基隆區心理衛生諮詢服務中心
100年度個案研討會暨工作檢討會
　　11月1日於本校至善樓三樓會議室舉辦

了心衛中心個案研討會暨工作檢討會，活動

一開始由基隆署立醫院的劉良湧醫師與陳彭

嫈心理師帶領著大家討論心衛中心個案之情

況，接著的專題演講我們再次地邀請了江原

麟師蒞臨講習，其生動活潑的演講方式與接

案經歷豐富的內涵，為我們開啟了輔導領域

視野的另一扇窗。 

高二運動會創意海報比賽  

　　本校高二運動會創意海報比賽於10月26

日星期三於下午第5、6節，在高二各班精英

人才盡出，團體巧思創意之下，每個人無不

使出各家絕活，在兩個小時內，絞盡腦汁、

巧手裁剪、精心繪製，完成一幅幅活潑、豐

富的班級海報。 

高一生命教育講座
　　本校為了讓同學們能學習到如何面對逆

境的生命態度，於11月30日(三)邀請朱芯儀

心理師蒞臨說著這場屬於自己的生命故事。 

本校運動會運動裝置藝術  

　　本校運動會為增添活力氛圍，進行各項
運動藝術佈置。在穿堂的主題為『勇敢向
前』，以KLSH運動鞋為主軸，代表基中學
生不懼困難、勇敢向前；活動中心入口處的
主題則為『協力接棒』，代表基中校風誠靜
樂恆、風華永續。這些運動藝術佈置由本校
班聯會主席陳維可、美宣長莊孟諼以及二年
級班代們共同齊心策畫，同時要感謝體育班
同學318班郭泰億、李哲輝、陳昱維、范姜
雅筠、217班江聿偉、楊勝傑、302班鍾欣熒
大力協助佈置。 

　　從99學年度開始（一、二年級）本校學

生證結合悠遊卡及國際學生證三種功能，只

要帶一張卡證，就能辦妥大小事，讓生活更

便利。三卡合一的好處：

一、學生之福利：

　　享有國內外食衣住行等消費優惠，為預

算有限的學生節省旅行成本。ISIC國際學生

證持卡人享有故宮博物院、國家公園、歷史

博物館、美術館、科博館、林務局所轄管的

森林遊區、救國團所屬的活動中心住宿、各

縣市政府所轄管的風景區的門票優惠。

二、學校之福利：

　　1.加速校園ｅ化作業，進一步節省人力

           成本。

　　2.塑造校園的國際形象：如果一入學所

           領到的學生證，就是可以全球通行的

           ISIC國際學生證，等於與世界接上線。

　　持國際學生證的好處多多，且每年優

惠不斷增加。目前全球持卡人已超過300萬
人，均可享有：

1.24小時免費的全球緊急救援與協詢服務。

2.在台購買STA國際學生青年優惠機票。

3.國外船票、火車票、地鐵票、巴士票及租

　車優惠。

4.國外博物館、主題公園、及歷史文化場所

　門票的優惠。

均質化-中研院參訪圓滿成功
　　在本校均質化的方案下，今年有幸邀請

到基隆市國中端報名共同參加本次中研訪的

活動，同學們於院區內自行至各場館探索自

己興趣的科目，了解其未來的研究方向及應

用成果，並於填答學習單時認真在活動看板

上找出正確解答，獲益良多。

　　感謝基隆市立暖暖高中國中部、成功國

中、正濱國中共同參與。 

實習音樂會 圓滿落幕 
　　由本校音樂班302班瘋琴、202班超音敢

美學生「實習音樂會」，分於12月8日、15
日舉行。感謝校長、全校師生及家長到場聆

聽並給予學生支持與鼓勵，使本場音樂會得

以演出順利、圓滿落幕！ 

100學年度高二草嶺古道
淨山健行活動風雨無阻完成創舉
　　本校高二全體師生於12月2日浩浩蕩蕩

從基隆高中出發前往草嶺古道入口處(貢寮

端)，一路上細斜雨絲不斷，但都無法澆熄

基中同學們的滿腔熱血，一路開心到底，當

同學健行至最頂端-虎字碑的地方，大家都

極其興奮合照留影，在天公的眷顧之下，太

陽露臉了，大夥都開心的喊讚。沿途風景美

不盛收，下山到了大里天公廟，同學們開心

的進行圓桌扒飯，共享福隆便當。從本項活

動發現我們基隆高中的學生展現了堅強的意

志及不畏辛苦的抗壓性，正符合『昂首闊步

基中人、築夢踏實上巔峰』的精神。 

100學年度兩性成長團體
《那些年，我們追的情》  

　　輔導室於11月26日(六)舉行整天的兩性

成長團體，期藉由此次小團體增加同學對兩

性差異的了解、覺察個人特質與價值觀對兩

性交往的影響，進而認識並調整兩性溝通上

產生的差異。

　　本團體以互動式遊戲、愛情卡、分享討

論的方式進行，過程中同學們也相當踴躍的

發言分享，相互釐清在兩性互動中的想法與

差異。活動也在熱鬧溫馨的氣氛中於下午4

點30分順利結束。 



1 0 0學年度認識大學講座
　　輔導室於本學期第一梯次的高三認識大學講座於10月19日舉行，請來中原大學建

築系的曹拯元主任，與海洋大學環資系的方天熹系主任，呈現精彩有趣的演講，幫助

同學認識未來選系的參考方向。

　　11月2日特別請到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的魯先華教授、歷史學系陳惠芬教授，及

中央大學機械系的傅尹坤教授，為高三同學介紹該校系的特色。 

　　11月30日邀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學系的王培旭助理教授，為本校美術班及報考美

術組的同學，介紹北藝

大美術學系的特色。王

教授於席間亦傳授同學

有關該校甄選入學的心

得，鼓勵本校學生報

考。

　　12月7日邀請輔仁大

學義大利語文學系李雅

玲講師及淡江大學產業

經濟學系林佩蒨教授來

校宣導。

　　每場講座同學答問

踴躍，並分享申請該校

進入甄試時須注意的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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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本校彭信哲老師、何宜紋老師
榮獲100學年度教案設計活動佳作  
　　本校英文科彭信哲老師、何宜紋老師參

加100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性別平等、

生命教育議題融入教學教案設計甄選比賽，

分別以主題"Blame It on the Brain男女大不

同"以及"To Make Your Life Meaningful"，榮

獲教案設計比賽佳作。感謝兩位老師為校爭

光，全校師生同賀！

賀！本校范陽慶老師
榮獲「綜合活動科活動示例甄選」

個人組優等獎  
　　本校於10月28日朝會時刻，公開表揚本

校范陽慶教師，307班學生為慶賀導師范老

師，特地製作字卡，由學生劉威廷即席創的

一首詞來慶賀范老師，『黼黻有文藻，文情

亦並茂，揚葩欲振藻，鞭辟文中繞』。最後

由班長何庭寬領軍送上花束獻給范老師。

　　范陽慶老師以「少年小樹之歌~一場跨

越三學年的綠色公民行動」榮獲普通高級中

學綜合活動科學科中心100年度「綜合活動

科活動示例甄選」個人組優等獎，范陽慶老

師以基隆中學裡綠蔭愈來愈少為契機，帶

領了36位基中學生一起進行「小樹生長之

歌」，從選擇樹種、移植地點開始，在基中

各個角落親手種植還未茁壯的小樹苗，過程

中曾遇到小樹長不出葉子，面臨死亡的困

境，但生命的奇蹟總是在這時發生，讓所有

參與的同學了解生命的意義。誠如范老師在

基中校刊為自己的作品文章所題的語詞「當

我們種樹的同時，也種下和平與希望的種

子」。 

校長頒發99及100學年度
高一優秀新生入學獎學金  
99學年度高一優秀新生入學獎學金：
　一、21624楊尚珉：99年國中基測PR值
　　　97～98  獎學金12萬(分6學期發放)
100學年度高一優秀新生入學獎學金：
　一、11610柯鈞耀、11515張宇賢、11624陳勇勳  
   　 （100年北北基聯測總分達360以上且成
　　　績名列本校高一普通科新生前10名
　　　者，獎學金8000元。）
　二、11618陳正修、11622陳則維、11631潘  辰    
    　（免試就近入學新生，國中在校成績排
　　　名前百分之5且在校成績平均90以
　　　上，獎學金5000元。)恭喜上列同學。 

賀！本校音樂班范薇
榮獲苗栗三灣鄉公所

「三灣觀光形象花仙子」殊榮  
　　苗栗鄉公所於100年12月10日及11日舉

行「稻鄉柑香季」，11日下午選拔「花仙子

親善大使」，前2名由表姊妹包下，表妹范

薇表演小提琴才藝，得到評審讚賞榮獲第1
名，第2名則是由表姊張育婷拿下。

　　冠軍除獲得「三灣觀光形象花仙子」殊

榮，也將代表三灣鄉到各地行銷農產品和鄉

內活動代言，目前就讀基隆高中音樂班的范

薇說，很高興以後能向更多人推廣三灣的

美。 

開廣獎學金舉行頒獎儀式  

　　100學年度新設立之開廣獎學金，由捐

贈人-傑出校友蔡騰龍董事長於路跑完畢後

親臨頒發獎學金；並與獲獎同學共勉。

獲獎同學名單如下：(每位獎學金5000元)
301林筱芸'、劉品妤  302高寧兒 
314戴澤宇、吳岱融   316賴璿宇

202丁綏芳、高至緯  216詹長軒

「百年風華．女性特展」

402專戶募款簽書會

圖書館週晨光書香活動

校長頒感謝狀給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

　　2011年為居禮夫人獲得諾貝爾化學獎
100週年，又逢中華民國建國百年紀念。
本館為表達對女性的敬意，特訂定100學
年度圖書館週主題為「百年風華-女性特
展」，展期自12月12日至12月23日止。
　　12月12日（一）中午在圖書館舉行開
幕典禮，除熱舞社及合唱團等社團表演
外，另有茶點招待。儀式簡單隆重，在校
長鳴鼓之後熱烈展開相關系列活動。
　　本系列活動包含【主題書展】、【台
灣女性檔案百年特展】、【402專戶募款
簽書會】及【晨光書香】活動。
　　本次圖書館週活動除依往例辦理主題
書展外，另向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商
借展件，展示精選自該所檔案館中與女性
相關的婚姻文書、人身買賣契約、照片、
日記、個人證件等數位典藏成果。以傳統
女性、命運轉折、展現自我等不同面向，
一窺清領到戰後初期，臺灣女性從依附於
男性之下的人生，到活躍職場、參與社會
活動，進而獨當一面的歷程。
　　另為配合圖書館週活動，協助班級營
造良好的閱讀氣氛，提升同學閱讀興趣，
養成閱讀習慣，圖書館在12月一開始就
以「晨光書香」為圖書館週暖身。共有15
個班級利用早自習或其他彈性時間，在咖
啡與茶香陪伴下，毫無壓力的閱讀課外讀
物，相信這樣的經驗必定令同學留下極為
甜蜜的閱讀回憶！

圖書館週系列活動暨開幕典禮  創意互動玩科學
-伽利略實驗室活動圓滿達成  

　　本次活動由本校生活科技教師鄭竣玄老師、物理科蕭金

德老師、吳旭明老師及

聖心高中物理科蔡佳玲

老師的共同協助下順利

員滿達成活動。

　　感謝正濱國中、銘

傳國中、聖心國中的同

學參與 。

讀書心得與小論文投稿篇數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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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心得與小論文得獎篇數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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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下 35 10 45 16 4 20 

98上 21 31 52 13 17 30 

98下 1 1 2 1 1 2 

99上 29 16 45 17 9 26 

99下 30 50 80 21 24 45 

100上 79 29 108 28 評審中 28 

　　你在求學過程中，有覺得很沮喪、很受傷嗎？甚

至，你曾受到老師的無情地冷言冷語對待、或侮辱

嗎？還是，你在現行的教育體系之下，覺得毫無發揮

的空間？父母也不瞭解你，而覺得充滿挫折感？！

    不用感到沮喪，李白有言：天生我材必有用。現在

有一本協助你走出這種困境的好書，我很樂意向你推

薦：﹤讓天賦自由﹥。

　　在本書中，作者舉出很多的具體事證，證明學校教

育並不是你唯一的選項（更何況，現行的教育存在著許

多的問題和缺點）。許多當事人，也是經歷過一段很黯

淡、不如意的，甚至是沮喪的教育歷程，但在專家、學

者的發掘、指點之後，在自己善長的領域發光、發熱，

成就斐然。現在是多元化的社會，最潮的是新創意、新

點子！希望在你看過這本書之後，也能啟發你沉睡多年

的潛在天賦，而開創出屬於你自己的一片天！    

好書推薦－「讓天賦自由」

本校班際拔河比賽!!!  

　　本校舉辦班際拔河

比賽，共分成高一、高

二、高三與混合組四組

進行競賽，經過激烈競

爭後，各組脫穎而出形

成四強鼎立，參與比賽

的所有班級展現勢在必

得的決心，雖然過程中

有所勝負，但參加比賽的所有基中學生都體認到堅持到最後

才是贏得成功的不二法則。

        得獎班級：高　三：冠軍305班、亞軍310班
　    　　　　　高　二：冠軍210班、亞軍211班
　　 　　　　   高　一：冠軍113班、亞軍106班
　    　　　　　混合組：冠軍101班、亞軍301班 

‧李廷澤老師推薦‧

第一學期班級美化活動
　　教室美化活動期間全校各班皆不遺餘力

熱烈參與，特別是一年級116班、二年級208
班以及三年級301班表現傑出；116班以綠化

環境為主題，讓植物環繞班級四周，營造出

舒適和諧的班級氛圍。208班以海洋世界為

主題，藍色的深海背景與翻身的巨大鯨魚，

順口溜口吻的班級公約，使人印象深刻。

301班則是非常有藝術氣息，掛滿教室各角

落的畫作與沉思的石膏像，彷彿參觀畫展。

得獎班級：高一組前三名：116、106、107
　　　　　高二組前三名：208、201、207
　　　　　高三組前三名：301、305、303

100學年度全校運動會暨合作杯趣味競賽
　　11月11日基隆高中運動會於活動中心熱鬧舉行開幕典禮，高二班級創意進場帶來熱鬧

的表演，本校糾察隊更是昂首闊步，氣宇非凡，為開幕典禮掀起高潮。典禮程序會旗進場

時，全校師生一同唱起校歌，每個同學整齊歌唱的聲響，幾乎要將活動中心的屋頂掀開，

氣勢迴盪，餘音繚繞，全校師生心中都是滿滿的感動，唱校歌是我們對基隆高中熱愛的表

現。對！我們要當昂首闊步的基中人，運動會各項賽事都要全力以赴，勇敢向前。 
　　各項趣味競賽，各科老師及與會嘉賓共組成七隊，進行熱鬧有趣的趣味競賽，其中刺

激驚爆點這項競賽，讓全校教職員陷入瘋狂，紛紛祈求能擲出聖杯以便能前進驚爆區刺破

氣球，其中藝能科老師卯勁全力，精銳盡出，最為逗趣。最後頒發趣味競賽教職員組，第

一名為家長會VS貴賓組，由江木發主任代為領獎，第二名為數學科由蟻敏慧老師代表領

獎，第三名為藝能科由楊燕萍老師代表領獎。

　　102級高二各班絞盡腦汁，在運動會辦理創意進場表演，力求表現班級最高創意的表

演，在師長帶領下，於表演結束，在群英樓穿堂集合拍照，留下各班帥氣又逗趣的倩影。 

102級高二創意進場表演團體合照全體教職員趣味競賽大合照運動會開幕典禮暨校旗、會旗進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