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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學年度繁星推薦於3月9日放榜，本校共有56名學生錄取
各知名公私立大學，錄取人數名列全國第4，當中有27位學生錄
取台大、政大及成大等國立一流學府，成績十分亮眼。
　　316班田同學表示：「繁星就好比外掛般，即使學測成績不
是很高，還是能進入一流大學。繁星是依據在校成績，所以要取
得較前面的比序…每一次考試都要全力以赴…」和他同班的沈同
學有一致的看法：「一定要把握每次月考…」
　　313班許同學和316班歐同學肯定繁星對基中升學的優勢：
「好好分析，了解它的遊戲規則，對我們這種社區高中是非常有
利的…」期勉基中學弟妹們能善加利用此升學管道。

101學年度繁星推薦大放異彩
錄取人數全國第４  

●參加對象：
　　　(高一與高二全部參加，高三自由參加)
　　　學生閱讀完相關書籍後，自行尋找相

　關教師擔任認證教師，經認證合格後，由

　認證教師在「經典閱讀」活動護照上簽名

　認證。

●閱讀認證方式：
　　  （可經由以下任一方式認證。）

(一) 由相關教師認證

　　1.面試晤談。

　　2.書面心得報告。（參考讀書心得、小

           論文寫作比賽格式或至圖書館櫃台索

           取）

【基中經典閱讀】4月1日正式起跑

101年大學甄選入學
輔 導 家 長 說 明 會   

　　基隆高中每年都會為高三學生及家長舉

辦升學輔導說明，提供家長與學校直接面對

面交流的機會，以期能讓家長更加熟知教育

現況進而為子女作出明智的選擇。

　　今年度的說明會於2月15日（星期三）

晚上7：00至8：30舉行，歐校長期許家長能

為孩子選擇一個能夠接受適性教育，提升未

來學力，讓孩子邁向更優質的發展。 

101學年度大學學測--
基隆高中飛躍成長  

　　101學年度學測放榜，本校高三總體學

測成績較去年大幅進步，60級分數以上成長

倍數為去年的1.5倍之多，50級分以上達79
人，特別是許多同學在三年前考進基中的分

數僅僅只有基測PR值62~65，但是卻能在三

年的精進焠鍊之下，考出學測成績57級分以

上的優異表現。

　　本校體育班同學在導師陳林瑋的帶領

下，共計林潔雯、邱文伶、吳霽三位同學考

出50級分以上的優異成績。本屆的學測成績

表現，顯示本校的教師對每位同學投入極大

心力並以關懷為出發點。 

　　12月份啟動系列的祈福感恩系列活
動，其中高三各班的戰鼓擂動活動，各
班同學莫不使出全力，誓言考上心中好
校系，並奮力連續擊鼓，期能帶動整體
氣勢。
　　另一項活動於12月28日中午在群英
樓穿堂為高三全體同學進行擂動戰鼓誓

師大會，由308班同學張鑫田代表高三
同學擂動戰鼓，隨後則進行包粽大吉利
活動，歐校長親自將包粽交付予各班導
師、班代，典禮組司儀則代表全校師生
許下三願：一願身體健康，二願智慧大

戰鼓擂動，夢想起飛！

　　3.其他方式。（例如：以繪圖、影片
           或話劇表演……等其他方式呈現，
           團體創作時，每人所得點數則由認
           證教師彈性處理。）
(二) 由圖書館認證
　　1.參加中學生網站讀書心得寫作比
           賽，完成投稿程序。
　　2.參加中學生網站小論文寫作比賽，
           完成投稿程序。
　　3.透過圖書館「喜閱書坊」線上閱
           讀，通過閱讀測驗紀錄。

●獎勵方式：

(一) 每學期末通過認證，獲得閱讀點數
        13~28點之同學，每人記嘉獎1次；
        29~50點記嘉獎2次，50點以上記小功
        1次。
(二) 每學期末通過認證，獲得閱讀點數20
        點以上之前三名同學，依名次分別頒
        發獎勵金或圖書禮�，及讀書王獎狀
        乙紙。
(三) 高三畢業時總結在校期間，平均每學
        期獲得閱讀點數20點以上之前三名同
        學，依名次分別頒發獎勵金或圖書
        禮，及讀書王獎狀乙紙。

姓名 學校名稱 校系名稱 基測 PR值 入學國中

歐○墉 國立臺灣大學 森林環境暨資源學系 379 88 新北市立板橋國中

許○嘉 國立政治大學 新聞學系 377 87 基隆市立碇內國中

沈○展 國立成功大學 化學系 377 87 基隆市立八斗國中

劉○維 國立中正大學 化學暨生物化學系 377 87 基隆市立碇內國中

薛○一 國立中央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 346 74 基隆市立銘傳國中

王○偉 國立中山大學 物理學系 355 77 基隆市立中正國中

林○劭 國立中興大學 物理學系一般物理組 313 62 基隆市立碇內國中

黎○文 國立中興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365 82 基隆市立建德國中

田○翰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化學系 362 81 基隆市立銘傳國中

蔣○寰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機電工程學系 基隆市立信義國中

吳○睿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 經濟學系 329 67 臺北市立濱江國中

潘○瑋 國立嘉義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319 64 桃園縣私立振聲高中

吳○翰 國立高雄大學 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 339 71 臺北市立桃源國中

劉○廷 國立聯合大學 能源工程學系 312 61 臺北市立萬華國中

翁○雯 國立臺灣藝術大學 美術學系 320 64 基隆市立銘傳國中

賴○宇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商船學系 391 94 基隆市立碇內國中

陳○元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河海工程學系 340 71 基隆市立武崙國中

趙○邦 國立臺南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360 80 基隆市立中正國中

余○縉 國立臺東大學 應用科學系應用物理組 331 68 基隆市立明德國中

黃○文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數位科技設計學系 353 77 基隆市立中正國中

李○陞 國立屏東教育大學 資訊科學系 299 57 臺北市立金華國中

許○哲 國立金門大學 海洋與邊境管理學系 330 68 臺北市立興雅國中

嘎○‧○蹦 國立金門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282 52 基隆市立八斗國中

曾○倫 國立東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基隆市立南榮國中

陳○宇 國立宜蘭大學 食品科學系 337 70 基隆市立建德國中

許○豪 國立宜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347 74 基隆市立建德國中

臧○韋 臺北市立教育大學 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 324 65 新北市立溪崑國中

吳○桓 銘傳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台北校區) 317 63 新北市立明志國中

翁○玄 元智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353 77 基隆市立建德國中

張○適 輔仁大學 新聞傳播學系 358 79 基隆市立銘傳國中

葉○傑 東吳大學 中國文學系 308 60 新北市立樹林中學

官○昌 東海大學 社會學系 340 71 基隆市立成功國中

陳○竣 世新大學 英語學系 318 63 基隆市立正濱國中

吳○賢 世新大學 觀光學系旅遊暨休閒事業管理組 基隆市立碇內國中

林○傑 中原大學 化學系化學組 379 88 基隆市立銘傳國中

林○芸 中原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326 66 臺北市立永吉國中

朱○立 大同大學 事業經營學系 315 62 新北市立新莊國中

李○陳 淡江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321 64 宜蘭縣私立慧燈國中

劉○倫 逢甲大學 企業管理學系 352 76 基隆市立銘傳國中

周○倫 中國文化大學 新聞學系 299 57 基隆市立百福國中

陳○傑 中國文化大學 會計學系 296 56 新北市立丹鳳國中

林○邦 中國文化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319 64 臺北市立明湖國中

陳○樵 中國文化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296 56 新北市立文山國中

白○廷 中國文化大學 森林暨自然保育學系 327 66 新北市立秀峰中學

曾○育 中國文化大學 森林暨自然保育學系 339 71 新北市立秀峰中學

李○齊 真理大學 英美語文學系(台北校區) 334 69 新北市立福和國中

許○維 長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323 65 新北市私立及人高中

林○育 長榮大學 科技工程與管理學系 320 64 基隆市立中正國中

許○傑 亞洲大學 心理學系乙組 294 56 基隆市立銘傳國中

詹○奇 玄奘大學 企業管理學系經營管理組 296 56 新北市立新莊國中

葉○証 靜宜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329 67 臺北市立興雅國中

蔡○錡 靜宜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325 66 臺北市立懷生國中

陳○霖 靜宜大學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 299 57 新北市立鶯歌國中

蕭○博 實踐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易學系(臺北校區) 315 62 臺北市立五常國中

胡○慈 慈濟大學 東方語文學系中文組 319 64 臺北市立信義國中

林○宏 華梵大學 中國文學系 294 56 新北市立文山國中

免試入學

國立基隆高中101學年度繁星推薦升學榜單

免試入學

免試入學

　　一年嫣紅又潔白，杜鵑花燦爛地開在校園的綠草地，告訴我們陰雨寒冷的冬天已過；花香

溫暖的春天已到。我們期盼一個新的周期到來，高三學長的學測成績與繁星推薦陸續放榜；

學務處也再度推出「杜鵑花開藝文季」希望提升校園學習活動的品質，也能帶領基中人走入社

區，提振校譽。願你能掌握每個學習的機會，讓思想開竅、讓能力加值。在不斷地學習中，知

道得越多，就越有力量；攀登得越高，視野就越開闊。

　　在這杜鵑花開的季節裡，我們學測成績大幅進步，50級分以上的有79人，許多當年入學基

測PR值62~65，在基中三年的精進焠鍊，擁有學測57級分以上的優異表現。而透過繁星推薦進

到如願大學的則有56位學長，分別在國立的有臺大森林環境暨資源系、政大新聞系、成大化學

系、中正化學暨生物化學系、中央通訊工程系等。在私校則有銘傳國際企業系、元智機械工程

系、輔仁新聞傳播系、東吳中國文學系等。

　　我們也要祝福參加申請入學及指考分發的學長們，能攀登高峰進到如願的大學科系。目前

申請入學第一階段放榜，我們有295人通過獲得680個科系。希望所有高一、二同學，當你看著

學長金榜題名時，要有一種「有為者亦若是」的氣派，你必當告訴自己，進了高中就是要進大學，要有勇氣去承擔命運，才是英雄好漢！

目標明確，用心投入使動力更強；不停學習，讓眼界更開闊，就會希望做得好時，還願意做得更好。

　　人的能力就在努力中增加；而學問就在虛心下深厚。你惟有用心投入，才能理解弱點，找到對的路；用心投入，才能產生競爭力，展

現精彩。生命的價值不在它有多長，而在它有多精彩。當人生無法預測，懂得學習、擁抱改變，是能力增長、學問深厚的唯一方法；當人

生無法十全十美，在順境中感恩，在逆境中成長，我們認真活在當下，是惟一課題。

　　　好好加油！祝福大家！謝謝！

感恩成長 攀登高峰
校長   歐東華   101.04.03.

基隆高中參加基隆市101年
萬安演習暨災防演練實況  
　　基隆市政府於101年2月24日辦理基隆市

101年萬安演習暨災防演練，本校高一全體

師生及行政人員參與演練，演習當日由基隆

市大家長張市長通榮先生及柯副市長水源先

生進行狀況主推，演習模擬基隆市遭受海嘯

侵襲，大批災民由市區往七堵、暖暖區移

動，本校奉命成立災民收容所、前進指揮所

及緊急醫療所等設施，本校於接獲通知後，

立即由校長主導召開緊急應變會議，並由校

長依據災防法下達全校停課及編組青年服勤

中隊之決心，全力支援基隆市政府執行救災

任務。預演期間，陸軍航特部運輸直昇機飛

抵學校進行演練(兩次)，除參演同學戮力完

成任務外，其餘師生亦共同見證基中歷史之

ㄧ刻，對於全民參與國防有了更進一步的認

識。 

基隆高中校友返校活動  
　　本次的校友返校座談，2月22日13:00－
15:00於圖書館四樓演藝廳舉辦，很榮幸能

邀請到畢業校友將升學經驗予在校同學分享

外，校友們在座談中給予在學同學許多有關

升學的心得與勉勵，並祝福高三同學們都能

把握最好的機會，如願升上心目中的理想學

府。

　　參加校友：林學毅、莊棋誠、翁詩婷、

許派綸、王威智、翁思汗、朱建勳。

開，三願全體高三金榜題名。最後則
進行亮燈祈福儀式象徵魁星高照的大紅
燈籠，尾穗繫上高三導師們對同學的祝
福。最後在所有全體高三同學一同祈福
之下，明燈亮了夢想起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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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高中榮獲101年
全國羽球團體錦標賽
高男組團體賽銀牌  

　　101年度全國羽球團體錦標賽，基隆高

中榮獲高中男生組團體賽第二名優異成績。

　　經連續四天激烈的分組預賽，進入決

賽後則採單淘汰賽制，318班郭泰億、李哲

輝，317班王皓弘，217班李洋、江聿偉，

218班李銘軒、余承翰、118班吳泳錡，最後

贏得全國羽球團體錦標賽高中男生組團體賽

亞軍。

　　感謝指導老師楊燕萍老師及指導教練李

承晏老師。 

101年第一次全國
青少年羽球對抗賽 

基中奪得冠軍!!!  
　　基隆高中在「101年第一次全國青少年

羽球對抗賽」3月3日的高男團決賽，以直落

三打敗西苑高中，贏得高男冠軍!!!基隆高中

羽球運動代表隊參賽球員為318班郭泰億、

李哲輝、陳昱維，317班藍偉翔、林人豪、

王皓弘，218班李銘軒，217班李洋、江聿

偉、楊勝傑共計十名球員。感謝指導老師楊

燕萍老師及指導教練李承晏老師的辛勞。 

　　本校216班楊尚珉同學參加2012 年亞

太數學奧林匹亞競賽通過初選；同時參加

2012AMC12A數學檢定考試也榮獲『傑出

獎』，全體師生與有榮焉，除了恭賀其成就

外，也感謝數學科周正弘老師的指導！

管弦樂團暨協奏曲音樂會
圓滿落幕

　　本次活動演出曲目除了有羅西尼的「威

廉泰爾」序曲、完整的四樂章德佛札克第九

號交響曲外，特別邀請於本校任教之優秀演

奏家陳貞蕙老師擔任單簧管協奏者，演出莫

札特的單簧管協奏曲。

　　在此感謝基隆市一信文教基金會與各界

企業贊助，使本次活動得順利進行。同時感

謝曾連福老師及陳貞蕙老師協助指導團員完

成此次音樂會。

　　基隆高中連續四年在三月~五月

期間辦理杜鵑花開藝文季系列活動，

目的為深化高中藝文教育，落實「生

活中處處是藝術，藝術活動涵化生

活」，提升校園人文藝術氣息，使高

中生具創造力、審美力。

　　今年於3月6日假本校活動中心

進行開幕儀式，公開表揚杜鵑花開

LOGO設計大賽優等設計作品，由本

校美術班101班蘇資喻同學獲得，歐

校長並提到：「今年的杜鵑花開藝文

季為大家設計了藝文護照，讓大家參

與藝文活動的時候，能蓋上紀念證明

章，作為每位同學參與藝文活動的記

錄資料，期許大家踴躍參與。」

　　今年辦理藝文季有著嶄新的另類

目標，將以藝文會友方式，展現暖

江堵陵豐富藝術人文風貌，辦理主

題美術展、管弦樂團音樂會、花團錦

簇社團成果展讓社區民眾搭配藝文護

照共同欣賞高中生所帶來的藝文表演

活動，以藝文交流對話，豐富暖江堵

陵豐富人文內涵。另外，配合基中

八十五週年校慶『尋找記憶牆』的攝

影展活動，將展出具有悠久歷史基中

舊照片，讓大家共同串連腦海中的基

隆高中校景。

　　本次基隆高中更以行動關懷地方

社區，舉辦大手牽小手系列活動，配

合過港社區發展委員會，協辦暖暖河

濱公園美綠化植樹樂活動、華山創世

基金會的暖暖天使愛心站之獨居長者

到宅服務，還有救國團的募舊書樂閱

讀活動以及礦工醫院送愛心表演活動

等。

『杜鵑圓舞曲-高一英語歌唱比賽』
　　本校於昨日(3月14日)舉辦『2012杜鵑
圓舞曲-高一英語歌唱比賽』，在一片歡呼
與掌聲之中，順利圓滿成功。英語歌唱比賽
是本校一年一度的一大盛事，各班無不絞盡
腦汁設計動作、緊鑼密鼓的練習，除了唱出
歌曲詞句，更編排一系列的舞蹈與劇情，除
了成功融入英文教學以外，更能展現班級特
色。
比賽結果如下:
第一名 111班  指導老師：彭關潤老師 
第二名 105班  指導老師：謝宜芬老師 
第三名 108班  指導老師：盧裕瑛老師 
第四名 114班  指導老師：盧裕瑛老師 
第五名 113班  指導老師：張瓊文老師 

植樹活動開鑼囉！
　　配合植樹節暨 本校杜鵑花開藝文季大

手牽小手系列活動，打造暖江堵陵新藝文社

群，並積極與社區合作共同執行人文關懷的

行動方案。本校由周雅岑老師及范陽慶老

師帶領203班全體同學，進行杜鵑花植樹活

動，共同打造綠色校園。

　　3月6日校長歐東華頒發服務證明，表揚

參加「少年小樹之歌」植樹護樹同學，勉勵

同學成為良好的綠色行動公民。 101年植樹護樹志工服務表揚  

校長歐東華先生於2月7日
召開校務發展顧問新春諮詢會  
　　校長歐東華先生於101年2月7日召開校

務發展顧問會議,會議中除了聽取校務發展

相關事宜，同時也頒發新任校務發展顧問聘

書。顧問熱心提供校務發展意見,並捐贈獎助

學金，學校將納入401專戶及402專戶，作為

獎助績優及清寒學生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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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校

長特頒贈感謝狀給蔡騰龍校友，感謝校友於

事業有成能回饋母校；未來希望有更多各界

校友響應。

基 隆 高 中 美 術 班
再創佳績！

　　本校201美術班楊中競同學以「速度的
差別」為主題參加100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
比賽，描繪出飆車族隨著車速的加快，而
越來越接近死亡，藉此以提醒機車族減速慢
行，榮獲全國決賽第一名！
　　301美術班劉品妤同學，參加具有59年
悠久歷史的繪畫比賽『中部美展』榮獲水彩
類全國第一名成績。作品表現兒時家人在沙
灘撿拾貝殼，在生命歷程中，留下美好的記
憶烙痕。中部美展是屬於全國繪畫比賽，參
賽者不分年齡，不乏國內繪畫好手參賽，更
有許多大學生及研究生共襄盛舉。劉品妤同
學能以高中生的身分，過關斬將，從初審作
品到複賽，多次競賽中拔得頭籌，相當難能
可貴。
　　本校美術班，已成立十四年，不論大學
美術系、聯考及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在美術
班呂汶錚及何昭慧老師細心指導下，歷年來
屢創佳績，特別是能連續四年拿下全國決賽
第一名佳績實屬不易，全校師生與有榮焉。

「瘋迷青春影展」
榮 獲 『 金 牌 獎 』

　　本校215班吳俊賢、王睿毅、紀宗佑、

方聖傑、楊聖平、林廷陽、陳邦彥、陳鈞

聖、張庭嘉、李冠廷、謝沅旻等同學，以

朋友間的情誼為主題，參加101年青年節

「Filming Young～瘋迷青春影展」比賽，獲

得高中組第一名『金牌獎』，獲頒獎金禮卷

8000元，全校師生與有榮焉！

龤韻合唱團全國合唱大賽
榮獲優等(第三名)

　　本校龤韻合唱團在洪汶溶老師帶隊下，

101年03月03日到新竹明新科技大學參加100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團體項目，男聲合

唱高中職團體B組，在眾多參賽隊伍中脫穎

而出，奪得高分，榮獲優等(第三名)，這陣

子的辛苦練習也終於獲得豐碩成果！

校長頒發感謝函予青澀
芷蘭獎助學金訪談人員  
　　101年2月8日下午校長頒發感謝函予青

澀芷蘭獎助學金訪談人員。

　　有一群哥哥姐姐，他們服務於社會各行

業（以在金融界服務為主），這幾年來他們

默默的付出，透過各國立高中輔導室，在宜

蘭、基隆、桃園、新竹地區，尋訪需要幫助

的貧困學生，並進一步協助他們心無旁騖地

完成高中學業。

讀書心得及小論文寫作比賽頒獎
　　全國中學生第1001031梯次讀書心得

寫作比賽，本校獲得特優3件，優等3件，

甲等22件，合計28件作品得獎。另外，第

1001115梯次小論文寫作比賽，本校共獲得3
件優等，8件甲等，合計11件作品得獎。

　　本校參賽及得獎人數正穩定成長中，同

學們只要用心撰寫，此二項比賽得獎機會極

高。恭喜所有得獎同學，也感謝所有指導老

師的辛勞！

　　3月21日基隆高中高三同學響應杜鵑花

開藝文季暖江植樹服務志工活動，招募服務

志工，由學校出發步行至暖江橋下進行植樹

活動。林務局老師提醒『植樹苗最大的秘

訣，是植樹者的心態，心態正確、愉悅，那

麼種出來的樹苗，就會好又壯』，在充分的

說明後，學生們一點一滴記在心底，快樂地

開始植樹樂活動。

　　校長勉勵並感謝師生的付出，期望與大

家共同欣賞「開滿美麗的喜悅的杜鵑花朵」

的基中校園。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杜鵑花開藝文季開幕典禮

開卷文學獎徵稿比賽

杜鵑圓舞曲英語歌唱表演

杜鵑花開管弦樂團暨協奏曲

音樂會

暖江堵陵攝影展

85週年校慶慶典及園遊會活動

尋找記憶牆

百花齊放．社團表演會

鳥語花香卡拉OK表演大賽

如花似錦：人文藝術教學成果展

校慶主題美術展

花團錦簇．社團靜態展

校慶主題．公共裝置藝術

「開卷有益」圖書館優良圖書展

基隆高中

基隆高中

基隆高中

基隆高中

基隆市文

化中心

基隆市文
化中心

礦工醫院

獨居長者
到宅服務

基隆高中

八堵里

操場

圖書館一樓

圖書館前
方空地

群英樓穿堂

弘道樓2樓

弘道樓2樓

弘道樓5樓

至善樓3樓

群英樓前
方花圃

圖書館一樓

101/02/16

101/03/06

100/12/29

101/03/14

101/03/18

101/03/28

101/04/25

101/04/25

101/04/21

101/05/02

101/04/21
   (六)

基隆高中

杜鵑花開卷文學獎頒獎典禮

畢業音樂演奏會

「生命深處」彩繪活動

「夢想飛翔」彩繪活動

第十二屆美術班全國得獎作品展

基中音樂館
3樓演藝廳

基隆市文
化中心

礦工醫院

八堵火車站

台北市四
四南村

101/05/23

101/05/30

101/05

101/05

101/04/
     21~22

18

19

20

21

22

☆

☆

 

 

☆

☆

☆

 
☆

☆

☆

☆

☆

☆

☆

大手

牽小

手系

列活

動 

杜鵑花開藝文季LOGO設計甄選
大賽

春暖花開基中情-
   社區人文關懷活動

1.礦工醫院送愛心

3.募舊書樂閱讀•救國團

4.社區服務 
　『關懷在地•乾淨我家』

2.暖暖天使站•華山基
  金會

「巧手生花」機器人暨生活科
 技作品展

參
觀
獎
勵

地

　
　點

日

　
　期

　

項

　
　目

　

編

　
　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