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三聽力測驗講座
高一高二外師入班

活化教學

高三學測學科講座

　　本校為輔導高三同學預備學測，由各科

教學研究會於10月15日至

29日期間，安排教師辦理

學科講座，幫助同學能在

最後衝刺期間做有效複習。

高二實彈體驗射擊

　　為推動全民國防教育，實施多元教學活

動，本校於101年10月
23日(星期二)假陸軍內

木山靶場實施高二學

生實彈射擊，透過實

際參與射擊之經驗，強化學生對全民國防之

認識。

藍色大門藝文講座

藝術進駐：認識國際藝術村
　　11月7日下午邀請到台北市文化基金會

藝術村營運部媒體公關經理孫育晴小姐蒞臨

本校擔任「藝術進駐：認識國際藝術村」講

座，孫小姐介紹藝術村經營模式與進駐計

　　　　　　　劃，並分享駐村藝術家創作

　　　　　　　案例，讓學生們認識藝術家

　　　　　　　如何與民眾產生互動，用藝

　　　　　　　術營造美好的空間氛圍。

魔術方塊人聲樂團(Cube Singers)
　　魔術方塊人聲樂團(Cube Singers)是由一

群懷抱音樂夢想與熱愛阿

卡貝拉表演的歌手所組成，

致力於推廣及傳承台灣阿卡

貝拉表演藝術，並將台灣藝

術文化引領至國際交流，讓

全世界能更加認識台灣！

全校運動會熱鬧展開

　　本校運動會於11月2日熱鬧登場，除了

各項運動賽事外，還有大家用心準備、期待

　　　　　　　　　　　已久的創意進場。

　　　　　　　　　　　此外師生趣味競賽

　　　　　　　　　　　也是妙趣橫生，同

　　　　　　　　　　　學們難得看見講台

　　　　　　　　　　　下老師們充滿童心

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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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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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學期基隆高中將通過「校務評鑑」的關口，我們要讓這校園成為名符其實

的優質高中，那麼我們在這裡學習，也才與有榮焉；充滿士氣！校長已經感受到

大家為準備校務評鑑投入的心力，全校老師、同學齊心一致地動起來，這校園更

活了；更有希望了。

　　同學把這次的評鑑，當作是一種使命，並發起「基中新生活運動」，這讓我

非常感動。讓我們同心戮力，追求爭取「優質高中」的認證，這是我們此刻唯一

的目標，如果有人還不知道狀況，如果有人對邁向這目標，還在懷疑，那麼請告

訴他，他落伍了。

　　其實校務評鑑的內容，就是包含著老師教學及同學們的學習生活，也就是說

只要你是看得起自己，看得起基隆高中這個大家庭，擁有在此地投入學習的信

心；只要你是投入了各項學習，有勇氣在翠崗走出自己的人生路的人，那麼你就

是參與了校務評鑑。

　　教育部特別邀請幾位教授和高中校長，組成了一個專案視導小組，多次蒞校指導。而我們更是希望「校務評鑑」能獲得亮麗的成績，

所以我們除了硬體設備的建置與修繕，也希望大家能養成維護教室或公共區域整潔的優良生活習慣；展現使用者的氣質來。

　　我們相信基隆高中的「優質」，不是用口號喊出來的。我看到大家，就從日常的言行做起，在態度上，不會一個勁底只會去要求更新

的設備，而是懂得維護整潔，珍惜設施。在學習活動，不會只是去要求老師能給我們什麼，而會更積極地投入，用心學習。

　　你要讓校長看到你正努力地學習、有方法地學習、有效率地學

習，勇往直前，鷹揚萬里。我們上下一條心，以『實現優質』為唯

一目標。我們一起往著讓基中評鑑成為優質高中的目標前進。但夢

想需要行動，夢想不是腳步的終點，而是無窮視野的起點。

　　我們將帶著壓力的包袱，進行充滿希望的行動，帶著盼望與期

待的衝勁，一步一步地挑戰巔峰，往目標邁進。你要知道，預測未

來最好的方法，就是努力去創造它。讓我們這生命的燈火，因為熱

情的行動而點燃；生命這艘船，因為拚搏的心力而獲得前行。

　　好好加油！祝福大家！謝謝！　　

卓越巔峰 翠崗鷹揚
校長   歐東華   102.01.01.

系列活動報導……2012智慧鐵人學習季
知識之旅系列： 智慧鐵人系列：

邁向卓越系列：

頂尖高手系列：
英文單字比賽

　　狂賀！116蔡瑞和參加全國高中英語單

字比賽總決賽榮獲一等獎　　　

　　101年11月19日武陵高中舉辦的全國高

中英語單字決賽，本校116班蔡瑞和繼先前

取得北區三等獎之後，又取得決賽一等獎。

　　此次決賽北中南區代表共四百多人參

賽，取前20名為一等獎，蔡同學以總分293
分（滿分300）名列前2名。

高一英語朗讀比賽

第一名 116 蔡瑞和 指導老師：蔡佩芬老師

第二名 116 何模稼 指導老師：蔡佩芬老師

第三名 106 莊京諭 指導老師：許碧婷老師

佳作 108 鍾旭哲 指導老師：蔡佩芬老師

佳作 115 陸　易 指導老師：許碧婷老師

高二英語說故事

第一名 206 張耀仁 指導老師：章冬妮老師

第二名 216 陳則維 指導老師：林知立老師

第三名 203 陳治穎 指導老師：梁菁菁老師

　　風球詩社~高中現代詩巡迴展

詩展時間：101年11月21日~30日
詩展地點：圖書館1樓
開幕儀式：101年11月21日13:20~13:50
主辦單位：風球詩社、基隆高中國文科、基

隆高中圖書館

協辦單位：基隆高中教務處,龍騰出版社

　　本次展覽期間同時辦理「為詩命名」活

動，由主辦單位提供兩首詩作，按照詩作的

內涵，請同學分別為這兩首詩命名。

101基中圖書館週「

在基隆遇見米勒」熱鬧中開幕!

 　　圖書館週活動展期為101年12月25日至

102年1月11日，今年以「在基隆遇見米勒」

為主題，除了在圖書館2樓辦理書展外，另

在1樓及地下室舉辦＜廣達游於藝－米勒特

展＞，展出的作品共分為三個主題，第一個

主題是「藝術家眼中的大師－米勒」，展出

膾灸人口的晚禱、拾穗等十六幅米勒作品，

第二個主題是「志同道合的藝術家朋友」，

展出柯洛、胡梭等畫家的作品共十九幅；第

三個主題是「田園精神的延續」，展出以田

園風格為取材的九幅畫作，供基中師生及鄰

近學校單位藝術欣賞及教師教學運用。

巔峰戰士系列：

國語文競賽─字音字形
高一組：

第一名 113 何冠霖 指導老師：陳盈君老師

第二名 101 吳怡暄 指導老師：高誌駿老師

第三名 109 葉政鈞 指導老師：詹絜絮老師

第三名 116 郭　靖 指導老師：劉育雯老師

高二組：

第一名 213 李碩寬 指導老師：李婉玲老師

第二名 202 張又仁 指導老師：陳寶珠老師

第三名 201 蘇資喻 指導老師：王玲玲老師

國語文競賽─作文
高一組：

第一名 101 謝　喬 指導老師：高誌駿老師

第二名 116 楊家睿 指導老師：劉育雯老師

第三名 113 胡維銘 指導老師：陳盈君老師

高二組：

第一名 213 楊竣智 指導老師：李婉玲老師

第二名 214 林家宏 指導老師：劉育雯老師

　　 　208 林伯翰 指導老師：陳秀娥老師

第三名 206 官聖恩指導 老師：劉育雯老師

國語文競賽─寫字
高一組：

第一名 101班 龍俊亦   第二名 115班 楊子逸

第三名 112班 陳禹臣

高二組：

第一名 201班 石梓廷   第二名 205班 黃祥皓

第三名 213班 李杰叡

國語文競賽─國語朗讀
高一組

第一名 112 林聖紘 指導老師：薛河田老師

第二名 116 潘立恩 指導老師：劉育雯老師

第三名 109 高永霖 指導老師：詹絜絮老師

高二組

第一名 202 李佳芸 指導老師：陳寶珠老師

第二名 211 陳毅庭 指導老師：陳秀娥老師

第三名 214 張青氣麟 指導老師：劉育雯老師

國語文競賽─閩南語朗讀
高一組

第一名 110 王明賢 指導老師：陳盈君老師

第二名 114 沈孟成 指導老師：侯灑琴老師

第三名 116 盧辰豪 指導老師：劉育雯老師

高二組

第一名 從缺

第二名 202 張湘羚 指導老師：陳寶珠老師

　　　 211 陳　顥 指導老師：陳秀娥老師

第三名 208 黃景賢 指導老師：陳秀娥老師

國語文競賽─國語演說
高一組：

第一名 從缺

第二名 114 徐兆楨 指導老師：侯灑琴老師

第三名 108 曾國剛 指導老師：洪政良老師

　　　 110 李　承 指導老師：陳盈君老師

高二組：

第一名 從缺

第二名 201 羅　方 指導老師：王玲玲老師

　　　 212 陳詩翰 指導老師：洪政良老師

第三名 216 蘇煜凱 指導老師：王玲玲老師

國語文競賽─閩南語演說
高一組：

第一名 114 沈孟成 指導老師：侯灑琴老師

第二名 116 游皓維 指導老師：劉育雯老師

　　 　108 吳博逸 指導老師：洪政良老師

高二組：

第一名 205 郭儒恩 指導老師：陳秀娥老師

第二名 204 潘暐達 指導老師：王玲玲老師

第三名 216 陳則維 指導老師：王玲玲老師



15.善用社會資源，辦理圖書館週主題特展
　　自99年12月補強工程結束，圖書館大樓重新啟用後，除辦理書

展外，並善用社區資源，配合特定主題與相關文教單位與民間基金

會合作，擴大辦理圖書館週相關系列活動：

(1)99年12月配合科學月刊創刊40週年「2010    

    科普閱讀年」活動，訂定主題為「科普

   閱讀」。與思源科技教育基金會合作，辦

   理「思源宅急便~創意互動玩科學」系列活

    動，推廣科普教育。

(2)100年12月配合建國百年及居里夫人獲得諾貝

   爾獎100週年，圖書館與中研院臺史所合作，

   辦理「百年風華-女性特展」活動，讓師生一

   窺台灣百年來女權的演變過程，落實兩性平權

   教育。

(3)101年12月與廣達文教基金會合作，辦理廣達

   《游於藝》米勒巡迴畫展，及高二美術班同

    學參與藝術小尖兵培訓，符合教育部藝術教

    育白皮書的政策。

10.教室全面安裝冷氣使用
 電 力 卸 載 裝 置

　　教室及辦公室改裝高效能T5燈

具，各班冷氣設備採使用者付費冷

氣儲值卡，為基隆地區第一所教室

全面安裝冷氣並使用電力卸載裝置

的學校。

16.提升校園閱讀風氣，成果顯現
　　辦理【讀書心得寫作比賽】、【小論文寫作比賽】、【晨光書

香】、【經典閱讀】等相關活動，來提升校園閱讀風

氣，成果豐碩。

(1)學生平均借閱冊數，由98學年度2.97(冊/生)，99學
　年度3.48(冊/生)，100學年度5.52(冊/生)，101學年

　度預估約6(冊/生)，學生閱讀情形大幅提升。

(2)讀書心得及小論文寫作比賽合計投稿篇數由98年
　54 (篇)，99年125 (篇)，到100年179 (篇)，大幅增加。

14.E化教學影音平台「播客系統」
　　101年9月添購網路影音社群平台「播

客系統」，訂定「網路影音社群平台播客

系統實施要點」，推動教學資源的應用與

分享，增進師生互動管道，方便教師建置網

頁，發布教學檔案與班級經營資料，落實教

師專業發展評鑑政策。

13.S T S取向創意機器人課程
　　「STS取向創意機器人課程」屬校本特色課程，以社會議題

(Society)為導向，引起學生興趣，過程以結合科學(Science)理論與思

考設計機器人，並利用科技(Technology)機器

人動手做來實行與解決遇到之問題，來提升學

生創意思考與問題解決能力。創意機器人社團

多次獲得WRO國際奧林匹克機器人大賽基隆

市校際盃前三名，101年並包辦前三名。

11.特 教 班 各 項 競 賽 表 現 優 異  

5.暖江計畫
導正學生偏差行為 

       暖江計畫之目的係以服務方式來代替懲

處，讓學生學習自動自發、

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導正行

為偏差及建立正確的價值

觀，給予犯規輕微之學生再

一次自省自新的機會。實施

方式以不違反教育政策且符合愛校服務界定

範圍的各項作為，涵蓋「愛校服務」、「戒

菸講習」、「社區回饋」、「書籍閱讀」、

「環境整潔」、「時事教育」等，由懲處單

位（教官室、導師、教職同仁）對犯錯學生

開立愛校服務單送交生輔組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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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整合校內活動，舉辦【智慧鐵  
人學習季】及【杜鵑花開藝文季】

系列活動 

　　上學期由教務處主辦【智慧鐵人學習季】系列活動，以學

生為取向，整合各學科核心議題，發展跨領域教學課程，秉持

適性原則，以基中學生的發展特性、興趣和需求為中心辦理一

系列課程活動；下學期由學務處主辦【杜鵑花開藝文季】系列

活動(獲教育部一等獎)，邀集家長會、校友會、八堵國小、礦工

醫院、八堵火車站、暖暖區公所、八堵里辦公室、基隆市救國

團等單位共同合作辦理，獲得外界肯定與支持。

 8.繁星推薦錄取人數連續
      兩年全國前四名 

　　本校參加大學多元入學繁星推薦錄取人數連續兩年

全國前四名，99年第2名(61位)，100年第4名(56位)，獲

得家長及各界支持與肯定。甚致有家長將家中兩個小孩

(哥哥PR值98，弟弟PR值96)皆以本校為第一志願送進本

校就讀，對於就近入學政策之宣導，極具指標上的意義。

4. 歲 末 祈 福 活 動
　　每年12月份辦理一系列感恩祈福活動，引領全校師生一同在歲末時節，懂得正面思

考，珍惜福分，了解『施比受有福』的道理，讓校園充

滿正面、幸福的力量。

　　歲末祈福系列活動共辦理六大項，分別為(一)金榜題名

許願箋、(二)魁星燈籠高高掛、(三)鷹揚戰鼓擂動拼學測、

(四)小幅作品美術展、(五)創意海報設計比賽、(六)包粽大

吉利等活動，活動的主軸以高三同學拚學測作為活動核

心，但卻也帶領全體師生藉由參與活動一同為高三學長們

打氣加油，並為自己的未來一年許下心願，讓幸福起飛。

2.基中傳統跨年路跑比賽 
       每年風雨無阻辦理跨年【合作盃路跑比
賽】，畢業校友、退休教師及家長會熱情參
與，成為本校師生及校友終生難忘的回憶。
101年並與華山基金會合作，為獨居老人募
得40份幸福年菜。

3.草嶺古道淨山活動 
       高二草嶺古道健行暨淨山活動，已連續

舉辦14個年頭。草嶺古道健行活動可以讓本

校學生瞭解草嶺古道對台灣開發史的意義，

並讓同學能深入了解先民胼手胝足開啟山林

墾闢荒野的偉大精神與不朽功績，也可以讓

本校學生紓解課業壓力與增進同學情誼。

6.擔任基隆區心理衛
生諮詢服務中心學校        

　　自84學年度起擔任基隆區心理衛生諮詢

服務中心學校，與署立基隆醫院精神科合

作，服務基隆市、新北市鄰近鄉鎮及高中職

以下各級學校。當學生需要更專業輔導諮詢

時，能適時適切地轉介心衛中心或民間組

織。歷年提供諮詢服務人數分別為98年度17

人、99年度16人、100年度10人、101年度10

人。

7.基中學生扶助會
愛心滿校園 

       本校教師群成立「基中學生扶助會」，

由老師主動定期或不定期捐款成為會員。每

年選出會員代表組成管理委員會，審核經濟

弱勢學生申請補助個案，長達11年，善盡社

會責任，自91 年11月至101年9月，募得金

額計2646191 元，援助金額計2252980 元，

參與教職員計148人，非教職員94人。

9.E化校園一卡通
基隆地區唯一使用 

　　學生證結合悠遊卡、借書證，兼具簽到

退、宿舍門禁管制等功能，享有國際通用學

生證之各項

優惠權益，

為基隆地區

公私立高中

職唯一採用

者，免費提

供印製，成效良好，獲得媒體報導與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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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學生社團表現亮眼
　　學生社團踴躍參加各項活動，活力充沛表現良好，屢獲佳

評：

(1)基中熱舞Locking社參加多項校外競賽得獎，例如：100學年度

全國中等學校熱舞大賽榮獲第六名、街舞

格鬥大賽榮獲高中組冠軍、基隆市改善校

園治安防治性霸凌動態才藝賽榮獲佳作。

(2)101年青年節「瘋迷青春影展」比賽，獲

     得高中組第一名『金牌獎』。

(3)101學年度象棋社同學參加「第一屆飛

     星盃全國高中校際象棋菁英賽」榮獲團體優勝。

(4)本校男聲合唱團參加98學年度

    榮獲基隆市音樂比賽優等第一 
     名、全國音樂比賽優等第二名；

     99學年度榮獲基隆市音樂比賽優

     等第一名；100學年度榮獲基隆

     市音樂比賽優等第一名、全國音

     樂比賽優等第三名。

(5)98-101學年度糾察儀隊年年參加基隆市

    中元祭繞街遊行表演， 頗受好評。

(6)100學年度配合基隆市救國團募書「偏鄉

    閱讀計 畫」，共募得275本書籍。

(7)100學年度華山基金會暖暖愛心天使站走入

    校園，文武春暉社、愛校服務社社團課實

    施「體驗老人活動」。

(8)100學年度翔音吉他社受邀參加正濱國中校慶典禮表演，受到國

     中生注目演出，獲贈感謝狀一紙。

(9)101學年度參與礦工醫院60周年慶開幕表演，新成立社團民俗

　 鼓團擔任開幕擊鼓秀；基中熱舞Locking擔綱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