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恩全校師生，在上學期同心協力，投入「學校評鑑」，爭取到80

分以上的好成績，並且我們也以此成績，通過了教育部「優質高中」的

認證。希望大家能珍惜這個成果，在未來的日子，持續維護校園整潔；

同時追求高品質的學習精神―那就是擁有冷靜的智慧帶來希望；熱情的

勇氣持續行動，追求自我的實現。

　　邁向「優質高中」的希望與行動，有三項基礎是不能跨越的紅線：

其一是抽煙同學要有毅力戒煙；其二是友善和諧校園的建立；其三是杜

絕考試作弊的行為。全校師生都要認知到友善和諧校園，正是提振士氣，勇往直前的基礎。更要記得碰到挫折，靠抽煙來躲避；靠作弊來

欺騙自己，正是阻礙自我實現的懦夫行為。

　　你要學習正視自己不再躲避；了解自己不再欺騙，「與其把精神都擺在問題上，不如把時間擺在解决方法上」，當快樂之窗關閉時，

會有另一扇窗打開，不要緊盯著那扇關閉的窗，而忽視已經開啟的那一扇窗。窗戶的名字是『視野』，而決定視野的條件，正是那懂得感

恩與珍惜，擁有邁向自我實現的『判斷力』。

　　黃美廉女士 ― 美國南加洲大學藝術博士，在台灣開過多次畫展。她天生就是一位腦性痲痺患者，全身不能正常的活動，且無法言語。

有人問她：「妳從小就長成這個樣子，請問妳都沒有怨恨嗎？」她在黑板上寫著：「我只看我所有

的，不看我所沒有的。」決定幸福，源於你用珍惜與堅定自信的態度去看待當下。

　　期望你能看到自己所擁有的；懂得整合不同的事物，激發無限的想像力，讓自己適性發展。當

認同基隆高中，對自己有信心，勇敢充實學習，進到大學。今年我們高三同學的繁星推薦，有70位

同學順利進到如願的大學，成為準大學生。目前申請入學第一階段放榜，我們有216人通過獲得497

個科系。祝福他們！

　　校長希望大家都能在努力付出後，進到理想的大學。你必當要以感恩與珍惜的心，聆聽自己內

心深處的聲音，對自己更了解，才可能開發自己的生命潛能。而且一定要「願」與「力」並行，不

能僅是空口談夢想，卻不付出實際行動。你要勇敢地接受挑戰，並以信心與毅力，朝著陽光燦爛大

道，走出自己的人生路。 

　　好好加油！祝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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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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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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五、全面參與，改善品質永續校園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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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珍惜 實現自我
校長   歐東華   102.3.28.

備審資料製作˙轉檔  
　　今年申請大學的新措施，就是「書面

審查電子化作業」，今年已經有24所大學

參加，2月26日舉辦備審資料製作講座，

邀請大葉

大學的教

授為各位

同 學 說

明，教授

們除了傾

囊 相 授

外，也介紹了大葉大學特色供同學們升學

參考。

　　從3月22日開始開放資料上傳，為因

應此項措施，輔導室於3月13日邀請本校

資訊媒體組

長柯建華老

師，指導同

學 如 何 將

W o r d檔轉

成PDF檔。

杜鵑花開藝文季正式開鑼！
　　基隆高中在三月~五月期間辦理杜鵑花開

藝文季系列活動已邁入第五年，今年將以藝

文會友方式，展現暖江堵陵豐富藝術人文風

貌，辦理學生優異作品美術展、音樂班聯合

成果發表會、花團錦簇社團成果表演展、開

卷文學獎、鳥語花香卡拉OK表演大賽、New 

Age畢業音樂會，讓社區民眾共同欣賞高中生

所帶來的藝文表演活動。

　　本次藝文季活動將以行動關懷地方社

區，舉辦大手牽小手系列活動，配合過港社

區發展委員會，參加暖暖河濱親水公園美綠

化植樹志工活動、財團法人創世基金會的參

訪植物安養院區活動、社區服務•關懷在地

乾淨我家服務活動，還有救國團的青年節系

列活動以及礦工醫院送愛心表演活動等，讓

高中生以身作則號召更多人響應，並供本校

師生表演、創作與分享平台，以藝文交流對

話，豐富暖江堵陵豐富人文內涵。

　　歷經全體師生、中部辦公室及教育部長官與學校評鑑輔

導小組的共同努力，本校校務評鑑獲得80分以上，並通過教

育部「優質高中」的認證，對於推動12年國教就近入學及特

色招生極具關鍵性。

　　為了此次校務評鑑，歐校長率領行政同仁到友校進行觀

摩，教育部及中部辦公室多次派委員至本校視導，101年12

月28日教育部陳益興次長也親自蒞校訪視。針對每次訪視委

員提出的意見，本校開了近20次的小組會議進行討論與改

進，終於獲得評鑑委員的肯定，也成為友校觀摩的對象。

　　經由彰師大林國楨教授的介紹，101年1月16日台中市立

中港高中校長率領一級主管至本校參訪，由訓育組相文組長

進行簡報，分享本校三個月來準備校務評鑑的準備事項及心

路歷程，獲得熱烈的掌聲。

恭賀龤韻合唱團
參加全國音樂比
賽榮獲優等!  

　　本校龤韻合唱團在帶隊老師:

洪汶溶老師積極辛苦的練唱中，

102年03月05日到新竹建功高中

參加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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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獲優等(第三名)，這陣

子的辛苦練習也有豐碩成果！ 

本校獲教育部認證為「優質高中」！

教育部陳益興次長蒞校訪視

中港高中行政人員蒞校參訪

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
輔導講座暨家長說明會
　　輔導室於3月6日分別於下午及夜間，針

對高三同學及家長辦理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

段輔導講座，由牟國陶老師介紹現行大學申

請入學第二階段相關事項，協助家長及同學

瞭解個人申請的內容、該如何進行申請學

校、備審資料準備注意事項，以及自己的優

勢及劣勢等，希望同學們能夠勇往直前、順

利申請上自己所愛的校系。

高三同學模擬面試
　本校為輔導同學升學，特別邀請大葉

大學、開南大學、佛光大學、華梵大學

及銘傳大學等校師長，分不同時間及場

地幫高三同學進行模擬面試，實際協助

同學演練面試過程，演練過後同學們才

發現原來面試要注意的事項很多，應對

進退、肢體表達、回答技巧及內容等，

每個環節都不可以疏漏、馬虎，相信同

學們在積極參與和努力下，成功指日可

待!



姓名 錄取大學 錄取校系 入學成績入學PR值 入學國中

楊○珉 國立臺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403 98 基隆市私立聖心高中

張○淵 國立交通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389 93 基隆市立南榮國中

陳○燁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382 90 基隆市立碇內國中

范○棠 國立中央大學 大氣科學學系太空組 385 91 基隆市私立二信高中

林○勛 國立中興大學 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 381 89 基隆市私立二信高中

林○陽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地球科學系 347 74 基隆市立中正國中

林○穎 國立中山大學 生物科學系 362 80 基隆市立中正國中

林○豪 國立聯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285 54 基隆市立百福國中

簡○佑 國立聯合大學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327 67 新北市立瑞芳國中

潘○卉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書畫藝術學系 316 63 臺北市立誠正國中

鄭○修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381 89 基隆市立碇內國中

藍○彬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376 87 基隆市立碇內國中

陳○良 國立臺南大學 應用數學系 351 76 基隆市立建德國中

吳○珊 國立臺東大學 美術產業學系 318 64 新北市立新莊國中

張○育 國立臺東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300 58 基隆市立暖暖高中

楊○丞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機電工程學系 379 88 基隆市立碇內國中

江○鴻 國立嘉義大學 植物醫學系 305 59 基隆市立建德國中

謝○謙 國立嘉義大學 電子物理學系 303 60 基隆市立成功國中

賴○暄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設計組 324 67 基隆市立安樂中學

許○仁 國立高雄大學 政治法律學系 318 65 新北市立五股國中

莊○霖 國立金門大學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 321 66 臺北市私立延平高中

林○霖 國立東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 302 60 新北市立中正國中

黃○平 國立東華大學 應用數學系數學科學組 296 58 基隆市立成功國中

詹○軒 國立東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304 60 基隆市立明德國中

李○霖 國立宜蘭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免試入學 基隆市立中山中學

郭○勤 國立宜蘭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347 74 基隆市立建德國中

陳○吉 國立宜蘭大學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363 81 基隆市立武崙國中

莊○敬 靜宜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333 69 新北市立清水中學

陶○辰 靜宜大學 應用化學系 323 65 臺北市立三民國中

吳○賢 銘傳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桃園校區) 325 68 新北市立重慶國中

王○文 銘傳大學 286 54 新北市立積穗國中

郭○榆 輔仁大學 音樂學系器樂組 免試入學 基隆市立成功國中

李○隆 輔仁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 332 69 新北市立溪崑國中

吳○翔 輔仁大學 數學系應用數學組 免試入學 基隆市立八斗國中

戴○夫 臺北醫學大學 口腔衛生學系 381 89 基隆市立暖暖高中

李○賢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 367 83 基隆市立建德國中

林○萱 實踐大學 301 58 臺北市立百齡國中

王○智 實踐大學 會計學系(臺北校區) 320 64 新北市立中平國中

黃○民 實踐大學 315 63 基隆市立中正國中

沈○均 實踐大學 294 56 臺北市立明湖國中

胡○倡 義守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354 77 基隆市立建德國中

彭○輝 慈濟大學 314 62 臺北市立濱江國中

賴○捷 逢甲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306 60 基隆市立銘傳國中

趙○雲 逢甲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335 70 基隆市立明德國中

王○逸 淡江大學 342 72 臺北市立信義國中

江○倫 淡江大學 經濟學系 348 75 基隆市立銘傳國中

黃○晢 淡江大學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340 73 臺北市立三民國中

蔡○平 真理大學 國際貿易學系(台北校區) 331 70 新北市立安康中學

張○文 真理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台北校區) 289 55 基隆市立碇內國中

葉○靖 長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355 77 基隆市立信義國中

蔣○敬 長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321 65 基隆市立成功國中

楊○平 長榮大學 航運管理學系 313 62 基隆市立明德國中

劉○維 東海大學 應用數學系 318 64 新北市立海山中學

陳○吉 東海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356 78 基隆市立正濱國中

陳○軒 東吳大學 社會學系 327 67 基隆市立百福國中

李○憲 亞洲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甲組) 293 56 新北市立中正國中

陳○智 佛光大學 社會學系 317 63 新北市立新泰國中

王○毅 世新大學 傳播管理學系 免試入學 基隆市立暖暖高中

陳○佑 中華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 329 67 新北市立樹林中學

林○鈞 中華大學 光機電與材料學士學位學程 319 64 臺北市立民生國中

邱○恒 中華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331 68 新北市立海山中學

陳○霖 中國文化大學 會計學系 305 59 新北市私立光仁高中

林○緯 中國文化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294 56 臺北市立南港高中

方○傑 中國文化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328 67 基隆市立碇內國中

李○廷 中國文化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308 60 臺北市立萬華國中

周○勳 中國文化大學 動物科學系 免試入學 基隆市立信義國中

許○祐 中原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326 66 新北市立海山中學

陳○憲 中山醫學大學 應用化學系 325 66 臺北市立龍山國中

馬○恩 大葉大學 英美語文學系 299 58 新北市立海山中學

陳○彥 大同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電機與系統組 免試入學 基隆市立碇內國中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服飾設計與經營學系(高雄校區) 

資訊科技與通訊學系(高雄校區) 

資訊科技與通訊學系(高雄校區) 

醫學資訊學系醫學資訊技術組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環境工程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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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繁星推薦放榜！本校共有70名學生錄取各知名公私立大

學，錄取率逾6成。我們一起為這些準大學生喝采！

　　大學繁星推薦入學管道的理念是「高中均質、區域均衡」。

本校今年上榜人數為全國第四多，去年錄取人數全國也是第四

多，前年人數全國第二多，均有良好的表現。

　　本次錄取榜單中有28位學生錄取台大資工系、交大材料系及

成大電機系等國立一流科系，成績十分亮眼，為本校今年大學升

學打下第一場漂亮的戰役，在此感謝基中全體教師對高三的學生

認真的教導。本校基隆區學測榜首楊尚珉 ，也考取心目中理想的

台大資工系。

    　當年入學成績PR54的林家豪同學考取國立聯合大學電機工程

學系；成績PR58的黃溫平同學考取國立東華大學應用數學系；

PR60的謝福謙同學考取國立嘉義大學電子物理學系；PR63的潘

虹卉同學考取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也許入學成績沒

有其他人突出，但經過三年的努力，與師長辛勤的指導，一樣可

以考取優異的國立大學。黃溫平同學說：「當初基測考的不是很

理想，但是到了基隆高中後，並沒有灰心，反而持續努力地往自

己的目標持續努力，感謝老師認真的教導，讓他可以考取他理想

的校系，我相信學弟妹只要努力過，一樣可以的。」

國立基隆高中繁星推甄錄取榜單

 102年基隆區學測榜首在基中！
師生共同喝采 

　　本校316班楊尚珉同學於102年學科能力測驗考取基隆市榜

首，本校師生同賀。

　　尚珉高一時以PR值98考取本校，他放棄師大附中的入學資

格，選擇離家近的基隆高中就讀。尚珉說：「當初與父母討論

過，選擇就近入學，不必千里迢迢跑去台北上課，可以節省時

間與金錢。且相信基中的老師都會認真指導，給自己最好的幫

助。」

　　316班林祥裕導師表示：「尚珉的家長對尚珉很關心、對於班

級事務很熱心，有計畫地規劃尚珉三年的生涯。班上的同學互相

砥礪、互相學習、

互相成長，全班同

學教學相長，所以

班上同學於學測均

有不錯的成績。」

　　尚珉的弟弟去

年也已PR值96考取

本校，他們皆就讀

本校數理實驗班，

從 小 兄 弟 互 相 勉

勵，兄弟感情融洽。兩兄弟的家長表示:「選擇在地高中就讀，不

用大老遠的跑去台北，每天可以節省許多時間。」

—英語冬令營
　　1月30、31日為期兩天的英語冬令營

「旅遊小達人」順利結束。

　　在外籍老師Joe與Carlo的帶領下，第一

天上午同學們一邊學習英語一邊認識世界各

地旅遊景點，以及出國旅遊該注意的事。下

午小組共同討論規劃出屬於自己的出國旅遊

行程，於數位學習中心查詢資料及製作投影

片。第二天各組上台介紹旅遊行程，同學們

都很認真學習，跟外籍教師互相討論修改，

完成精彩的報告。

　　兩天活動下來，同學們不僅英文能力有

所成長，也學習到旅遊知識及口頭報告能

力，獲益良多。

親師座談會熱鬧登場 
　　本校的親師月，3月15日晚上親師座談

會熱鬧登場，各班家長踴躍參加親師座談，

席間發表熱烈，校長及各處室主任到各棟大

樓班級進行關懷，增強校方與學生家長的聯

繫，充分發揮親職教育功能，而高一導師們

也親切回應家長關心的議題，親師關係互動

熱絡。 

本校繁星推薦全國第四 

錄取人數70人再創新高

　　基中經典閱讀活動將於四月下旬收回

閱讀護照辦理獎勵，實施要點及閱讀書目

公告於圖書館網頁「經典閱讀專區」，請

自行參閱。另配合國文科社群推動「主題

式閱讀」，每篇文章以1點登錄。英文讀

本請至圖書館「喜閱書坊」線上閱讀測驗

專區測試後，由相關老師認證。

●閱讀認證可經由以下任一方式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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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其他方式。（繪圖、影片或話劇

　　   表演…等其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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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開學後第2個月進行期中獎勵，各班

       經統計獲得閱讀點數（至少10點以上）

       最高的前2名同學，頒發圖書禮卷，並

       請導師從各班擇優敘獎。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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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點以上記小功

       1次。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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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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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校同學參

   加全國中學

   生 網 站 第

              梯次

　小論文寫作

　比賽榮獲： 

　甲等8件、

　優等3件、特優2件合計13件得獎！

　特優：每人小功2次  每件獎金800元

　優等：每人小功1次  每件獎金600元

讀書心得與小論文寫作比賽得獎師生頒獎 
　甲等：每人嘉獎2次  每件獎金400元

2.本校同學參加全國中學生網站第1011130

　梯次讀書心得寫作比賽榮獲：

　甲等10件、優等7件、特優5件合計22件得

　獎！

　特優：每人嘉獎2次 每件獎金300元

　優等：每人嘉獎1次 每件獎金200元

　甲等：每人嘉獎1次 每件獎金100元

　　恭喜以上得獎同學，也感謝指導老師的

辛勞!! 

101學年度教育部均衡教
育發展獎勵國中畢業生升
學當地高中職獎學金頒獎
　　教育部為均衡高中職教育發展，提供獎

學金以獎勵適性學習社區內國中畢業生就讀

本校，於102年4月2日朝會由歐校長頒獎給

以下得獎同學：

　   316 張智淵、316 楊尚珉、214 張宇賢、

　   216 柯鈞耀、216 陳則維、116 陳昇佑、

　   116 林敬倫、116 楊家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