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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一、「愛與智慧」，以人為本的全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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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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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進了基隆高中，就回不了頭，大學的關卡就在那邊等著你，

期待你青春不悔；漂亮地跨越。本屆畢業生從繁星的70位同學起了

頭，至今已有312人次錄取大學科系。恭禧進入台大資訊工程系、

交大材料科學與工程系、成大電機工程系、中興生物產業機電工程

系、中央大氣科學系、中山生物科學系等等，他們都展現著「昂首

闊步 卓越巔峰」的氣派，努力付出，終能進到如願的大學。

　　你必須認知到 ― 邁向成功是需要付出時間、付出心力，才能獲

得如願的成果。正如同我們有三年前入學成績基測PR值在62~65的，經過三年的認真努力精進焠鍊後，考出學測56級分以上的優異成績。

人生的道路總是佈滿荊棘，但我們總要相信，經歷挫折後，我仍然是一條好漢。當然！「一旦出發了，便不能再回頭。」你只有奮鬥向

前、追求進步。做一個精神昂揚 ― 追求夢想的人。

　　所謂老鷹飛向夢想的弧線，需要羽翼與身體完美的協調；你通往夢想的弧線，需要勇氣與自律的完美配合。勇氣，是成功的動力；自

律，是成功的條件。勇氣帶來信心與熱情；自律帶來踏實與堅韌。擁有追求成長的勇氣和自律，才擁有學習的能量。在一場保險人員表揚

大會，獲得首獎的人公開了他成功的祕密。他說業務人員最怕的就是被拒絕。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拒絕，就做不下去了。

　　這位頂尖的高手告訴自己：「根據專家研究，每一筆保險業務平均要失敗20次。於是1000美元的佣金除以20，那表示我每被拒絕一

次，相當於獲取50美元佣金」，當別人被拒絕12次，已受不了挫折，他卻覺得離成交更近了 ― 已獲取600美元了。這種信念支持著他，把

每一次的拒絕，轉換成一步步小小的成功步伐。於是他邁向卓越巔峰的過程，就是他熟練了，被拒絕次數減少了。

　　命運，不是決定於你的遭遇，而是決定於你看待遭遇的角度。每受挫一次，對生活的理解便加深一層，這是對我們最好的安排。邁向

成功最穩當的兩塊踏腳石 ― 正是障礙與失敗。大器必須靠不斷地「修為」；夢想必須先擁有突破困頓的磨鍊，才有機會得到。你要知道補

足自己決心不夠堅強的方法，就是一再重新下決心，要相信，堅持到底才有機會，成功的密訣，就是堅持到最後一分鐘。

　　好好加油！祝福大家！謝謝！

昂首闊步 青春不悔   

校長   歐東華  102.06.19.

立體書暨立體卡片
作品展開幕活動！  

　　為增進各班藝文鑑賞能力，培養同學人

文藝術涵養，學務處訓育組、圖書館與美術

科何昭慧老師合作，設計立體書卡相關教學

課程與講座，並於圖書館1樓辦理立體書暨

立體卡片作品展，6月14日中午舉行開幕儀

式，蔣韻如老師率領同學彈奏烏克麗麗開場

後，校長致詞勉勵在場師生。會場展示立體

書製作與發展、大師作品及本校同學比賽作

品，歡迎蒞臨指教！

心衛中心工作研討會 

5月6日舉辦心衛中心工作研討會，本次研討

會邀請武陵高中林素妃老師帶領大家認識生

涯卡及如何使用生涯卡，在實際進行的過程

中，學員都有滿滿的收穫喔！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協
助高中優質精進計畫
之數學解題義工活動 

　　透過國立台灣海洋大學協助高中優質精

進計畫(數學科)經費，本學期將由海洋大學

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一年級同學陳兆杰同學

至本校擔任數學科課業解題老師。課輔時間

為本學期每周二與周五的晚上6點至8點於

104班教室辦理課輔課程(自4月7日起)。
　　導師與數學科教師鼓勵對於數學有疑問

或想對海洋大學有更進一步了解的同學準時

出席，不要放棄這個免費又有意義的機會。

　　每次課輔都會簽到，之後註冊組會彙整

後將名單交給導師與數學任課老師。老師可

依實際狀況給予出席同學加分或勉勵。

馬賽克鑲嵌藝術講座 
　　本校優質化計畫藝文校園推動計畫—馬

賽克鑲嵌藝術講座，由格雷工藝主講：馬賽

克鑲嵌、馬賽克（Mosaic），建築藝術的一

種，分為陶瓷和玻璃兩種。

　　是一種裝飾藝術，通常使用許多小石塊

或有色玻璃碎片拼成圖案。

2013杜鵑花開藝文季 
樂彩繽紛公共藝術講座 
　　4月3日12:30~15:00假弘道樓二樓家政教

室舉辦樂彩繽紛公共藝術講座，由徐惠倫老

師主講，將採用荷蘭「風格派」、「新造型

主義」畫家蒙德里安的作品作為本次校慶公

共藝術的靈感來源。

畫家蒙德里安的作品名稱：紅藍黃的構成，

藉由線與色彩的構成,營造充滿輕快和諧的節

奏感。

高二創意海報初階分析講座
各班美術好手齊聚一堂 
一、藉由海報設計初階分析講座暨比賽，並

透過班級團體合作進行海報實作，培養學生

藝術美感及團體合作的默契精神，並為86校
慶增添藝文活力氛圍。

二、參加對象：高二各班組隊參加，每班須

推出一組，組員人數以五人為上限。

三、海報內容：海報大小為對開直式，各組

以「86校慶」為主題設計海報內容。 

畢業典禮各班導師接受獻花合影
　　鳳凰花開季節校園裡總是瀰漫一股感恩

與不捨的離情，102級畢業典禮就在混合著

開心畢業與幽幽離情中展開；6月11日下午

各班由校長、處室主任、導師與貴賓帶領下

巡視校園一週後，魚貫進入活動中心就位。

典禮中頒發畢業生各項獎項、各班導師接受

獻花，頒發畢業證書…等，為高三同學的高

中生涯畫上句號！

北區生涯進路探索教師研習 
　　本校輔導室承辦北區教師生涯研習活

動，於102.06.04～05在本校圖書館演藝廳辦

理，課程中除安排二場靜態的專題演講，更

結合基隆的海洋文化及暖暖的在地文創產

業，於潮境公園、陽明海洋文化館、大菁農

場進行動態的參訪及實作，期能增進高中職

教師進行生涯輔導工作時，有提供學生涯資

訊的能力。

基隆市端午龍舟競賽榮獲雙料冠軍  

基中教職員工龍舟隊奪標英姿

　　2013年基隆市端午龍舟競賽，本校參加高中男

子組及學校團體組榮獲雙料冠軍！本校龍舟隊由輕

艇及西划隊組成，除了學生報名外，教職員工也第

一次組隊參加比賽，辛苦了一個月的訓練，終能獲

得佳績，除了冠軍的榮耀，也讓大家深感團

隊合作的重要性，而比賽當天學校同仁熱情

到場鼓勵加油，也藉由這次比賽拉近學生、

教師同仁之間的情誼！

102年本校學生海科館
參訪活動圓滿結束 

　　為讓學生了解基隆八斗子的地質、生態

景觀的變遷與未來的發展，本校於4月24日
下午由校長及隨行老師帶領77位同學前往基

隆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參訪活動，俾提昇同

學對在地景觀的認識與增加科學的素養。



102&202班實習音樂會 
　　本校102
及202班實習

音樂會分別在

5月23日及5月
30日舉行，學

生盡全力的展

現自己，從羞

澀到大方、從緊張到平常心，他們又更往前

跨出一步。音樂會能夠圓滿結束，要感謝許

多協助他們的貴人！感謝特教組長及導師一

路陪伴並給予學

生支持與鼓勵，

讓他們能有頭緒

的進行準備，使

這場音樂會圓滿

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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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玉章先生為鼓勵清寒子弟努力向學精

神，特設本獎學金，俾受獎學生能專心致力

課業、發展潛能。

　　今日劉玉章先生因公務繁忙，故由校長

與家長會長代為頒獎。

得獎名單： 
　　206 翁秉翊、210 江文宇、210 蕭辰宇

　　212 周郁閎、306 許宇翔

謝敏致老師、陳進財校友、蔡騰龍校友、劉玉章校友、黃大銘校友獎學金頒獎101學年度
第 2 學 期

　　為紀念國立基隆高級中學前校友謝敏致

老師(51年畢業校友)，生前刻苦勵學，終其

一生奉獻於母校－國立基隆高級中學，作育

英才，獎掖後進之大愛精神，特成立「謝敏

致老師教育基金會」，本學期共捐贈12000
元，鼓勵學弟妹。

得獎名單 ：
　　301 潘虹卉、316 謝福謙、316 詹長軒

　　本校傑出校友台灣開廣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長蔡騰龍(民國51年畢業)，每學期捐助獎

勵金50000元鼓勵本校優秀學生，董事長鼓

勵基中學弟妹努力向學、永不放棄，將來行

有餘力也能回饋母校。

開廣獎學金： 
　　103 邱瑞和、104 石志雲、108 高仕杰

　　115 陳蕭佑、116 胡維銘、116 鄭卓高

　　206 江皓全、302 沈佳瑩、313 鄭　豪

　　315 程奕翔

　　本校高中部第10屆校友(民國43年畢業)
黃大銘先生，每學期捐助獎勵金鼓勵本校優

秀學生，董事長鼓勵基中學弟妹努力向學、

永不放棄，將來行有餘力也能回饋母校。

　　今日本校舉行86年校慶，校友返回母校

頒獎更具有傳承意義。

得獎名單：

　　113 陳瑋凱、114 陳柏穎、206 黃勝豐

　　312 王璽閔、313 林佑庭、313 陳浩瑋

　　316 藍孟彬、316 張智淵、316 陳敬燁

　　316 楊尚珉

　　本校53年畢業校友陳進財先生頒發獎學

金鼓勵學弟妹可以加倍努力，在課內或課外

盡力爭取更高的成就，以身為基隆高中之一

員為傲，並期許有朝一日，也能使基隆高中

以你為榮！

得獎名單：

　　112 林聖鋐、204 陳室豪、305 蔡宗志

　　205 練懿樂、301 林柔萱

本校316班楊尚珉同學
全民中檢測驗表現優異!
主辦單位蒞校頒發獎狀與獎勵金 
　　由財團法人電腦技能基金會所辦理的

「CWT全民中檢」，為鼓勵學生踴躍報考，

帶動全民重視中文及寫作的風氣，每年皆

舉辦獎學金申請，今年共設5組 (國小中年

級組、國小高年級組、國中組、高中職組及

大專組)，申請件數創新高，共有2032名學

生提出申請，經審查委員會評核同意核發

219位，獲獎名單於4月30日公告於獎學金網

站。

　　全國高級中學讀書心得寫作比賽第 
1020315 梯次本校同學得獎作品請參閱網

路連結。得獎同學可獲得精美獎狀外，還

能敘獎及頒發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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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高級中學小論文寫作比賽第 
1020331 梯次本校同學得獎作品請參閱網

路連結。

　特優：記小功2次 每件獎金800元
　優等：記小功1次 每件獎金600元
　甲等：記嘉獎2次 每件獎金400元

第1020315梯次讀書心得寫作比賽本校獲得  

 特優7件、優等5件、甲等1件！
      第1020331梯次小論文寫作比賽本校獲得

     特優3件、優等2件、甲等4件！

高中生擔任服務志工 
關懷地方社區 

　　本校杜鵑花開藝文季今年(2013年)大手

牽小手系列活動，積極與社區合作共同執行

人文關懷的行動方案。4月3日同學們響應暖

江植樹服務志工活動，由學校出發步行至過

港兒童公園。在來自各界人士共同響應加入

過港植樹開幕儀式後，林務局林老師勉勵同

學『植種樹苗最大的秘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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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服務志工的同學們，整

理各組負責的區域時，大家心中都是滿滿的

歡喜，正說明了一句諺語『要怎麼收穫先怎

麼栽』。315班導師黃淑珠老師也加入響應

活動，與學生共同學習生態環境的綠美化概

念、並懂得尊重植物生命，有助培養學生關

懷社區環境、人文生態的正確觀。

2013杜鵑花開藝文季
高一英語歌唱比賽

　　本學期高一英語歌唱比賽於5月29日下

午於學生活動中心熱烈豋場，校長致詞期許

同學發揮創意展現團隊合作的精神，於歌唱

表演中顯現允文允武的基中精神，活動在各

班使出渾身解數的演出下，精采落幕！

名次如下：

第一名115 導師：柯麗梅 英文老師：許碧婷

第二名101 導師：徐芳宜 英文老師：徐芳宜

第二名108 導師：洪政良 英文老師：蔡佩芬

第三名114 導師：陳林瑋 英文老師：徐芳宜

第四名113 導師：陳美蘭 英文老師：陳美蘭

第五名116 導師：施瑞達  英文老師：蔡佩芬

高一觀賞性平宣導影片 

　　國家教育研究院製作性別平等教育的宣

導影片，利用高一週會時間，播放「假宗教

名義性侵」，提升同學對此議題的重視及危

機意識。

鳥語花香卡拉OK歌唱
表演大賽冠軍出爐

　　基中86校慶—鳥語花香卡拉OK大賽，4
月20日(六)經過熱鬧非凡的歌唱表演拼戰，

冠軍出爐。

恭喜以下得獎同學：（計取四名）

　第一名  205 練懿樂、第二名  302 余季儒

　第三名  309 吳孟城、第三名  202 莊舒涵

102級音樂班
畢業音樂會圓滿落幕！ 
　　別心疼我會跌跌撞撞，因為在溫柔手中

我已學會翱翔。

　　開始響往那更高的藍天，放開牽絆的

線，才能神采飛揚。

　　一路上，許多相同渴望生命不該是掙

扎，是時光與成長、默契，激盪夢想，原來

我不孤單。

　　我飛得理直氣壯，我唱得比誰都爽，征

服逆風的阻擋，用我青春的翅膀，顛覆世界

眼光，義無反顧地闖，彩色天空是我唯一的

方向。

　　滿身傷是光榮的勳章，我吶喊只想找回

擁抱天空的力量，選擇永不投降是為了灑脫

鼓掌，單純是我的信仰，高唱不變的堅強。

大手牽小手系列活動 
社區服務 關懷在地 乾淨我家 
　　5月26日辦理2013杜鵑花開藝文季，大

手牽小手系列活動-社區服務 關懷在地 乾淨

我家，召募本校13位同學志工於本校穿堂早

上9 點偕同八堵里民的叔叔伯伯、阿姨們和

八堵國小小朋友，一同步行至暖江河濱親水

公園，並清掃沿途區域，大家你幫我，我幫

你，共同整理社區環境。同時在整理環境過

程中，同學們以社區服務乾淨我家方式與

大、小朋友一同進行環保美化活動，相當的

和樂。大家心中都意識到要學著愛護環境，

不隨意亂丟垃圾，並且懂得用行動力來真正

落實環境美化，展現暖江堵陵的活力。 

 基 中 圖 書 館 四 月 套 餐 登 場！ 
一、【基中經典閱讀】活動於4月30日(二)進行學期中閱讀

點數統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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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發圖書禮券！

步驟：1.閱讀護照內填寫書籍資料   2.找老師認證  
　　　 3.統計點數依實施要點獎勵

二、【晨光書香】活動已經報名的班級，請圖書股長活動

前3天記得到圖書館拿茶(咖啡)包及活動紀錄表！記得要拍

照及繳交紀錄表，並提醒同學活動當天自備飲用杯具！

1.活動照片請PO到facebook基中圖書館粉絲專頁，且將照

　片寄到klsh008@klsh.kl.edu.tw圖書館主任後，再向主任

　確認是否收到。

2.於活動結束一週後，將活動記錄表交回圖書館櫃檯。

3.請每班至少5位以上同學到基中圖書館網頁/讀者服務/圖
　書館填報系統/晨光書香活動填寫問卷。

三、杜鵑花開藝文季系列活動【優良圖書展】　

　　地點：圖書館2樓（時間：4/16~4/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