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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繁星推薦放榜！本校共有 69 名學生錄取各知名公私立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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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考取人數為全國第九多，全

國聞名。

本次錄取榜單中有 25 位學生錄取國立大學，計有台大經濟系、成大機械系及中央資工系、中

興電機系、中正化生系等一流科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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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學測榜首陳則維，也考取心目中理想的台大經濟系。

當年入學基測成績 PR59 的杜德法同學考取國立中央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成績 PR69 的古晟佑

同學考取國立中興大學電機工程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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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德法同學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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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可以考取我理想的校系，我相信學弟妹只要努力過，

一樣可以的。杜德法同學說 :「因為哥哥念基隆高中，最後考上警專，

因為有哥哥成功的例子，而且自己知道國中成績沒有很好，所以選擇

離家近的基隆高中就近入學，再加上班上老師都很認真教學，同學互

助合作一起學習，自己知道繁星推薦考大學的優勢，所以更加努力，

最後考上夢寐以求的大學！因為爸爸工作一個月收入不多，要照顧兩

個小孩與祖父祖母，實在相當辛苦，就近入學讀基隆高中可以省下可

觀交通費，並且獲得校內獎助學金的幫助，讓自己可以完成學業與減

輕家人的經濟負擔。」

今年我們高三的繁星推薦，有 69 位順利進到

如願的大學。這幾年的繁星，101 年 56 位、102

年 70 名，這人數在全國都是前端的。我們也有

581 人次通過申請入學的第一階段。祝福他們都能

在努力付出後，進到理想大學。最近教務處和輔導

室忙著辦理多場模擬面試，教務處以本校老師為模

擬評審；輔導室則邀請大學教授蒞校指導。都希望

能協助通過申請入學的同學進到如願大學。 

繁星推薦帶給我們的啟示是，有很多位同學，

他們的入學成績也許並不突出，但在基隆高中三年

努力，錄取了國立大學。他們都是變壓力為動力的

典範，當別人在抱怨的時候，他們看見了努力的機

會。

你所面對的生活處處都是希望，一切都是機

會，等待你好好把握。比如說，數學科老師，錄製

本校龤韻合唱團
榮獲北區決賽高中職合唱

男聲組優等！！！

基隆高中精心規劃了一系列的活

動，包含音樂科的「音樂班聯合表演

」、美術科的「艾雪錯覺藝術」、生

活科技科的「金頭腦大戰人工智慧」

、自然科的「動手玩科學」與體育科

的水上運動「水上蛟龍」，希望透過

基隆高中課程的介紹與國中同學實際

的體驗，讓國中同學可以瞭解基隆高

中的特色課程與增進對基隆高中的瞭

解。

繁星推薦數理實驗班同學逾半考取理想大學！

基隆高中繁星推薦考大學共錄取69位同學，全國第9多，基隆第1多表現亮眼!!!

全人教育 適性發展
校長

校友獎學金頒獎
恭喜獲獎同學

年度 入學
成績

姓名 畢業國中 高中排名
百分比

考取大學校系

102 PR55 林家豪 基隆市立百福國中 9% 國立聯合大學電機工程系
102 PR58 黃溫平 基隆市立成功國中 9% 國立東華大學應用數學系
103 PR59 杜德法 基隆市立中正國中 5% 國立中央大學資訊工程系
102 PR60 謝福謙 基隆市立成功國中 14% 國立嘉義大學電子物理系
102 PR60 林　霖 新北市立中正國中 20% 國立東華大學藝術設計系
102 PR60 詹長軒 基隆市立明德國中 4% 國立東華大學電機工程系
102 PR61 江佳鴻 基隆市立建德國中 8% 國立嘉義大學植物醫學系
102 PR65 潘虹卉 台北市立誠正國中 1%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系
103 PR69 古晟佑 基隆市立建德國中 4% 國立中興大學電機工程系

了線上補救教學課程，只要有網路，同學就可以

隨時隨地透過電腦、手機觀看解題過程。老師們

總是絞盡腦汁，不放棄任何一個同學，研究如何

提昇同學的實力，期望你一次又一次把握機會；

一遍再一遍，把不會的問題弄懂！期望透過如此

地教學，你的課業能有所進步，到達自己的目

標。

老師是這麼努力地研究「特色課程教材」與

「特色授課模式」，讓知識既符合教學理念又有

益於升學。此刻本校老師們正運用上級補助的

「優質化方案」平台，將知識進行深化整合，形

成方案帶入教室現場實驗施作，希望建立本校的

特色課程。例如本學年度起，我們高一也開設多

元特色課程包括「固態藥柱火箭」、「烏克麗麗」

及「創意機器人」等。我們將持續地創新精進課

程教學。

多元適性是我們精進課程教學的精神，學校

願景「全人教育 適性發展」，涵義是「愛與智

慧 以人為本的全人教育；多元智能 多元肯定的

適性發展」，同學們的各項能力，都要彼此肯定。

例如有多位同學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的測驗；我

們的熱舞社、合唱團及各個社團屢獲優等；體育

班、美術班、音樂班更常是全國比賽的前三名。

我們以信心與毅力，願意在這裡走出自己的人生

路。 

好好加油！祝福大家！謝謝！

數理實驗班此次繁星推薦表現優異，全班

30 位同學已 17 位同學考取大學，表現亮眼！當

中包含台灣大學、中山大學、成功大學、中央大

學、等國內一流大學 !

陳則維 (18 號 ) 同學考取台灣大學經濟系、

杜德法同學考取中央大學資工系、陳勇勳同學考

取成功大學機械系、陳則維 (19 號 ) 同學考取中

山大學企管系。

有趣的是，數理實驗班有兩個陳則維同學，

兩個都考上心目中理想的大學，兩位陳則維同學

表示：「從高一開始就在同一班，每次老師都喊

陳則維，然後兩個人都同時舉手 ! 鬧得全班哄堂

大笑 !! 最後老師都用外號來區分這兩位同學，才

不會叫錯。」

陳勇勳同學說：「這一次學測 62 級分沒有

考得很好，但是利用繁星推薦照樣上成大！當初

可以去台北學校，但是選擇留在基隆，不只考得

好而已，三年下來比台北的同學省通車費大約十

萬、省時間大約一千小時，真是很不錯」

導師謝玉彰表示：「這些同學入學成績都不

高，但是透過高一高二努力，與高三上的衝刺，

最後順利摘了 17 顆繁星！表現亮眼！要申請大

學與要考指考的同學要再加油！」

 

校園探索日！
基中與國中
        夥伴一起「樂」在其中！

本校參加全國高級中學讀書心得寫作第 1030315
梯次共 33 件得獎，其中特優 6 件、優等 13 件、甲等 
14 件。

1021115 梯次全國小論文比賽共 9 件獲獎，其中
特優 2 件、優等 2 件、甲等 5 件。恭喜獲獎同學 !

樂在閱讀成果豐碩

上學期借書王得獎同學

各年級

第一名圖書禮金 500 元
第二名圖書禮金 300 元
第三名圖書禮金 200 元
每學期都有獎勵，歡迎同學多加利用圖書館，

本館藏書豐富，優質基中，歡迎大家 !

本校龤韻合唱團由音樂老師洪汶溶老師帶領全體

團員，參加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北區決賽，榮獲高中職

合唱男聲組優等殊榮，師生共同祝賀！

感謝校友們提供獎學金，鼓勵校內需要幫助或學

業表現優異的同學，希望獲獎同學能夠繼續努力，不

為困境打倒！

基隆高中創校 87 周年。校友會於校慶當天辦理

植樹活動，象徵基隆高中作育英才、百年樹人的不

朽精神。感謝各位校友貴賓一起共襄盛舉。

恭賀

基中扶助會成立 20 周年
感 謝 同 仁 默 默 行 善 幫 助 弱 勢 學 生

有一個夢

這夢不是基中沒有貧困的學生

而是因這群學生  使老師們有了共同關心的對象

並肩扶持  師生們彼此信任  打氣

共同打造了一個祥和  充滿笑聲與愛心的  基隆高中

基中校友會
成立 15 周年植樹活動

基 隆 高 中
1 0 3 年 度 傑 出 校 友

熱 情 歡 迎 國 中 畢 業 生

305 班愛鄉土活動

感 謝 大 學 教 授
來校指導高三模擬面試

今年基中辦理的模擬面試，特別邀請

了八所大學，29 位大學教授到校指導高

三學生，共有 164 人次報名參加。經過

教授實際模擬的過程，讓學生更加了解面

試準備的方向，非常感謝各位教授前來基

隆高中，與同學面對面分享寶貴的經驗，

讓學生受益良多。

由盧老師、洪老師帶領，藉由國文

科與歷史科的結合，走進看似熟悉卻陌

生的暖暖，微雨的自然裡，充滿青春的

聲音。在地旅行，旅的是基中回憶，行

的是前人鄉愁。

蔡適應 校友 林右昌 校友 李基正 校友 林水木 校友

阮俊德 校友傅文榮 校友張英哲 校友 張淵翔 校友謝承殷 校友

的話

1. 普通班 ( 含數理實驗班 )：免試入學招收 440 位同學，本校普

通班升學率與國立大學考取率節節高升 ! 並多次於大學聯考、

學科能力測驗獲得全國榜首與基隆榜首，數理實驗班同學於

學科能力競賽獲得佳績與全國科展獲得特優表現亮眼 !

2. 另有音樂班、美術班與體育班 ( 西式划船、輕艇水球、羽球 )

各招收 30 名同學。

基 隆 高 中
最 高 提 供 30 萬 獎 學 金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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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術科考試放榜，
美術班表現優異！

103 年大學學科能力測驗放榜，美術班、表現

亮眼 ! 美術班共 27 位同學，美術術科考試共考 5

科，這 5 科是素描、創意表現、藝術鑑賞、彩繪

技法與水墨書畫這 5 個科目，其中素描科方面，

全班 23 位同學 (85% 以上 ) 過全國頂標、全班平均

超過頂標 4 分、有 10 位同學比頂標多 10 分，14

位同學達到 90 分，表現十分卓越！

其中簡子晏、羅方與管紹宇 3 位同學素描科

並列全國最高 96 分，全國榜首！

音樂班榮獲全國學生音樂比
賽榮獲多項佳績

基隆高中音樂班增設於民國 86 年，至今

已邁入第 17 屆，本校環境優美，設置獨棟音

樂館，館內設有三十四間琴房供學生上課及練

習用，提供音樂班學生學、術科之獨立學習

空間。學校定期為音樂班學生舉辦各式展演機

會，學生可累積演出經驗並相互觀摩；且不定

期邀請著名演奏家蒞校舉辦大師講座，以期開

拓學生視野。

本年度學生參加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榮獲多

項佳績

音樂班弦樂團 弦樂合奏
優等
北區決賽第一名

302 林彥丞 笛獨奏       
優等
全國第五名

302 邱冠瑛 二胡獨奏 優等
302 李佳芸 大提琴獨奏 優等
302 王婷鈺 低音提琴獨奏 優等

本屆三年級學生多數已經由繁星及個人申

請錄取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國立台中教育大

學、國立台南藝術大學、國立臺南大學、國立

臺東大學、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東吳大學、東

海大學、實踐大學、文化大學等各公私立大學

音樂系。

好棒！！體育班輕艇水球隊勇奪高中組男女組雙料冠軍！！

輕艇水球是結合籃球拋射、傳球，與刺激的

橄欖球阻擋、衝撞，以輕艇做為行進工具的比

賽。輕艇水球同時需要速度、耐力及技巧性的運

動項目，運動員在游泳池或靜水湖泊中藉由投、

射、傳、接、搶等方式，配合戰術、隊形的應

用，最後將球射入對方的球門，在中華民國輕艇

協會的推動下，近年來也成了國人相當喜愛運動

項目 !

基隆高中在輕艇水球比賽的國內賽都維持在

前三名，另外在全民運動會、亞洲盃，也都曾榮

獲佳績 ! 基隆高中輕艇水球成立已超過 15 年，

羽球、西式划船、輕艇水球是目前學校發展的重

點，尤其是輕艇水球近年來學校挹注相當多經費

來發展這個項目，多年來基隆高中輕艇隊屢獲佳

績，要歸功於選手勤奮不懈的練習，這次拿下全

國男女雙料冠軍，給學校很大的激勵 !

讚！！體育班划船隊參加全國中等學校划船錦標賽獲得兩面銀牌！

基隆高中划船隊能在全國賽中拿到好成績，

要歸功於選手勤奮不懈的練習。划船隊的練習很

扎實、很辛苦！隊員每日上午須配合學校課程上

基本學科，除了課業的要求之外，每日下午就是

划船隊同學的重頭戲，為了訓練划船所需要的體

力與耐力，所以在學校不斷操練體能，並配合路

上划船機的訓練，練習到晚上。當然，划船這個

運動是必須要實地演練才能熟悉技巧，所以每個

禮拜六與禮拜日，划船隊的同學與教練犧牲假日

到宜蘭的冬山河進行移地訓練，將平日的練習結

果展示出來，同學不辭辛勞的舟車勞頓、刻苦耐

勞的精神才讓這次比賽有好的收穫。

體育班羽球隊屢獲佳績，國際羽球總會蒞校拍攝羽球隊訓練過程 !

國際羽球總會於日前派專業攝影師與國際羽

球總會幹部蒞臨基隆高中拍攝 ! 國際羽球總會計

畫拍攝影片介紹世界各地羽球重點國家之羽球發

展，拍攝之影片將發送到全世界，基隆高中能代

表台灣參與拍攝，真是莫大的光榮 !

基隆高中於民國 86 年開始設立體育班，培

育許多優秀運動人才，包含羽球、輕艇、西划、

等項目；尤其在羽球項目更是基隆高中的發展重

點。羽球隊歷年成績輝煌，例如：100 年全國中

等學校運動會高男團體第二名、101 年全國中等

學校運動會高男團體第二名、高男單打第一名、

高男雙打第三名、2011 年亞洲青少年羽球錦標

賽雙打第二名、2012 年新加坡國際青少年羽球

分齡賽子雙打銀牌、全國青少年羽球對抗賽高男

輕艇水球隊

教練吳世泓表示 :

「輕艇水球隊的

練習很扎實、很

辛苦！以基隆高

中輕艇水球隊為

例，隊員每日上

午須配合學校課程上基本學科，除了課業的要求

之外，每日下午就是輕艇水球隊同學的重頭戲，

為了訓練划船所需要的體力與耐力，所以在學校

不斷操練體能，並在游泳池進行輕艇水球的練習

到晚上，假日還要到三重的微風運河進行實地訓

練，輕艇水球隊的同學與教練犧牲假日進行移地

訓練，將平日的練習結果展示出來，同學不辭辛

勞的舟車勞頓、刻苦耐勞的精神才讓基隆高中屢

次榮獲佳績！」

103 年全國中等學校輕艇水球錦標賽，基中勇奪高中組男女雙料冠軍 ! 稱霸全國 !

高中男子組雙人單槳銀牌 : 蔡文軒、陳威。高中男子組四人單槳銀牌 : 蔡文軒、陳威、陳秉閎、邱家辰。

組冠軍、全國羽球團體錦標賽高中男生組團體賽

第二名……等不勝枚舉！基隆市的比賽更是常包

辦前三名，例如 : 本年度「基隆市中小學聯合運

動會羽球比賽」基隆高中羽球隊風光榮獲單打、

雙打前三名，獲得完全勝利，讓其他學校望塵莫

及 !

畢業校友亦於畢業後持續發光發熱，如周天

成校友獲得加拿大羽球大獎賽男子單打冠軍、冰

島羽球國際賽男子單打冠軍，並於德國碧特博格

羽賽勇奪男單金牌，是世界羽聯開辦黃金大獎賽

以來，第一位台將獲得這項榮耀，目前世界排名

第 23 名；陳宏麟於 2011 年廣州亞運榮獲混合

雙打銅牌，是台灣首位在亞運羽球項目上奪牌的

選手，亦是 2012 年雅典奧運國手。

基中亮點－藝文展演中心開幕
本中心於民國 103 年 4 月 30 日正式啟用，位於圖書館四樓，內有展示

會場、多媒體播放室及演講廳，是一處具有多功能的展演場所，提供展覽空

間作為美術班班展、畢業展及美術教學成果展，以推展校園藝術風氣，提供

教職員工生各類活動空間及增進社區藝文發展。

目前開幕展以美術班優秀校友與即將畢業的高三準大學

生們為主，並邀請到美術班第二屆校友蘇芷瑩參與展出，蘇

芷瑩畢業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西畫組，現職為基

隆女中美術老師，另外三位校友，李芷筠為國立台北藝術大

學美術學系大三生，本次展出版畫作品，郭越豪與汪學展為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雕塑系大二生，展出木雕、鉛錫合金、frp

作品，這幾位校友自基中畢業後仍持續學習、不停精進自

己，基隆高中美術班以他們為榮，亦感謝他們的展出。

恭喜第一次段考
各班第一名同學

平時在校成績優異的同學 ( 前百

分之 50)，可以藉由繁星推薦管道申

請進入理想的大學。

                   同學好好加油喔 !

創意教學活動
成大論箭在基中!倒數3、2、1，火箭發射!
基隆高中直衝雲霄 !

基隆高中於 102 學年度起將「固態藥柱火箭」的課程納

入高一多元選修課程的項目讓同學自由選修，而「固態藥柱

火箭課程」是頗受學生喜愛的科目，上學期共計有 34 位學

生選修此課程，同學經過一個學期的課程，從認識火箭運作

原理、設計外型、填裝燃料，終於到了最後一步驗收的過程，

同學們迫不及待要帶著完成的火箭，於 3 月 21 日在操場試

射！

「固態藥柱火箭」為小型固態火藥火箭的別稱；在實際

應用上，利用固態火藥作為推力的火箭，多半具有科學研究

上的實驗用途，例如：利用實驗火箭將儀器打入雲層中，再

讓實驗火箭緩緩降下，紀錄不同高度的氣象資料（如 : 溫度、

濕度、壓力、風速……等），以作為氣象研究使用；或是使

用實驗火箭將碘化物晶體打入預計高度的雲層中，以達到人

造雨的功能。

實驗火箭因具有體積小，操控裝置簡易且昇空狀態穩定

的優點，除了應用於實際的科學研究上作為升空載具外，也

可作為科學教育活動中的一個基礎項目。而在台灣，因為地

狹人稠，加上火藥為管制品，使得能夠接觸此一科普教學內

容的學生非常有限，目

前國內僅國立成功大學

航太系有完整的教學師

資與設備儀器。故能於

課程中讓同學實際操作

「固態藥柱火箭」是同

學相當可貴的經驗。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
基隆高中在地人文
與科學課程的邂逅

基隆高中這學期開始，將學習腹

地擴大至整個社區，結合本校自然科

與社會科老師，由數位協同教師帶領

數十名學生實際考察基隆附近的景

點。第一站先至暖東苗圃進行生態考

察，暖東苗圃位於暖暖區東碇路，是

座低海拔的天然闊葉林園區，受基隆

朝濕多雨的海洋調節性氣候影響，蘊

含豐富的動植物資源，也是學校進行

生態教學的天然教室。

「哇 ~ 是擬蠍耶！老師！這會咬

人嗎？」 學生看著老師抓著從石頭

下找出的小動物，既興奮又害怕的也

想嘗試要摸摸看，由本校生物老師蘇

友寬老師帶領學生至暖東苗圃認識沿

路的動植物，大約 1 公里多的路程

看似不長，但是師生花了兩個小時才

走完，沿路認識所有看到的蕨類、蕈

類，與常見的相思樹等植物，都從課

本跳脫出來，不再是文字而已 ! 參與

學生直呼有趣又好玩！此行也不只是

生物的生態探索，隨隊老師包含地球

科學、歷史、地理與物理老師，每個

老師都大顯身手發揮自身的專長，藉

由沿路看到的景色，進行合科課程，

例如物理老師講解電塔接地方式與電

流磁效應、地球科學老師與地理老師

講解暖東苗圃地層、壺穴與氣候的變

遷、歷史老師介紹暖暖區的歷史文

化，都令學生意猶未盡。

學生楊家睿同學表示 :「因為自

己住在暖暖區，所以更想了解這一塊

土地的風土民情與自然環境，藉由這

次的課程，讓我發現其實生活中許多

不起眼的事物、稀鬆平常的事物，其

實也充滿了許多知識，自己對暖暖也

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美術班把故宮當教室
不可思議的魔幻視覺藝術，
美術與數學的邂逅 !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基隆高中美術班老師與

學生共 75 人於 4 月 14 日下午實地前往故宮博

物院參觀「錯覺藝術大師艾雪的魔幻界畫展」，

透過欣賞艾雪大師的作品，來瞭解作品蘊含的數

學原理、歷史背景、繪畫技巧……等，藉由作品

深入作者的內心世界，瞭解他對當時二次世界大

戰的反思與探求宇宙秩序奧秘的渴望，基隆高中

同學透過作品一窺艾雪的生涯軌跡。透過教授研

習、老師解說、參觀展覽與同學心得回饋，讓學

生有豐富的學習歷程。

美術班沈昱廷同學表示 :「如果我們世界是

真實，那麼艾雪的世界就是幻想世界的引路人，

他突破了現實的框架為我們帶來了異世界的形

體 ! 對我們來說那只是天馬行空，但對他來說，

卻是他生活的一部分。這次的展覽震撼了我的內

心，也打破我對世界的認知，看似不存在，但只

要換個角度，就成了無比真實的存在。」

校慶，高一高二同學共設 35 個攤位
辦理園遊會，同學們聲嘶力竭地叫賣，
吸引校友、來賓前來購買！販賣的東西
如 : 水餃、乾冰汽水、炒泡麵、豆干、香
腸、壽司、雞塊、涼麵、鬆餅……種類
繁多，目不暇給！導師、同學與家長大
家團結一條心，努力推銷自家的商品。
其中賣得最好的是 101 美術班的乾冰汽
水與泡芙，因為 101 班上的同學打扮成
女僕，走動式販賣，賣力吸引客人，吸
引很多人潮購賣與彩繪。

校慶邀請校內外社團表演，例如 : 北
一女有氧社、中正舞研社、明倫手語社、
基商女子熱音社、大理高中吉他社，與
校內社團一起給今日的貴賓帶來最好的
表演，同學讚不絕口、掌聲如雷！

歐校長也帶領全校師生一起唱校歌，
校歌中的 :「化育群英、桃李成行、堵陵
暖江、翠崗鷹揚」將象徵基隆高中昂首
闊步、追求卓越的精神 !

基中創校 87 周年校慶 ! 校友、友校與師生一起同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