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找到真實的自己，能力自然會產生
很多時候我們之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下生活，並不是取決於自己的意志，其中多少有些調和折衷，能夠

有多少成分的自我，關係著你對當下處境會有多少的熱情和承擔，熱情是你全心全意的沉浸，承擔是你真

真正正的在乎，若你的生活總是被安排妥當，沒有絲毫需要你掛意努力，結果將造成你不知道自己能做什

麼，自己有哪些能力，所以一個要什麼有什麼的孩子，以及被嚴格管制不能選擇將來的孩子，最後會非常

不快樂。美國有個調查也發現，富裕家庭以及未來被安排妥當下長大的孩子，罹患憂鬱症的比例是平均值

的三倍。

因此人要成才要大器，就要不斷的探求自己，不斷的試探自己，了解自己最想投注的熱情，最想承擔

的責任到底是什麼，當你找到了，任何先天的不足與外在的限制，根本阻攔不了你往這方向邁進，因為夢

想其實不是一段距離，而是一種決定，當你下定決心就會想方設法克服一切，也會有越來越多的想法與做

法，來成就你的人生，人生最精彩的不是抵達夢想的瞬間，而是堅持走在夢想道路上的過程。

我的夢還在遙遠的彼方，雖然年華已暮尚未達成，但回想起年少逐夢的過程，還是心中滿懷喜悅，當

時為了好好的練功，立下了一天練習六小時的自我約定，於是每天早上四點二十起床，直到六點二十分宿

舍早點名；下課十分鐘一天八節課，湊足了一小時；五點下課後宿舍餐廳結束前，又攢了二小時；宿舍晚

自習結束到熄燈就寢前，再一小時的時間⋯⋯日復一日從不言累，我從來不會因為這樣而耽誤團體常規，因

為在乎外在的限制，就是給自己偷懶的藉口，為了對得起自己，是不容許鬆懈，那怕是心中一點小小的嘀咕。

這樣的過程目前還看不到豐碩的結果，但人生有趣的就在這裡，當你全心投入渾然忘我時，很多成功必

要的條件就自然具備了，例如強健的體魄、堅毅的性格、樂觀積極的態度等等，而很多讓你失敗的情緒就會

離你而去，像是埋怨基因不好、感嘆家境不如人、責怪環境限制太多等等；這些不是可以量化或測驗的，也不是父母天天念，老師認真教就能具備，這都

要自己一點一滴了累積出來，我的人生中看到許許多多才氣縱橫的人，到頭來卻一事無成，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缺乏了堅強的毅力，與面對挫折不氣餒的

靭性，這都要先從認識自己，盡力的投資自己開始，我看到許多放學後，不管是在教室埋頭苦讀或揮著畫筆完成畫作；在琴房重複著曲調、在體育館裡操

練著精壯的身體；亦或在校園各處只是純粹興趣，一再一再的把動作練到滿意為止，這些孩子們：你正在厚植你成功的條件，就好好的揮灑你青春亮麗的

時光吧！ 

                                            
一起努力，共創基中未來！謝謝！

來 來 來 就讀基中 5A 
             享有 30 萬元獎學金

國立基隆高中拚招生，102年開始設置獎學金，希望吸引成績好的學生進基中，其中最高門檻達 30

萬元獎學金，由基隆銘傳國中 5A張同學以第一志願就讀基中獲得；張同學說：「他選擇基中就讀，希望

能 3年後用繁星申請就讀醫學系，而且還可以享有 30萬元獎學金。」

基中設獎學金拚招生，103年發出 76萬元，104年發出 75萬元，今年預計將發出 80萬元。

張同學 2科 A++、2科 A+與 1科 A，可以就讀台北成功高中，張同學後來選填基隆高中，他希望利

用繁星計畫爭取上大學醫學系；校長張智惟擔心張同學一個人獨學缺乏競爭對手，又鼓勵張同學在銘傳同

班戰友沈同學一起來基中打拼。張智惟校長說：「相信這個學習金三角會相互砥礪，締造個人入學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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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情感恩 
國中母校師長用心栽培優秀人才

基隆高中張智惟校長帶領 105學年度優秀
新生林暐傑、張忞喆與沈佳漢三位同學返回母校

銘傳國中拜訪師長，感謝銘傳師長三年的細心教

導。張智惟校長表示：「這三位同學都是基中的

明日之星，是就近入學最好的榜樣，感謝銘傳師

長的細心栽培、感謝許文璋校長對就近入學的推動與支持！」

針對今年入學之優秀新生，基隆高中總計將頒發約 80萬元鼓勵所有就
近入學之新生！

銘傳國中許文璋校長表示 :「就近入學是教育部政策，也是我辦學的理
念，很高興有優秀的同學到基中，基中也是我的母校，希望這三位同學上高

中後繼續努力，為銘傳爭光！」

三位同學也一一拜訪當時的師長，表示感

謝之意，也與學弟們打了一場激烈的籃球，回

憶當時的國中時光 !

回饋母校 
謝敏致獎學金 造福基中學子

基中已創校 89年，傑出校友遍及海內外，
不論是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教育界都有許多傑出校友！以教育界來

說，大學、高中、國中、國小都有許多是基中校友擔任教授、校長、或是老師，

許多擔任老師的校友都以回到基中任教為至高的榮耀，回到當初學習的地方，

轉換身分變成老師，再帶領新一批的學子繼續學習，完成有教無類、作育英

才的理想 !
謝敏致老師 (民國 51年畢業校友 )生前家境清寒、但謝老師刻苦勵學，

大學畢業後，謝老師返校任教，終其一生奉獻於母校基隆高中，其精神令基

中校友們感動不已！謝老師民國 90年逝世，謝老師之學生與各界好友、基
中教師感念謝老師之情操，故由遺孀陸月英女士成立謝敏致老師紀念獎助學

金，持續發揚謝老師的精神，謝老師雖然離開基中，但是謝老師的情懷永遠

不滅。

91年謝敏致老師教育基金會成立至今已 14年，每學期利用捐款定存之
利息捐贈獎助金 2萬元，幫助基中清寒弱勢或獎勵成績優異的學生超過百名。

謝敏致老師的學生與基中校友感懷謝老師之精神，也持續捐款贊助謝敏

致老師教育基金會，捐款人許先生說 :「自己是謝老師的學生，雖然已畢業超
過 20年，但是老師貢獻的教育愛，讓自己難以忘懷，希望貢獻自己小小的
心力來幫助學弟妹、獎掖後進 !」

陸月英女士表示 :「90年謝老師離開至今，我們繼承謝敏致老師的大愛
精神，持續關懷基中的孩子，老師雖然離開了，但是他的情懷永存基中人的

心中 !」

基隆高中 跟你聽說的不一樣

熱情邀約前來體驗基中探索季課程
近三年國中會考結束後，本校辦理活力基中

探索季系列活動以拓展視野學習新知，每年吸引

至少 1千人次前來體驗，可說場場秒殺，請多留
意活動訊息喔 !

精心設計課程有 :生態巡禮ー暖東苗圃 (or
峽谷 ) 、鬼斧神工ー番仔澳、踏查之旅ー西勢水
庫 or獅球嶺、科技探索ー海洋 fun科學闖關、
無限可能ー能源萬花筒、水上蛟龍ー西式划船體

驗、紙迴旋鏢等精采課程。

優良刊物  90 期校刊  心血點滴
在基中，有一群默默記錄著大家在學校生活

點滴的使者，而這群使者就是我們「基青文學社」

的同學們，我們是一個文藝性的社團，由一群熱

愛文學、攝影，擅長設計與繪畫，對於記者這項

工作有所興趣共同組成的團隊，由全社共同參與

分工完成一本具特色的「校刊」，我們用校刊訴

說我們的熱血，用紀錄填滿

我們的青春！

今年第 90期校刊《旅人的足跡》就是我們辛苦成果
的結晶，由旅行此方向發軔，我們循著基中的歷史足跡

邁進，採訪了吳念真導演、林右昌市長，並整理報導了

羽球周天成國手，這幾位基中優秀的傑出校友，為我們

的旅程增添了榮耀的光芒。

這次我們基青社因著旅行的主題，共同規劃舉辦了

一次平溪與菁桐鐵道小旅行，透過身體力行去體會與感

受一個旅人用雙腳走過的足跡，並將所見所聞化為文字

紀錄，也因為有了這次的旅行，讓社員們的感情更加親

近更具有凝聚力了！此外在國文科舉辦的旅行研習中，

我們也一同聆聽劉克襄老師精彩的演講，以及在研習後的對談採訪中，都能

感受到老師真誠地對自然之美的行腳力量！

我們也不忘為大家記錄在基中各年級活動的足跡身影，不管是高三籃球

賽、高二一年一度的草嶺古道健行和實彈射擊、高一震撼教育的公民訓練，

還有班際羽球賽、師生越野賽跑，甚至是藝術氣息的高二音樂會，以及廣達

校園美展的報導等等，有靜態的也有動態的，我們一一從現場採訪提問、拍

攝，到後續整理的逐字稿、文字稿的完成，透過全體社員們的分工合作努力，

以及老師的耐心指導，一同走向這趟旅程的終點，完成這本精彩旅程的校刊！

溫馨校園 敬師活動
九月二十八日除了是孔子誕辰紀念日之外，亦是

教師們的重要節日，為了感謝老師們平日裡對學生們

的辛勞付出，學校用心籌畫了一系列的敬師節活動，

校長並親送同仁溫馨禮品。

學生有敬師卡海報比賽、錄製敬師剪影，教師們

也秘密拍攝了「想對學生說⋯⋯」的影片，影片中老師

們道盡了心中的苦水，更穿上學生制服，生動演出學生

們的日常。這次還特別請到何昭慧老師來教導學生製作

羊毛氈名片夾，贈送給各班導師，表達心中對老師的感

謝，帶給在校的老師們一個溫馨感人的教師節。

基中扶助會成立 23 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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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因著這群學生  使老師們有了共同關心的對象

並肩扶持  同仁們彼此信任  打氣

共同打造了一個祥和  充滿笑聲與愛心的  基隆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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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 :﹝全人教育、適性發展﹞
一、自主行動與創新思考的校園文化

二、溝通互動與科技運用的多元校風

三、獨處眾處與社會參與的團隊合作

四、藝術美感與愛和智慧的自我實現

五、熱情渴望與自信獨立的生涯發展

感謝新會長  讓基中更圓滿
基隆高中 105學年度第一次家長代表

大會會議順利圓滿成功，各班家長代表積極

參與，會議在平和的氣氛中通過各項提案，

感謝卸任會長洪琬琳會長一年來對學校的支

持，新任會長劉堂智會長帶領的新家長會團

隊秉持「基中好，孩子好」的理念，將繼續

支持協助各項校務運作。

基隆第一  數位行動學習 
同學人人有免費平板  班班可上網

基隆高中為基隆地區第一所獲教育部專案補

助推動數位行動學習學校，今年度凡是就讀本校

同學人人獲贈平板電腦一台，在校期間為個人使

用不用收回，班班可上網與老師教學互動。

基隆高中兩年前成立優質化基中數位學園工作坊，團隊研發數位教材榮

獲指導教授東吳大學朱蕙君肯定，多位種子教師獲邀至全國發表基中數位行

動學習教學運用，成果豐碩。

選擇基中邁向成功，繁星考取大學全國第一

就讀基中輕鬆升學，繁星每年 3 月中首先放榜

✓  繁星升大學全國第一
大學繁星推薦入學管道的理念是

「高中均質、區域均衡」，基隆高中

考取人數一向名列前茅，104學年度
88人全國第一。

✓  省時、省錢、免學費
同學到基隆高中只需自循環站搭乘公車 4或 6開頭公車或台鐵捷

運化接駁公車 R66、R81、R82、R85、R86約幾分鐘（花 12元即
可到達基隆高中），另外家庭收入 148萬以下的同學，基隆高中配合
政府並給予免學費優待！

✓  就近入學 30 萬獎學金
基隆高中最高提供 30萬獎學金，鼓勵國中九年級同學入學讀基

隆高中 !

由左而右依序為沈同學、張校
長、張同學、連老師。

校長張智惟

一封來自畢業校友的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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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選才「溜」進清大，基中
余明瑋獲選成為清大學生 !

國立清華大學 105學年學士班「拾穗計
畫」特殊選才於 104年 12月 30日放榜，在
2百多名報名學生當中，共正取 16名，備取
24名，本校余明瑋同學獲得正取！消息傳入
校內，師生狂賀 !能在考學測前就成為大學生，明瑋的好表現也激勵了所
有高三同學的士氣 !

明瑋說 :「雖然課業壓力很大，但是利用課餘時間，認真練習溜冰，超越
自我。我練習溜冰，學校課業也不能荒廢 !教練說學校課業要維持一定成績，
否則不讓我再參與溜冰這項運動 !所以我要兼顧學校課業與溜冰練習！這項
運動是獨立一個人在場上比賽，跌倒了，沒有人能幫忙，只能自己救自己，

在比賽中學會獨當一面、學會臨場反應，從分數中看清自己的缺點，或許在

非運動員的眼裡，我們大多被定義成四肢發達的人，但是我們卻在每一次的

練習比賽裡，學到了課本學不到的事情。」

曾經國中叛逆一度拒絕練習溜冰，那時的明瑋認為朋友兄弟比任何事情

都還重要，讀書漸漸放棄，明瑋同學表示 :「曾有人說 :『不論何時回頭都不
算晚』，於是我下定決心要認真唸書了，我兢兢業業地衝刺了國三最後兩個

月，PR值從二十幾一直到五十幾，還好我考高中那一年，幸運考取了國立
基隆高中。開展我的新人生。」

校長張智惟表示 :「基隆高中的學校願景是『全人教育，適性發展』我們
鼓勵學生適性發展，讓每位孩子都能在自己喜愛的領域發揮。」近年來有相

當不錯的成效 !例如 :全國火箭比賽獲得冠軍、全國奧林匹克機器人比賽獲得
亞軍，另有全國性的溜冰比賽、羽球比賽、划船比賽、輕艇水球比賽、扯鈴

比賽、音樂比賽與合唱比賽，基隆高中都獲得冠軍，表現十分亮眼，成績斐然 !

體育班   羽球隊

基中體育班羽球隊全國羽球比賽常勝軍 !

本校羽球隊從民國 86年成立至今，在學校、家長、基隆羽球委員會、
企業的支持與相關支援下，慢慢的成長茁壯，也培育出許多羽球界的優秀選

手，為國家爭光。

基隆高中能有今日的羽球佳績，指導老師與教練也是功不可沒，由前印

尼國手、世界雙打排名高達世界男子雙打

第四名的鄭永成 (VICTO)教練，並配合上
多年教學經驗培育出多位國手的楊燕萍老

師相輔相成，造就基隆高中的羽球佳績。

105年獲得以下成績：
台北市青年盃高中男子團體組第一

名，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高中男子團體組

第七名，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高中男子雙

打第四名。 科學活動  火箭升空轟轟轟

成大論箭在基中 ! 倒數 3、2、1，火箭發射 ! 我們
要直衝雲霄 !

 基隆高中辦理火箭營隊已多年，這幾年更於全國火箭競賽榮獲佳績，本
學期除了於課堂中講授課程與實作，更於於基隆高中辦理「成大火箭實驗設

計與製作大賽」，基中、基女、銘傳聯合火箭營隊，大賽從認識火箭運作原

理開始、接著設計外型、填裝燃料，在本校操場試射。本次大賽邀請了國立

成功大學航空太空工程學系景鴻鑫教授蒞校指導，更邀請了 20位講師一同
協助，為一場相當盛大之暑期營隊，學員受益良多。

國立成功大學航空太空工程學系景鴻鑫教授表

示 :「基隆高中非常適合進行『固態藥柱火箭』課
程，附近建築物較少，佔有地利與人和 !希望將來
可以發展為北部的火箭中心，推廣這個有意義的科

普活動 !」

恭喜黃國宇、廖子寬、蘇明 彥獲得北區科展優等
第 56屆北一區科學展覽會在基隆高

中舉辦，本校共推出兩組作品出賽，雙雙

獲得優等。

第一組由蔡仲元老師指導，黃國宇

以「天降甘霖 !基隆地區雨水 pH值與氫
氧同位素之研究」作品，參加「地球與

行星科學科」獲獎，內容是從將近一年

的雨水收集分析資料，除了了解不同季節與水的酸鹼值變化，更推測和季風

帶來的汙染物有高度關聯性。

第二組由蘇友寬老師指導，廖子寬、蘇明彥兩位搭檔參加，以「改變背

景對日光燈魚體色表現模式的探討」，參加「動物與醫學學科」獲獎，內容

是從環境背景的顏色改變，探討對於日光燈魚體色呈現的變化。此次本校是

基隆地區學校獲得最多優等獎項者，恭喜獲獎同學，也感謝指導老師的辛苦。

績優社團  

用聲音傳千里 掌聲不斷
基中優質男聲獲獎不斷 !基中龤韻合唱團多次榮

獲全國績優社團、多次稱霸全國合唱團類第一名，表

現亮眼 !
基中優質男聲獲獎不斷 !本校龤韻合唱團榮獲全

國績優社團第五名、二連霸全國合唱團類第一名。

指導老師洪汶溶表示：「合唱團的團員們擁有良好的傳統和穩定的合唱

技巧，無論在國內外大小賽事或表演上都有令人亮眼的成績及表現，舉凡各

類合唱比賽、合唱發表音樂會等等都能看到龤韻合唱團的身影，如：每一年

學生音樂比賽榮獲基隆市優等第一名、全國北區合唱決賽榮獲優等、中山杯

金嗓獎合唱比賽榮獲評審特別獎、受邀至建國百年千人大合唱演出、協助台

北愛樂合唱團北歐之聲音樂會演出、參與兩岸金秋交流音樂會演出、至八堵

礦工醫院養護中心與院中人員同聲歡唱、擔任校內活動表演團體、主辦並邀

請各友校合唱團至基隆文化中心舉辦杜鵑花開藝文季合唱音樂發表會等等。

友善校園　籃球比賽
籃球運動在基中深受學生喜愛，下課時間常看

到學生熱血奔馳球場，三分神射刷籃得分，今年班

際籃球賽競爭激烈，恭喜 308班榮獲第一名、第二
名為 304班、第三名為 311班，請大家給予獲獎同
學鼓掌、喝采 !!!

拚學測 

好彩頭 很會蒜 邁向理想大學
今年「高三學測誓師大會」於十月十八日舉

行，當日先由張智惟校長帶領全體高三導師進行

宣誓示範，而後全體高三學生輪流進行宣誓，展

現其面對學測大考的決心及毅力。

宣誓完畢後，各班依序走過「勤 (芹 )快 (筷 )
門」、「聰 (蔥 )明門」、「會算 (蒜 )門」、「順
(筍 )利門」、「彩頭 (菜頭 )門」，並由謝昌運
教官扮演文昌帝君，授予「昌運亨通筆」，藉此

為學生祈福，盼高三考生能在學測上充分展現苦

讀 3年的成果。
當日家長會劉會長更精心準備給每位高三導

師及學生一份「步步高昇‧吉祥包中」禮盒，

祝福考生們能「包中」各自心目中的理想大學及

科系。

邁入第 20 年，健康跨年

越野賽跑，基中人獨享，迎新春
基中越野賽跑季將邁入 20年頭，熱情邀約基中好夥伴基隆市的國中生

及國立台灣海洋大學的師生一起前來參加，友善校園，健康跨年活動，感謝

鄰近警察局、礦工醫院、八堵國小及自來水公司等單位，每年都盡力協助辦

理路跑活動，希望今年也能享有天時、地利、人和的好天氣，讓所有參與這

項路跑活動的師生及來賓們美好的體驗，希望大家揮別舊的一年時更跑向新

的一年，迎接充實的每一天！

體育班   輕艇水球隊

鬥智鬥力團體水球運動　　

基中輕艇水球隊戰績優異

輕艇隊是本校重點發展運動項目之

一，平日在學校游泳池練習、賽前會移地

至微風運河集訓，是一項充滿趣味與競技

的項目；目前在陳業凱教練的帶領下，個

個身強體健、精神抖擻，並在「105年全
國輕艇水球錦標賽」榮獲全國冠軍。

體育班   西式划船隊
本校划船隊已成立十餘載，但你知道什麼是西式划船嗎 ?讓我來為你介

紹吧 !划船運動是一項利用人體的運動，藉由槳的槓桿原理 推動船，使船能
在水上快速前進，並在規定的距 內互相競技，以最快的時間內抵達終點為勝

者。划船比賽距離為 2000公尺，因此選手要具備非常好的力量、速度、肌
耐力和節奏。船艇可分 1人、2人、4人、8人，比賽時間視不同項目有所不
同，大約在 5分 30秒至 9分鐘。你看過西式划船嗎？

基中船隊平時在學校訓練體能、重量訓練，到了假日就會移地至宜蘭冬

山河訓練，雖然非常辛苦，不過相信努力一定會有收穫的。嘿 !看起來是不
是很有趣啊 ?如果你對划船有興趣，歡迎來體驗或是加入基中划船隊的行列。

特色課程  3D 建模列印
本校配合行政院推廣 3D人才培育計

畫，引進由美國 MIT(麻省理工學院 )發
起 Fab Lab的實驗室模式及其教育推廣
概念，創造可供參與者自行設計製造創

作作品的空間，基中成立 3D列印社團並
技術提供學生一個低成本客製化平台，

讓同學透過電腦和各種工具來製作個人

特色物品。

在環保意識的年代，本課程目標為培養學生透過 3D建模，點石成金。
例如：相機腳架上的雲台，價格貴又買不到替代品，用後既丟棄，如果可以

自製出一個雲台，其腳架的效益就得於延續。

基於以上的概念，指導老師林忠彥規劃出一套能與學校課程銜接的普及

化推廣計畫，包含體驗教學、創意啟發到動手實作的參與式設計，同時在與

學生的互動過程中，傳遞以科技改善社會與生活的意義，讓更多學生有機會

實際了解 3D、運用 3D，更希望能在創意的激發下培育更多的相關人才。

音樂班

基隆高中音樂班在全國學生音樂比賽中年年獲得多

項優等

基隆高中音樂班增設於民國 86年，
至今已邁入第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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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班管弦樂團在楊鈞智指揮老師帶領之下，今年榮獲全國第二名之佳

績；銅管五重奏及木管五重奏也分別榮獲全國第二名及第三名，成績亮眼！

歡迎有志於音樂的學子們，加入基中音樂班這個大家庭喔！

科學活動

遠哲科學趣味競賽
105學年度「遠哲科學趣味競賽」校

內賽於 10月 5日本校科學館舉行得獎者
由眾多參賽隊中選取競賽總成績前三名、

恭喜得獎隊伍：

第一名：「波波莉娜貝貝魯多」，隊成員

黃柏鈞邵、昱茗、鄧品泰。

第二名：「帶電核廢料」，隊成員吳孟儒、盧盟升、林家慶。

第三名：「學務處訓育組」，隊成員游家羢、劉邦裕、林燦燊。

美術班

大學術科考試，基隆高中美術

班，多項術科，全國第一

本校美術班民國 87年成立至今，一直是全
國高中美術班的傳統名校 !本校美術班更是屢獲
全國學生美展決賽第 1名。

本校美術班的老師與同學都很努力，老師晚

上都留下來協助同學複習術科與學科，甚至連假日也努力不倦！這些當初來

自各個國中喜愛美術學生，在基隆高中老師指導及同學 3年的努力，成績都
可以跟台北市的高中美術班並駕齊驅，並申請到心目中理想大學 。

科學活動

海洋科學週系列活動
自從 103年基隆高中與國立台灣海

洋大學簽署合作備忘錄以來，積極推廣

海洋教育，本校蔡仲元老師在帶領學生

參觀海科館的同時，也獲選了基中與海

科館合作的契機。

今年科技部所推廣全民科學週之第

一屆「海洋 Fun科學週」活動，藉由海
科館的訓練與協助，由本校繁星放榜後已考上學校的 12位高三準大學生擔
任這次海洋科學週的關主，並設計了珊瑚大闖關、波浪發電、小船製作及海

漂物大解密等四大關卡。

本次的活動共計 15個班級，約 450人參與，我們也邀請到碇內國中
904、906及建德國中 906班同學們一同體驗。擔任關主的林姓學長表示 :這
次的活動帶給我許多歡笑，從活動中學習到許多相關的海洋知識，並藉由這

些解說訓練自己表達的穩定度。

特色課程 創意機器人
創意機器人社團勇奪 2015奧林匹克機器人全

國決賽佳作！

本校創意機器人社團學生：黃品傑、周昕平、

林宇軒於鄭竣玄老師指導下，先於六月拿下基隆市

校際盃高中組冠軍，並於 9月 12日代表基隆市前
往參加於花蓮慈濟大學主辦的 2015奧林匹克機器
人全國決賽中，表現優異獲得佳作成績 !

單人雙槳 四人雙槳 八人單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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