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核准  基隆高中　　
普通班今年首招女生 

基中今年就要開始招收女生了！今年高一新生不

管是男生與女生都歡迎來就讀。

基隆高中 85 學年度起本校音樂、美術、體育等藝

才班已招收女學生，非純男校行之有年，然兩性比例

差異大，對男女混班之班級易有標籤化之狀況，未來

普通班招收女生，將採男女混編班，保持任一性別不

少於班級人數 1/3。

招收女生將可平衡校園性別比例，有助於了解性

別角色發展的多樣化與差異性，幫助成長與生涯規劃，

突破兩性的社會期待與限制，消除性別歧視與偏見，

尊重社會多元化現象 。

未來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學習的歷程中，相信普遍的都會接受到「未來如何如何……」

「現在如何如何……」「所以我們該如何如何……」的訊息，這些對

於還沒完全準備好的各位，或許是遙遠而不急於思考的問題，也或

許認同世界進步太快，計畫趕不上變化，大多數的同學，還真的沒

認真面對過「未來」，既然稱之為未來，那就是還沒來，時間長著

呢，有什麼好擔心的？這種樂觀的想法並沒有問題，用來對待過去，

那也是值得肯定的，執著於過去的成敗，將干擾著你的理性，過去

沒有如果就只有結果，因此對待過去，客觀的分析或樂觀的放下，

都是可取的。但是可以掌握的當下呢？那就是通往未來的一步步了，

我們現在的所作所為，就構築了未來的自己，因此現在充滿了未知

與如果，人往往在成了結果的過去，才來悔不當初，這個循環如果

無法跳脫，那麼時間在你身上刻畫的，也只有年歲的增長了，虛度年華老大傷悲，徒呼負負，又能如何了。

時光荏苒從來就沒有停止過，隨著閱歷的增加，我們擔心的東西會更多，「謹慎」是改變自己的人

生與未來的態度，謹慎不是畏畏縮縮、庸人自擾，而是運用我們生命的體悟，睿智的去適應、去掌握每

一個時刻，生活中許多事物存在著對立與矛盾，保持內心的平和，積極又謹慎地思考才不會虛度光陰，

才能不斷的累積好結果，人生是可以減少逆境的，並且在積極的實踐與構思未來下，期望自然能達成，

命運就掌握在自己手裡了。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光靠別人的安排與指導，並不會成為自己的本事，如此不過在追求別人認識的

世界，服從別人的價值觀，當我們用這些一知半解，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能力，來面對自己的未來，

表面上聽從師長，接受大環境，但若走入死胡同甚而邁向失敗，你能坦然的擔起成敗嗎？把結果遷怒師

長、責備同學、怪罪社會不公，這樣似乎比較能撫平情緒，但對「自己的未來」顯而易見的是毫無幫助的，

並非失敗全是自己的錯，而是在這一路上若沒有真正來自於自己的起心動念和努力追求，又如何去評估

及改善呢？畢竟改變自己是最容易下手的，不是嗎？

學生時代最大的任務，還是掌握好自己的學習，真誠的面對自己的義務，訂定適當的目標及理想，

可以促進個人內在學習動力，建立個人成就感，面對考試失利，請多思考是否自己的努力不夠、沒有好

的學習方法……這些可以改善的因素，將失敗歸咎於外在或不可控制因素，如自己天分、老師教導、家

庭環境……則會失去學習動機，降低學習效率，心態將影響著自己的行為，面對未來請抱持著可自我抉

擇的心態，記住每個將邁過的現在就決定了結果，成了結果就不會有如果，謹慎的面對當下，踏實且積

極地度過每一天，相信每一個同學的未來都不是夢。

     就讀基隆高中，
          考上國立大學不是夢

本校 106 年升學榜單表現亮眼，其中有 78 名學生於繁星入學管道錄取國內各知名公私立大學，

繁星錄取率約 8 成；其餘同學藉由個人申請及指定科目考試，皆錄取自己理想的科系。

本校榜首也是基隆公立高中最高 71 級分的黃耕偉同學，考取國立台灣大學化學系；第二高分的

是 67 級分的林承漢同學，也如願考取國立政治大學金融學系。兩位都是從明德國中射擊班畢業的同

學，國中畢業後一起相約就近入學就讀基中，已是同窗六年的同學，當年兩位同學報到時，學校還頒

發了「就近入學獎學金」－－共 51 萬元給兩位會考成績獲得 5A 與 4A 的同學。高中三年期間，兩人

一直兢兢業業，是最好的朋友，也是最好的對手，最後兩人均考取理想的頂尖大學。

而 106 年大學特殊選才榜單，本校共有四位同學以特殊選才管道錄取大學。分別是楊東霖同學錄

取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商船系、陳雅詩同學錄取國立中山大學音樂系、何秉軒同學錄取東海大學美術系

與黃子騰同學錄取逢甲大學資訊工程學系。能在學測前就考取心目中理想大學，恭喜這四位準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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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經驗分享
去年畢業生林承漢同學代表本校參加

「105 學年度國立暨臺灣省公私立高級中

學北區學生英文作文比賽」榮獲佳作，

為基中爭光！當初國中會考英文成績為

B++，經過三年持續奮發努力，承漢的英

文能力大幅躍進，不僅聽．說．讀．寫表

現亮眼，並且將優秀的英語能力運用在社

會公益服務。剛從基中畢業的暑假期間，

他便負責帶領 2017 年暖暖過港社區國際志工營隊，不僅與來自墨西哥、越

南、比利時及法國的青年志工進行跨國交流，且進入過港社區關懷服務長者。

目前承漢已是政治大學金融學系大一生，用過去在基中三年所蓄積的堅強實

力與服務熱忱，為自己爭取到大一寒假遠赴尼泊爾擔任國際志工實習領隊。

承漢因為體認到英文作為國際語言的重要性，便積極把握每個學習機會，成

功將英文能力轉化為他迎接挑戰、開拓視野的利器，為基中學弟妹樹立良好

的典範。

友善農法 魚菜共生參訪
12 月本校自然科教師與魚菜共生志工學生，前往基隆海事參訪魚菜共生

農場。基隆海事魚菜共生農場是由該校學務主任，也是基中

校友陳俊琛老師一手規畫主導，並由養殖科

回兆年老師帶領學生進行管理。農場因時序

不同產出多種蔬菜，更計畫栽植草莓；魚類

主要養殖加州鱸魚，現在成為首屈一指的特

色。本校參與的師生了解魚菜共生可因地規

劃成多種樣貌外，也學到目前農漁產品相關

的管理及認證程序，因和高中課程內容大不

相同，令學生直呼大開眼界。

恭喜輔導室 

獲選為教育部基隆區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駐點學校
本校輔導室為基隆區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駐點學校，聯結基隆區輔導資源及促進輔導

人員之間的交流合作。輔導室每學期皆舉辦

主題式工作坊與專業團體督導，邀請基隆地

區高中職輔導人員一同參與，學習諮商輔導

領域最新的議題或探討各學校的特殊個案之

處遇原則。

  上圖為藝術治療工作坊，參與老師們從活動體驗中了解表達性藝術治

療如何運用在學生輔導。透過實際操作老師們能更深刻感受到藝術創作所帶

來的療癒功效，並將所學運用在學生輔導上，幫助更多學生透過藝術治療的

技術獲得良好的身心發展。

認識大學講座  廣邀大學到校演講
本學期認識大學系列講座邀請到國內各公、私大學及學群代表科系，包

含自然組的工程學群、資訊學群、社會組的大眾傳播學群、社會心理學群、

文史哲學群、設計學群、藝術學群等等，講座的安排非常多元，共進行 10
場次，逾 500 人次參加。

各場次的講座教授傾囊相授的說明各

大學校系群的學習內容、發展方向與相關

特點，每個場次講座結束；參與講座的學

生也積極地向教授們提問，教授們也熱情

且詳細的進行解說，相信對這些同學而言，

是難能可貴的經驗及收穫。

生涯規劃 廣邀業界傑出人士
輔導室本學期辦理 6 場次生涯講座，共計逾 240 人次參加。邀請到各大

業界的傑出人士擔任講師，包含：會計師公會許晨芳會計師、春天酒店暨經

國管理學院李家成老師、馬賽克鑲鉗藝術家林子堯老師、南山人壽陳昱瑋老

師、景文科技大學旅館管理系主任王斐青教授、表演藝術界的黃智涵先生。

每一場的老師都熱情的分享自己在業界的故事，鉅細靡遺講解從業管道

和如何培養相關能力。基中的學生，也放

棄午休的時間積極參與各場講座，並熱烈

的向講師們提問，相信這樣的生涯講座的

安排，參加的同學收穫滿滿，在未來的生

涯規畫上會有很大的幫助。

多元選修課程 動手玩科學
本校楊志忠老師積極發展探索與

實作課程寓教於樂，從做中學，學中

做，體驗水火箭、虛擬實境、手機顯

微鏡、電子學實作、音響原理與應用

等系列內容，帶領高三黃宇廷、吳威

錡、高二鄭晨澤、徐丞　、黃于堃、

陳冠宇等同學當班級小老師，從生活

中隨手可得材料或閒置設備組成完整

套件，供選修同學動手實作、深入探

索原理與實務，為男生為主的學校開創新局，廣開大專相關科系最佳入門。

本校榮獲 108 課綱前導學校 !
多元選修課程因應 108 課綱及提供學生適性學習機會，本校於 106 學年

度開設多元選修課程，高一開設 9 門課程 ( 創意機器人、 3D 建模 、百變人

聲 / 人聲百變、動手玩科學、戲數人生 / 生活數於你、穿越時空暖暖地、初

階程式設計、藍衫大使及日文 )。高二則開設 11 門課程 ( 文學電影院、英語

話基中、數學桌遊、基哩呱啦闖隆宮 / 環遊世界 18 週、海洋面面觀、穿越時

空 - 上朔基隆河 ( 沙金、砲台及廟宇 )、 程式設計、田徑體能訓練、日語、韓

語及奧林匹亞機器人

培訓 )。目前於每周

一 3、4 節進行跑班

課程，並以高一、高

二隔週對開的方法操

作。以期培養學生優

勢潛力及基本素養能

力。

全國小論文比賽 榮獲甲等
 本校參加 1061115 梯次全國小論

文寫作比賽，本校 201 班賴韋伶、黃郁

婷、劉珈君三位同學。以「劉其偉內心

世界 - 自畫像」小論文榮獲甲等，恭喜

獲獎同學。

全國閱讀心得比賽 本校獲獎 23 篇

本校參加 1061031 梯次

全國閱讀心得寫作比賽，在

34 件作品當中一共獲獎 23
件，恭喜獲獎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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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 :﹝全人教育、適性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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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張智惟

本校 106 學年度升學表現亮眼

錄取學校
累計
人數

錄取學校
累計
人數

國立臺灣大學 1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

國立清華大學 3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1

國立交通大學 1 國立臺南大學 3

國立成功大學 1 國立臺東大學 6

國立政治大學 1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2

國立中山大學 2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

國立中央大學 2 國立臺北大學 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 國立嘉義大學 7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9 國立屏東大學 1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3 國立金門大學 2

陸軍專科學校 1 國立東華大學 7

臺北市立大學 4 國立宜蘭大學 4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4 國立聯合大學 4

基隆高中普通班首招女生 

熱情歡迎妳前來就讀喔 !!

國立基隆高中粉絲專頁

給你最新資訊 熱情歡迎你加入
https://www.facebook.com/KLSHFANS/



國際人文班
本校也將於今年起成立國際人文班，

課程融入了第二外語，多元的英語課程及

基隆在地的人文歷史，語言是溝通非常重

要的工具，除了英文之外，本校另開設日

語及韓語供學生選修，並經常安排與日本

姊妹校的交流；上次與日本船橋高校的學

生進行科學展覽的交流，大家試著用英語表達自己的作品，看到對方能夠理

解的表情，更增加自己的信心；另外也結合大學教授來本校教授課程，讓自

我的視野能夠更寬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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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前印尼國手鄭永成 (VICTO) 領軍，

在學校及各界的支持與支援下，逐漸成長茁壯，培育出多位優秀運動員，如

周天成、陳宏麟、李洋、李哲輝……，皆為學校、為國家爭取佳績。

106 年獲得的成績如下：

1.106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高男團體第二名

2.106 年臺北市中正盃羽球錦標賽

高男團體第一名

3.106 年全國團體錦標賽  
高男團體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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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都可以跟臺北市的高中美術班並駕齊驅，並申請到心目

中理想大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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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特色班 海大牽手基中
本校高中課程越來越多元活潑，為了

能拓展學生的海洋視野和興趣，本校三年

前跟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簽下合作備忘錄，

成立海洋特色班，課程中更融入了至海洋

大學的先修課程，由大學教授直接授課，

不但可以提前體驗大學教授上課的方式，

也可以多認識許多大學科系，有助於未來

的方向選擇；如果未來考上海大，還可以

抵免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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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第

17 屆亞洲輕艇水球錦標賽」榮獲 
U21 男子隊冠軍。

體育班 西式划船隊
本校今年划船隊表現成績一樣

亮眼，參加 106 年全國划船錦標

賽，榮獲男子單人雙槳第一名，四

人單槳第二名，團體第三名，另外

也代表基隆市參加全國運動會，榮

獲單人雙槳第四名及雙人雙槳第六

名。除了划船訓練外，我們還另外

培訓龍舟選手，讓同學有更多的比賽可以參加。

今年我們又要開始招募划船新隊員，歡迎各國中喜歡運動的學生，

一起來加入基隆高中划船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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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年度基隆市音樂比賽高中

職組，基隆高中獲獎無數，共獲得

管弦樂合奏、木管五重奏、鋼琴三

重奏、男聲合唱四項團體賽優等第

一名，以及 11 項個人組優等第一

名與 2 項甲等第一名，表現相當耀

眼！本次榮獲如此佳績，請大家給

這些同學掌聲鼓勵 !
本校音樂班設立於民國 86 年，

至今已邁入第 20 年。基中音樂班

素質齊全、表演能力備受肯定，參

與基隆市及全國音樂比賽皆獲得優

異成績。其中包含了主修鋼琴、銅

管、聲樂、木管、國樂之學生，以

及多位弦樂主修同學。基中音樂班

除了硬體設備齊全，每學期皆邀請

許多大師至校辦理「大師講座」以提升學生實力，並經常獲邀參與校內外

各式演出活動，也每年與日本友校進行交流，學生升學成績更是亮眼！

以下為本次個人組項目得獎名單：

榮獲優等 第一名有 :
鋼琴獨奏 洪佳昇，小提琴獨奏 陳易孺，中提琴獨奏 黃子芸，大提琴獨奏

劉穎，低音提琴獨奏 鄭伊涵，南胡獨奏王紫瑄，高胡獨奏汪庭羽，中胡

獨奏陳品妤，笛獨奏呂芃臻，女高音獨唱楊元媛，男中音獨唱馬文浩 。
榮獲甲等 第一名有 :
女中音獨唱陳冠臻，男高音獨唱何千禧（311 班）。

數理班 多元課程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資訊工程系與本校

合作，為本校數理實驗班規劃資訊科學探

索課程，由馬尚彬教授將大學「網頁程式

設計」課程，每周安排一個半天到海大上

課，感受大學校園上課氣氛。課程結束後

通過評量學生可獲得修課證明，未來入學

海大還可申請抵免相關課程學分。

除了體驗課程，海大資工系每年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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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活動 龍門營區生活禮儀活動圓滿成功
上學期高一全體同學到龍門校外教學活動，

第一天，同學興致勃勃地出發，雖然下著大雨

卻未澆熄高一同學的精神及行動力。

到達營地同學馬上積極參與各中隊的活動

及練唱校歌，第一天午餐與福隆便當相遇，晚

餐開始各組炊事活動也很精彩，到了晚會時間，

各班精采表演並即興邀請老師同樂，讓老師們

備感窩心 !
第二天，一早校歌比賽，同學已經把校歌唱得倒背如流，不愧是基中人！

更在午餐的烤肉香味以及結業式中，畫下美好句點。

與外籍老師一同「英語話基中」！
英語外師入班總能帶給同學不一樣的英語

學習體驗，這學期的外師入班課程由來自美國的

Mr. Carlo Jamelle，以及來自英國的 Ms. Clare 
Lean 兩位外籍老師與本校英文老師合作，為全

校高一高二共 24 個班級進行協同教學。兩位外

籍老師博學多聞，熱忱親切，搭配本校英文老師

所開發的「英語話基中」多元選修課程教材，以基中校園生活、校徽、年底

路跑、基隆港…等基中特色為主題，設計活潑有趣的教學活動，運用小組競

賽、迷你劇場編寫、記者採訪的角色扮演…等多樣形態，鼓勵學生積極參與。

在外籍老師耐心引導，育教於樂的輕鬆學習氣氛中，同學們為了把握與外籍

老師互動交談的機會，鼓起勇氣開口說英文！這次難得的英語學習活動激勵

了基中同學們學習英語的興趣與動機，紛紛期待能有更多外師入班的機會！

本校學生獨享體驗不同體育課 !
本校配合健康促進講習的計畫，由學務主任帶領

學生約 40 人，一同至宜蘭冬山河體驗西式划船課程。

在難得的陽光照耀下，學員們先在岸上藉由測功儀練

習划船動作和肌耐力，並請來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

研究所的潘老師為大家解說運動傷害防護的知識，等

大家熟悉後，再由基中西划隊選手以一對一方式出航冬山河，在優美的冬山

河體驗西式划船的樂趣！西式划船講究平衡，身體大幅度晃動就會感到船身

搖動，在基隆高中體育班學生帶領下，有人緊張的抓著槳，有人則大膽的用

力划，更能全體欣賞河岸風景，令每個人都直呼過癮。

熱血救人本校師生大方挽起衣袖貢獻熱血 !
本校邀請台北捐血中心開車入校園進行捐血活動。活

動序幕由大家長張智惟率先捲起衣袖，捐出代表師生的

第一滴熱血。至中午為止，有約 80 位學生與教師大方捲

起衣袖，更有來洽公的民眾到校後，也不猶豫捲起衣袖，

踴躍捐血。學務處與教官室更是全體同仁全部一同響應，

經統計一共捐出了約 20000cc，希望能將基中的熱血傳

遞出去！基中學子公益不落人後，讓更多生命得以延續下去。

基隆高中水上運動 項目傲視全台 !
基隆高中的水域運動隊，分為輕艇水球隊與西式

划隊，兩隊都在教練帶領下，歷年比賽成績極度優

異，獲得體育界的讚揚，學生都是國內重點栽培的選

手與國手 ! 雖面臨無經費與招生不足，但基隆高中克

服一切，這兩個月一共拿下 7 座國際賽金牌 !

基中成年禮

登草嶺古道學生大喊：「爸媽，我長大了 !」
基隆高中每年都替高二師生辦理草嶺古道健行暨淨

山活動，至今已連續舉辦 20 年了！ 11 月 10 日由張智

惟校長帶領全體高二學生與各班導師共 400 人前往草嶺

古道健行，除了讓本校學生紓解課業壓力與增進同學情

誼！並期許學生能透過這次健行開闊自己視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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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方也希望透過這次對

體能的磨練，象徵著基中的高二同學已經長大，要能對自己的未來人生負責，

並且能像這次健行一樣，即使體力不支、萌生放棄的念頭，但是也要咬牙撐

下去的精神 !

拚學測 好彩頭 很會蒜 邁向理想大學
學測宣誓大會，期盼高三同學朝目標勇敢前進！

本校於 10 月 27 日辦理學測宣誓大會，學測不到

100 天了，我們希望讓學生認真準備考試之於，可以

再給自己勉勵，透過宣誓的流程，讓學生大聲說出自

己的心願，也說出自己對自己的期待 ! 學校還準備了掛

起芹菜、蔥、蒜、竹筍及蘿蔔的門，分別代表從今開

始 勤奮用功，從此聰明 智慧開門，不怕數學 精打細

算，不怕考試 試試順利，金榜題名 好彩頭。

平時嚴肅的教官，今日也扮起為學生祈福的文昌帝君，並送給每位同學

一人一支 2B 鉛筆，希望同學們考試時能有神來一筆。最後由同學們在金紙

上簽名，象徵金榜題名之意，希望每位同學能把握時間堅持下去。

邁入第 20 年健康跨年

越野賽跑基中人獨享迎新春
基中越野賽跑已跨過 20 年頭，熱情邀約基中好

夥伴基隆市的國中生及國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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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年年都能享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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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

大家揮別舊年之時更跑向嶄新的一年，迎接

充實的每一天！

日本兩所高校指定本校進行國際交流活動

「跨國結盟、日新又新」! 在國際化的潮流之下，近年來教育部推廣海外

遊學，希望能推動高中職國際教育旅行，而我們的近鄰－－日本一直是值得

學習觀摩的對象。在這次的訪問行程中，基隆高中張智惟校長及莊妍君主任

親自率領全體同仁進行接待活動，期待讓日本的貴賓深刻感受到基隆師生的

熱情和好客。

日本京都花園高校阪谷昭弘老師致詞時說 :「感謝台灣在 311 地震時，

給予最立即、最有效的幫助，我們深深感謝 ! 這次來台灣希望可以增加兩校

之互動，彼此學習 !」阪谷老師全程以中文進行致詞，當提到感謝台灣給予的

協助時，那份友好，令我們相當感動。

日本學生參加本校精心準備的 1 ２項特色課程，魚菜共生課程、生活化

學實作課程、紙迴旋鏢課程、APP 程式設計課程、創意機器人課程、美術課

程、3D 列印課程、水上運動課程、輕艇體驗課程、籃球社、羽球社、合唱

團……課程，與本校同學一起融入社團課程。本校學生也將用初學簡單的日

語進行交流溝通。中日學生們溝通無礙，過程中不僅聽到中英日三國語言，

加肢體動作或是繪圖、google 翻譯，全都出籠。

另一所日本岡山縣立城東高校的百名師生，交流活動重頭戲就是「介紹

基隆的捏麵人文化」與「兩校音樂班學生以音樂交流」，本校特別邀請基隆

市捏麵人協會謝源張老師，介紹捏麵人文化，「捏麵人」幾乎是瀕臨消失的

民俗技藝，我們也讓兩方的學生動手實作，以「臺灣獅頭」為主題兩方學生

一同將心中想像的「獅頭」實際用手指捏出來，並介紹基隆的廟口夜市、中

元節文化……，透過捏麵人，我們將關於台灣的傳統文化分享給日本的同學。

兩校音樂班也互尬「音樂」，透過音樂互相認識，我們辦了一個小型的

演奏會，由兩方學生表演，本校音樂班同學，主要演奏中國傳統樂器，精彩

的演出讓日本學生嘖嘖稱奇 ! 日本學生則以鋼琴與小提琴表演，讓台下的觀

眾如癡如醉。以音樂締結美好情緣。

「友好情誼、深固東瀛」! 此次的訪問，由學生社團成果表演替本次活動

揭開序幕，第一個節目由本校合唱團率領全體基中學生演唱日本時期校歌與

光復後校歌，城東高校也全體上台演唱校歌，帶動會場氣氛。第二個節目由

熱舞社揭開序幕，熱舞社動感地將使出渾身解數，展現出最好的一面歡迎遠

到的客人 ! 而本校立志往街頭藝人發展的音樂班美聲團體，也將氣氛帶至最

high，全體同學在台下揮手，跟著節奏搖擺。

在兩校師生的互動與交流下，本校學生添加許多課本以外的國際視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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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票花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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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讀基隆高中 !

請資訊領域專家到本校辦理資訊專題講座，目前已辦理兩場以「機器人」、

「資訊安全」為題，由數理實驗班、多元選修程式設計、機器人社團學生參

與，開創本校學生資訊科技新視野。

 ( 日本岡山城東高校來訪 )

( 日本京都花園高校來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