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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海洋大學與本校共建生態池

瀕絕「台灣梅氏鯿」在本校復育成功榮獲媒體採訪 !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海洋生物研究所

教授陳義雄領導的研究團隊，去年成功

繁殖瀕臨絕種的台灣原生淡水魚類「台

灣梅氏鯿（Metzia formosae）」，同時攜

手本校建立生態池進行「台灣梅氏鯿」

的復育放流，一年來在本校生物科團隊

師生努力下，獲得大愛電視台專訪，了

解復育的狀況。

「台灣梅氏鯿」又稱台灣細鯿或台灣黃鯝魚，30 年前在北台灣緩流區與

靜水域還算常見魚種，但受到人為破壞棲地、外來種入侵等影響，一度瀕臨

絕種。陳義雄教授並在海大與海科館建置人工繁殖基地，去年復育有成，順

利孵化 400 多尾仔魚。為擴大「台灣梅氏鯿」的棲地及復育能量，選定基隆

高中的景觀生態池作為示範復育基地，除了可以提供民眾、學生觀賞，也可

作為推廣生態環境保育與情境教育的場域。

本校教師團隊推有微型魚菜共生系統、LED 太陽能發電系統、海洋教育

融入教學、臺灣梅氏鯿復 ‧‧‧‧‧‧等，這幾年帶給學生不一樣體驗活動與課程設計!

我們團隊辛苦結合許多資源，只希望在課本之外，讓學生可以多有不同學習 !

然而這些經驗比書本上考試的知識加的重要 !

英文朗讀比賽
成績如下 : 恭喜獲獎同學，感謝評審老師

第一名 110 班林晟、第二名 102 陳睦涵、第三名 102 班蘇顗恩。

國軍人才招募蒞校尋才
本校輔導畢業生多元選擇不論是

公私立大學、公私立科技大學……，

學生擁有相當多升學選擇，然而就

讀軍校是基隆高中畢業生的選項，近

幾年越來越人投入軍旅生涯 ! 基隆高

中配合國防部透過多種管道，蒞校募

兵，激勵機中青年投身軍旅，為國軍

培養優秀人才。

學校針對加入國軍有興趣的學生，邀請國軍人才招募招募中心 基隆招募

站的團隊前來學校!藉由對話，讓學子可以了解相關細節，判斷自己生涯規劃!

「全人教育、適性發展」是本校的教育目標，透過這次的宣導，學生可

以獲得更多元資訊，作為未來選填志願的參考，期待學生可以「擇其所愛、

愛其所擇 !」

英文說故事比賽
成績如下 : 恭喜獲獎同學，感謝評審老師

第一名 210 楊先鉦、第二名 202 翁子芸、第三名 210 魏祐楨、佳作 210

陳怡孜、佳作 209 鄭宇傑。

基中扶助會成立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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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輔導訊息

人際成長探索小團體

由吳東憲心理師帶領人際

小團體，讓學生透過桌遊體驗活

動，覺察自己的人際互動模式，

培養學生人際敏銳度極觀察力。

基隆高中男女兼收熱情歡迎大家
性別平等教育宣傳

性別平等 ING，消弭歧視不 NG

弄璋弄瓦都是寶，千金萬金一樣好

性別無障礙 平權人人愛

『尊重』是開啟性別平等大門的一把鑰匙

賀！本校獲選為海洋教育創新教學優質團隊特優獎 !

《校長的話》

   基隆高中─力爭上游、充滿希望的學校

發行人／鍾定先

出版者／國立基隆高中圖書館

主編／江木發

協編／基隆高中編輯團隊

網址／ http://www.klsh.kl.edu.tw

地址／基隆市暖暖區八堵里源遠路 20 號

電話／ (02)24582051~3 轉 313    (02)24570931

招生專線／ (02)2457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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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基隆高中粉絲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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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主辦，「108 年海洋教育創新教學優質團隊選

拔」，本校以「海洋面面觀」為主題，將許多海洋課程引入高中階段，讓學生

有不同的親海體驗。

本校教師團隊設計一系列跨越各領域之課程，開發的課程包含了西式划船

體驗、魚市場生物學、郵輪觀光行程規劃、八斗子漁村介紹、中元祭介紹、海

水結構、海洋汙染、求生手環、海洋防災、食魚知識、基隆港產業變遷、珊瑚

礁生態、減塑行動……豐富課程，希望透過這些課程傳達「知海」、「親海」、

與「愛海」的理念，培養基隆高中的孩子成為熱愛海洋、保護海洋的少年。

在基隆深秋初冬的日子，本應是連月溼冷的時節，但意外地，近日卻是氣爽天藍的好天氣，漫步在一片青翠

的美麗校園中，聞到淡淡的桂花香氣，令人心情舒暢無比，更讓人沉浸在一股充滿希望的幸福感受，這樣的幸福

是專屬於我們基隆高中的師生的，更是一種動力，促使我們要努力轉變學校，讓基中變得更好，讓我們在這個幸

福的環境中成長茁壯，成為一個更好的人，做一個有用的人！

基隆高中創校迄今已歷經 92 個寒暑了，辦學過程中雖面臨種種艱辛，但在歷任校長與師生的努力之下，學

校發展不僅益加茁壯，更培養出數以萬計的優秀校友，成為臺灣社會的中堅力量，為基隆、為臺灣這片我們成長

的土地，奉獻一己之力。所以當你們透過課程到校外進行探查學習活動時，常常在身旁解說或導覽的耆老或專家，

就是我們基中畢業的大學長。廣大傑出的校友，不僅是我們基隆高中引以為傲的可貴資產，更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同學們，身為學弟妹的你們有責任也更要有使命，找出屬於你自己的人生目標，透過自律與毅力，成為一個能夠

做出奉獻、能夠幫助他者的人，讓這份驕傲傳承下去，甚至發揚光大。

校長 鍾定先   108.12.

同樣地，為了讓基中成為一個更好的學校，我們全校教師與行政單位也是同樣努力不懈、日以繼夜在打拼著，期待基隆中學這個金字招牌能夠再度光彩耀

目。這些努力也逐漸獲得外界的肯定，例如多位師長為了提供你們更好的課程與教學，自發性地組成社群相互支持互相鼓舞，除了在崗位上孜孜不倦引領著你

們逐漸成長外。在校本特色課程中，也辦理了義七路基隆中學校奏任官舍保存計畫，也不辭辛勞帶領學生在大基北進行史地文物探查學習活動，擴大你們的視

野，更令人驚喜的是，師長們組成的海洋教育教師社群因為成果優異，獲選為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8 年海洋教育創新教學優質團隊」，同時榮獲教育

部首度辦理的「海洋教育推手獎」殊榮，這份榮耀不僅證明我們基隆高中是一個優質的好學校，更是你們的幸福，有了這些的肯定，表示身為學生的你們可以

在基隆高中獲得全國最傑出的課程滋潤，也可以接受最優質的教學啟發，讓我們共同為學校的師長說聲：「老師，辛苦了，謝謝您們！」

而學校今年也獲得教育部大力的支持，不僅賦予母校擔任 108 課綱前導學校的任務，成為基隆地區高中的領頭羊，引領著基隆地區各高中的課程發展；同

時教育部也額外補助了超過新臺幣三千萬元的相關經費，讓學校的操場，體育館及群英樓等老舊的設施得以充份改造，提供你們更好的學習環境；學校各行政

單位也努力提出相關規劃並已爭取到教育部的經費補助，用於改善圖書館、輔導室及各專科教室的設備設施，以便提供更好的行政服務與校園環境。這些努力

雖然辛苦，但我們相信，成功是來自改變，汗水不會白流，只要盡心盡力，學校一定會更好。

在大家齊心協力向卓越學校的目標奮力地邁進下，相信你們也有發覺，學校開始展現出迥於以往的優異表現，校園整體環境整潔度大幅提升，家長與校友

捐款助學的金額也較以往增加。而你們的優異表現更令人開心， 108 年畢業生參與繁星推薦錄取國內各知名公私立大學名列全國前茅，同學們參與年度基隆區

學生美術與音樂比賽也是捷報連連，其中音樂比賽的獲獎率是基隆地區學校之冠；另外參與諸如國語文、科學展覽競賽或各項社區交流活動，也受到各界高度

肯定，在在顯示基隆高中在充滿「希望」的氛圍下正在質變、正在茁壯，這值得我們開心，也值得慶賀。但我們不能自滿，因為我們相信，以你們如此優秀，

我們可以做得更好，可以更棒！

群英樓前的茶花正在怒放，盛開的紅花灑落在一片綠草上，格外美麗，在這個屬於你們的校園，你們要珍習每一刻，築夢踏實努力地學習，你們要揮灑青

春熱血，勇敢向人生的夢想前進，走在改變與成長的旅程中，不要猶疑，不要怕失敗，相信自己，要懷抱希望，讓你們日後想起在基隆高中學習這段時光，成

為你們生命中最開心、最甜美的回憶。       好好加油！祝福你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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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全國第一，107 學年度也有 80 人靠

繁星升上理想大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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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選擇基中邁向大學，利用繁星特殊選才管道考上理想學校

認識大學講座

由淡江大學大眾傳播

學群陳玉鈴教授分享大眾

傳播系未來出路以及應具

備的個人人格特質，並讓

同學有機會提問，提升對

於學校與科系的了解，以

利升學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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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班邀請大師開講，擴大學習視野

這禮拜我們邀請相當有名的張家

荣蒞校來為美術班學生示範「水彩人

像」! 老師很貼心地分享了很多技巧，

不止水彩畫而已，更有人臉的結構分

析，以及有術科考試的重點觀念。其

中最有意思的就是：老師用無酸樹脂

跟碳粉在水彩上增加獨特的質感肌理，

同學覺得大開眼界，示範的氣氛也相當輕鬆融洽，讓美術班的孩子收穫很多。

李婉華同學說 :「今天張家荣老師，講了有關人像水彩與基本觀念，雖然

我曾經去上過許多大師的課，但他們很少從最基礎細細講解，大部分的老師

都略講人體結構，而學生也不理解，只能慢慢摸索。張老師先把大部分的時

間畫在基本觀念，我覺得這一點還不錯。此外上色時所用到的一些特殊的技

法：比如無酸樹脂混合碳粉，與用細細的排線組成的灰色階和肌理，我覺得

很有趣，希望未來能用在作品上」。

台日姊妹校交流語文班年度大事

すごい !14 年情誼的日本的姊妹校

來訪，台日學生共同體驗特色課程與夜

市文化 !

本校接待日本甲斐清和高等學校兩

百名師生 ! 透過每年兩校的文化交流互

訪，讓台日文化在基隆高中著根成長 !

這次的訪問行程中，基隆高中安排獨木舟課程、美術紙雕課、海洋手做

環保杯袋課程，還有捏麵人實做課程，讓日本師生深刻感受到基隆高中熱情

和好客。

課程也含台灣夜市文化體驗，如體驗棉花糖製作、台灣珍珠奶茶、套圈

圈、筷子槍……等 ! 讓甲斐清和高校的師生可以更了解台灣的文化，促進師

生學習視野。

高三誓師拚學測

本校每年舉辦高三宣誓大會，各班同

學以無比的信心與旺盛的鬥志，打算在學

測中大放異彩，金榜題名。主辦單位精心

準備的金榜題名拱門，上面掛著有著寓意

吉祥的蔥 ( 聰明 ) 和蘿蔔 ( 好彩頭 ) 等吉

祥物，在導師群帶領下考生大步通過，

透過宣誓的流程，讓考生大聲說出心願，衝刺學測。

文昌帝君送給每位考生 2B 鉛筆，讓學生進試場時能有神來一筆。同時

每位考生寫下金榜，代表提名之意。

學弟抬著一串青蕉，並交接給學長姐們，象徵著「今日抬青蕉，明日台

清交」，祝福學長姐們都能考到理想的分數，考上自己心中理想的志願 ! 感

謝謝玉玲會長共同祝福考生金榜題名。

服務學習課程設計

本校服務學習課程學生自主規劃到慈

濟基隆靜思堂，師姐們教導學生回收的重

要性，要求孩子一起做，透過分類回收物，

教導孩子愛物惜物。

學生吳依潔說 :「我們這次公共服務來到慈濟，師姐們很熱心地跟我們說

關於環保的重要性。寶特瓶回收後能在做成身上穿的衣服、褲子、鞋子……

等。做完這些工作後，師姐很熱心招待我們吃麻糬和餅乾。在這次服務學習

中，讓我學到環保回收愛地球。」

教師團隊期待學生透過「服務」，走出教室體會惜福愛物的教育觀念。

感謝慈濟基隆靜思堂的師姐們。

美術班前進社區做學習

「藝」想不到 ! 美術班學生前

進暖西國小一起做「叉奇」! 學生教

學相長訓練教學能力。

本校學生與暖西國小孩童一起

手作「玩具總動員 4」角色 forky ！

學生還設計課程如「超級比一比」

與「一分鐘劇場」活動，雙方一起

度過開心的午後 !

吳宇宸同學說 :「這次暖西國小服務學習真的讓我「藝」想不到。在眾多

的叉奇中，我覺得最有特色的是一隻名叫「中二獨眼龍」的叉奇，它只有一

隻眼睛，小學生作品很有想像力。還有學生做「猛男教練」，用羊毛根做出

了肌肉，非常厲害。 從這次的服務學習中，我學到了如何教好一件事，訓練

自己演說表達能力。」

面對 108 課綱，本校的學生是幸福的，可以從各種面向的活動中構築自

我了解的鷹架，透過服務學習讓學生更進一步地照見自己！

謝謝暖西國小樂梅英老師大力相挺，校長、主任也特別出席頒發證書，

慎重以待，熱情可感！

羽球隊前往國小服務學習

本校教師團隊這學期開始設計服務學習課程，學生透過「服務」，走出

教室；體育特色班的學生到暖西國小進行教學活動，教授小朋友學習羽球技

巧，透過與 暖西國小學生的互動，讓球隊學生有不一樣的學習經驗！

學生無私經驗分享獲得很大回響 ! 小朋友們回應說 : 本校學生就像是大

哥哥大姊姊一樣與小朋友們互動，無形中學習到正確的打球姿勢 ! 這一節課，

不只是小朋友們學的很多，本校的孩子們也透過這樣的活動成長了不少 ! 感

謝暖西國小給本校服務學習地機會。

友善校園推行拒煙、拒檳榔、拒毒

本校邀請警察局少年警察隊、

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共同舉辦「高

中職校園法律巡迴講座」，少年

隊特別邀請綜藝女神「蔡允潔」到

場協助反毒宣導，零距離與學生互

動，獲得熱烈迴響，並配合有獎徵

答，引爆全場歡樂氣氛。

近年來新興毒品不斷創新，藥頭為躲避查緝，將新興毒品包裝成食品，

如巧克力、糖果及咖啡包等零食，以吸引青少年食用，因此「防制青少年遭

受毒品危害，教導其辨識毒品及拒絕毒品誘惑」已成本校推動反毒的重點工

作。

全民國防教育課程之漆彈活動

本校全民國防教育設計課程透過漆彈

體驗與泡泡足球體驗遊戲，讓學生體驗戰

場，同學們一起討論對策、一起偽裝、

一起挑戰任務！學生透過體驗兩項活動，

希望從中將全民國防的概念加入！

學生李苡晨說：「林口亞太漆彈一

日遊，我已期待很久，最想體驗的是打

漆彈。被漆彈打了才發現真的很痛，像在傾盆大雨中玩雲霄飛車，雨拍打

在臉上一樣痛！我站在第一線面對對手，但實在是太痛，回家後，洗澡時媽

媽發現我的背都是傷！這次教育體驗果真讓我留下特別的印記」！

愛與關懷基中熱血青年做公益

捐血車進校園，本校師生不分男女，挽起衣袖貢獻熱血 !

基隆高中與家長會邀請

台北捐血中心蒞校辦理捐血

活動。本校師生不分男女，

熱情響應，我們大方捲起衣

袖，踴躍捐血，共同將師生

的熱血傳遞出去！

連續兩年捐血的學生曹庭瑞說 :「這次是我第二次捐血，跟第一次的緊張

感相比，真的是小巫見大巫。第一次捐血完全沒有經驗，難免緊張，但是護

士小姐人很好，在旁邊不停的安慰你，要你放鬆，不要緊張。雖然針頭挺粗

的，由於護士的技術很棒，讓我感覺像一般打針，沒有疼痛感。我認為捐血

沒有想像中的可怕，這讓我的人生又增添了一項新的體驗。「一滴熱血，一

份關愛，飄揚的紅十字是你我的紐帶。」貢獻自己在社會上的一份心力，或

許我的一袋血，可以拯救一個人的性命。」

本校學子做公益不落人後，讓許多生命得以延續下去。人飢己飢、人溺

己溺！基隆高中希望能透過本次活動，推行公民學習與反毒反菸多元教育宣

導活動，將師生的愛心化為具體行動，捐出熱血，回饋社會 !

城市盃龍舟錦標賽，基隆高中榮獲冠軍！

海科班與海洋大學攜手合作

海洋大學針對 108 新課綱設立精進

基本素養的人才培育班 ! 課程內容與本

校海洋特色班級多有連結，基隆高中針

對海洋有高度興趣的學生，專為這個班

級設計許多課程前往海洋大學上課，讓

學生能接觸更多海洋的知識。

本校的海科班因為有海洋大學的能量挹注，才有讓學生多元體驗的經驗 ! 

自 103 年與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簽下合作備忘錄以來，進行了多項合作，海科

班的孩子們有許多海洋課程體驗，前往海洋大學進行學習之旅令孩子收穫滿

滿。歡迎您加入海洋科學班。

公民課實地訪查

本校公民科教師帶領高二、三共 40

位學生拜訪立法院。立法院院區前身為日

治時期第二女子高中，現為台北市定古蹟

建築，亦是我國最高的民意機關。 學生除

了進入議場旁聽，也到訪各政黨的黨團辦

公室，瞭解民主政治下的政黨政治特色。

學生前往各委員會會議室，深入認識立法委員與行政官員之間的互動。 

參訪立法院後才明白，行政官員在面對業務質詢時，必須做足準備，才有辦

法能夠站上發言台進行政策辯論。

除了立院的議事場合導覽，擔任本次參訪活動的國會助理辦公室主任也

分享了許多特殊的選民服務工作經驗，當學生詢問國會工作需要的特質為何

時，他說要能勝任「為民喉舌」的民意代表，除了在政治上展現專業能力外，

服務熱忱與親民也是很重要的特質！

本校教師團隊開發課程結合實地訪查讓學生透過不同的刺激，可以發覺

自己的興趣。

地理課探究與實作課程

視覺、嗅覺、觸覺來瞭解基隆 ! 臺灣地

方俗諺中有句話是這麼說的：「基隆無城，

吃飽就行。」

本校地理科教師團隊推出探究與實作課

程，課程設計以傳統街市發展和現代空間規

劃的角度，帶領學生沿著南榮河的舊、新河道，逐一探訪基隆的老街市「福

德宮與仁愛市場」、「基隆媽與崁仔頂漁市」、「旭川運河上的明德、親民

與至善大樓」、「廟口與奠濟宮」。

課程設計想讓學生思考，為什麼基隆留不住人？以及基隆的市場有沒有

可能像歐洲、日本一樣，透過空間規劃變成獨特的觀光財？學生回校後，針

對各組所觀察到的現象，提出有關有關基隆街市空間再生、商圈活化等面向

的研究發問，作為後續小論文研究的脈絡主軸。

基隆高中羽球隊聘請印尼教練執教

衝刺、專項、敏捷、沙衣步法、跳繩、

長跑、重量訓練，每日反覆練習！再透過

在球場專業的發球訓練、殺球訓練、跑位

訓練、戰術練習……等。羽球隊的孩子期

望透過積極努力的訓練能嶄露頭角 !

平常每日早晨不到六點就起床練習到七點半、下午兩點繼續練習到晚上

七點的訓練，一個禮拜只回家一天的扎實訓練，羽球隊不畏風雨，同學靠著

堅忍不拔的毅力，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每天練習，只為了能在羽壇上發光

發熱。

如圖羽球隊透過與友校球員的切磋，學生見識到了不同的技巧，學習到

不同的打法以及戰術，並且從中反思自己的缺點，讓自己成長。

學生李子偉說 :「去新豐高中交流球技，覺得學到非常多東西，不管是對

方球員比賽的態度、球技和做事的積極度都很值得我們學習，希望在未來的

日子可以去更多學校友誼賽，不僅球技上的交流，人際關係上也可以認識更

多的朋友。」

本校羽球隊有許多校友代表中華台北參賽，並在世界羽壇佔有一席之地 !

男子單打周天成 (96 年畢業 )、男子雙打蘇敬恒 (100 年畢業 )、男子雙打李

哲輝(100年畢業)、男子雙打李洋(101年畢業)，戴資穎的教練賴建誠教練(93

年畢業 ) 擔任中華台北羽球代表隊總教練。

本校地球科學課與海科館合作教學 !

海科館傭有豐富的教學資源如大型的光

影和台灣的模型洋流的流速和流向及逼真的

海洋生態系模型和標本。

學生透過一天的觀察及解說，教師要求

每一位同學要在限時之內整理出生態系中食物鏈的關係並對全部同學發表。

過程中不僅要當自己是老師，更訓練孩子講述表達能力，是一項收穫滿滿的

活動。

本校划船隊參加 2019 高雄城市盃龍舟錦標

賽，榮獲公開男子組小龍冠軍、學生混合小龍第

三名、公開混合組大龍第三名。本校划船隊成立

已有十多年，從一開始西式划船的訓練，到現在

已發展更多水域運動的體驗，項目包含龍舟、獨

木舟、sup、划水，除了競技項目需要嚴格訓練

外，也讓學生接觸不同的水上運動，除了自己能

學習之外，也將自己所學實際參與教學活動，推廣至各校及一般民眾。你對

水上運動有興趣嗎？你願意接受挑戰嗎？你想成為水域運動達人嗎？歡迎加

入划船隊。

基隆高中開創多元課程成就每一位孩子 !

本校多元選課開設硬體書法、看電影

學英文與外國文化、數學好好玩、動手玩

科學、定向越野、藍衫大使、穿越時空暖

暖地、創意機器人、合唱合奏等 9 門課程，

學生快樂學習、多元發展 !

本校為教育部「108 新課綱前導學校」，並藉由教育部之「優質化輔助

方案」與教育部「完全免試資源挹注計畫」之計畫支持，積極開發多元選修

課程，扣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理念精神。

本校同時進行超過 30 門多元選修跑班課程，讓學生依照興趣及學習需

求自主選修，豐富學生學習歷程、發展學生的性向專長。

課程介紹如下

本校藝術課程結合國文課程〈項脊軒志〉、〈我的書齋〉，由傅瀞嬅老師、

何昭慧老師帶隊，美術班學生們搭乘火車前往瑞芳進行行動學習，探尋老街

的故事與風景。

「以閱讀力來服務社區，並用故事力創造共生價值，新村芳書院的小鎮

文藝復興」，施老師為我們詳細介紹老屋新建之空間變化與情感記憶，書院

定期舉辦書籍導讀，透過閱讀認識自己從哪裡來該往哪裡去，一輩子追尋故

鄉與認同。

陳明姿老師茶道體驗，在茶香、書香與木香的氛圍中，提供學生五感體

驗與美的享受，也豐富多元課程的內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