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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SH 數理實驗班一、班級特色

本校數理班著重深化閱讀與理解科學素養文章，培養邏輯思考、發現問
題能力；設計相關實驗、進行儀器識讀操作與量測驗證、進行系統性的
科學專題研究並分組報告；藉由程式設計、影片剪輯軟體課程，強化學
生邏輯運算思維及運用科技溝通表達的能力。

藉由完整的數理課程安排，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師資陣
容堅強且勤教嚴管，軟硬體教學資源充沛，定期舉辦學術講座、校外參訪
，更與海洋大學等合作開設程式設計先修課程，協助學生通過大學程式設
計先修檢測(APCS)認證。此外，培訓學生參加各項數理及資訊競賽，增
進表達及理解能力，豐碩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在頂尖大學的升學表現十分
亮眼。



KLSH 數理實驗班

成立宗旨
一、招收數學科、自然科性向明確且具專長的學生，因材施教，進行加深加廣的教

學課程，使其得以適性揚才。
二、培養數理實驗班學生實作之能力，並參與各項自然學科相關競賽，藉由培訓過

程，激發其科學潛能。
三、經由數理課程的輔導與培訓，教導其面對問題的科學思考方法，使其能獨立思

考，以培養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
四、培養學生實作專題研究課程，經由理論與實作之相輔相成，使其能體會科學活

動之樂趣。

一、班級特色

參加科展比賽
塑膠微粒展導覽解說



KLSH 數理實驗班

數理

實驗班

科學專題

程式設計

數理探究

PBL學習

自然探究實作

進階程式設計

高二發展

科展專題分組

小論文寫作

動手玩科學

小高一探索

科學探索營

數理進階課程

學科能力培訓

高三進階

APCS認證

課程精神 高一課程 高二課程 高三課程

一、班級特色



KLSH 數理實驗班二、課程規劃

數理實驗班實驗課程

實施年級 課程名稱 課程概述 評量方式

高一 創意科學演示

學生與生俱來就有做實驗的能力，他
們會用雙手摸索、感覺事物怎麼運作，
並思考為什麼如此。本課程利用簡單
又好玩的實驗，切中要點的解釋學生
好奇的事物。這些實用的活動操作幫
助學生理解、鞏固知識。

1、分組報告25%

2、課堂參與25%

3、報告寫作50%

4、校外競賽表現酌以加分

高二 專題研究

於專題研究課程中實施書報討論制度，

依學生興趣做分組報告。訓練學生收

集、資料統整及口語表達之能力。討

論小組成員以2－4人為原則，專題研

究課程在於彼此激發思考，並透過討

論而確實掌握知識概念。

1、專題報告50%

2、課堂參與25%

3、實驗記錄與作業25%

4、校外競賽表現酌以加分

高三 數理專題應用

於課程中整合高一及高二所學，使學

生將學習過的相關知識與技能;依照科

學方法從事探討與論證，養成科學思

考習慣，運用科學知識與技能以解決

問題，並建立對科學本質的認識。

1、分組報告25%

2、課堂參與25%

3、成果發表50%

4、校外競賽表現酌以加分

精彩課程



KLSH 數理實驗班二、課程規劃

海大課程合作
本校於103年6月27日簽署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與國立基隆高級中學合作備
忘錄，爭取本校數理實驗班學生可以進入大學實驗室深入了解大學的科系
本學期與海大七個系所合作，讓學生進入老師的實驗室，進行為期一學期
的實驗。合作系所有電機系譚仕煒老師、謝易錚老師；機械系林正平老
師、吳俊毅老師、林育志老師；食科系張君如老師；生科系鄒文雄老師。



KLSH 數理實驗班

培養在地高中生資訊能力!海大APCS課程認證!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資訊工程系為基隆地區高中生開設的APCS程式設計大學先修課程
已經第五年了!基隆高中與基隆女中共有約50位同學一起在資工館上課。我們與海大
資工合作，參與了許多資訊課程，希望兩校學生們能體驗資訊課程的奧妙，並鼓勵

二、課程規劃

學生參與APCS課程測驗!
這一次頒發證書，代表基中的孩
子們都很努力地完成作業，通過
難關!不管後來要不要朝資訊方
面前進，這一段時間努力的過程
、對自己不放棄的堅持，也是未
來面對各項挑戰的養分!



KLSH 數理實驗班三、特色活動

數理班特色活動眾多，本簡報列舉以下幾項精彩活動
1.專題講座

新知講堂-珊瑚保育大作戰
科教館Tinkering工作坊

2.微課程
APCS課程
二氧化碳環境教育探究與實作課程

3.校外實察
金山神秘海岸探究與實作考察
員山子分洪道參觀&瑞三煤礦
台積創新館&蓬萊溪護魚步道參觀
武荖坑環境教育體驗營暨校際交流活動
2021智慧城市展參訪



KLSH 數理實驗班三、特色活動

專題講座-科教館Tinkering工作坊
來自Tinkering教學探討的兩大領域「科學」與「藝術」，由引導員開啟
學生對於今日主題的認識，這次的課程是光影遊戲和彈珠機台，藉由簡
單的材料去創造自己的故事。



KLSH 數理實驗班三、特色活動

本校參與「臺日二氧化碳監測環境教育交流工作
坊」，並在日本名古屋產業大學環境管理學院院
長-伊藤雅一教授的牽線，
參加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環境與科學教育所的計畫
一起餐與二氧化碳監測。並與日本三重県津市的
高田高等学校簽訂姐妹校，透過國際視訊的方式
，平常交換所蒐集的二氧化碳資料，並規劃每年
兩校互訪!

微課程-二氧化碳觀測研究



KLSH 數理實驗班三、特色活動

微課程-APCS先修課程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張欽圳教授的電腦
視覺APCS課程



KLSH 數理實驗班三、特色活動

校外實察
話說百聞不如一見，能後將所學
應用到日常生活，才是我們學習
的目的

金山神秘海岸探究與實作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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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習成果與
競賽表現

小論文比賽
張朝星、張勻暟水域環境對於家蚊產卵率的影
響小論文甲等

學科能力競賽
107年北二區資訊項目何品樺同學第七名，入
全國賽
108年北二區地科項目沈浩宇同學佳作
108年北二區生物項目林宸宇同學佳作



KLSH 數理實驗班
五、學習成果與

競賽表現
科展比賽
107年沈浩宇、王世佑、張孟義獲環境學科佳作
108年林宸宇、曹庭瑞、陳銘賢獲環境學科佳作
108年徐瑋杰、沈浩宇、王勻承獲工程學科佳作
108年傅 御、李翊平、陳奕帆獲物理與天文學科佳作
108年簡浩軒、黃岳鴻、林奕丞獲地球與行星科學組佳作
110年劉庭睿、黃千睿、張宏彬獲環境學科佳作

五、學習成果與
競賽表現

四、學習成果與
競賽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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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哲科學競賽

五、學習成果與
競賽表現

四、學習成果與
競賽表現



KLSH 數理實驗班
五、學習成果與

競賽表現

科學交流活動及合作活動
國內
國立中央大學大氣科學所合作GLOBE大氣觀測網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合作APCS檢定課程
國立台灣大學合作二氧化碳環境觀測

國外
日本船橋高校蒞臨本校，並進行科學交流
本校學生赴日本福井縣若狹高校進行海洋塑膠微粒青年論壇
與日本三重縣高田高校進行二氧化碳環境研究交流
與日本名古屋產業大學合作二氧化碳環境教育
與日本東京海洋大學合作海洋塑膠微粒調查

五、學習成果與
競賽表現

四、學習成果與
競賽表現



KLSH 數理實驗班
五、升學表現

110年數理實驗班榜單 109年數理實驗班榜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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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升學表現

108年數理實驗班榜單



KLSH 數理實驗班
六、甄選方式

．甄選資格 : 凡本校新生，會考成績國英數自皆達B以上皆可報名甄選。
．甄選報名 : 110年7月15、16日，於本校現場報名。
．甄選日期 : 110年7月20日上午8時開始。
．各科考試時間 : 1.數學 : 上午10時10分至上午11時。

2.自然 : 上午11時10分至上午12時。

．數理實驗班錄取方式分為直接錄取及甄選錄取。

．直接錄取 : 凡會考成績英語科及數學科及自然科達A以上者，皆可直接錄取。

．甄選錄取 : 通過本校舉辦之數理班甄選考試者，即可錄取。

另，若高中在校期間成績達標者，經由原班導師推薦及數理班導師核准，
亦可以轉班方式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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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獎學金

本校優秀入學新生，符合規定者，最高可得30萬元獎學金!!!

普通班新生獎學金

獎勵108學年度本校普通科高一新生，依國中教育會考五科成績評量結果，需至少
取得一個「A」等級，且無「C」等級且高一第一次段考排名全高一普通班前30名
，按下列方式獎勵：

1. 國中會考五科成績評量結果取得五科「A+」等級，且國中在校成績百分比排
名前百分之一，則共頒發獎學金300000元。但需在學每學期學業總平均在全年級
前1%且體育成績70分以上、功過相抵後，無警告（含）以上懲處記錄。

2.國中會考五科成績評量結果取得五科「A」等級，且國中在校成績百分比排名
前百分之一，則共頒發獎學金240000元。但需在學每學期學業總平均在全年級前
2%且體育成績70分以上、功過相抵後，無警告（含）以上懲處記錄

.

.

.

詳情請參閱學校網站招生資訊，基隆高中已準備好更多更豐富的獎學金，歡迎各位
優秀新鮮人與我們一同邁向頂大校門!!



KLSH 數理實驗班
八、Q&A

Q1.錄取數理班可以轉換其他班級嗎？會不會三年都要在這個班不能轉班？

Q2.數理班的特色為何？和海科班有啥不同？

A1：可以，如果一學期後因為性向不合想要轉換跑道，都可以提出申請！
不一定要在這個班級待三年。

A2：數理班會有數理專題、程式設計、研究方法的課程、晚上留到第九節，
走向以理工生醫為主，並且有大學做為合作對象
海科班會有海洋相關課程的專題、以科技應用的專題為主

Q3.我如果會考成績無法報考數理班，那還有機會念數理班嗎？

A3：如果新生入學時無法報考數理班，不用灰心。
每學期都有做數理性向調查，如果你的性向成績符合數理班的要求
還是有機會可以進入數理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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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Q&A

Q4.數理班每天放學要留的比較晚嗎？

Q6.數理班在高三升學時，可以選擇大學的社會類科系嗎？

A4：因為課程需要，可能會有第八節甚至第九節的規劃，不一定每天
畢竟要比其他班級多做很多方向的探究與研究，
所需付出的時間要比別人多更多。俗話說一分耕耘一分收獲
想要獲得更多，就必須要更努力喔。

A6：可以，現在很注重跨領域，數理班的課程也有社會類的科目，
不是說只能上數理相關科系，法商科系也很需要數理的分析與思考。

Q5.我的數理會考成績只有B，要怎麼準備才可以考數理班？

A5：會考成績只是報名數理班的門檻
接著你要利用這段時間多把國中所學的理化和數學在複習一次
甄選的科目為數學和理化，範圍都是國中所學的，不用擔心。
真的很緊張也可以參考我們的考古題(請見首頁招生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