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校基本資料、評鑑結果及辦學特色一覽表
校名

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

校址

基隆市信義區東信路 324 號

網址

http://www.klgsh.kl.edu.tw/bin/home.php

教師人力素質
校地面積(㎡)

樓地板面積(㎡)

39208.84

25830.33

博士(%)

碩士(%)

研究所學
分班(%)

大學(%)

其他(%)

0.88%

69.9%

5.31%

23.89%

0%

學生班級數與人數比率(高中部係含高中職及綜合高中)
高中部

年級
一年級

科別
普通科
體育班

總班數/總學生數

二年級

三年級

班數

人數

班數

人數

班數

人數

14
1

462
11

14

488

1

7

14
1

468
14

45 班/1450 人

【說明】
1. 本表可依照各校實際辦學情況，自行增加或刪減。
2. 學生數及班級數請以 106 學年度具有學籍之學生為限。

國中部合計
班數

人數

學校最近 1 次接受學校評鑑之評鑑結果
評鑑實施日期
評鑑項目

105 年 9 月 30 日

等第

評鑑總成績

甲等

優點

(含專業評鑑之群、科)

1. 校長帶領教職員建構學校願景 KLGSH（知識、菁英、國際、科學、
人文），並於校園建置標幟，加強溝通與宣導，形成共識，作為
學校發展方向。
2. 校長透過訪談行政人員、教師及學生，傾聽其聲音，同時對其建
校長領導

行政管理

甲等

議予以回應及處理，充分展現人文關懷情操。
3. 校長致力於塑造和諧的校園文化，採取人性化領導風格，激發教
職員工的熱情創新。
4. 校長重視經驗傳承，培育行政人才，建構優質團隊，並赴他校參
訪，進行標竿學習，以提高行政效能。
5. 校長具有親和力，與教師、家長及學生互動良好，並能接納不同
的意見，凝聚教職員工向心力，普獲同仁的肯定。
1.
2.

學校各處室訂有年度工作計畫，並有考核與檢討機制。
針對學校危機與校園安全事件，能夠確實建立通報與處理流程，
並能與相關機構密切合作。

3.

學校能夠依據相關法規與運作需求，及時訂定各項校務規章，並
能利用相關委員會之召開，適時加以檢討或修訂。
學校之預決算與經費之支用均依規定辦理，並公告於學校網頁。
學校各項獎補助經費依規定支用並專帳管理。
各項人事制度均訂定相關規範公布於學校網頁，並依規定執行，
值得肯定。

甲等
4.
5.
6.
1.
2.
3.

課程教學

甲等

4.
5.
6.

學校主動尋找外部資源，如運用海洋大學師資，強化學生科學知
識的學習，對豐富學生的學習經驗，確有助益。
學校能主動調查學生的學習困難，提供學生適性的學習機會。
各科教師會主動關心學習落後學生，並於課後或週末安排學生做
補救教學。
學校雖然特教生有限，但教師對於特殊教育相關理念仍有許多的
研習與進修對特殊需求學生所提供之服務能符合學生之需要。
教師能自行開發校本課程與桌遊課程，增加上課的創新性教材與
趣味化的教育遊戲，提高學生學習的興趣與成效。
教師在班級經營上能利用 LINE 和臉書作為群組，進行班級經營
的溝通與互動工具。

115 能依教師專長安排授課，並定期安排新進及資深教師的觀摩教

師資質量

甲等

學，以精進教學能力。
115 對於少部分教學態度待加強之教師能夠積極溝通引導，輔導紀錄
詳實並具成效。
115 各科教學研究會能夠訂定相關主軸，統合校訓之理念，呼應學校
一貫之發展方向。
1. 辦理多元競賽活動，包括德育（如微笑禮貌之星選拔）、群育（如
校慶創意進場表演）、體育（如水上運動會）、智育（如地理知
識競賽）及美育（如女中文藝比賽），有利學生多元展能。

學務輔導

甲等

2. 鼓勵學生以社團組隊參加活動與競賽，如：管樂社、戲劇社、手
語社及女儀隊等，成績優異，值得肯定。
3. 推行校務通報及每週班長集合宣導各處室公告事項，並能在班會
中將品德教育等議題融入討論執行落實初步成效。
4. 能善用弱勢輔助機制，如：教育儲蓄戶、學產基金與學雜費減免
等，協助弱勢學生生活與學習，使其安心就學，近三年的執行績
效卓越，值得肯定。
5. 生命教育相關辦法與機制完善，亦能透過專題講座，議題融入課
程教學，並與社會議題聯結學習及政策宣導等多元活動推展，且
已初具成效。
6. 學生檔案與輔導資料能陸續 e 化建檔，依各種身份區分使用權
限，定期填報與更新，有利後續輔導工作之推動。
7. 中途離校學生之預防、追蹤退學與復學輔導、高風險家庭訪問與
聯繫，以及學生急難救助等業務之辦理，頗為落實，紀錄亦相當
詳實完備，值得肯定。
1. 校園美化、綠化工作落實，環境清幽，並爭取校園美感再造計劃，
發揮境教功能。
2. 圖書館致力於圖書館利用教育，學生人數雖然逐年減少，圖書館

環境設備

優等

借閱及使用率卻能逐年成長，實屬不易。
3. 學校設有操場、體育館、活動中心、韻律教室、游泳池、跆拳道
館、桌球教室、體能訓練等設施。學生活動空間充足，場地使用
率高。
4. 學校普通及專科教室，均設置單槍投影機及附屬設備，並逐年汰
換充實。另音樂與美術大樓樓梯、走到由師生共同彩繪，可發揮
境教功能。
5. 學校致力於校園安全維護工作，例如：風雨走廊設置止滑及扶手、
滅火器及飲水機定期維修，校安巡檢工作確實等，值得肯定。
6. 學校各專科教室均訂有使用管理辦法，各場地、教室及設施亦能
提供校內外單位借用，發揮資源整合功能。

1. 學生社團積極參與社區活動與節慶，學校與社區互動優良。

社群互動

績效表現

甲等

甲等

2. 學校之校際聯盟與合作計畫，能具體實施，對整合社區教學資源，
確可發揮效益，值得肯定。
3. 學校為基隆地區最佳之女子高中，家長與學生均引以為榮，向心
力佳，家長對校務亦非常關切。
4. 學生家長會提供多項獎助學金，積極鼓勵學生多元發展，值得肯
定。
1. 學校氣氛與教師團隊士氣，近年來已逐漸活化，對校務的推展，
應有相當助益，值得肯定。
2. 近年來學校招生，就近入學人數比率呈穩定成長，畢業生的升學
表現，亦有不錯成績，整理辦學績效，應予嘉許。
3. 學校透過優質化及均質化標竿學校的經費補助，對改善教學軟硬
體設施，確有明顯助益，亦有利於校務的推展。
4. 學校持續透過辦理各項學藝競賽及相關活動，豐富學生學習內
容，致力發展學生多元能力的用心，值得肯定。

【備註】學校評鑑待改進事項及改進策略(連結網址)
http://www.klgsh.kl.edu.tw/ezfiles/1/1001/img/57/119495354.pdf

學校近三年績優表現及特色概述
國際交流：
104 年 11 月師生 19 人赴日本大阪岬高校進行國際教育交流。
105、104 連續 2 年日本大阪岬高校師生到校訪問。
106 年 5 月師生共 36 人赴韓國首爾孝文中學、面牧中學進行國際教育交流。

學生競賽：
項目
語文

競賽名稱

103 學年度基隆市語文競賽

得獎事蹟
國語組-字音字形第二、三名、寫字第三名、
作文第一、第四名
閩南語-組朗讀第一名、字音字型第一名

103 學年度北區英語演講比賽

特優

基隆市第一屆慶安盃作文比賽

2 組特優、1 組優等

105 學年度基隆市語文競賽

國語組-演說第一、四、五名、朗讀第三名、
作文第一名、字音字形第 一、二名
閩南語組-演說第二名、朗讀第一、四名
客語組-演說第一名、朗讀第二、四名

105 學年度全國語文競賽

作文組第三名

105 全國閱讀心得暨小論文寫作比賽 8 組特優 11 組優等 2 組甲等

數理

106 年度基隆市語文競賽

國語組-演說第六名、朗讀第五名、字音字型
第三名、寫字第五名、作文第二名
閩南語組-演說第一名
客語組-朗讀第一名
阿美語組-朗讀第二名

第 56 屆北一區科學展覽會

數學組優等獎、化學組佳作獎。

103 學年度北二區數理暨資訊學科能 佳作
力
103 學年度基隆區活力基女火箭營

9 人優勝，10 人佳作

美術

105 年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西畫類 4 組佳作、平面設計類佳作

體育

103 學年度秋季盃田徑錦標賽

高中女子組鏈球第一名、第五名、標槍第七名

103 學年度全國中學田徑賽

高女組鏈球第一名、第四名

103 學年度全國永信盃排球賽

第七名

105 年度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高女組射擊金牌、鏈球銀牌、個人跆拳道銅
牌、個人跆拳道第四名、第八名、團體品勢 第
四名。

105 年度全國學生乙組排球聯賽

全國前 12 強

104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女聲合唱高中職團體組優等

105 年基隆市學生音樂比賽

女聲合唱優等第一名

音樂

社團

105 年基隆市友善校園暨防制霸凌

舞蹈組第三名

行動態才藝競賽
其他

2016 思源競賽榮

優等獎、骨牌藝術展示獎
第一名、第二名

2017 創遊微翻轉遊戲式學習嘉年華
暨遊戲設計課程發表會
校內也舉行各項比賽如：「尋求歷史座標點」計畫、小論文競賽、各項體育競賽（拔河、排球、
健康操……等）、校園微電影大賽、地理知識競賽、多元競賽活動……等。

社區表現：辦理全民「紫錐花運動」，由校園推向社區落實反毒教育、風華女儀社以及風籟
管樂社參與基隆市中元祭遊行、辦理地方人文特色講座，落實在地認同……等。

大學繁星升學：105 年度錄取人數為為全國第二。
均質化計畫：為基隆區標竿學校。
優質化計畫：承辦優質化計畫以提升校園知能。
活動承辦：多年承辦基隆市中小學聯合運動會競賽、舉辦「健康運動積點」活動培養學生終
身運動習慣。

學生研習：興趣探索、推動生命教育、性別平等教育、品德教育種子學生培育實施計畫、「減
塑。減垃圾。愛地球」綠色積點活動，以落實環境教育……等。

教學成長：建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提升教學專業知能與學生學習、將性別平等教育、生命
教育、人權教育、永續發展理念、多元文化教育融入課程實施。

校園環境：教室粉刷與科學館後方樓梯間圖案美化、人文講堂完工使學生能了解在地文化、
校園陸續增加無障礙設施。

教師增能：舉辦各項研習以提升教師知能，如：輔導知能研習、生命教育講座、教師專業發
展評鑑、特教研習、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防治講座、數學與遊戲、活力
基女－成大論箭之實驗火箭設計與製作研習、趣味數學營、「老鷹想飛-基隆港
與黑鳶二十年」、「微翻轉教學實例-走過臺灣」……等。

語文特色班課程：結合文藝與關懷、第二外語、人文社會相關課程。
數理科技實驗班：結合大學端師資與資源，規劃數理科技相關課程，強化學生生活及解決
問題之能力。

學校校園環境、學生學習及教學情形相片(限 8 張)

學生教學

學校辦理專案計畫之相關資訊
1. 高中(職)優質化輔助方案：http://www.klgsh.kl.edu.tw/files/11-1001-431.php
2. 高中職適性學習社區教育資源均質化實施方案：http://www2.klgsh.kl.edu.tw/bin/home.php
填表說明：上述各項連結網址，請確認其正確性及是否可連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