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系大事表
1060621 修訂
一月
三十五年

三十六年
三十七年

三十八年

八月

四十年

史地學系成立，並附設四年制之史地專修科一班；系主任兼科主任一職，由
院長李季谷先生兼代。

九月

謝覺民先生到校。

七月

謝覺民先生赴美進修。

八月

章熙林先生擔任教授；陳泗橋女士到校擔任助教。

九月

諶亞達先生到校，接任史地學系主任；陳正祥先生到校任兼任教授。

一月

諶亞達先生因事返國，系務由朱雲影先生代理。

二月

鄭資約先生到校擔任教授。

七月

沙學浚先生到校接掌史地學系；陳泗橋女士赴美進修；朱道欽先生辭職。

九月

三十九年

任德庚、朱道欽二位先生到校擔任講師。

王華隆、洪紱兩位先生到校擔任教授；章生道先生擔任本系助教；史地專修
科第 1 屆結業後（ 5 人）停辦。

七月

洪紱先生辭職；史地學系第一屆學生結業

八月

孫宕越先生到校擔任教授。

八月

章生道先生辭職赴美進修。

十二月 賀忠儒先生到校擔任助教；王益崖、鄒豹君兩位先生到校任兼任教授。

四十五年

八月

四十六年

八月

四十七年

八月

黃金地先生到校擔任助教
章熙林先生辭職，赴南洋大學；周昌蕓先生到校任兼任教授；周瑞華女士、
姜道章先生到校擔任助教。
劉鴻喜先生到校擔任副教授；創設夜間部史地學系；周瑞華女士辭職赴美進
修。

二月

賀忠儒先生辭職赴美進修。

七月

鄭資約先生辭職赴南洋大學。

八月

斬淑怡女士到校擔任助教。

七月

黃金地先生辭職赴美進修。

八月

任德庚先生升任副教授；劉衍淮先生到校擔任教授。

五十年

八月

林鈞祥先生到校擔任副教授。

五十一年

八月

四十八年

四十九年

二月
五十二年

八月

史地學系地理組獨立為地理學系；任德庚先生升任教授；姜道章先生辭職赴
美進修；嚴勝雄先生到校擔任助教。
楊萬全先生到校擔任助教。
劉鴻喜先生升任教授；石再添先生到校擔任講師；史光華先生到校任兼任講
師；汪學平女士到校擔任助教。

五月
五十三年

五十四年

五十五年

五十六年

五十九年

八月

汪學平小姐辭職赴美進修；李界木先生、謝娥英女士到校擔任助教；皇甫珪
女士到校任兼任副教授。

八月

陳國章先生到校擔任副教授。

二月

嚴勝雄先生辭職赴日進修。

六月

「地理學研究」創刊號出刊。

八月

賀忠儒先生到校；張瓊珠女士、葉廣海先生到校擔任助教。

八月

石再添先生任副教授；王月鏡女士到校擔任講師。

一月

楊萬全先生辭職赴日進修。

二月

施添福先生到校擔任助教。

八月
二月
五十八年

姜道章先生到校。

八月

林鈞祥先生升任教授；陳芳惠女士到校擔任講師；姜道章、李界木兩位先生
辭職赴美進修；葉廣海先生辭職；樊惠君女士、蔡文川先生到校擔任助教。
「地理教育」創刊號出刊。
賀忠儒先生升任教授；蔡文川、樊惠君二位辭職赴美進修；李薰楓先生及張
瑞津、許儀容兩位女士到校擔任助教。
成立地理研究所，由劉衍淮先生出任所長；陳國章先生升任教授；施添福先

五十九年

八月

生辭職赴美進修；吳信政先生、楊宗惠女士到校擔任助教；何春蓀先生到校
擔任兼任教授。
賀忠儒先生接任系主任；石再添先生升任教授；張鏡湖先生到校任客座教授

六十年

八月

一年；孟靜女士到校擔任文學院助教；丁有存先生到校任兼任副教授；姜蘭
虹女士到校任兼任講師。
薛繼壎先生到校擔任教授；陳芳惠女士升任副教授；徐聖謨先生到校任兼任

六十一年

八月

教授；楊宗惠女士辭職赴德進修；許儀容女士赴美進修；黃英、陳小莉、楊
淑惠三位女士到校擔任助教。

六十二年

八月

六十三年

八月

六十四年

六十五年

李薰楓先生改聘講師；黃英、陳小莉二位女士辭職赴美進修；楊淑惠小姐辭
職赴澳大利亞進修；翁國盈先生、徐潔女士到校擔任助教。

一月

「地理研究報告」第一期出刊。

八月

張瑞津女士、吳信政先生改聘講師；姚國水先生到校擔任教授。

一月

「地理研究報告」第二期出刊。

六月

「地理教育」第二期出刊。

八月

六十六年

劉鴻喜先生接任研究所所長；孟靜女士轉任本系助教。

蔡文彩先生到校擔任副教授；翁國盈先生改聘講師；徐潔女士辭職赴奧地利
進修；鄭勝華、周詠真二位女士到校擔任助教。

一月

「地理研究報告」第三期出刊。

六月

「地理教育」第三期出刊。

八月

陳國章先生接任系主任；楊萬全先生到校擔任副教授；嚴勝雄先生到校任兼

任副教授；成立中等學校在職教師暑期進修班；惠通先生到校擔任客座教授
一年。

六十七年

一月

「地理研究報告」第四期出刊。

六月

「地理學研究」第二期出刊；
「地理教育」第四期出刊。

八月

六十八年

李薰楓先生升任副教授；施添福先生到校擔任講師；陳憲明先生到校擔任副
教授。

一月

「地理研究報告」第五期出刊。

六月

「地理學研究」第三期出刊；
「地理教育」第五期出刊。

八月

陳國章先生兼任研究所所長；陳國彥先生到校擔任客座教授；陳芳惠女士升
任教授；張瑞津女士升任副教授；孟靜女士升任講師。

十二月 「地理系友會刊」第一期出刊。

六十九年

七十年

一月

「地理研究報告」第六期出刊。

六月

「地理學研究」第四期出刊；
「地理教育」第六期出刊。

八月

「地理系友會刊」第二期出刊。

一月

「地理研究報告」第七期出刊。

六月
八月

「地理學研究」第五期出刊；
「地理教育」第七期出刊；
「地理系友會刊」第
三期出刊。
研究所開始兼招在職教師研究生；鄭勝華女士、周詠真女士改聘講師。

十二月 「地理系友會刊」第四期出刊。

七十一年

七十二年

一月

「地理研究報告」第八期出刊。

四月

「地理研究叢書」第一號出版。

六月

「地理教育」第八期出刊；地理教育叢書第一、二號出版。

七月

理研究叢書」第二號出版。

八月

歐陽鍾玲女士到校擔任助教；
「地理系友會刊」第五期出刊。

十月

「地理學研究」第六期出刊。

四月

「地理研究報告」第九期出版；
「地理研究叢書」第三號出版。

六月

「地理教育」第九期出刊；「地理教育叢書」第三號出版。

七月

姚國水先生退休。

八月

七十三年

任德庚先生退休；陳芳惠女士辭職赴美進修；陳國川先生到校擔任助教；
「地

蔡文彩先生、李薰楓先生升任教授；施添福先生升任副教授；丘逸民先生到
校擔任助教；曾國雄先生到所任兼教授；「地理系友會刊」第六期出刊。

十月

「地理學研究」第七期出刊。

二月

周詠真女士辭職。

三月

「地理研究報告」第十期出刊；
「地理研究叢書」第四、五號出版。

六月

「地理教育」第十期出刊；「地理教育叢書」第四號出版。

七月

潘朝陽先生到校擔任助教；「地理研究叢書」第六號出版。
石再添先生接任系主任兼研究所所長；楊萬全先生、陳憲明先生升任教授；

八月

吳信政先生升任副教授；陳國川先生改聘講師；「地理研究叢書」第七號出
版。

十月
三月

七十四年

「地理學研究」第八期出刊。
「地理系友會刊」第七期出版；IGC 會長 A. Journaux 先生到校擔任客座教
授三個月；
「地理研究報告」第十一期出版。

六月

「地理教育」第十一期出版；
「地理教育叢書」第五號出版。

七月

薛繼壎先生退休。

八月
十月

張瑞津女士升任教授；孟靜女士升任副教授；鄭勝華女士改聘副教授；歐陽
鍾玲女士改聘講師；楊宗惠女士、陳富美女士到校擔任客座副教授。
「地理學研究」第九期出版。

十一月 「地理系友會刊」第八期出版。

七十五年

三月

「地理研究報告」第十二期出刊。

四月

「地理研究叢書」第十、十一、十二、十三號出版。

六月

「地理教育」第十二期出刊；
「地理教育叢書」第六號出版。

八月

丘逸民先生改聘講師。

十月

「地理學研究」第十期出刊。

三月

「地理研究報告」第十三期出刊。

六月
七月
七十六年

八月
九
十月

「地理教育」第十三期出刊；
「地理教育叢書」第七號出版；
「地理研究叢書」
第十四、十五號出版。
賀忠儒教授退休。
施添福先生改聘教授；陳富美、楊宗惠兩位女士改聘專任副教授；潘朝陽先
生改聘講師；林雪美女士到校任助教。
月 徐勝一先生到校任客座研究副教授。提送「申請增設博士班說明書」。
「地理研究叢書」第十六號出版。

十二月 「地理學研究」第十一期出版。
二月

系友會於 2 月 5 日～ 2 月 23 日舉辦第五次美國西南部考察，由陳國彥教
授領隊。
「地理研究報告」第十四期出刊。 邀請日本國立三重大學目崎茂和副教授

七十七年

三月

及關西大學木庭元晴副教授於 3 月 7 日～ 3 月 31 日來華協助本系進行專
題研究計劃。行政院核准設立博士班，並依教育部 77.3.5. 台（77）高 08769
函，正式招收第一屆的三位研究生。

四月
五月

「中等教育─地理教育專刊」第 39 卷第 2 期出刊。
本系所於 5 月 23 日遷入校本部文學院大樓，設置並充實地形實驗室、氣候
實驗室、水文實驗室、自然專題作業室、人文專題作業室、圖學實驗室、地

圖教室、媒體教室、媒體教學準備室、出版物儲藏室等，另外特別設置台灣
地形研究室、中國地理資料室、地理資訊室、屋頂設置氣象觀測站及水文實
驗站基礎建地；加上辦公室、教師、博碩士班生研究室與教室及圖書室等共
計四十餘間。
蔡文彩教授獲國科會補助赴日本進修一年。張瑞津教授赴美國科羅拉多州及
八月

路易斯安那州進修屆滿，業已返系服務。新聘沈淑敏小姐擔任助教。暑假期
間，中國地理學會組團赴澳洲考察及參與國際地理學聯合大會，本系所石再
添、陳國彥、張瑞津、陳富美等教授均前往雪梨發表論文。

十二月 「地理學研究」第十二期出刊。
「地理研究叢書」第十七期出版。
二月
三月

系友會於 2 月 3 日～ 2 月 23 日舉辦第六次美國西南部考察，由黃朝恩副
教授領隊。
「地理研究叢書」第十八號出版。
「地理研究報告」第十五期出刊。
為因應諸多課程室內實習與野外考察之需，於四月初提出比照理工科編列實
習材料費申請案送院，已獲院同意並發函報部申請。石再添主任奉教育部

四月

令，與人社指會各科委員共 12 名，於 4 月 18 日～ 5 月 5 日前往歐洲學
術考察。「地理研究叢書」第十九號出版。為配合教學研究及博士班甫成立
之需，經獲核撥有史以來第一筆大項設備費，已決議購置地理繪圖設備及自
然實驗儀器。

七十八年

六

月 「地理研究叢書」第二十號出版。
系友會於 8 月 1 日～ 8 月 27 日舉辦第七次美加考察團，由會長石再添及

八月

張瑞津二位教授領隊。蔡文彩教授赴日本進修屆滿一年，返所服務。孟靜副
教授再赴加拿大進修。鄭勝華及黃朝恩二位副教授改聘教授。林雪美助教改
聘講師。新聘 78 級結業生陳哲銘同學擔任實習助教，暫調課外活動組服務。

九月

「地理研究叢書」第二十一號出版。
業經教育部台（78）高 30402 函同意，並經本校 78 學年度實習材料費分

十月

配協商會決議，分配額提高為 77 學年度的 3.5 倍，本系所幾十年來有關實
習及野外考察費之困境終獲解決。

十二月 「地理學研究」第十三期出刊。
「地理系友會刊」第九期出刊。
三月

「地理研究報告」第十六期出刊。
陳國彥教授自 79 學年度起接任本系主任及研究所所長職務。決議自 79 學

七十九年

七月

年度起增聘吳進喜、汪明輝所友及林聖欽系友三位擔任助教。沈淑敏助教改
聘講師。

九月

「地理研究叢書」第二十二號出版。

十二月 「地理學研究」第十四期出刊。

八十年

二月

「中等教育─地理教育專刊」第 42 卷第 1 期出刊。

三月

「地理研究報告」第十七期出刊。

十月

民國 68 年夏成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系友會」
，隸屬於「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校友會」
。80 年 10 月起將組織更名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
系地友會」
。
「地友通訊」第一期正式出刊，其發行對象為全國中學地理教師，
主旨在推廣地理教育。每兩個月出刊一期。
十二月 「地理學研究」第十五期出刊。
三月
八十一年

八月
十二月
六月

「地理研究報告」第十八期出刊。
新聘徐勝一先生為教授，潘桂成先生改聘教授；吳進喜、汪明輝先生改聘講
師。
「地理學研究」第十六期出刊，此為最後一期，後歸併入「地理研究報告」，
一年出刊兩期。
「地理研究報告」第十九期出刊。
楊萬全教授接任本系主任及研究所所長職務。設置「人事行政」
、「課程研

八十二年

八月

究」
、
「學術發展」
、
「學生考選」
、
「預算管理」
、
「輔導聯誼」等六個委員會，
使得系務運作制度化。新聘周學政先生為副教授，韋煙灶先生為助教。施添
福老師與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合聘。

九月

「地理研究報告」第二十期出刊。

三月

「地理研究報告」第二十一期出刊。
設立「區域研究中心」
。

八十三年

八十四年

八月

陳國川、潘朝陽、歐陽鍾玲等三位講師改聘為副教授；新聘李錫祥先生擔任
助教。「中等教育─地理教育專刊」第 45 卷第 4 期出刊。

十月

「地理研究報告」第二十二期出刊。

二月

丘逸民先生改聘副教授。

三月

「地理研究報告」第二十三期出刊。

五月

「學位論文獎助專刊」第一號出版。

六月

「地理教育」第二十一期出刊。

八月

韋煙灶先生改聘講師；原在課外活動組服務的陳哲銘先生，調回本系擔任助
教；葉偉成先生到校擔任助教。

十一月 「地理研究報告」第二十四期出刊。
十二月 張麗蜜小姐到校擔任書記。

八十五年

三月

「地理研究叢書」第二十五號出版。

五月

「地理研究報告」第二十五期出刊。

六月

「地理教育」第二十二期出刊。

八月
九月

陳國章老師退休；蔡文彩教授接任系主任；歐陽鍾玲老師赴日本進修；楊宗
惠老師升教授；沈淑敏老師赴英進修屆滿，返系服務。
張麗蜜小姐辭職。

十一月 「地理研究報告」第二十六期出刊。
八十六年

二月

石再添老師退休；邱琡雯小姐到校擔任助教。

六月
八月

舉辦第一屆台灣地理學術研討會暨陳國章教授榮退學術研討會。
「地理教育」
第二十三期出刊。
李薰楓老師退休；歐陽鍾玲老師進修屆滿，返系服務；陳哲銘先生、林聖欽
先生改聘講師；李錫祥先生辭職；李宜梅小姐到校擔任助教。

十一月 「地理研究報告」第二十七期出刊。
十二月 陳榕榕小姐到校擔任助教；實施碩士班推薦甄選。

八十七年

五月

舉辦第二屆台灣地理學術研討會。「地理研究報告」第二十八期出刊。

六月

「地理教育」第二十四期出刊。

八月

潘桂成先生改聘教授；陳哲銘先生赴美進修；徐進鈺先生到校擔任助理教授。

十一月 「地理研究報告」第二十九期出刊。
十二月 「地友通訊」改版「地友」。

八十八年

五月

舉辦第三屆台灣地理學術研討會。「地理研究報告」第三十期出刊。

六月

「地理教育」第二十五期出刊。

七月
八月

暑期班改制為「地理系教師在職進修碩士學位班」。石再添老師、陳國章老
師改名譽教授。
楊萬全老師退休；徐勝一教授接任系主任。

十一月 「地理研究報告」第三十一期出刊。
五月
八十九年

舉辦第四屆台灣地理學術研討會暨楊萬全教授榮退紀念學術研討會。「地理
研究報告」第三十二期出刊。

六月

「地理教育」第二十六期出刊。

八月

張國楨先生到校擔任副教授。

十一月 「地理研究報告」第三十三期出刊。
一月

楊萬全老師改聘名譽教授。

二月

施添福教授轉任中研院台史所研究員。

三月

「地理研究叢書」第二十六號出版。

五月
九十年

舉辦第五屆台灣地理學術研討會暨石再添教授榮退紀念學術研討會。「地理
教育」第二十七期出刊；
「地理研究報告」第三十四期出刊。
陳國彥教授退休；潘朝陽老師改聘教授；沈淑敏老師、吳進喜老師、徐進鈺

八月

老師改聘副教授；廖學誠先生及譚鴻仁先生到校擔任助理教授；陳哲銘老師
赴美進修屆滿返系服務；林聖欽老師入伍服役兩年；葉偉成先生辭職。

十月

林炯明先生到校擔任助教。「地
理研究叢書」第二十七號出版。

十一月 「地理研究報告」第三十五期出刊。
九十一年

一月

籌設「地理資訊中心」
。

二月

陳哲銘老師改聘副教授。

三月

「地理研究叢書」第二十八號、二十九號出版。

四月

「地理研究叢書」第三十號出版。

五月
七月

舉辦第六屆台灣地理學術研討會暨陳國彥授榮退紀念學術研討會。
「地理教
育」第二十八期出刊。「地理研究報告」第三十六期出刊。
陳國川老師改聘教授；汪明輝老師改聘副教授。
黃朝恩教授接任系主任；徐進鈺副教授辭職赴台灣大學。汪明輝老師改聘副

八月

教授；學生考選委員會撤除，改制為招生委員會。第一屆地理教學碩士班畢
業。

十一月 「地理研究報告」第三十七期出刊。
十二月 陳國彥老師改聘名譽教授。

九十二年

二月

張瑞津教授退休。
「地理研究叢書」第三十一號出版。

三月

林聖欽老師退役返系服務。

五月

「地理研究報告」第三十八期出刊。

六月

「地理教育」第二十九期出刊。

八月

翁國盈副教授退休。吳鄭重先生到校擔任助理教授。

九月

舉辦第七屆台灣地理學術研討會。

十月

舉辦全球客家地域學術研討會。

十一月 「地理研究報告」第三十九期出刊。
二月

蔡文彩教授退休。
「地理研究叢書」第三十二號出版。

四月

「地理研究叢書」第三十三號出版。

五月

「地理研究報告」第四十期出刊。

九十三年
八月
十一月

任助理教授。
舉辦第八屆臺灣地理學術研討會暨第三十三屆南島史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地理研究報告」第四十一期出刊。

一月

「地理研究叢書」第三十四號出版。

二月

陳憲明教授退休。林聖欽老師改聘副教授。

五月

「地理研究」第四十二期出刊(原刊名地理研究報告，自四十二期更名)。

九十四年
八月
十一月

九十五年

鄭勝華教授退休。韋煙灶老師、廖學誠老師改聘副教授。林宗儀先生到校擔

潘朝陽教授接系主任。丘逸民老師改聘教授。陳富美副教授退休。翁叔平先
生、許嘉恩先生到校擔任助理教授。
舉辦第九屆台灣地理國際學術研討會。
「地理研究」第四十三期出刊。設置
「地理教育研究中心」
。

五月

「地理研究」第四十四期出刊。

八月

張峻嘉先生到校擔任副教授。王文誠先生到校擔任助理教授。

十月

籌設「環境監測與規劃研究中心」。

十一月
五月
九十六年

八月

舉辦第十屆臺灣地理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張瑞津教授榮退學術研討會。「地理
研究」第四十五期出刊。
「地理研究」第四十六期出刊。
陳國川教授接任系主任。蘇淑娟女士到校擔任教授。潘朝陽老師改任東亞系
合聘教授。

十一月 舉辦第十一屆台灣國際地理學術研討會。「地理研究」第四十七期出刊。
三月

與瑞典龍德大學社會與經濟地理學系簽訂合作備忘錄。

五月

「地理研究叢書」第三十五號出版。「地理研究」第四十八期出刊。
徐勝一教授退休。陳憲明老師改聘名譽教授。李素馨女士到校擔任教授。郭

九十七年

八月

乃文先生到校擔任副教授。洪致文先生到校擔任助理教授。
「地理研究叢書」
第三十六號出版(都市醫療體系的運作與空間型態的建構-以台北市為例/歐
陽鍾玲)。開辦「區域與觀光規劃學程」及「空間資訊學程」。

十一月 舉辦第十二屆台灣地理國際學術研討會。「地理研究」第四十九期出刊。
吳信政教授、潘桂成教授退休。歐陽鍾玲老師改聘教授。
「地理研究叢書」
二月

第三十七(膨風茶的地理學/譚鴻仁)、三十八號出版(廚房之舞──身體與空間
的日常生活地理學考察/吳鄭重)。

三月

九十八年

「地理研究叢書」第三十九號出版(社區林業與溪流保育──宜蘭縣大同鄉及
南澳鄉原住民社區案例分析/廖學誠)。

五月

「地理研究」第五十期出刊。

七月

林炯明先生辭職。

八月
九月
十一月
十二

廖學誠老師改聘教授。譚鴻仁老師、吳鄭重老師改聘副教授。宋冠郁小姐到
校擔任行政專員。
「地理研究叢書」第四十號出版(關係經濟地理台灣科學園區的發展、轉變
與調適/王文誠)。
舉辦第十三屆臺灣地理學術研討會暨吳信政教授榮退紀念學術研討會。「地
理研究」第五十一期出刊。
本系與德國漢堡大學地理系簽訂合作備忘錄。
林雪美老師、郭乃文老師改聘教授。王文誠老師改聘副教授。黃朝恩教授退

二月

休。
「地理研究叢書」第四十一號出版(臺灣北部王爺信仰文化的發展及其陸
域性格分析—以竹南地區為例/林聖欽)。
舉辦第十四屆臺灣地理學術研討會暨徐勝一教授榮退紀念學術研討會。舉辦

九十九年

五月

第一屆師生成果展。「地理研究」第五十二期出刊。歐陽鍾玲老師領隊亞洲
地理課程師生新加坡考察活動。

七月
八月
九月

陳榕榕小姐辭職。
「地理研究叢書」第四十二號出版。
丘逸民教授接任系主任。林聖欽老師改聘教授。王聖鐸先生到校擔任助理教
授。楊宗惠教授退休。主辦第八屆國際地理奧林匹亞競賽。
宋冠郁小姐辭職。

十月

新加坡大學 Dr. Johannes Widodo 來訪並作專題演講。

十一月 許麗蕙小姐到校擔任行政專員。「地理研究」第五十三期出刊。
二月
五月
一百年

洪致文老師改聘副教授。
舉辦第十五屆臺灣地理國際學術研討會。歐陽鍾玲老師領隊亞洲地理課程師
生新加坡考察活動。「地理研究」第五十四期出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系友會經內政部 100 年 6 月 1 日台內社字第

六月

1000107395 號函准設立，並成立籌備會。加拿大卡加立大學 Dr. Steve H.L.
Liang 來訪並作專題演講。

十一

「地理研究」第五十五期出刊。

一月

新設「國際交流推動小組」推動國際事務。

四月

許麗蕙小姐辭職。

五月
一○一年

六月
八月

唐晉堯先生到校擔任行政專員。舉辦第十六屆臺灣地理學術研討會暨師大‧
大師沙學浚教授紀念學術研討會。「地理研究」第五十六期出刊。
「地理研究叢書」第四十三號出版(中華民國百年紀念:臺灣地圖集/吳信政)。
翁叔平老師改聘副教授。促成文學院與日本筑波大學生命環境科學研究科簽
訂學術合作交流協議。

十一月 「地理研究」第五十七期出刊。
十二月 唐晉堯先生辭職。
一月

李美萱到校擔任行政幹事。

三月

韓國文化觀光研究院 Kim, kyu won 教授 3-6 月來系訪問。

四月
一○二年

五月
七月
八月

與德國漢堡大學數學、資訊與自然科學學院簽訂學術合作交流協議與學生交
換約。
舉辦第十七屆臺灣地理國際學術研討會暨黃朝恩教授榮退紀念研討會。「地
理研究」第五十八期出刊。
福建師範大學地理科學院王彬教授 102/7-103/1 月來系訪問。
歐陽鍾玲教授接任系主任。張國禎老師、吳鄭重老師改聘教授。丘逸民教授、
吳進喜副教授退休。開辦「空間資訊碩士在職專班（週末班）」。

十一月 「地理研究」第五十九期出刊。
一月
二月
一○三年

五月
八月

日本筑波大學人文綜合科學研究科教育研究所根津朋実教授來系 1-3 月來
系訪問。
洪致文老師改聘教授、林宗儀老師改聘副教授。林雪美教授退休。
舉辦第十八屆臺灣地理國際學術研討會。歐陽鍾玲老師領隊亞洲地理課程學
生新加坡境外教學。「地理研究」第六十期出刊。
韋煙灶老師改聘教授。李宗祐先生到校擔任專案助理教授。

十一月 「地理研究」第六十一期出刊。
十二月 「地理研究叢書」第四十四號出版(高中地理有效教學策略的行動研究/陳國

川)
一月

廖學誠老師帶領學生赴越南河內境外教學。
「地理研究」第六十二期出刊。歐陽鍾玲老師帶領亞洲地理課程學生赴新加

一○四年

五月

坡境外教學。舉辦第 19 屆臺灣地理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第四屆亞洲 SUSTEP
國際研討會。

七月

「地理研究叢書」第四十五號出版(2012 台灣主題地圖集/吳信政)

十一月 「地理研究」第六十三期出刊。
一月
三月

廖學誠老師帶領環境與社會課程、地理學研究法專題討論課程學生赴越南胡
志明市境外教學。
「地理研究叢書」第四十六號出版(氣候與人文－歷史氣候、鄭和航海、客
家文化/徐勝一)
舉辦第 20 屆臺灣地理國際學術研討會暨潘朝陽教授榮退致敬學術研討會。

一○五年

五月

「地理研究」第六十四期出刊。歐陽鍾玲老師帶領亞洲地理課程學生赴新加
坡境外教學。汪明輝老師借調行政院原民會任副主委(借調期：105.5.20 至
109.5.19)。

六月

新加坡國家教育研究院陳玉貞副教授來系 6-9 月來系訪問。
潘朝陽教授退休。蘇淑娟教授接任系主任。李宗祐老師改聘助理教授。歐陽

八月

鍾玲老師休假研究一年，廖學誠老師休假研究半年。福爾摩沙衛星二號影像
應用推廣中心依據師大與國研院合約啟動退場機制，結束為期十二年任務。

十一月 「地理研究」第六十五期出刊。
一月

一○六年

林宗儀老師整合地理系研究所及大學部與自然環境、區域文化及社會相關課
程學生赴印尼日惹特區境外教學。

二月

陳國川教授退休。王文誠老師改聘教授。吳鄭重老師休假研究半年。

三月

促成文學院與德國布萊梅大學地理學院簽訂學術合作交流協議。

五月
八月

舉辦第 21 屆臺灣地理國際學術研討會。
「地理研究」第六十六期出刊。王文
誠老師帶領經濟地理課程學生赴韓國濟州島境外教學。
歐陽鍾玲教授退休。林宗儀老師改聘教授。王聖鐸老師改聘副教授。郭乃文
老師休假研究半年。吳秉昇先生到校擔任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