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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系友會 

第三屆第九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間：110年 05月 14日下午 15:00  

地點：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162號地理系十樓會議室 

主持人：理事長 - 歐陽鍾玲女士 

出席者：理事 - 陳哲銘先生、高麗珍女士、沈淑敏女士、林聖欽先生、廖學誠先生 

監事 - 陳憲明先生、譚柏雄先生 

秘書長 - 林宗儀先生  

請  假：韋煙灶先生、游牧笛先生、李明燕女士、廖財固先生、潘朝陽先生、楊貴三先生 

                               (應出席人數 15人，出席人數 9 人、請假 6人) 

 紀錄：李美萱 

（一）會議開始 

（二）主席致詞 

（三）報告事項 

（四）討論提案 

 

 

提案 1                                    提案人:系友會理事會 

案由：審定會員名冊案。 

說明：截至今日已審定通過會員人數 397名，新入會申請 2名。 

 1、審定會員資格。 

會員 

編號 
姓名 性別 現任本職 系級 會員類別 

431 洪立三 男 
臺師大地理系助理教

授 

大學部 95級、碩士

班 98級 
個人會員 

432 吳秉昇 男 
臺師大地理系助理教

授 
本系教職員工 個人會員 

  2、出會名單 

會員 

編號 
姓名 性別 系級 會員類別 說明 

      

  3、審定通過後，造具名冊報主管機關備查。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 2                                    提案人:系友會理事會 

案由：第四屆理監事候選人名單，提請討論。 

說明： 

1. 依據本會章程，本會置理事 11人、監事 3人，提請推薦候選人名單。 

2. 參考會員名單詳【附件 1】。 

決議：推薦第四屆理監事候選人名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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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陳憲明 12 陳哲銘 23 徐銘鴻 

2 譚柏雄 13 林聖欽 24 洪承鈞 

3 歐陽鍾玲 14 廖學誠 25 張瓊文 

4 高麗珍 15 林宗儀 26 洪立三 

5 林惠娟 16 游牧笛 27 吳秉昇 

6 王明雯 17 郭秋美 28 邱逸民 

7 沈淑敏 18 楊宏裕 29 李崇睿 

8 林雪美 19 藍淞地 30 李宗祐 

9 蘇淑娟 20 林泰安 31 李鳳華 

10 韋煙灶  21 衡寶龍 32 劉玲秀 

11 張峻嘉 22 陳敏雀 33 謝偉民 

 

 

提案 3                                    提案人:系友會理事會 

案由：執行本會第四屆會員代表選舉的開票事宜。 

說明： 

1. 執行程序： 

(1) 查驗票匭封條後開封 

(2) 檢查投票數及有無廢票 

(3) 唱票及記票 

(4) 主席宣布選舉結果 

(5) 選票封套後分別經由監事代表、主席簽名後由團體留存備查 

2. 本案通過後擬提 110年會員代表大會討論後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決議： 

1. 本會第四屆會員代表選舉，會員 397位，收回 216張選票，無廢票，投票率 54.4%。 

2. 選舉結果： 

編號 票數 候選人 編號 票數 候選人 編號 票數 候選人 

1 29 杜桂珠 21 33 楊美娟 41 154 廖財固 

2 148 汪明輝 22 71 劉玲秀 42 87 張珍悅 

3 25 張佩玉 23 65 李鳳華 43 73 江碧貞 

4 23 郝欣榮 24 53 陳敏雀 44 30 吳正宇 

5 41 高銘澤 25 21 李崇睿 45 34 連怡惠 

6 15 李兆玲 26 25 莊允中 46 46 彭義軒 

7 20 劉湘櫻 27 15 黃家俞 47 126 吳育臻 

8 19 張玉蓮 28 43 趙于萱 48 74 陳美鈴 

9 121 周學政 29 22 洪怡婷 49 58 宋健豪 

10 191 沈淑敏 30 69 許心寶 50 119 郭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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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4 林雪美 31 21 楊素珠 51 92 楊宏裕 

12 28 黃美娥 32 112 丘逸民 52 67 陳怡碩 

13 49 林泰安 33 30 林顯榕 53 58 許志民 

14 34 涂仁瑋 34 28 歐又華 54 40 王明志 

15 121 林宗儀 35 20 郭曉蓉 55 28 王明雯 

16 70 李宗祐 36 55 侯詠文 56 48 陳曉玲 

17 166 陳國川 37 21 陳雅琪 57 83 張瓊文 

18 178 蘇淑娟 38 98 王文誠 58 42 朱尉良 

19 34 薛淑琴(薛孝妘) 39 65 周詠真 59 80 柯佳伶 

20 29 呂淑娟 40 64 陳碧雯 60 113 藍淞地 

依得票數，當選如下： 

編號 票數 候選人 編號 票數 候選人 編號 票數 候選人 

10 191 沈淑敏 18 178 蘇淑娟 17 166 陳國川 

41 154 廖財固 2 148 汪明輝 47 126 吳育臻 

11 124 林雪美 9 121 周學政 15 121 林宗儀 

50 119 郭秋美 60 113 藍淞地 32 112 丘逸民 

38 98 王文誠 51 92 楊宏裕 42 87 張珍悅 

57 83 張瓊文 59 80 柯佳伶 48 74 陳美鈴 

43 73 江碧貞 22 71 劉玲秀 16 70 李宗祐 

30 69 許心寶 52 67 陳怡碩 23 65 李鳳華 

39 65 周詠真 40 64 陳碧雯 49 58 宋健豪 

53 58 許志民 36 55 侯詠文 24 53 陳敏雀 

候補名單如下： 

13 49 林泰安 56 48 陳曉玲 46 46 彭義軒 

28 43 趙于萱 58 42 朱尉良    

 

（五）臨時動議 

（六）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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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名單 

系級 會員區域 姓名 性別 系級 會員區域 姓名 性別 系級 會員區域 姓名 性別 

41 北區 陳國章 男 64 北區 陳國川 男 69 北區 黃學勤 女 

43 北區 陳國彥 男 65 北區 丘逸民 男 69 南區 李淑美 女 

49 北區 楊萬全 男 65 北區 楊國恩 男 69 離島地區 薛芳譽 男 

50 北區 蔡文彩 男 65 北區 何錦洪 男 69 中區 張美燕 女 

53 海外地區 何文華 男 65 北區 張秋玉 女 69 北區 吳麗雅 女 

53 北區 李思根 男 66 北區 譚柏雄 男 70 北區 高麗珍 女 

54 北區 李美枝 女 66 南區 邱娉媺(邱瀕薇) 女 70 北區 周黎英 女 

55 北區 劉清英 女 66 北區 魏秀瑛 女 70 中區 林素鑾 女 

55 北區 鄭麗官 男 66 北區 麥蕙宜 女 70 北區 林惠娟 女 

56 北區 蕭照雄 男 66 北區 羅嬌蓮 女 70 東區 歐漢文 男 

56 北區 施淳夫 男 67 北區 強秋發 男 70 北區 周文莉 女 

56 北區 黃奇鈴 男 67 北區 江麗英 女 71 南區 劉淑惠 女 

57 北區 陳憲明 男 67 南區 王春明 男 71 北區 汪明輝 男 

57 南區 余添義 男 67 北區 吳宗輝 男 71 東區 許志民 男 

57 北區 許茂雄 男 68 北區 李明燕 女 71 北區 杜桂珠 女 

57 北區 樊蕙君 女 68 南區 顏桂英 女 71 北區 張佩玉 女 

57 北區 李積忠 男 68 北區 陳瑞芬 女 71 離島地區 陳元利 男 

57 北區 陳富美 女 68 北區 江雅美 女 72 北區 李兆玲 女 

58 北區 孟靜 女 68 海外地區 蔡賢才 男 72 東區 王明雯 女 

58 北區 吳信政 男 68 南區 曾森美 女 73 北區 沈淑敏 女 

58 北區 張瑞津 女 68 東區 黃秀鳳 女 73 北區 林雪美 女 

59 北區 林美鳳 女 68 北區 賴秋燕 女 73 北區 李湘琪 女 

60 北區 楊貴三 男 68 中區 劉毓弘 男 73 北區 陳永雄 男 

60 中區 黃天來 男 68 北區 曲美琦 女 73 南區 吳育臻 女 

60 北區 歐堅壯 男 68 北區 賴國章 男 73 北區 蔡淑真 女 

60 北區 黃朝恩 男 68 南區 宋蘭儀 女 73 南區 陳美鈴 女 

61 北區 鄭勝華 女 68 南區 郭啟慧 女 73 北區 郭文珠 女 

61 北區 林玉琴 女 68 南區 郭美映 女 73 北區 林素心 女 

61 北區 徐月英 女 68 南區 陳淑香 女 73 北區 施薰貴 女 

61 離島地區 林亨華 男 68 中區 徐達蓉 女 73 北區 黃碧珠 女 

61 東區 吳美玲 女 68 中區 許菊霞 女 73 南區 黃政源 男 

61 北區 林月英 女 68 中區 賴醮蓉 女 73 海外地區 李麗君 女 

61 北區 柴素純 女 68 中區 黃美鈴 女 74 北區 蘇淑娟 女 

61 海外地區 蔡會 女 68 中區 張素燕 女 74 南區 招家文 女 

61 中區 黃源誠 男 68 南區 張經昆 男 74 南區 施夙倩 女 

61 北區 楊慧敏 女 68 南區 侯永輝 女 74 北區 盧錦鳳 女 

61 北區 朱台英 女 68 南區 陳秀櫻 女 74 北區 薛淑琴(薛孝妘) 女 

61 北區 廖美桂 女 68 南區 赫蓓玲 女 74 北區 呂淑娟 女 

61 北區 黃玉霞 女 69 北區 歐陽鍾玲 女 74 北區 陳玉芬 女 

61 南區 盧碧芬 女 69 南區 吳連賞 男 74 北區 楊美娟 女 

61 北區 沈月富 女 69 北區 徐麗明 女 74 北區 李正萍 女 

62 北區 黃奕娟 女 69 北區 吳進喜 男 74 北區 楊愛迪 女 

62 中區 周詠真 女 69 海外地區 吳學誠 男 74 東區 李玉芬 女 

62 北區 潘朝陽 男 69 北區 朱素貞 女 74 南區 黃旺昌 男 

63 中區 周國屏 男 69 北區 連明琴 女 74 北區 吳開蓮 女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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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名單 

系級 會員區域 姓名 性別 系級 會員區域 姓名 性別 系級 會員區域 姓名 性別 

74 北區 李敏雯 女 79 海外地區 丘世龍 男 86 南區 黃彥鳴 男 

74 南區 郭麗惠 女 80 北區 黃玉容 女 86 南區 郭民欣 男 

74 北區 劉玲秀 女 81 北區 郝欣榮 女 86 北區 高子珺(高惠美) 女 

75 南區 余琪蕙 女 81 南區 黃瓊慧 女 86 中區 張淑惠 女 

75 南區 郭秋美 女 82 南區 江美瑤 女 87 南區 王晴薇 女 

75 北區 劉秀燭 女 82 南區 蔡惠萍 女 87 南區 張瑋蓁 女 

75 南區 黃錦楣 女 82 北區 吳月玲 女 87 離島地區 衡寶龍 男 

75 北區 蔡玉麗 女 82 北區 劉湘櫻 女 87 離島地區 王慧筠 女 

75 北區 劉明道 男 83 南區 郭莉芳 女 87 東區 葉曉雨 女 

75 南區 楊宏裕 男 83 北區 黃美娥 女 87 北區 林秀貞 女 

75 北區 蕭蓉蓉 女 83 中區 廖財固 男 87 北區 蕭郁慧 女 

75 中區 袁靜娟 女 83 南區 江欣怡 女 87 北區 林福瑩 女 

75 中區 江碧貞 女 84 北區 李鳳華 女 88 離島地區 宋和禧 男 

75 南區 王昭雯 女 84 北區 陳敏雀 女 88 中區 尤慶堂 男 

75 北區 李怡貞 女 84 北區 劉寶齡 女 89 北區 謝雨潔 女 

75 北區 陳美雲 女 84 南區 黃美雯 女 89 南區 楊靜如 女 

75 北區 林翠珣 女 84 北區 李意文 女 89 南區 史蕙萍 女 

75 中區 許紫卉 女 84 北區 張曉菲 女 89 東區 朱惟庸 男 

75 北區 黃玉鳳 女 84 北區 劉淑美 女 90 東區 徐銘鴻 男 

75 北區 林秀姬 女 84 中區 張珍悅 女 90 南區 蕭雅羚 女 

76 北區 韋煙灶 男 84 中區 賴杏茹 女 91 北區 尤淑芳 女 

76 北區 陳美榕 女 84 中區 陳宣伊(陳婉真) 女 91 南區 蔡麗芳(蔡幸蓁) 女 

76 南區 謝杏子 女 84 中區 黃碧姿 女 91 離島地區 藍淞地 男 

76 南區 周麗卿 女 85 北區 林顯榕 女 91 離島地區 陳庭芸 女 

76 北區 邱雯玲 女 85 北區 陳玉雯 女 91 北區 魏欣儀 女 

76 北區 劉蔚之 女 85 東區 張瓊文 女 91 北區 高銘澤 男 

76 東區 黃雯娟 女 85 南區 林育如 女 91 南區 洪碧真 女 

76 北區 甄綠玉 女 85 南區 陳怡碩 男 91 中區 陳建彣 男 

76 北區 林芳蘭 女 85 南區 葉宛錡 女 92 南區 連怡惠 女 

76 北區 趙碧琴 女 85 海外地區 翁秋鳳 女 92 南區 彭義軒 男 

76 北區 蔡溫靜 女 85 離島地區 蕭建福 男 92 南區 賴鳳霙 女 

76 南區 黃郁雅 女 85 中區 楊淙雄 男 93 北區 林泰安 男 

77 北區 關則富 男 85 北區 徐秀青 女 93 北區 林丞峰 男 

77 中區 郭秀足 女 86 南區 鄭秀蘭 女 94 北區 李崇睿 男 

77 中區 廖俊智 男 86 中區 楊蕙禎 女 94 北區 莊允中 男 

77 北區 張桂瓊 女 86 北區 劉盈劭 女 94 中區 林美芳 女 

77 中區 鄭美幸 女 86 中區 林雅卿 女 94 北區 黃家俞 女 

77 中區 梁昭儀 女 86 北區 郭育致 男 95 東區 朱尉良 男 

78 北區 陳哲銘 男 86 北區 胡立諄 女 95 中區 蘇怡如 女 

78 南區 林香吟 女 86 北區 周玫誼 女 95 北區 歐又華 女 

78 北區 蔡麗玉 女 86 南區 林慧珍 女 95 北區 郭曉蓉 女 

78 南區 楊淑卿 女 86 北區 黃美傳 女 95 東區 柯佳伶 女 

78 海外地區 鐘寶珍 女 86 南區 莊富凱 男 95 南區 陳柏伶 女 

79 北區 林聖欽 男 86 北區 陳瑋鈴 女 96 南區 劉姿伶 女 

79 北區 蔡幸眉 女 86 北區 陳亭潔 女 96 北區 吳俊毅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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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名單 

系級 會員區域 姓名 性別 系級 會員區域 姓名 性別 系級 會員區域 姓名 性別 

97 中區 洪承鈞 男 102 中區 陳昭錚 女 102 博 北區 盧建成 男 

97 中區 戴佳容 女 102 南區 朱家君 女 103 博 東區 董恩慈 男 

97 北區 陳立凱 男 102 北區 王俍方 女 104 碩 中區 溫文君 女 

97 北區 潘裕黃 男 102 北區 劉子歆 女 104 碩 中區 楊宇恩 男 

97 海外地區 譚達賢 男 103 中區 施祖方 男 104 碩 南區 宋健豪 男 

97 南區 林品秀 女 103 北區 曾譯萱 女 106 碩 北區 郭勝煒 男 

97 北區 何榆 女 103 北區 涂仁瑋 男 107 博 北區 林芬郁 女 

97 中區 施雅淇 女 104 北區 趙于萱 女 66 碩 北區 梁國常 男 

97 中區 陳怡靜 女 104 北區 黃宇禎 男 69 碩 北區 鍾永村 男 

97 北區 林俞君 女 104 北區 張宇靖 女 73 碩 北區 林誠偉 男 

97 東區 李維仁 男 104 南區 王怡文 女 74 碩 北區 許心寶 女 

97 中區 鄭家韻 女 104 北區 姜維昀 女 76 碩 北區 張峻嘉 男 

97 北區 鍾沛鈞 女 104 南區 蘇偉莨 男 78 碩 北區 楊秉煌 男 

97 中區 許嘉麟 女 104 北區 林咨憶 女 81 碩 東區 王明志 男 

97 中區 曾郁凡 女 104 北區 洪怡婷 女 85 碩 北區 沈艷嬋 女 

97 中區 郭純瑋 女 105 南區 賴家宏 男 88 碩 東區 林立屏 男 

97 中區 劉欣怡 女 105 北區 唐彩惠 男 92 碩 東區 黃教維 男 

98 北區 劉郡安 女 105 南區 陳奕瑄 男 94 碩 南區 程詩瑋 男 

98 北區 王又幼 女 105 中區 江世郁 男 94 碩 北區 楊素珠 女 

98 中區 倪郁嵐 女 105 北區 侯詠文 女 94 碩 東區 陳曉玲 女 

98 北區 許曉平 男 105 北區 郭宜婷 女 95 專班 中區 吳正宇 男 

98 北區 林沛均 女 105 中區 呂文雅 女 96 專班 東區 周士堯 男 

98 東區 黃柏欽 男 105 北區 陳雅琪 女 97 教碩 北區 張程昭 男 

99 南區 賴育政 女 106 南區 劉純羽 女 97 博 北區 林炯明 男 

99 北區 黃予暄 女 106 北區 潘彥維 男 97 碩 南區 洪政耀 男 

99 中區 江紹瑜 女 106 北區 林穎東 男 98 博 北區 葉碧華 女 

99 北區 游牧笛 男 106 南區 許肄亞 女 98 碩 北區 林子又 男 

99 北區 馬詩瑜 女 106 南區 林子閎 男 99 博 北區 陳英任 女 

99 南區 黃炳蒼 男 106 南區 鄒耘瀚 男 N0 母系老師 北區 廖學誠 男 

99 中區 游智凱 男 106 南區 陳冠佑 男 N2 母系老師 北區 周學政 男 

99 北區 丁於珩 女 106 東區 倪婉婷 女 N3 母系老師 北區 林宗儀 男 

100 北區 李曄星 男 107 北區 林毓庭 女 N3 母系老師 北區 李宗祐 男 

100 中區 林肇冠 男 107 中區 吳容心 女 N5 母系老師 北區 王文誠 男 

100 南區 邱麟翔 男 107 南區 林宜容 女 N7 母系老師 北區 李素馨 女 

100 中區 孔為捷 女 107 北區 蔡承樺 男 N7 母系老師 北區 郭乃文 男 

101 北區 廖慧雅 女 107 東區 邱繼成 男 N9 母系老師 北區 王聖鐸 男 

101 中區 湯憶寧 女 107 北區 朱庭慶 男 N9 母系老師 北區 張國楨 男 

101 北區 陳聖芳 女 107 中區 林逸維 男     

102 中區 陳碧雯 女 108 北區 呂文揚 男     

102 南區 傅貝盈 女 108 北區 陳彥霖 男     

102 北區 簡銘達 男 108 北區 王唯安 男     

102 北區 趙崇軒 男 109 離島地區 卓瑩 女     

102 南區 張淑婷 女 109 北區 張淳棋 女     

102 南區 顏啟峯 男 109 北區 謝偉民 男     

102 中區 劉柏含 男 102 博 北區 張玉蓮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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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代表候選人名單 

編
號 系級 區域 候選人 編

號 系級 區域 候選人 編
號 區域 候選

人 候選人 

1 71 北區 杜桂珠 21 74 北區 楊美娟 41 83 中區 廖財固 

2 71 北區 汪明輝 22 74 北區 劉玲秀 42 84 中區 張珍悅 

3 71 北區 張佩玉 23 84 北區 李鳳華 43 75 中區 江碧貞 

4 81 北區 郝欣榮 24 84 北區 陳敏雀 44 95專
班 中區 吳正宇 

5 91 北區 高銘澤 25 94 北區 李崇睿 45 92 南區 連怡惠 

6 72 北區 李兆玲 26 94 北區 莊允中 46 92 南區 彭義軒 

7 82 北區 劉湘櫻 27 94 北區 黃家俞 47 73 南區 吳育臻 

8 102博 北區 張玉蓮 28 104 北區 趙于萱 48 73 南區 陳美鈴 

9 N2 母系
老師 

北區 周學政 29 104 北區 洪怡婷 49 104碩 南區 宋健豪 

10 73 北區 沈淑敏 30 74碩 北區 許心寶 50 75 南區 郭秋美 

11 73 北區 林雪美 31 94碩 北區 楊素珠 51 75 南區 楊宏裕 

12 83 北區 黃美娥 32 65 北區 丘逸民 52 85 南區 陳怡碩 

13 93 北區 林泰安 33 85 北區 林顯榕 53 71 東區 許志民 

14 103 北區 涂仁瑋 34 95 北區 歐又華 54 81碩 東區 王明志 

15 N3 母系
老師 

北區 林宗儀 35 95 北區 郭曉蓉 55 72 東區 王明雯 

16 N3 母系
老師 

北區 李宗祐 36 105 北區 侯詠文 56 94碩 東區 陳曉玲 

17 64 北區 陳國川 37 105 北區 陳雅琪 57 85 東區 張瓊文 

18 74 北區 蘇淑娟 38 N5 母系
老師 

北區 王文誠 58 95 東區 朱尉良 

19 74 北區 薛淑琴 
(薛孝妘) 39 62 中區 周詠真 59 95 東區 柯佳伶 

20 74 北區 呂淑娟 40 102 中區 陳碧雯 60 91 離島 藍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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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理監事候選名單 

編號 候選人 編號 候選人 
01 楊萬全 23 游牧笛 
02 李思根 24 郭秋美 
03 鄧國雄 25 楊宏裕 
04 陳憲明 26 梁國常 
05 楊貴三 27 鄭秀蘭 
06 潘朝陽 28 張桂瓊 
07 周國屏 29 林亨華 
08 譚柏雄 30 張經昆 
09 李明燕 31 林香吟 
10 歐陽鍾玲 32 郭莉芳 
11 高麗珍 33 藍淞地 
12 林惠娟 34 林泰安 
13 王明雯 35 廖財固 
14 沈淑敏 36 洪醒漢 
15 林雪美 37 衡寶龍 
16 蘇淑娟 38 陳敏雀 
17 韋煙灶  39 徐銘鴻 
18 張峻嘉 40 洪承鈞 
19 陳哲銘 41 馬詩瑜 
20 林聖欽 42 宋健豪 
21 廖學誠 43 呂文雅 
22 林宗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