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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慶祝母校71週年校慶系友回娘家聚會 紀錄 
             ---「咖啡、地名及美食大會」--- 
          目           錄                                           目           錄 

時間 主題與演講人(或主持人)    檔 時間 主題與演講人(或主持人) 檔 

 
6/3及 

6/4  

一、準備工作 
 (一) 6月3日晚上及4日晨 

 (二) 杜桂珠老師畫展 

 
A 
 

 
11:00 
   ~ 
11:40 

 

(三) 「地名漫談」…… 

          陳國章老師主講 

 
D 

6/4 二、會程 12:20 (四) 會務、聯誼 、團照 E 
 

09:30 

 

(一) 迎賓、相見歡……. 

 
B 

12:20~ 

 

13:20 

~14:00 

(五)   

1. 午餐及聯誼………….. 

 

 

 F 
 

10:00 

    ~ 

11:00 

(二)   

   1.  簡式開幕 

   2.「好咖啡學堂」… 

        謝宜蓉老師主講 

   3.  品咖啡及聯誼  

 

 

C 

2.「東西方美食精髓」... 

      梁國常老師主講 

14:00 

 ~16:00 

 

(六)摸彩、聯誼、團照 

 
G 

                       (七)後記--會後感言 (系友們發抒於網路)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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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 6月3日晚上及6月4日清晨參與準備工作的志工 : 
 
N6級值星年服務志工:  
 
  106級  : 許肄亞、林子閎、林穎東、劉純羽、 
                楊泓旻等系友； 
    86級  : 鄭秀蘭(N6級副總召)系友； 
    75級  : 郭秋美系友及先生謝宜蓉校友； 

    71級  : 杜桂珠系友及先生陳立武先生； 

    66碩級 : (N6級總召)梁國常系友。 
 
 
系友會行政志工 : 鄭勝華、蘇淑娟、李宜梅。 

一、準備工作 
 (一)佈置會場 (二)聯誼禮物 (三) 咖啡及午餐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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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準備工作 : 

 
           (一)  佈置會場 



5 

母校71週年校慶前夕，莊嚴淨美的校門。 

(75級郭秋美攝) 



6 
(76級邱雯玲攝) (76級邱雯玲攝) 



7 

系友會邀請系友回娘家慶祝校慶的   會場 
      設在圖書館校區的  進修推廣學院一樓演講堂 

(61級鄭勝華攝) 



8 

會場入口大門 

(61級鄭勝華攝) 



9 

6月3日晚上及6月4日清晨， 
       志工們辛勤佈置專題演講及聯誼的會場 

(61級鄭勝華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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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到區」的佈置形式，設計好了— 

              明晨歡迎師長、系友及親友們的蒞臨 

(61級鄭勝華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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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及點心品嘗區佈置形式，設計好了。 

(75級郭秋美攝) 



12 

咖啡及點心品嘗區，佈置的形式設計好了 

(75級郭秋美攝) 



13 

專題演講會場佈置中，杜桂珠系友(左三)與夫婿
陳立武先生(左二)送油畫來，展區位置確定了。 

(75級郭秋美攝) 



14 

杜桂珠系友兩幅油畫的展區位置確定了。 

(75級郭秋美攝) 



15 

杜系友另兩幅油畫的展區位置也確定了。 

(75級郭秋美攝) 



 
杜桂珠老師的雲南印象油畫四幅介紹  
 
 1. 雪山護古鎮 :  是雲南麗江的大研古鎮及遠方的 
                                玉龍雪山。 
 2.「披星戴月」 :  三位納西族女士穿著傳統布衣、 
                        戴圓帽、披羊皮披肩，上有兩根白色 
                        背帶在胸前交叉，背後有7個白色圓 
                        形裝飾，俗稱「披星戴月」。 
 3. 恐龍爺爺 :  恐龍化石研究專家黃大一教授。 
 
 4. 幽幽束河 : 是雲南麗江古城之中重要古鎮 :大研 
                         、白沙及束河的束河古鎮景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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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雪山護古鎮        畫布·油彩 ，  72*50cm 

                                                           71級 杜桂珠繪 ，2017  17 



圖2   「披星戴月」的畫 
            畫布·油彩 ， 72*50cm， 71級 杜桂珠繪 ，2017  18 



圖3 
 

恐龍爺爺 
 
畫布·油彩 

52*44cm 

71級 杜桂珠繪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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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幽幽束河 
 

畫布·油彩 

52*44cm 

71級 杜桂珠繪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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餽贈區佈置好了: 有陳國章老師、劉清英老師、 

                                   謝宜蓉及郭秋美老師等的贈品 

(75級郭秋美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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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準備工作 :  

 
          (二)準備聯誼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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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面禮 
    打包中:  

A. 登頂(或騎腳踏車)用的小背包、 
B. 紀念71週年校慶系友回娘家的雷雕鑰匙環、 
C. 開會手冊、 
D. 75級郭秋美與謝宜蓉校友合送的袋裝咖啡豆。 

前排自左至右: 楊泓旻、劉純羽、許肄亞、鄭秀蘭、林子閎、林穎東、鄭
勝華。後排左起: 蘇淑娟、謝宜蓉。                                           (75級郭秋美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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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樣見面禮  

A.登頂(或騎腳踏車)  
     的小背包 

B.
雷 
雕 
鑰 
匙 
環 

  C. 開會手冊 

D. 75級 

郭秋美 
系友與
先生 
謝宜蓉 
校友合 
送的袋 
裝咖啡
豆。 

(61級鄭勝華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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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彩獎品的編號採隨機安排； 
                          摸彩人亦係隨機抽號。 
 
A.系友會準備獎品  :     人人有獎 !  

- 露營用品 : 營帳10個、睡袋8個、保鮮盒20組等 ； 

- 咖啡杯 : 星巴克城市紀念杯16個； 

- 母校紀念品 :  保溫杯12個、馬克杯16個； 

- 旅行用品 : 運動毛巾10條、四合一旅行插座多個； 

B.系友們贈送禮品  :  感謝謝福生系友一件、蘇淑娟系 

    友兩件、陳哲銘系友兩件、梁國常系友紅包10封。 
                                                                    (61級鄭勝華撰) 



26 

法國品牌迪卡儂(Decathlnon)「兩秒帳」(Quechua 2 seconds)的 
收放方式，請進YouTube ，有各式營帳的展演影片，譬如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Fr7yrAnOC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BrNLRTNyU8 

(61級鄭勝華攝)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Fr7yrAnOC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BrNLRTNyU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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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品牌迪卡儂(Decathlnon)「兩秒帳」(Quechua 2 seconds)的 
收放方式，請進YouTube ，有各式營帳的展演影片，譬如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Fr7yrAnOC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BrNLRTNyU8 

(61級鄭勝華攝)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Fr7yrAnOC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BrNLRTNyU8


28 (61級鄭勝華攝) 



29 (61級鄭勝華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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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級鄭勝華攝) 



31 (61級鄭勝華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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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台師大禮品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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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級鄭勝華攝) 



34 (61級鄭勝華攝) 



35 (61級鄭勝華攝) 



36 

 一、準備工作  : 

 
 (三)大師們準備咖啡與午餐美食 



(76級邱雯玲攝)) 

感謝母校美術系、設計所的謝宜蓉老師(左一)，及其
夫人地理學系75級的郭秋美系友(右二)---系友會N5級
的總召。兩位應系友會邀請，前一天就特別從高雄
開車趕來為系友們服務。感恩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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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第一場專題「好咖啡學堂」的演講人謝宜蓉老師
(右一)，粉絲團龐大，一大早的聞香隊 : 76級的邱雯玲、
劉蔚之及韋煙灶老師(自左向右)，已笑逐顏開地品咖啡 ! 

(75級郭秋美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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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老師為了這場演講，花了不少時間準備。  

(86級鄭秀蘭攝) 



N6級總召--66碩級梁國常系友，是地理學界米其林級
的美食大師， 為了宴請「回娘家」的系友們以豐盛
的午餐及下午精彩的演講。 一連好幾天都忙著準備
食材、烹調美味以及演講內容， 真是文武全才。 

40 

(84級李鳳華攝) 



  梁總召國常系友     一人親力親為的 
                                      當天美食大餐之菜牌 

41 

(61級鄭勝華攝) 



回娘家的系友們對當天豐盛的美食讚不絕口，  
希望還有機會再享口福 ! 哈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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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級鄭秀蘭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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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 謝 觀 賞 
 
                     
                       61級鄭勝華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