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00 ~16:00 
 
 
(六)「摸彩-聯誼」 、 團照 
 
 

1 

 
得獎人 

哈哈! 
我中獎
了 ! 

請自我介紹並發表與會感言 



86級工作小組準備中。 

2 

工作小組準備中。左立者：司儀106級潘彥維系
友。 主持團隊： 86級系友，右起黃彥鳴、郭育
致、黃美傳、胡立諄及鄭秀蘭系友(坐者)。 

(61級鄭勝華攝) 



「摸彩-聯誼」節目要開始了 ! 
主持人: 86級郭育致系友(左)及黃美傳系友(右)  

向大家問好!    並介紹摸彩方式與禮品。 

3 
(84級-李鳳華攝) 



4 

 規則 : 1. 摸彩獎品的編號採隨機安排，不是最大

獎放在最後；2. 摸彩人亦隨機抽號， 由得獎人抽下
一位得獎人。3. 得獎人，請自我介紹並發表感言。 

 
A.系友會準備禮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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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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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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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1級鄭勝華攝) 



8 (61級鄭勝華攝) 



9 
(61級鄭勝華攝) 



10 (61級鄭勝華攝) 



11 
(引自台師大禮品介紹) 



12 

(61級鄭勝華攝) 



13 (61級鄭勝華攝) 



14 (61級鄭勝華攝) 



105級侯詠文系友說: 祝福大家中獎愉快 ! 

15 
(106級林穎東攝) 



主持人郭育致系友 
                  送彩券箱請資深系友開始抽獎！ 

16 

(61級鄭勝華攝) 



請資深的43級陳國彥學長為我們抽獎！ 

17 

(106級林穎東攝) 



18 

 
為方便系友們認識那天與會的 
學長姐及學弟妹們， 
 
我們將當天照片的主角， 
由資深學長姐們開始排序， 
如果讓您感覺不便， 
請包涵。 
                                                                       (61級鄭勝華撰) 



 
43級陳國彥學長，那天稍後由一位系友為他
抽中瑞典IKEA產品 Pruta 家用及露營用整理盒。 
由於，學長上午已經與系友們晤談，分享人
生經驗，所以，沒有再發表建言。 
 

19 
(106級林穎東攝) 



恭喜喔! 45級謝福生學長抽中家庭型露
營帳篷。他說 : 帶回去，孫子一定很高興。 

20 

(106級林穎東攝) 



母系林宗儀老師得獎，並協助李素馨
老師的摸彩事宜。林老師自我介紹並 
發表與會感言 ! 

21 (106級林穎東攝) 



母系李宜梅助教中獎，自我介紹並 

發表與會感言 ! 

22 

(106級林穎東攝) 



23 

55級劉清英學姐自我介紹並發表得獎感言 ! 

(75級-郭秋美攝) 



56級蕭照雄學長得獎，自我介紹 

並發表與會感言 

24 
(106級林穎東攝) 



56級施淳夫學長得獎，自我介紹 

並發表與會感言 

25 

(106級林穎東攝) 



61級柴素純系友得獎，自我介紹並 
發表與會感言 ! 

26 
(106級林穎東攝) 



61級吳美玲系友得獎，自我介紹並 
發表與會感言 

27 (106級林穎東攝) 



61級徐月英系友得獎，自我介紹並
發表與會感言 

28 
(106級林穎東攝) 



61級徐月英系友的夫婿謝國堯先生
得獎後，發表陪夫人回娘家的心情。 

29 
(106級林穎東攝) 



61級鄭勝華系友。 感謝系友們大駕光臨! 

         希望大家年年快樂地回娘家歡聚 ! 

30 



31 

66級譚柏雄系友(本屆系友會理事)自我介紹 

並發表與會感言 ! 

譚理事是主持人郭育致系友建中時期的恩師。 

(106級林穎東攝) 



66級麥蕙宜系友得獎，自我介紹並發
表與會感言 

32 
(106級林穎東攝) 



66級魏秀瑛系友得獎，自我介紹 

並發表與會感言 

(106級林穎東攝) 



66碩 梁國常系友(N6級總召)抽中家庭
型露營帳篷，發表得獎感言 ! 

34 (106級林穎東攝) 



35 

66碩梁國常系友是今年值星年N6級的總召 
 
    邀請梁系友為總召，一方面梁副教授是母系N6值
星年碩士與N0級博士彥儒、又在母校林口校區擔任
教學與行政服務；另一方面，系友會在去年理監事
會議通過，今年擬在林口校區安排兩天一夜(6月3~4
日)慶祝校慶的親子活動(註1)。 所以，系友會乃邀請
梁系友撥冗擔任N6級總召，並承其答應。 

    未料，去年年底行政院通令6月3日為補班補課日
(補5月29日端午節前的彈性放假) ，所以，系友會只好濃縮為
6月4日一天的活動，舉辦地點也改回校本部了。 

     但是，感謝梁系友，仍然一本初衷，繼續協助系
友會經營106年的相關活動，今天豐盛美味的午餐，
就是梁總召親自下廚招待大家的。在此致上衷心的
敬意與謝意 !                               系友會志工61級鄭勝華撰 
------------- 
註1 : 請參105 年10月21 日第二次理監事會議，提案四及決議 
 http://alumni.geo.ntnu.edu.tw/news3/news.php?Sn=182 

http://alumni.geo.ntnu.edu.tw/news3/news.php?Sn=182


68級李明燕系友得獎。李教授任教於彰化師
範大學地理學系，每年都回母系娘家歡聚。 

36 
(106級林穎東攝) 



69級歐陽鍾玲系友(母系前主任、系友會
本屆理事。發表祝賀感言 ! 

37 (106級林穎東攝) 



69碩級鍾永村系友得獎。鍾系友是內
政部地政司方輿科榮退的學者專家。 

38 (106級林穎東攝) 



39 

70級林惠娟系友自我介紹並分享擔任東南
科技大學圖書館主任的服務心得 ! 

(61級鄭勝華攝) 



71級張佩玉系友得獎，自我介紹
並發表與會感言 

40 (106級林穎東攝) 



71級許志民校長系友得獎了。今天中午聯誼
時間校長有發表感人的教育行政心得 ! 此外， 
午餐時間，校長的公子--- 母系109級的許皓品
學弟，有來會場與學長姐們見面歡聚。 

41 
(86級-黃彥鳴攝)- 



71級杜桂珠系友抽得大型營帳。今天在
會場展出她參加系友會今年春季舉辦赴雲
南地理實察的油畫作品 !  請大家指教 ! 

42 (106級林穎東攝) 



43 

72級王明雯系友得獎，自我介紹在臺東
大學教育學系任教，很開心回母系與師長、
同學及學弟妹們歡聚 ! 

(106級林穎東攝) 



72級李兆玲系友(左)得獎，自我介紹 

並發表與會感言 

44 
(106級林穎東攝) 



73級沈淑敏系友(系友會本屆理事)得獎，提
出對系友會發展的期望。 
這張照片中很難得，因為在倒數第三排，我
們看到98博的林秀娟系友及其愛女陳沛瑜小
姐(右)，林老師是今天第一位得獎人。 

45 
(106級林穎東攝 

林秀娟 
系友 



73級郭文珠系友得獎，自我介紹並發表與
會感言。系友會將請郭系友的介紹崑曲藝術 

46 
(106級林穎東攝) 



47 

73級陳美鈴系友得獎 ! 陳教授任教於嘉義
大學應用歷史學系(前史地學系) ，每年都回
母系娘家歡聚。 

(106級林穎東攝) 



哇 ! 74級蘇淑娟系友，母系主任暨系友會的秘
書長，得露營營帳獎，正在抽出下一位幸運者。 

48 

(106級林穎東攝) 



74級盧錦鳳系友得獎，自我介紹並發
表與會感言 

49 
(106級林穎東攝) 



兩位56級學長施淳夫及蕭照雄(背對鏡
頭者) ，向盧錦鳳系友道賀。 

50 
(106級林穎東攝) 



74級呂淑娟系友得獎，自我介紹並發表
與會感言 ! 

51 
(106級林穎東攝) 



74級楊秀娟系友得獎，自我介紹並 
發表與會感言 

52 (106級林穎東攝) 



75級郭秋美系友(N5級總召)得獎，郭系友
連續兩年都不辭辛勞地對系友會熱情服務，
系友會感恩喔 ! 

53 (106級林穎東攝) 



75級郭秋美系友的夫婿謝宜蓉老師(是母校美

術系系友)，他很高興校慶與秋美一起回娘家，
請大家喝自己烘焙的咖啡，希望大家喜歡 ! 

54 
(106級林穎東攝) 



75級林秀姬系友得獎，發表中獎感言 ! 系友
會感謝林系友曾在今年年初舉辦畫展後，接受
系友會的專訪。 

55 

(106級林穎東攝) 



75級黃玉鳳系友得獎，發表感言 !  黃系友

的千金是母系107級的優秀學妹林亮辰同學。 

56 
(86級-黃彥鳴攝) 



76級邱雯玲系友得獎，自我介紹並發表與
會感言。今年是我們N6的值星年，我們班
上今天來服務，有10位同學出席，好棒喔 ! 

57 
(106級林穎東攝) 



58 

76級甄綠玉系友(左)、林芳蘭系友先後
得獎，自我介紹並發表中獎感言 ! 

(76級-邱雯玲攝) (76級-邱雯玲攝) 



76級陳美榕系友得獎，自我介紹並發表教學
與編教科書的經驗與心得 ! 

59 (76級-邱雯玲攝) 



60 

76級 趙碧琴系友得獎，自我介紹並發表感言 ! 

(76級-邱雯玲攝) 



76級蔡溫靜系友得獎，自我介紹並 
發表與會感言 ! 

61 
(76級-邱雯玲攝) 



76級的堅強陣容為同學得獎歡呼: 左起:張慧敏、林芳蘭、
蔡溫靜、陳美榕、趙碧琴及邱雯玲系友。後排的72級系
友: 左起李兆玲、王明雯系友及王老師的公子羅丹先生
(母系國文系四年級學弟)及68碩鍾永村系友。 

62 

(75級-郭秋美攝) 



84級李鳳華系友得獎，自我介紹並發表感
言。李系友也發表會後感言於FB 及Line 的
北部群組，請看檔案H 中的轉載。 

63 
(106級林穎東攝) 



84級劉寶齡系友得獎，自我介紹並發表與會感言。
她的漂亮女兒鄭又寧(見插圖)陪媽媽回母系娘家。 

64 
(106級林穎東攝) 



85級楊淙雄系友得獎。自我介紹，前一
天就由彰化來，是專程來看師長，以及與
學長姐及弟妹們歡聚一堂 ! 

65 
(106級林穎東攝) 



86級黃彥鳴系友(左)的夫人林芝因老師
告訴大家，她以身為地理學系親友團的
一員而榮幸，非常喜歡參加地理實察活
動。獲得大家熱烈的掌聲 ! 

66 

(61級-鄭勝華攝) 



86級黃彥鳴系友得獎，妙語如珠地自我介紹
並發表與會感言，引起笑聲不斷。 

67 
(106級林穎東攝) 



86級高子珺系友得獎，自我介紹並發表中獎
感言 ! 高系友今天在會場攝製系友聯誼互動的
影片鏡頭，將來也許會放給大家欣賞。(見下頁) 

68 

(86級-黃彥鳴攝) 



69 

86級的高子珺
系友，以高倍
大型攝影機，
專業製作教學
影片。 

今天也來會場
攝製系友聯誼
互動的影片鏡
頭。 

(61級-鄭勝華攝) 



86級黃美傳系友得大獎--- 兩人型帳篷， 

發表中獎感言，很高興 ! 

70 
(86級-黃彥鳴攝) 



86級鄭秀蘭系友(N6級副總召) 得獎，自我介紹並
發表與會感言 ! 鄭系友熱情協助系友會南部Line群
組的建立與服務工作的聯繫，系友會非常感謝! 

71 
(86級-黃彥鳴攝) 



86級胡立諄系友中獎，自我介紹並發表
與會感言 

72 (106級林穎東攝) 



86級值星的服務陣容很堅強 : 左起 : 黃彥鳴、胡立
諄、鄭秀蘭、高子珺、黃美傳、郭育致系友。 

73 

(86級-黃彥鳴攝) 



 
97級林俞君系友得獎。自我介紹並發表與會感
言 ! 林系友任教於北市大同高中，系友會感謝您的
參與並希望您與其他的年輕會員成為系友會的中堅。
明年是N7年值星年，懇請有空時來服務。謝謝! 
 

74 (106級林穎東攝) 



98級王又幼系友得獎，自我介紹並發表與會
感言。王系友任教於光仁中學，系友會聽說您
與林沛均系友是同屆同學、又是同事、而且都
是系友會的會員，我們感謝您們的熱情參與。 

75 
(106級林穎東攝) 

劉寶齡系友的
愛女鄭又寧小

朋友 



98級林沛均系友得獎，自我介紹並發表與會

感言 ! 林系友也任教於光仁中學，與王又幼系
友都是系友會的會員，感謝您們、也祝福您們。 

76 
(106級林穎東攝) 



104級王怡文系友得獎，自我介紹並發表與會
感言。系友會要恭喜王系友今年教甄考取連江縣
立中山國民中學。中山國中的蕭校長是我們85級
的系友喔，請代我們向他問候。 

77 (106級林穎東攝) 



 
104級黃宇禎系友得獎，自我介紹並發表與
會感言。 黃系友目前在母系研究所修碩士學
位，已經入會為會員，系友會非常歡迎您參
加系友會舉辦的各項聯誼與服務活動。 
 

78 

(106級林穎東攝) 



105級侯詠文學妹得獎，自我介紹並發表與
會感言。侯系友目前在母系研究所修碩士學位，
已經入會為會員，系友會非常歡迎您參加系友
會舉辦的各項聯誼與服務活動。 

79 

(106級林穎東攝) 



105級郭宜婷系友得獎，自我介紹並發表與
會感言 !   郭系友已經入會為會員，系友會非常
歡迎您參加系友會舉辦的各項聯誼與服務活動。 

80 
(106級林穎東攝) 



106級潘彥維系友得獎，自我介紹並發表
與會感言。 系友會感謝 ! 潘系友今天擔任
司儀， 為大家服務。 

81 (106級林穎東攝) 



106級林子閎系友得獎，自我介紹並發表與
會感言 !   系友會感謝林系友這些日子以來，
認真準備與熱誠服務系友的愛心。 

82 

(106級林穎東攝) 



106級楊泓旻系友得獎，自我介紹並發表與
會感言。 系友會感謝 ! 楊系友昨晚與今天一
早就來會場服務師長、親友與學長姐們。 

83 (106級林穎東攝) 



106級許肄亞系友得獎，自我介紹並發表與
會感言 !系友會感謝許系友這些日子以來，
認真準備工作與熱誠服務系友的愛心。 

84 (106級林穎東攝) 



 

106級劉純羽學妹(右)得獎，自我介紹 

並發表與會感言。謝謝劉系友 ! 昨晚與今天
一早就來會場服務師長、親友與學長姐們。 

 

85 



N6級總召梁國常系友，提供1000元紅包10個，
因此今天有十位系友會得兩個獎，請看幸運
兒是誰 ? ! 

86 



75級郭秋美系友抽中1000元紅包! 

87 



55級劉清英系友抽中1000元紅包! 

88 



61級吳美玲系友抽中1000元紅包! 

89 



66碩梁國常系友自己也抽中1000元紅包! 

90 



105級侯詠文系友抽中1000元紅包! 

91 



謝宜蓉老師抽中1000元紅包! 

92 



72級王明雯系友抽中1000元紅包! 

93 



76級陳美榕系友抽中1000元紅包! 

94 



75級林秀姬系友抽中1000元紅包! 

95 



61級鄭勝華系友抽中1000元紅包! 

96 



「摸彩-聯誼」的節目主持人郭育致說:  
梁老師，紅包都圓滿送出了!   

97 



98 

106級林穎東系友 

辛苦了  !   

 

摸彩--聯誼活動的
個人照及團體照，
大部分出自林系友
的攝影，每張照片
都主題清楚， 

謝謝您  ! 

(61級-鄭勝華攝) 



99 



100 



101 

           

         謝 謝 觀 賞 
 
                     
                       61級鄭勝華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