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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友會會務 Q and A (問與答) 

(一) 我是系友還是會員 ?  

 

1. 系友  

   是指曾在本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畢業；專修科、四十學分班、第二專長
班、進修班結業的人。 

 

   自民國 38 年第一屆學士班畢業以來，我們有多少系友 ?  

根據學校提供的資料，本系自民國 38 年至 105 年，畢業的班級總共 200 班，其
中，大學部 115 班 碩班 46 班、博班 25 班及教碩 14 班，空間資訊碩士在職專
班尚無畢業班。 

   因此六十八年來，大學部畢業生約 4,900 人，研究所畢業生約 700 人，總計 

5,600 人。加上 四十學分班 自民國 76 年至 86 年共 10 屆，約 400 人，總計約
6,000 人。(當然數字中包括身份重疊的系友) 

 

 
2. 會員 

   上述系友及本系(所)現任及歷任師長，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過，並繳
納會費，即可以擁有個人會員身份。 

   依照系友會組織章程的界定，「

」
 

 

(二) 會員數達 300 人就可以發展分區代表制嗎 ? 
     

    是的。根據本會組織章程可以發展分區代表制。 
「

」 

表 1  以 2016 年 12 月 30 日各區會員人數 

畢 業 級

次 (級） 

北部地區
(新竹與宜

蘭以北） 

中部地

區 (苗、

投至雲) 

南 部 地

區（嘉南、

高屏） 

東部地

區(花、

東） 

澎 湖

地區 

金、馬

地區 

海 外

地區 

合

計 

母系師   9 位 0 1 0 0 0 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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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感謝母系非系友的師長中，目前有 10 位師長入會為會員。 

    

     目前會員僅 241 位，級別與戶籍分布如下，尚缺 59 位:  
   

    若修改成功，每年年底舉辦的會員大會將改為會員代表大會。會員代表任期三年，

其名額及選舉辦法由理事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行之。根據內政部規定，各

區會員代表(得被選為理事或監事)，本會理事名額 11 人(再內推理事長 1 人)；監事 3

人。 

**  系友入會申請書與繳費單的下載處，感謝您熱心入會 ! 
 

 (三) N 級值星年制是整合老中青系友的好傳統嗎 ? 
 

     N 級值星年制，很早就被各時期兼系友會長的母系教授們概念性的實施，N

後跟隨一個數字，指出畢業年度，例如 N6 級指的就是民國 46,56, 66, 76, 86, 96, 106

年畢業的系友。 
 

     NX 級值星年制能結老中青系友，共同合作協力傳承地理系友智慧與活動，

創造系友會持續對系友服務、系友聯誼、甚至為社會服務的機會。 
 

     譬如，早年校慶時，N 級值星班級聯絡人，聯絡一桌的同學來為母校慶生，

通常每人收餐費 1000 元，餐後剩餘的錢就當作當年系友會的會費。  
 

     到底 N 級值星年可以整合到多少班級與同學?  

如果只考慮體制內的班級，以 105 年(今年)的 N5 級為例，大學部自 45 級至 105 級，

共 13 班(因為 75~81 級是單班)，加上碩、博各一班，所以總共 15 班，每班有一 

位聯絡人，就有 15 位系友可以招呼同班同學，擔任值星年的服務志工。  
 

    我們目前是在每年年底的會員大會中，由來年值星年團隊中， 推舉一位總 

召集人，請他協助系友會推動來年的四大活動 : 春季地理實察、夏季母校校慶 

系友回娘家、秋季地理實察以及冬季的會員大會。  
 

    由於，我們在 101 年 2 月向內政部立案成為法定社團，因此，每年 10 月開始，

要由理事會編製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員工待遇表，並提到會員(或會員 

代表)大會通過，以備會計年度開始前，報內政部核備。  

 

    為了達到會員大會出席會員數能達到法定門檻數(即超過半數會員與會)， 

我們今年採取會員大會與秋季地理實察聯合舉行，前後整整忙了兩個月，才達標，

實在太不容易了! 這就是我們希望會員數達到 300 人時，改為會員代表制的原因。 

(非系友) 

41~69  46 位 8 11 0 1 1 3 70 

70~79 37 7 13 3 0 0 2 62 

80~89 17 3 13 4 3 0 1 41 

90~99 17 9 8 0 2 0 0 36 

100~105 11 6 5 0 0 0 0 22 

總  計 137 33 51 7 6 1 6 241 

http://alumni.geo.ntnu.edu.tw/news1/news.php?Sn=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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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我可不可以選理事、監事及分區的代表 ? 
 

    每位系友皆可以。但是要先入會，具備個人會員的資格，就可以被選為理事或

監事以及分區的會員代表(如果系友會明年可以轉型為分區代表制時)。 內政部規

定，各區域的會員代表也可以同時擔任理事或監事。 
 

   理事與監事的權利與義務，請看系友會的組織章程 
第十六~二十一章。 請看網址 : 
http://alumni.geo.ntnu.edu.tw/intro/super_pages.php?ID=intro1 

 

   關於分區會員代表的權利與義務，內政部規定 : 

 

(五) 我們是哪一類民間團體 ? 向什麼機關立案？ 
 

    我們系友會在 101 年向內政部申請成立民間團體時，是選擇全國規模的「社會

團體」類中的「同學校友會團體」。 

與「社會團體」有別的，尚有政治團體與職業團體等。 

 

    如果，會員們想以系友會的名義申請政府或民間計畫案，系友會的理事會將討

論，是否在組織章程中增加相關辦法。 
 

 

 

(六) 系友會有哪些訊息聯絡的平台 ? 
 

歡迎您加入系友會的各網路平台 
 

1. 系友會在母系的專屬網址是 :  

 http://alumni.geo.ntnu.edu.tw/main.php 
 

2. 系友會臉書的粉絲專頁，網址是:  

 https://www.facebook.com/ntnugeogalumni 
 

3. 系友會的 Line，目前有四個地區的群組， 

 (1)花東地區群組；   

 (2)北部地區以及澎湖、金、馬列島地區群組； 

  (3)中部地區群組；  

  (4)南部地區群組。 
 
  Line 的性質好像我們各區擁有一個客廳，系友們就像兄弟姐妹一樣，可以在

客廳分享美好的聯誼時光，一起欣賞美好的音樂、雋語、專文、照片、影片等 (當

http://alumni.geo.ntnu.edu.tw/intro/super_pages.php?ID=intro1
http://alumni.geo.ntnu.edu.tw/news3/news.php?Sn=81
http://alumni.geo.ntnu.edu.tw/main.php
https://www.facebook.com/ntnugeogalum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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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最好是我們系友自己拍攝撰寫的，就沒有版權問題)、同時也讓系友會可以在

這個客廳中，向大家報告母系以及系友會為大家做了哪些服務、以及需要您的哪些

支持 ? 我們也知道哪些敏感的問題，譬如政治、宗教及商業等議題，宜避免貼出

引發爭議。 
 
懇請利用群組ＱＲＣode, 選擇您戶籍所在地區加入，謝謝 ！ 

     

 
 
 
 
 
 

 
(七) 系友會經費狀況     
 
1. 系友會的經費來源如下:  

 

(1) 系友入會繳交的入會費 300 元以及年費每年 200 元； 

(2) 系友一次繳交 10,000 元的永久會員會費； 

(3) 系友與其親友、團體的捐款。 

    會員名單及捐款者名單，請見本刊 [附件一]。 
 
2. 經費收支的狀況，請參見系友會的網頁:  

http://alumni.geo.ntnu.edu.tw/news3/news.php?class=301 

 

   請核閱每次會議紀錄中的經費收支報導，該項資料皆已由理事會及監事會審核
通過。也請參閱會員名單、捐款單位與其捐款金額。 
 

(八) 歡迎系友捐贈學弟妹們獎學金 

    非常歡迎系友以自己的大名或親友的名義設置獎學金。 

    系友會將採取簡易程序，即每年秋季開學後，有捐贈意願的系友填妥捐贈意願

表，由系友會理事會認證後，系友將當年擬捐贈的獎學金繳到學校出納組、並將收

據影本寄到系友會，系友會即請母系公告讓學弟妹們申請此項獎學金。 

    申請名單經過母系系務相關委員會審核後，產生得獎人選，即通知出納組寄發

獎學金到學生的戶頭，系友會將向捐贈人報告受獎者名單，並於每年校慶系友回娘

家慶祝會上，促成學長姐與得獎學弟妹們相見歡。 

    此項辦法，將經過理監事會通過後，擇日公布。 
 

 

  

花東地區群組 北部地區及 
澎湖、金、馬列島組 

中部地區群組 南部地區群組 

    

http://alumni.geo.ntnu.edu.tw/news3/news.php?class=301


7 
 

 

二、系友會 105 年舉辦的大型活動紀錄 

     (與 N5 級值星年系友合作) 
 

    請直接選按檔案參看，非常精彩喔 ! 

    (我們的檔案沒有毒，請放心開啟) 

(一) 春季: 105 年花東地理實察記錄 (鄭勝華隨隊記錄) 

(二) 夏季: 105 年母校 70 週年校慶系友回娘家紀錄 (會務紀錄) 

(三) 秋季 : 105 年南部地理實察記實 (郭秋美隨隊記錄) 

(四) 105 年會員大會紀錄 (會務紀錄) 

 

 

 

 

 

三、榮譽榜 --- 系友之光  
 

(一) 發揮行政長才的系友們 

    母系的系友們都非常優秀 

，除了在教學、研究等專業工 

作上發光發熱之外，行政服務長才也備受肯定。 

    系友會與有榮焉，在此獻上祝福 ! 

容我們用畢業級別排序，恭喜目前負責各單位榮責大任的系友們。  (本表若有漏

誤，懇請系友來信指正並請提供新資料。 謝謝 ! ) 亦請參見圖 1 

 

01--63 級. 羅美娥校長 : 臺北市立西松高中校長； 

02--64 級. 段達成主任 : 臺北市私立衛理女中總務主任； 

03--66 碩. 梁國常理事主席 :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林口聯合校區合作社理事主席； 

04--67 級. 陳鸞鳳主任 : 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原新竹教育大學) 

                      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主任； 

05--68 級. 張經昆校長 : 臺南市私立慈濟高級中學校長； 

06--69 級. 吳連賞校長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校長； 

 

 

http://alumni.geo.ntnu.edu.tw/files/archive/92_6618b7dd.pdf
http://alumni.geo.ntnu.edu.tw/files/archive/93_d8f2d505.pdf
http://alumni.geo.ntnu.edu.tw/files/archive/94_fc9aa320.pdf
http://alumni.geo.ntnu.edu.tw/files/archive/95_7bca34d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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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71 級. 汪明輝副主委 : 原住民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08--71 級. 許志民校長 : 臺東縣立大武國中校長； 

09--73 級. 李玉芬院長 : 國立臺東大學人文學院院長； 

10--73 級. 沈淑敏聯合主席 : IGU 奧林匹亞委員會 co-Chair； 

11--74 級. 蘇淑娟主任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主任； 

12--76 級. 黃雯娟主任 : 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暨研究所主任； 

13--76 級. 許淑娟主任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主任； 

14--77 級. 廖俊智主任 : 南投縣南投高中圖書館主任；  

15--78 級. 林香吟校長 : 高雄市立瑞祥高級中學校長； 

16-82 級. 劉湘櫻主任 : 國立楊梅高中教務主任； 

17--82 級. 張芳梅組長 : 台東高中註冊組長； 

18--83 級. 郭莉芳校長 : 高雄市岡山區嘉興國中校長；  

19--83 級. 廖財固主任 : 臺中市立臺中一中總務主任； 

20--83 級. 莊婉瑩主任 : 國立新營高級中學教務主任； 

21--84 級. 林佩佳主任 : 臺中市立豐原高中圖書館主任； 

22--85 級. 蕭建福校長 : 連江縣立中山國中校長； 

23--86 級. 連珮瑩主任 : 國立嘉義女中教務主任；  

24--86 級. 黃彥鳴主任 : 國立新豐高中學務主任； 

25--86 級. 鄭秀蘭組長 : 高雄市中正高中實驗研究組長； 

26--87 級. 洪醒漢主任 : 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教務主任； 

27--87 級. 李佳樺組長 : 高雄市立瑞祥高中試務組長； 

28--91 級. 藍淞地校長 : 澎湖縣立鳥嶼國民中學校長 ； 

29--92 碩. 彭佳偉主任 : 臺中市立臺中一中圖書館主任； 

30--93 級. 林泰安主任 : 臺北市立建成國中教務主任以及 

                      通過 105 年臺北市國中校長候用甄選； 

31--93 級. 王伯仁主任 : 國立高雄鳳新高中教務主任；  

32--95 級. 朱尉良組長 : 宜蘭縣立國華國中註冊組長；  

33--95 級. 黃筱媚主任 : 臺北市立格致國中總務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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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發揮行政長才的系友們之服務地區示意圖 

                                 修正日期 : 2017 年 1 月 5 日 

 

 

 

(二) 專業領域金榜題名的系友們    

 

 [2016-09-22] 恭喜 本系系友 105 年高普考金榜題名 

1. 103 級: 涂仁瑋系友金榜題名普考測量製圖類科 

2. 104 碩級: 易孜臻系友金榜題名普考教育行政類科 
 
[2016-09-30] 恭喜 
   99 級: 馬詩瑜系友 金榜題名高等考試三級 都市計畫技術類科榜首。 
 
 [2016-09-30] 恭喜 
   96 級: 陳彥廷系友 雙料獎項得主  榮獲由教育部指導， 
         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主辦的 「教育部文藝創作獎」雙料獎項 : 
         1. 短篇小說特優 : 作品名稱〈散戲〉、 
         2. 戲劇劇本佳作 : 作品名稱〈過年前的禮拜三晚上 
 
 [2016-11-05] 恭喜 
  96 級: 張建維系友， 4 月 24 日 獲得臺北市第 105 學年度 語文及 
                     社會科領域特殊優良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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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17] 恭喜並感謝 
   68 級: 蔡賢才系友由法國返國，以擁有近 20 年的法國藝術解說專業證照 
                                的專業身份鼓勵學弟妹們追求專業興趣。 
 
[2016-11-15] 恭喜 

   98 級: 洪愷澤系友、93 級: 林泰安系友、84 級:劉淑美系友， 

   分別與同事們獲得由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主辦的「2016 微笑台灣創意教案」 

   的參獎與佳作獎。 
 
[2016-11-17] 恭喜 

   84 級: 李鳳華系友、78 級: 鍾美惠系友、87 級: 陳祥齡系友、 

   103 級: 李尚霖系友、95 級: 黃筱媚系友、96 級 : 戴言儒系友以及 

   91 級: 林曉玲系友等 

   於臺北市 105 年度國民中學有效教學教案設計比賽，分別榮獲特優、優勝 

   與佳作等大獎。（2016 年 11 月 16 日） 

   資料出處 :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 引自台北市立興福國中（2016-11-17)  

   http://www.hfjh.tp.edu.tw/node/111 

 

[2016-11-19]恭喜  

   臺北市建成國中教務主任 93 級林泰安系友榮獲多項榮譽 : 
   1.通過甄試，榮錄臺北市 105 學年度國民中學候用校長。 
   2.榮獲【教育部全民國防教育績優論文評選】全國佳作。 
   3.與陳敬惠、簡鴻瑩老師參加臺北市 105 年度國民中學有效教學教案設計 
     徵件比賽榮獲視覺藝術科佳作! 
   4 .與許筱筠、、張珍禎、黃元綺及劉淑美教師參加天下雜誌「2016 微笑台灣 
     創意教案」榮獲國中組佳作。 
   5.與鄭孟琳老師參加【全國法規創意教案競賽】，榮獲全國國中組佳作。 
   6.與陳敬惠老師參加【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105 年教材教案推薦徵選」】， 
     榮獲全國優選。 
 
 
 
 
(三) 行善楷模 
 
 
    系友會感謝 61 級許美雲系友自民國 101 年開始，對學部同學們 
捐贈獎學金，請見網頁:  
http://alumni.geo.ntnu.edu.tw/news1/news.php?Sn=197 

 
 

 

 

http://www.hfjh.tp.edu.tw/node/111
http://alumni.geo.ntnu.edu.tw/news1/news.php?Sn=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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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系友專訪的重要性、徵求訪談志工 

(一) 今年已接受訪談的系友 
      今年要特別感謝 :  

1. 45 級謝福生學長接受鄭勝華訪問、並在母校 70 週年校慶系 

  友回娘家慶祝會上發表專題演講，同時擲交此專文於系友 

  會網站上發表； 

2.游牧笛系友專訪了 :  104 級陳奕竹系友、102 級陳碧雯系 

  友、99 級李宛儒系友，為系友們撰述年輕系友們在發揮地 

  理專業上的傑出成就； 

3.郭秋美系友專訪在高雄地區奉獻鄉土教學的 50 級呂春塗系 

  友之重要訪談。 

  上述訪談，請見網址 : 

  http://alumni.geo.ntnu.edu.tw/news6/news.php?class=601 

這項專訪系友的工作，將是系友會持續努力的目標，請系友們共襄盛舉喔 ! 

 

 

(二) 明年預備訪談的系友、及徵求訪談志工與徵文 
 

    明年將訪問資深系友，以 40 級次及 50 級次的學長姐們為主，希望系友向 

我們提供優先訪問的人選大名、以及最適合去訪談的系友大名。 

 

    我們也非常歡迎系友們撰寫自傳、或撰寫人生某一時期或某段寶貴經驗、 

或推薦自己的著作、拍攝的影片等等，與系友們分享。 

 

    系友會有好幾個專欄是為系友們準備的，譬如 : 系友專訪、出版資訊以及 

影音專區等。請看網站 : http://alumni.geo.ntnu.edu.tw/main.php 

 

     願意當系友會專訪志工、以及有地理專書、論文與旅遊文章及影片等著作，

願意發表在系友會網站分享的系友們， 

請聯絡系友會編輯室李宜梅秘書；或聯絡鄭勝華   

e-mail : flora.s.h..cheng@gmail.com ，電話 : 0912-287-099。 

我們將提供系友專訪的相關事宜；以及與擬投稿系友們討論電子稿件的格式等問題。

感恩喔 ! 

 

http://alumni.geo.ntnu.edu.tw/news6/news.php?class=601
http://alumni.geo.ntnu.edu.tw/main.php
file:///F:/flora.s.h..chen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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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06 年將與 N6 級值星年系友合作的大型活動計畫 
      

(一) 春季 : 106 年雲南地理實察行程計畫 (最新版) 

(二) 其他活動已與 N6 級值星年系友規劃中 

     1.夏季 : 106 年慶祝母校 71 週年校慶系友回娘家 

     2.秋季 : 106 年秋季地理實察 

     3. 106 年會員大會 (或會員代表大會) 

 

六、母校校友會網站專區及校友證申請辦法 

(一) 母校校友會網站專區 

(二) 校友證申請辦法 

    建議系友們申請校友證，是很好的身份證明卡。 

 

       

七、本刊編輯室         

《臺師大地理系友會刊》105 年 12 月號 (電子版半年刊) 

主編 : 61 級系友鄭勝華、74 級系友蘇淑娟 

副編 : 李宜梅秘書、N5 級總召 75 級系友郭秋美 

       系友會各通訊平台撰稿及服務系友 : 

       99 級系友游牧笛、86 級系友鄭秀蘭等 

顧問 : 第二屆理事與監事、系友會各區域聯絡人、 

       N5 級值星年系友、 系友會全體系友與會員們。                

 

編輯室聯絡資訊 
e-mail : ntnugeo@ntnu.edu.tw 

電話 : (02) 7734-1652 

地址 : 106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1 段 162 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系友會 

 

   
 

 

 

http://alumni.geo.ntnu.edu.tw/files/archive/109_85d02535.pdf
http://www.ntnu.edu.tw/static.php?id=alumni
http://alumindb.pr.ntnu.edu.tw/apply/
file:///F:/ntnugeo@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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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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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徵稿，懇請賜稿 
   會刊編輯室  聯絡資訊 
   e-mail : ntnugeo@ntnu.edu.tw 
   電話: (02) 7734-1652   李宜梅秘書 
   地址: 106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1段162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系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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