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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系友會會務  

  (一)前期(106年夏刊)提出本會改制為分區會員代表制的構想與實施步驟  
 

      1. 構想 : 整合如下三項指標  

               因為系友會入會的會員人數已超過 300 位了，於是在理監事會通過發展 

         會員代表制。產生的原則依據內政部的規範以及本會的性質，訂出三項指標  :  

         會員級別、會員戶籍(或工作)所在地、以及值星年會員服務(一屆三 N年)。 
 

             利用 5 月 27 日當時 310 位會員的資料來分析這三項指標的意義。 
 

       (1) 依會員的級別分配，考慮代表產生的比例           

          

 

 

 

 

 

          （2）.依級別與戶籍(或工作)所在地區兩項指標來發展分區代表比例  

 
        (2) 依會員的級別與戶籍(或工作地)考慮代表產生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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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考慮每一屆分區代表與傳統值星年級(一屆三 N年)的關係 
 
                 系友會的理事與監事每三年改選一次，如果今年年底的會員大會通過改為 

         分區代表制，那麼明年(107 年)改選理事(11 位)與監事(3 位)、就由新選出來的分區 

         會員代表 30 位來票選，一起組織第三屆行政團隊。 (注意 ! 分區會員代表可兼 

         理事或監事的職務)  
 

                因為，系友會有值星年服務的傳統，也就是依照每年年度之個位數字，由 

         逢此數字畢業的系友值星參與當年的服務工作，這樣一來，每十年輪一次的服務年 

        ，前後三年畢業的系友是每屆行政工作上的值星班級(請見表 3)。因此，建議每三年 

         改選時，候選人宜以那三年值星年的會員為主，這樣才能讓值星年的會員直接參與 

         務工作，推動系友會的服務業務。 
 

                當每屆會員代表當選後，開始選舉新的理、監事時，也宜鼓勵熱心的 N8、 

         N9 及 N0 級的會員代表出來候選，若會員代表也同時是當屆的理事或監事時，在服務 

         的效率上，可能有力上加力的效果喔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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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母系非系友的會員老師們願意加入服務行列 

 

               非常感謝母系非系友的會員老師們於今年六月的邀請活動時，皆欣然同意 

        以榮聘於母系教職年度的尾數，作為值星年的年度，於是我們為老師們安排如表 4 

        的值星年表，以便老師們可以協助當年的服務工作。 
 

            表 4. 母系非系友的會員老師們之值星年表 

 
 

             我們採分區代表制之後，每位會員都是理事、監事及分區代表的候選人； 

        建議每三年選舉新代表時，理事會斟酌該屆 N級值星年制(一屆三 N年)，來安排 

        會員們的候選名單，俾便讓當屆值星年的老、壯、中、青會員們都有參與系友會 

        薪火相傳的服務與業務推動的機會。 

 

 

     2. 實施步驟 

           系友會在夏、秋季向會員說明改制構想與實施步驟，曾安排兩類型的說明會:  

        (1) 會員大會型 :  

               譬如 6 月 4 日於北區臺灣師大舉辦的大會；以及 11 月 4~5 日於南區高雄市 

           中正高中舉辦的研討大會； 

        (2) 赴各區拜訪會員辦小型說明會 :  

               譬如 10 月 23 日於中部地區；10 月 24 日於台南及高雄地區；10 月 25 日於 

           花東地區，以及以電話向離島及其他地區會員說明。感謝會員們熱情撥冗協助 

           系友會的改制工作，在此提供部分美照，請參第 6 頁。 

          說明會的工作重點： 

     (1) 準備＜改制分區會員代表制的構想與實施步驟＞這份文件，向會員及系友們詳細 

         說明改制後將有助於系友會的組織架構健全；會員人數保持在 300 位以上並不困 

         難；選舉會員代表再由代表們選舉理、監事們，這在長期運作與服務工作的協調 

         上是合理的機制。 

     (2) 請會員及系友們填寫下列問卷，以確定大家接受改制的的構想以及實施的步驟， 

         當問卷回收率超過會員半數以上時，即向內政部申請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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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友會在 11

月 5日會員大
會時，已達到
過半數的會
員同意改制
為代表制（見
右表）。        

系友會乃在
11 月 30 日備
妥所有文
件，敬送主管
機關內政部
核備。 

 
（請參網頁： 
http://alumni.ge

o.ntnu.edu.tw/ne

ws1/news. 

php?Sn=261)  

     

  赴中區及東區探訪會員作分區代表制的說明。系友們的美照欣賞（舉例）: 編號 1~4

是台中地區的林素鑾、許菊霞、鄭家韻、黃美鈴等會員；5.彰化的楊蕙禎等會員；6.

南投的廖俊智及郭秀足等會員；7.花蓮的葉曉雨、歐漢文、林立屏及徐銘鴻等會員 

    
 

   

1 2 3 4 

5 6 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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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內政部通過了本會申請改制為分區代表制 
 

             內政部已在 12 月 21 日回函通過，請見內政部函影本： 

 
        （內政部回函全文，請參見第二屆第九次理監事會議紀錄第 17 頁附件二  
          http://alumni.geo.ntnu.edu.tw/news3/news.php?Sn=292） 
  

 

        公文中說明二，指第八條及第 25 條等的變更，是將每條文中的「會員」 
     後面加上(「（會員代表）」； 
 
        公文中說明三，就是要求本會在執行各區大會代表的選舉，要將結果及 
     當選代表的名冊，依法於七日內送理事會審查通過後，函報本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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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明年(107年)改制為分區會員代表制的規畫 

 

           將提出如下規劃，經過理監事會議通過後，於在明年上半年實施。 

        完成改制後的第一屆會員代表選舉，以及由代表們選出的第三屆理監事團隊。 

              

                    

 

 

 

                                                         

  

春季某週末於五區

(北、中、南、東及

離島) 設置投開票

中心，邀請各區會員

去投票，由理事分別

出差到五區，以密封

方式拿回選舉結

果，然後在選後一至

三天內開理監事

會，完成選票合計

(有效票數要超過會

員人數一半以上)，

選出第一屆（N8、

N9 及 N0 級值星年

各 10 位) 的三十位

會員代表。 

6 月 5 日左

右慶祝校慶

系友回娘家

的「會員暨

會員代表大

會」上，由

第一屆會員

代表們票選

出第三屆理

事 11 位、監

事 3 位委

員。 

第二屆
服務經
驗的交
接期 

10 月 1 日第二屆服務

團隊期滿前，與第三屆

服務團隊、第一屆會員

代表大會聯席，召開第

二屆最後一次，第三屆

第一次的理監事會及

會員代表大會，第三屆

服務團隊的任期，將於

當天推出理事長後，開

始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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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系友會 106年經費開支狀況 
 

            每次會議紀錄中的經費收支報告，皆由理事會及監事會審核通過。 
1. 106年度經費收支報告表 (自 106年 1月 1日至 106年 12月 31日） 

        
款 

項 目 
科目 金額  說明 

   105年度結餘 362,497   

1   本會收入    

 1  入會費  27,900 3300 300 元 х93 人 

 2  

常年會費 

68,800 14900 (200 元 х341 人)+(100 元 х6 人) 
(朱惟庸先生繳交 5 年、蕭建福先生繳交 6 年、張瑋
蓁女士繳交 10 年、陳怡碩先生繳交 10 年、劉蔚之女
士繳交 12.5 年、周麗卿女士繳交 15 年、杜桂珠女士
繳交 2.5 年、黃源誠先生繳交 2.5+5 年、郭宜婷女士
繳交 2.5 年、劉寶齡女士繳交 2.5 年、郭麗惠女士繳
交 3 年、陳憲明先生繳交 5 年、蕭蓉蓉女士繳交 5 年、
林秀姬女士繳交 5 年、盧錦鳳女士繳交 5 年、吳美玲
女士繳交 5 年、朱惟庸先生繳交 5 年、陳曉玲女士繳
交 5 年、馬詩瑜女士繳交 5 年、王聖鐸先生繳交 5 年、
楊宇恩先生繳交 5 年、林秀姬女士繳交 10 年、李敏
雯女士繳交 10 年、黃彥鳴先生繳交 10 年、沈艷嬋女
士繳交 10 年)。林育如女士繳交 3 年、黃美娥女士繳
交 10 年、楊蕙禎女士繳交 2 年、林泰安先生繳交 5
年、李玉芬女士繳交 5 年、蘇怡如女士繳交 2 年、許
紫卉女士繳交 5 年、王昭雯女士繳交 3 年、盧碧芬女
士繳交 5 年、陳國川先生繳交 5 年、楊素珠女士繳交
8.5 年。 

 3  

永久會費 

137,720  郭莉芳女士補繳 7,700 元，陳碧雯女士 10,000 元，
林玉琴女士 10,000 元，李湘琪女士 10,000 元，劉淑
惠女士 10,000 元，林素鑾女士 10,020 元。林香吟女
士 10,000 元，陳永雄先生 10,000 元，李鳳華女士
10,000 元，陳國彥先生 10,000 元，陳美榕女士
10,000 元，梁國常先生 10,000 元。江美瑤女士
10,000 元。周黎英女士 10,000 元。 

 4  會員捐款 34,716 7000 蘇淑娟女士捐款 1,000 元，林素鑾女士捐款 1,000
元，周麗卿女士捐款 1,000 元，劉蔚之女士捐款 1,000
元，蘇欣慧女士捐款 2,000 元，陳士文先生(非系友)
捐款 3,416 元。梁國常先生捐款 1,000 元，郭秋美女
士及謝宜蓉先生捐款 3,000 元，沈淑敏女士捐款
10,000 元，陳國章先生捐款 1,500 元。施夙倩女士
捐款 300 元。韋煙灶先生 8,500 元。張經昆先生捐款
1,000 元。 

 5  利息 427 234 6 月 21 日利息 193 元，12 月 21 日利息 234 元 

 6  其他    

   小計 632,060   

2   本會支出    

 1  人事費    

  1 秘書工作費 12,000 6000 106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2  辦公費    

  4 旅運費    

  5 郵電費 2,675 70 1.郵費總計 1,815 元 
2.繳交會費及常年會費劃撥手續費總計 745 元(15 元

╳32 人=470 元、20 元╳19 人=380) 

 3  業務費    

  1 會議費 40,500 2640 1. 第二屆第五次理監事會議便當 100 元╳12 個= 
1,200 元 

2. 第二屆第六次理監事會議便當(120 元╳9 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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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 元 
3. 第二屆第八次理監事會議便當(100 元╳11 個) = 

1,100 元 
4. 系友回娘家上午茶敘點心 11,640 元(20 盤) 
5. 系友回娘家午餐與餐盒點心 90份總計 13,840元 
6. 系友回娘家場地費總計 9,000 元(進修推廣部 1

樓講堂 8,000 元及 B1 用餐區 1,000 元) 
7. 第二屆第三次會員大會便當(臺北場) (120 元╳22

個) 

  2     

 10  雜項支出    

   小計 55,175   

3   本期結餘 576,885   

 

 

2. 豐順學術研究工作團隊捐款---研習工作與交通補助專款 

    (自 106 年 01 月 01 日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   
類別 年 月 日 摘     要 收入 支出 餘額 

專款       105 年度結餘 65,543     

專款 106 2 9 蘇淑娟編輯工作費(2017 年春季雲南地區實察)   1,000   

專款 106 2 9 林素鑾編輯工作費(2017 年春季雲南地區實察)   1,000   

專款 106 2 9 陳怡碩編輯工作費(2017 年春季雲南地區實察)   1,000   

專款 106 2 9 張瑋蓁編輯工作費(2017 年春季雲南地區實察)   1,000   

專款 106 2 9 林素鑾編輯工作費(2017 年春季雲南地區實察)   1,000   

專款 106 2 9 鄭秀蘭編輯工作費(2017 年春季雲南地區實察)   1,000   

專款 106 2 9 周麗卿編輯工作費(2017 年春季雲南地區實察)   1,000   

專款 106 2 9 劉蔚之編輯工作費(2017 年春季雲南地區實察)   1,000   

專款 106 2 9 杜桂珠編輯工作費(2017 年春季雲南地區實察)   1,000   

專款 106 6 4 謝宜蓉老師慶祝母校 71 週年校慶咖啡美食大會演講費  1,500   

專款 106 6 4 陳國章教授慶祝母校 71 週年校慶咖啡美食大會演講費  1,500   

專款 106 6 4 梁國常副教授慶祝母校 71 週年校慶咖啡美食大會演講費  1,500   

專款 106 6 4 杜桂珠老師慶祝母校 71 週年校慶咖啡美食大會油畫展演
費及交通費 

 1,500   

專款 106 6 10 涂仁瑋先生接受專訪的編輯工作費  1,000   

專款 106 6 10 宋健豪先生接受專訪的編輯工作費  1,000   

專款 106 7 14 馬詩瑜小姐接受專訪的編輯工作費   1,000   

專款 106 7 19 王聖鐸編輯工作費(訪問宋健豪稿)   1,000   

專款 106 8 2 姚一民先生接受專訪的編輯工作費   1,000   

專款 106 8 2 周黎英編輯工作費   1,000   

專款 106 9 13 匯款手續費   60   

專款 106 9 17 呂文雅小姐接受專訪的編輯工作費   1,000   

專款 106 10 23 鄭麗君女士接受專訪的編輯工作費   1,000   

專款 106 10 23 周黎英編輯工作費   1,000   

專款 106 10 23 匯款手續費   60   

專款 106 11 4 秋季地理實察研習活動與會員大會柯宇軒老師 11/4 指導
費 2000 + 交通費 500 

  2,500    

專款 106 11 4 秋季地理實察研習活動與會員大會林宗儀老師 11/4 指導
費 2000 + 高鐵來回票金額 2,980 

  5,980    

專款 106 11 4 秋季地理實察研習活動與會員大會蘇淑娟老師 11/4 領隊
1000 +11/5 主持費 1000 

  2,000    

專款 106 11 4 秋季地理實察研習活動與會員大會韋煙灶老師 11/5 演講
費 1500 +高鐵來回票金額 2,980 

  4,480    

專款 106 11 4 秋季地理實察研習活動與會員大會謝杏子老師 11/4 陸運
組組長 1000+ 交通費 500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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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款 106 11 4 秋季地理實察研習活動與會員大會鄭秀蘭老師 11/4 海運
組組長 1000+ 交通費 500 

  1,500    

專款 106 11 4 秋季地理實察研習活動與會員大會劉淑惠老師 11/5 演講
費 1000 + 交通費 500 

  1,500    

專款 106 11 4 秋季地理實察研習活動與會員大會郭文儒老師 11/5 演講
費 1000 + 交通費 500 

  1,500    

專款 106 11 4 秋季地理實察研習活動與會員大會黃彥鳴老師 11/5 演講
費 1000 + 交通費 500 

  1,500    

專款 106 11 4 秋季地理實察研習活動與會員大會洪承鈞老師 11/5 演講
費 1000 + 台中-左營交通費 790x2 

  2,580    

專款 106 12 4 張經昆先生接受專訪的編輯工作費   1,000   

專款 106 12 22 許曉平老師 12/22 演講費 3200   3,200   

專款 106 12 22 許庭毓老師 12/22 演講費 3200   3,200   

專款 106 12 22 蘇淑娟 12/22 演講費主持費 1000   1,000   

專款 106 12 22 陳哲銘 12/22 演講費主持費 1000   1,000   

專款 106 12 22 施政豪 12/22 演講費工作費 600   600   

專款 106 12 22 12/22 演講費餐點 60 元*50 份   3,000   

          65,543 62,160 3,383 

                                 製表：李宜梅 

   
3. 豐順學術研究工作團隊捐款--- 專項活動捐款 

        中部、東部、南部説明會、秋季地理實察及會員大會開支表 (2017 年 10 及 11 月)                                     

收據序    日期       項目 數量 價格 合計 

 
01 

 
0/22 

中部地區 
印會議手冊及問卷 

 
 

 
656 

 
656 

02 10/22 禮物 : 興隆毛巾  1,872 2,528 

03 10/21        盒裝巧克力兩筆  2,305 4,833 

04 10/22        收納袋等  768 5,601 

05 10/22        包裝紙、大牛皮紙袋  717 6,318 

06 10/23        高鐵台北-台中高鐵票 350x2 700 7,018 

07 10/23        計程車(臺中-南投)  450 7,468 

 
08 

10/25 
10/23 

東部地區 
 火車票 

 
220x2 

 
440 

 
7,908 

09 10/24 禮物: 盒裝巧克力  947 8,855 

10 10/25       興隆毛巾  1,304 10,159 

11 10/24       系友會電雕鑰匙牌 100 6,500 16,659 

12 10/25 臺北-花蓮火車票   220x2 440 17,099 

13 11/3-4 
10/30 

秋季地理實察及會員大會 
加印會議手冊及問卷 

 
 

 
309 

 
17,408 

14 10/30 掛號郵寄背包禮物郵費 六大箱 1,880 19,288 

15 10/31 加買環保牛皮紙袋 33 個 20x33 1,260 20,548 

16 10/27 禮物 : 興隆毛巾 60 份  14,040 34,588 

17 11/01        加買興隆毛巾  2,088 36,676 

18 11/03 開會用文具、製名牌等  259 36,935 

19 11/04 禮物: 帳篷及羽絨睡袋  26,984 63,919 

20 11/04       摸彩禮物  6,696 70,615 

21 11/04 英雄館住宿費(減 500x6 位)  11,000 81,615 

22 11/05 11/4 遊覽車租車費  5,250 86,865 

23 11/04 高雄參訪門票  
    (全票 99x9+市民 46x6+兒童 39x2) 

891+276
+78 

1,245 88,110 

24 11/05 水果  1,600 89,710 

25 11/24 
11/23 

南部地區 
臺北-臺南-左營-臺北高鐵 

 
1,420 91,130 

26 11/22 加買禮物 : 興隆毛巾  3,690 94,820 

合計     94,820 

                                                                                製表：鄭勝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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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106年主要活動計畫與紀錄 --- 與 N6級值星年系友合作 

 

    (一) 上半年已舉辦活動的回顧 
 

         1. 春季: 106年雲南地理實察 
                感謝系友團員熱情投稿十篇，經理監事會議通過在上一期會刊中 
          成立「106年春季雲南地理實察專刊」，請見網址如下 : 

          http://alumni.geo.ntnu.edu.tw/news2/news.php?Sn=210 
 

         2. 夏季: 106年母校 71週年校慶系友回娘家紀錄 

               會議紀錄共八項，請見網址如下 :   

           http://alumni.geo.ntnu.edu.tw/news2/news.php?Sn=228  
                   

     (二) 下半年實施活動報告  

         3. 秋季 : 106年 11 月 4~5 日秋季地理實察研習活動與會員大會 

           (1) 報名計畫 : 請見網頁 
               http://alumni.geo.ntnu.edu.tw/news1/news.php?Sn=249 
 

           (2) 11月 4日高雄地區海陸景觀地理實察  紀錄 
              請見網頁 : http://alumni.geo.ntnu.edu.tw/news2/news.php?Sn=264 
 

              非常感謝  林宗儀教授主講「旗津海岸地形」  

                   柯宇軒老師主講高雄哈瑪星地區文史典故  

           感謝當天各時段活動紀錄的撰寫系友們 :   

            -  97 級洪承鈞老師系友 :  ＜高雄旗津公園海岸實察紀錄＞  

            -  86 級鄭秀蘭老師系友 :  

             ＜高雄旗津海岸及搭船至紅毛港實察活動紀錄＞  

            -  76 級謝杏子老師系友 :  ＜高雄哈瑪星地理實察紀錄＞  

           

 

 

    

http://alumni.geo.ntnu.edu.tw/news2/news.php?Sn=210
http://alumni.geo.ntnu.edu.tw/news2/news.php?Sn=228
http://alumni.geo.ntnu.edu.tw/news1/news.php?Sn=249
http://alumni.geo.ntnu.edu.tw/news2/news.php?Sn=264
http://alumni.geo.ntnu.edu.tw/files/archive/171_f7c9e451.pdf
http://alumni.geo.ntnu.edu.tw/files/archive/174_6177e775.pdf
http://alumni.geo.ntnu.edu.tw/files/archive/175_af45989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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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1月 5日地理實察專題研習活動與會員大會  紀錄 

               請見網頁 : http://alumni.geo.ntnu.edu.tw/news2/news.php?Sn=265  
               非常感謝系友們精彩的演講。  
             
            主題演講 (Keynote speech):  

            -76 級韋煙灶教授系友，演講題目 :  

             ＜地理實察理論與實施－從海峽兩岸跨界的調查與研究談起＞   

 

            國內地理實察經驗分享   林宗儀教授主持  

            -  86 級黃彥鳴老師系友  :  ＜新豐高中實察經驗分享＞  

            -  97 級洪承鈞老師系友  :  ＜地理實察經驗分享＞   

 

            國外地理實察經驗分享    蘇淑娟教授主持  

            -  71 級劉淑惠教授老師  :  

             ＜日本市原市里山訪查紀實  :  兼談千葉自然學校＞   

            -  83 級郭文儒老師系友  :   

             ＜旅行 . . .可以不一樣 -黃金國度緬甸＞   

            非常感謝撰寫全天研習及聯誼活動的紀錄  

            -  75 及郭秋美老師系友  :   

             ＜ 106-11-05-地理系系友會秋季研習活動紀錄＞   

 

             系友會敬向    

          參與盛會的系友們、  研習活動演講老師們  、   

          服務的志工系友們  、撰寫精彩紀錄的系友們   

      以及慨借會場的中正高中致上最高謝忱。  

          

  
 

            

 

http://alumni.geo.ntnu.edu.tw/news2/news.php?Sn=265%20
http://alumni.geo.ntnu.edu.tw/files/archive/176_159beb12.pdf
http://alumni.geo.ntnu.edu.tw/files/archive/177_be15a975.ppt
http://alumni.geo.ntnu.edu.tw/files/archive/178_8c6849f0.pdf
http://alumni.geo.ntnu.edu.tw/files/archive/179_1959b9b6.pdf
http://alumni.geo.ntnu.edu.tw/files/archive/180_cc0c1723.pdf
http://alumni.geo.ntnu.edu.tw/files/archive/181_94eef28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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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榮譽榜 --- 系友之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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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一) 恭喜發揮行政長才的系友們 

        01--68 級. 張經昆校長 : 臺南市私立慈濟高級中學小學部校長； 

       02--69 級. 吳連賞校長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校長； 

       03--71 級. 汪明輝副主委 : 原住民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04--71 級. 許志民校長 : 臺東縣立大武國中校長； 

       05--73 級. 李玉芬館長 : 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館長； 

       06--73 級. 沈淑敏聯合主席 : IGU 奧林匹亞委員會 co-Chair； 

       07--74 級. 蘇淑娟主任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主任； 

       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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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76 級. 許淑娟主任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主任； 

       10--77 級. 廖俊智主任 : 南投縣南投高中圖書館主任；  

       11--78 級. 林香吟校長 : 高雄市立瑞祥高級中學校長； 

       12--82 級. 劉湘櫻主任 : 國立楊梅高中學務主任； 

       13--82 級. 張芳梅組長 : 台東高中註冊組長； 

       14--83 級. 郭莉芳校長 : 高雄市岡山區嘉興國中校長；  

       15--83 級. 廖財固主任 : 臺中市立臺中一中教務主任； 

       16--84 級. 林佩佳主任 : 臺中市立豐原高中圖書館主任； 

       17--85 級. 蕭建福校長 : 連江縣立中山國中校長； 

       18--86 級. 連珮瑩主任 : 國立嘉義女中教務主任；  

       19--86 級. 黃彥鳴祕書 : 國立新豐高中校長室祕書； 

       20--86 級. 鄭秀蘭組長 : 高雄市中正高中實驗研究組長； 

       21--86 碩. 蔡清寬候用校長 : 新北市 106 年度市立國小候用校長； 

       22--86 碩. 趙永富主任 : 臺北市私立衛理女中教務主任；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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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87 級 衡寶龍主任 : 新北市立泰山高級中學教務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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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7 級. 李佳樺組長 : 高雄市立瑞祥高中試務組長； 

      26--91 級. 藍淞地校長 : 澎湖縣立鳥嶼國民中學校長； 

      27--91 級. 蔡幸蓁組長 : 國立曾文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綜高輔導組組長；   

      28--93 級. 林泰安校長 : 臺北市立古亭國中校長；           

      29--93 級. 王伯仁主任 : 國立高雄鳳新高中教務主任；  

      30--95 級. 黃筱媚主任 : 臺北市立格致國中總務主任。 

      31--96 級. 陳逸蓁組長 : 國立新豐高中訓育組長； 

      32--97 級. 洪承鈞組長 : 臺中市立龍津高級中等學校衞生組長 

      33--98 博. 葉碧華秘書長 : 台灣旅遊交流協會秘書長  

      34-100 碩. 羅崇禧校長 : 花蓮縣立鳳林國民中學校長。 

 

      (二) 恭喜系友們金榜題名於各優質中等學校的教職 ! 

         資料轉載自林聖欽教授提供於母系網站的訊息， 

         http://www.geo.ntnu.edu.tw/news/news.php?Sn=1967 

       01-105 級. 邱一系友 : 新北市立瑞芳國民中學(公費分發)；  

       02-104 級. 王怡文系友 : 連江縣立中山國民中學(已轉校)；  

       03-104 級. 徐欣慈系友 : 國立臺南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04-104 級(雙主修). 陳若璞系友 : 國立民雄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05-104 級. 宋鴻偉系友 : 桃園市立介壽國民中學(公費分發)；  

       06-103 級. 許馨文系友 : 桃園市私立復旦高級中學；  

       07-102 級. 藍振皓系友 : 高雄市立中山高級中學； 

       08-102 級. 劉臻系友 : 臺中市私立常春藤高級中學；  

       09-101 級(輔系). 林岱霓系友 : 臺北市私立薇閣雙語高級中學；  

       10-100 級. 陳孜鴻系友 : 國立北門高級中學；  

       11-100 級. 王庭軒系友 : 臺北市私立華興高級中學；  

       12-- 99 級. 呂唯鈺系友 : 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  

       13--98 級. 黃柏欽系友 : 國立蘭陽女子高級中學；  

       14--98 級. 洪愷澤系友 : 臺東縣私立育仁高級中學；  

       15--97 級. 洪承鈞系友 : 臺中市立龍津高級中學；  

       16--97 級. 鍾沛鈞系友 : 國立新竹高級中學；  

       17--96 級. 葉怡君系友 : 雲林縣私立天主教永年高級中學；  

       18--94 級. 黃靖婷系友 : 臺中市私立葳格高級中學。 

http://www.geo.ntnu.edu.tw/news/news.php?Sn=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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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恭喜在專業領域獲的榮譽或金榜題名的系友(或會員)們 (依日期序) 

    01--N3 級. 林宗儀師長會員 : 106 年 8 月榮升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教授。 

    02-- N9 級. 王聖鐸師長會員 : 106 年 8 月榮升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副教授。 

    03-- 73 級. 沈淑敏師長會員 : 率團參加國際地理學會(IGU)奧林匹亞獲二金一銀。 

              (106 年 08 月)   

    04-- 76 級. 韋煙灶師長會員 : 榮獲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第六屆傑出文獻研究獎。 

              (106 年 09 月) 

    05-- 84 級. 張珍悅系友 : 榮獲臺北市 106 學年度特殊優良教師 (106 年 09 月)。   

    06-- 99 級. 陳彥名系友 : 金榜題名於 106 年公務人員普通考試地政類科(106 年 09 月)。  

    07-- 102 級. 教碩級李科旻系友 : 榮獲 106 年度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獎勵出版文獻 

               書刊優等獎 (106 年 09 月)。 

    08-- 106 級. 陳冠儀系友 : 金榜題名於 106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地政類科 

               (106 年 09 月)。  

    09-- 64 級. 陳國川師長會員 : 榮獲服務滿 40 年資深優良教師獎(106 年 10 月)。 

    10-- 61 級. 許美雲系友 : 自 101 年開始提供助學金給母系學弟妹們 (106 年 11 月)。 

    106 年第十一屆全國高中地理科教學評量研發競賽得獎系友(106 年 12 月 

    教學評量組 

    11-- 102 碩級. 廖俊瑋系友. 及廖慶添老師桃園大溪高中，獲得第一名 

    12-- 105 級. 楊翊如系友. 臺北市立永春高中，獲得第三名 

    13--81 級. 鄭滿祝系友. 臺北市立北一女中，獲得佳作 

    14--76 級. 邱雯玲會員. 臺北市立建國高中，獲得佳作 

    素養導向學習評量組得獎  

    15--103 級, 張凱翔系友. 國立北港高中，獲得第一名 

    16--104 級. 黃鈴雅系友及 

    17--輔 104 級. 陳若璞系友、賴佩瑩老師臺北市立麗山高中，獲得第二名 

    18--102 級. 施欣妤系友. 彰化縣立彰化藝術高中，獲得佳作 

    19-- 106 級. 劉純羽會員. 國立臺南女中，獲得佳作。 

    20-- 98 級. 許曉平會員與 

    21-- 97 級. 許庭毓系友在 Wharton Business School of Business, Univ. of Pennsylvania  

              與 QS 共同主辦的世界教學創新大賽，獲得到 VR/AR 組的世界第三名。 

    22-- 102 級. 王俍方系友金榜題名 106 年高等考試 律師 (財稅法) (2017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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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系友專訪 

   (一) 今年上半年發表的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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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謝受訪人與訪問人:  

 

         【系友專訪第 6輯】: 訪問 75 級林秀姬會員。 (106 年 3 月 8 日發表) 

         【系友專訪第 7輯】: 訪問 99 級游牧笛會員。 (106 年 03 月 11 日發表)          

 

      (二) 今年下半年發表的專訪 

 

 

 
 

【系友專訪第 8輯】: 訪問 102 碩宋健豪會員。 
 
                          (106 年 07 月 20 日發表) 

 

 
 

【系友專訪第 9輯】: 訪問 93 級林泰安會員。 

 
                            (106 年 08 月 02 日發表) 

 

 

【系友專訪第 10輯】: 訪問 105 級呂文雅會員。 
 
                       (106 年 09 月 20 日發表) 

 

 
 

【系友專訪第 11輯】: 訪問 55 級鄭麗官會員。 
 
                       (106 年 11 月 02 日發表) 

 

    (三) 願意參與專訪工作的系友請看下列網頁 
 

             請進下列網頁了解「系友專訪」的稿件性質及下載相關表單  : 

           網頁 : http://alumni.geo.ntnu.edu.tw/news6/news.php?Sn=238   謝謝您 ! 

 

http://alumni.geo.ntnu.edu.tw/news6/news.php?class=601
http://alumni.geo.ntnu.edu.tw/news6/news.php?Sn=217
http://alumni.geo.ntnu.edu.tw/news6/news.php?Sn=218
http://alumni.geo.ntnu.edu.tw/news6/news.php?Sn=244
http://alumni.geo.ntnu.edu.tw/news6/news.php?Sn=246
http://alumni.geo.ntnu.edu.tw/news6/news.php?Sn=252
http://alumni.geo.ntnu.edu.tw/news6/news.php?Sn=258
http://alumni.geo.ntnu.edu.tw/news6/news.php?Sn=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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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本刊編輯室 

                

《臺師大地理系友會刊》106 年冬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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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問 : 第二屆理事與監事、系友會各區域聯絡人、 

      N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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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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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le:///F:/ntnugeo@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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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底 照片 

 

 

系友與親友們晚上歡宴於高雄市英雄館的客家餐廳。 
順鐘針方向: 右起黃彥鳴、藍振皓、朱家君、陳昭錚、吳岡旆、洪承鈞、
劉欣怡、曾郁凡、郭純瑋、王俊鑫、劉淑惠教授等系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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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說明本會改制為分區會員代表制的構想與實施步驟 

                                 106.11.05 於高雄中正高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