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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系友會會務  

  (一) 選舉第一屆會員代表的法源與過程  
 

       1. 選舉的法源 

           依據本會組織章程的附件一 : ＜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系友會會員 

        代表大會代表選舉辦法＞   

        (請參網頁: http://alumni.geo.ntnu.edu.tw/intro/super_pages.php?ID=intro1) 

           本辦法依據＜全國性社會團體工作手冊＞，拾陸、社會團體會員代表 

        大會代表選舉辦法範例訂定之。 

        並於中華民國 106 年 10 月 20 日第八次理監事會議通過；中華民國 106 年 

        11 月 5 日第二屆第三次會員大會通過；以及依據 「中華民國 106 年 12 月 

        21 日內政部台內團字第 1060087105 號函」核備。 

        一、本辦法依據本會章程第十三條規定訂定之。 

        二、大會代表之產生，依下列分區以集會方式或採定點、定時之方式選舉之： 

        (一) 本會的分區 

        1.北區:會員分佈區域包括基隆市、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新竹縣、新竹市。 

        2.中區:會員分佈區域包括苗栗縣、台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 

        3.南區:會員分佈區域包括嘉義縣、嘉義市、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 

        4.東區:會員分佈區域包括宜蘭縣、花蓮縣、臺東縣。 

        5.離島區: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 

        6.海外區:臺灣地區以外的世界各地 (由當屆理事會討論，是否需要設置名額)。 

        (二)會員代表名額與候選名單產生的原則 

        1.會籍之清查，請依規定辦理並提經理事會審定會員資格。 

       2.會員名額 300 位時，每 10 位會員產生一位代表，滿 300 人以上則每 

          增加 100 位會員，增加一位代表名額。 

        3.選舉辦法由理事會擬訂，各屆候選名單是以本會傳統的值星班級輪流服務 

          為原則，名單中包括不同年級及不同區域的會員，每屆選出 10 位代表， 

          得票最高的前二位得為總召及副總召。 

        三、大會代表之任期三年，於任期屆滿前至少一個月內辦理改選，連選得 

            連任。 

        四、大會代表如喪失會員(會員代表)資格者，即喪失其大會代表資格。 

        五、分區選出之大會代表如缺額，應以後補代表遞補，若遞補後，缺額數仍 

            在該值星年總名額半數時，應行補選；經補選選出之大會代表，其任期 

            以補足原任代表遺留之任期為限。 



4 
 

        六、各區選舉大會代表日期，應於選舉日之 15 日前通知會員參加，並由本 

             會理事指定人員召集或主持之，辦理大會代表選舉之選務人員由 

             本會指定。 

        七、大會代表之選舉票，由本會印製並加蓋圖記及本會監事會指派之監事 

            印章後生效。 

        八、各區大會代表之選舉結果(或當選代表)名冊應於選舉完畢後，與相關 

             選務文件密封，由負責選務的理事與各區投票所主持人於密封口簽名， 

             由理事們送回系友會保存，，於選後七日內召開理監事會，完成票務統計 

             並公告當選名單。由系友會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九、本辦法未規定事項，悉依本會章程(本會組織章程配合修改之內容 請見 

            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系友會章程)及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本辦法經理事會通過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2. 過程的規劃與實施 
 

             依上述法源，規劃本會第一屆會員代表與第三屆理監事選舉的辦法 

        及日程(如 表 1 之步驟)。 

 

 

表 1  第一屆會員代表與第三屆理監事選舉規劃及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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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N7級值星年會員協助建立投開票所 

                感謝今年 N7 級值星年以及 N5、N6 級系友們的熱情、幹練與充分 

        合作，系友會於 4 月 22 日在五區的五所學校借用一至二間教室，設置了   

        投開票中心 : 

        - 北區投開票中心 : 在臺師大地理學系十摟會議室； 

        - 中區 : 在臺中一中一摟會議室； 

        - 南區 : 在高雄中學綜合 大樓三樓會議室； 

        - 東區 : 在花蓮女中行政大樓一樓會議室； 

        - 離島區 :設在澎湖馬公國中一樓教室。 

 

        (2) 理監事會準備每一位會員的投票通知書 

           系友會先處理好五區投開票中心的工作事宜，然後在投票日前 15 日 

   以掛號郵寄每一位會員的投票通知書，請見表 2-1~表 2-6。 

            

   

表 2-1  以掛號郵寄每一位會員的投票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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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2  投票活動的問與答 (Q and A ) 

 

   問題             簡     答 

一、 
我去哪一區的投開
票中心投票？ 
要帶選票嗎? 
要帶證明文件嗎？ 
要帶圖章嗎？ 
 

 

1. 請看您信封上自己所屬的區域，本文件第 3-4 頁有各區投開票 

  中心地點，至於您的區域之會員名單及 e-mail，請看系友會網 

  站的網頁 http://alumni.geo.ntnu.edu.tw/news3/news.php?Sn=290 

2. 去投票時，一定要帶系友會以掛號寄給您的三張選票。 

3. 最好帶身份證 或有照片的證明文件（內政部規定的）。 

4. 簽到單是用簽名的，不用帶圖章。 

 

二、有候選人的簡介 

   嗎？ 

有。已經準備在本文件的第 5 - 7頁。 

 

三、選票上要注意 

    的事。 

1. 選票保持乾淨，不能簽名；  

2. 在您選擇的候選人的名字旁之圈選欄，劃  " O "， 萬一打 

   " √ " 也會被接受，但不能用筆亂塗改； 

3. 每張選票只能選 10位，您可以先看候選人簡介，確定了人選， 

   再到選票上圈選。 

 

四、 

如果我那天沒辦法

親自去投票，怎麼

辦？ 

 

 

 

 

 

 

 

1. 請您在您的區域中找一位會出席的會員，然後將您圈選好的選 

   票密封於信封內，再填妥委託書交給那位會員簽名。他出席投 

   票時，在簽到單上您的名字旁之委託人空格上簽名，然後就可 

   以代替您將您密封的票，投入票箱中。 

2. 如果您實在找不到可以委託的人，請將密封的選票連同已簽名 

   的委託書，在 21日以前，用掛號信寄給你所屬的投開票中心 

   主持人。   譬如，中區會員寄給廖財固主任。 

 

(誠摯地希望您親自到貴區中心投票，內政部要求投票率要過半! ) 

五、 

如果我選上了， 

要做什麼準備 ? 

 

 

 

 

 

1. 如果您選上了，就成為第一屆三十位會員代表的一員。 

2. 各值星年最高票的兩位，就是當年的總召及副總召。 

3. 新代表們很快就會收到，票選系友會第三屆理事及監事們的 

   選票，請在 5 月 25 日 (星期五)之前，以回郵掛號信封寄回 

   系友會。 

4.  5 月 26 日在台師大地理學系系友會慶祝母校 72 週年校慶及 

   系友回娘家的盛會上，慎重開票，產生第三屆的理事及監事們。   

   恭喜 您們 (三十位會員代表) 以及新理監事們，將於今年 10 

   月 1 日開始，展開三年為系友們服務的薪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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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感謝熱心會員為系友會設置的五個「投開票中心 
   (為節省篇幅，本刊將原北、中、南、東及離島五表改為圖檔轉貼如下) 

 
郵件地址： 
106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62 號    臺灣
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系友會 
李宜梅秘書 道啟   電話 : 02-7734-1652 

郵件地址： 
404 台中市北區育才街 2 號 
    臺中一中  廖財固主任 道啟   
    電話： 04 2222- 6081  

 
    1. 請您帶您的三張選票(N8、N9 及 N0 級三張選票)，親自到您的投開票中心投票； 
     2. 如果無法出席，請拜託貴區會出席的會員，代為投票，因為內政部 要求每區 
        的投票率要過半；   
     3. 避免寄太多掛號信給區域「投開票中心」的主持人，增加他的困擾。 感恩 ! 

 

 

郵件地址：  

807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 50 號 

  高雄中學 陳怡碩老師道啟  

    電話：07- 286 2550 

郵件地址：  

970 花蓮縣花蓮市菁華街 2 號 

    花蓮女中 葉曉雨老師道啟   

    電話：03- 832 1202 
     

南區投開票中心 

中區投開票中心 北區投開票中心 

東區投開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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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會員:  
 
   請一定要投出您手中神聖的三
張票 !  內政部要求每區的投票
率要過半 ! 
 
 
離島區郵件地址：   
地址：880 澎湖縣馬公市 
 
馬公國中  王慧筠老師 道啟 
電話： 06-927 8110            

 

       表 2-4 臺師大地理學系系友會第一屆會員代表候選人簡介    

           (為節省篇幅，本刊將原 N8、N9、 N0 三表改為圖檔轉貼如下)       

 

離島 投開票中心 

N8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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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9 級 

N0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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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5 選票舉例 --- 以 N8級為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系友會  第一屆會員代表選舉 

     選票一：N8 級值星年選票，請圈選 10 位（注意：超出 10 位是廢票）   
      

編號 區別 級別 候選人  圈選處 

N8-01 東 68 黃秀鳳  

N8-02 東 88 碩 林立屏  

N8-03 離島 88 宋和禧  

N8-04 南 68 張經昆  

N8-05 南 68 顏桂英  

N8-06 南 68 曾森美  

N8-07 南 68 宋蘭儀  

N8-08 南 68 郭啟慧  

N8-09 南 68 郭美映  

N8-10 南 68 陳淑香  

N8-11 南 68 侯永輝  

N8-12 南 68 陳秀櫻  

N8-13 南 68 赫蓓玲  

N8-14 南 78 林香吟  

N8-15 南 78 楊淑卿  

N8-16 南 98 高銘澤  

N8-17 中 68 劉毓弘  

N8-18 中 68 徐達蓉  

N8-19 中 68 黃美鈴  

N8-20 中 68 許菊霞  

N8-21 中 68 賴醮蓉  

N8-22 中 68 張素燕  

N8-23 中 69 張美燕  

N8-24 中 98 倪郁嵐  

N8-25 北 68 李明燕  

N8-26 北 68 賴國章  

N8-27 北 68 曲美琦  

N8-28 北 68 陳瑞芬  

N8-29 北 68 江雅美  

N8-30 北 68 賴秋燕  

N8-31 北 78 陳哲銘  

N8-32 北 78 碩 楊秉煌  

N8-33 北 98 許曉平  

N8-34 北 98 王又幼  

N8-35 北 98 林沛均  

N8-36 北 98 劉郡安  

N8-37 北 98 博 葉碧華  

 

 

監事用章      

 

團體圖記 

 

     中華民國 107 年 

           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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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6  委託書   每位會員僅能接受一位會員的委託 

              委   託   書 
 

     本人因故不克出席_____________________， 
 
   茲委託本會會員___________________代表本人出席。 
 
   此致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系友會 
 
 
             委託人: __________________(簽章) 
 
 
            受委託人: _________________(簽章) 
 
                  中華民國______年______月_______日 

注意事項: 

一、每位會員代表僅能接受其他代表一人之委託。 

二、本表僅供參考，會員代表若自行開具「委託書」亦屬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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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各區投票中心選舉活動剪影        

           

    2-7-1北區 投開票中心 
         

服務北區 182 位會員的選務  
投票地點 : 臺師大地理學系十樓會議室
日期：4 月 22 日星期日 10:00 ~ 15:00 
      投票；15:00 ~ 開始開票 
衷心感謝 工作團隊的撥冗付出：   
主持人：張桂瓊老師 
發票員：鄭美幸老師 
監票員：蘇淑娟秘書長、李宜梅秘書 
唱票員：林毓庭會員、吳容心會員  
記票員：林宜蓉會員、林毓琪會員 
系友會理事：高麗珍理事 
系友會秘書長：蘇淑娟主任 

 

表一  北區的服務團隊 選務工作準備中。左起: 鄭美幸老師、李宜梅
秘書、蘇淑娟秘書長 

  
15:00 到了。整理選票，準備開票。 自左至右: 記票、監票、唱票、監票。 

  
高麗珍理事(左)與蘇淑娟秘書長在選票統計單
上簽名。 

左起: 李宜梅秘書、北區投開票中心主持人 
N7 級副總召張桂瓊老師在選票統計單上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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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中區 投開票中心      

 
服務中區 43 位會員的選務  
投票地點 : 臺中一中一樓會議室 
日期：4 月 22 日星期日  
      10:00 ~ 15:00 
     投票；15:00 ~ 開始開票 

衷心感謝 工作團隊的撥冗付出：   
主持人：廖財固主任 

發票員：袁靜娟老師 

監票員：洪承鈞老師 

唱票員：鄭家韻老師  

記票員：郭純瑋老師 

系友會理事 :陳哲銘理事 
  

表一  中區的服務團隊 中區開票中心的選舉布置 

  
左起: 97 級鄭家韻會員及戴佳容會員投票。 左起: 97 級郭純瑋會員及 63 級周國屏會員投票。 

  

104 碩級會員溫文君投票。右欄是四張委託書
的攝影備份。 

開票場景。左起: 鄭家韻老師、陳哲銘理事、廖財
固主持人、郭純瑋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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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南區 投開票中心        

服務南區 78 位會員的選務  
南區 投開票中心  工作說明   
時間 : 中華民國 107 年 4 月 22 日星期日  
10:00 ~ 15:00 投票；15:00 ~ 開始開票 
地點 : 高雄中學綜合大樓三樓 會議室 
會員資料 : 78 位會員  
衷心感謝各位的撥冗付出。 
 
系友會理事 吳連賞理事    
主持人 陳怡碩老師、發票員 張瑋蓁老師 
監票員 林育如老師、唱票員 鄭秀蘭老師 
記票員 葉宛錡老師 
鄭勝華理事由澎湖搭機來高雄取件回台北。 

 

表一  南區的服務團隊 左: 陳怡碩主持人與張瑋蓁老師(發票員)正忙著準
備選務工作。 右:105 級賴家宏很早就來投票。 

  

南區投開票中心陣容。左起: 陳玨蒨小妹妹、
張瑋蓁老師、鄭秀蘭老師、吳連賞理事、林育
如老師、葉宛錡老師及陳怡碩主持人。 

左:57 級余添義校長健康良好，親自來投票。 
右：75 級楊宏裕老師由台南來投票。 

  

開票場景。 主持人陳怡碩老師將已密封簽名的票務文件
交給鄭勝華理事帶回台北繳交系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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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東區 投開票中心 
     

服務東區 22 位會員的選務  
時間 : 中華民國 107 年 4 月 21 日星期六  
10:00 ~ 14:00 投票。14:00~14:30 開票。 
地點 : 花蓮女中 行政大樓一樓會議室 
衷心感謝各位的撥冗付出。 
 
主持人 葉曉雨老師 
發票員 張瓊文老師 
監票員吳美玲老師  
唱票員 歐漢文老師  
記票員 倪婉婷老師 
系友會理事 鄭勝華理事  

表一  東區的服務團隊 東區投開票中心，張貼出系友會郵寄去的海報。 

  

系友會聘請各區投開票中心的選務人員。左起
東區主持人葉曉雨老師及系友會鄭勝華理事。 

左起: 吳美玲老師、張瓊文老師、葉曉雨老師及 
     倪婉婷老師 

  

左起 : 歐漢文老師、吳美玲老師、葉曉雨老師。 開票程序 : N8、N9 及 N0 候選人得票狀況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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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離島區 投開票中心 
     

服務離島區 8位會員的選務  
投票地點 :  馬公國中投開票中心 
日期：4 月 22 日星期日 11:00 ~ 14:00 
   投票；14:00~14:30 開票  
 
衷心感謝 工作團隊的撥冗付出：   
主持人 王慧筠老師 
發票員 衡寶龍主任 
監票員 林亨華校長 
唱票員 陳庭芸老師 
記票員 藍淞地校長 
系友會 鄭勝華理事 

 

表一  離島區的服務團隊 右起:王慧筠系友(主持人)以及行政團隊 : 衡寶龍
系友、林亨華系友、藍淞地系友及陳庭芸系友。 

 

 

右起: 陳庭芸系友唱票、藍淞地系友記票 開票一景。 

 
 

統計 N8、N9 及 N0 候選人得票實況。 將票務密封包，交給鄭勝華理事帶回系友會。 

 



17 
 

 
 
   (二) 4月 23日產生第一屆會員代表的會議紀錄 
 

         當天的理監事會，重要的工作步驟如下: 

     1. 打開密封的五區選票包裹，統計之，產生第一屆會員代表名單； 

     2. 複審第三屆理監事候選名單，以及由會員代表通訊投票之相關事宜 

        以便在 4 月 25 日以前，將選票及回郵信封以掛號寄給 30 位會員代表， 

        在一個月內(5 月 25 日前)寄回選舉第三屆理監事的選票； 

     3. 同時，懇請理事與監事們撥冗出席在 5 月 26 日(星期六)與系友會 107 年 

        會員及會員代表大會聯合舉辦的第十一次理監事會議，俾便合法辦理當天的 

        第三屆理監事選舉開票過程，並產生選舉結果。 

 

      1. 第一屆會員代表名單於 4月 23日產生 

 

         (1) N8級當選的 10位代表及 4位候補代表 

 

表 1 N8 級當選代表及候補代表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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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N9級當選的 10位代表及 3位候補代表 

 

表 2   N9 級當選代表及候補代表名單 

 

 

       (2) N0級當選的 10位代表及 3位候補代表 

 

表 3  N0 級當選代表及候補代表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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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第三屆理監事名單於 5月 26日由第一屆會員代表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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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制後的兩項選舉，到今天(5月 26日)已大功告成 ! 

接下去是在 9 月 29 日開聯席會議，產生常務理、監

事、理事長與秘書長等在服務上的職權分工。 

 

 

 

       (四)系友會 107年上半年經費開支狀況 
 

          因為第二屆理監事會的任期只到今年的 10 月 1 日。  

         所以，上半年的經費將延到 9 月 29 日開聯席會議時， 

         經費開支單將由 1 月 1 日到 9 月 29 日完整清結。 

         年度資料總結，將在《系友會刊》107 年冬刊 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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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107年上半年與 N7級值星年合作的歡慶活動與紀錄 

   (一) 107年 5月 26日母校 72週年校慶系友回娘家及 

        會員(暨會員代表)大會 以及第三屆理監事選舉活動 

 

          精彩節目的演講稿、照片及紀錄，請看 網頁 : 
 

          http://alumni.geo.ntnu.edu.tw/news2/news.php?Sn=298 
 

            目錄 :  

            (1) 57 級陳憲明系友  演講  題目: ＜漫談魚食文化＞ 

            (2) 95 級洪立三系友  演講  題目: ＜我的美國留學生活經驗＞ 

            (3) 78 級陳哲銘系友及 107 級蔡承樺系友主持空拍飛機研習活動 

            (4) 全體與會者參與第三屆理監事選舉開票活動。 

                (由第二屆理監事負責選務工作) 

            慶祝活動 : 慶祝第一屆會員代表及第三屆理監事們當選 

            (5) 65 級張秋玉系友領導「NH 愛舞團」表演精彩舞蹈 

            (6) 71 級杜桂珠系友指導藝術汽球玫瑰花製作 

            (7) 相見歡時間 :頒發新當選的會員代表證書及摸彩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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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107年 5月 27日春季地理實察 

 

         邀請 楊貴三教授指導 春季地理實察活動： 
         題目 ＜山腳斷層與台北盆地、古新店溪之關係＞ 
 

           實察手冊與精彩紀錄，請參網頁 :  

            http://alumni.geo.ntnu.edu.tw/news2/news.php?Sn=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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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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59 級  陳其南院長 : 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 

       02--68 級. 張經昆校長 : 臺南市私立慈濟高級中學小學部校長； 

       03--69 級. 吳連賞校長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校長； 

       04--71 級. 汪明輝副主委 : 原住民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05--71 級. 許志民校長 : 臺東縣立大武國中校長； 

       06--73 級. 李玉芬館長 : 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館長； 

       07--73 級. 沈淑敏聯合主席 : IGU 奧林匹亞委員會 co-Chair； 

       08--74 級. 蘇淑娟主任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主任； 

       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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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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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6 級. 許淑娟主任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主任； 

       11--77 級. 廖俊智主任 : 南投縣南投高中圖書館主任；  

       12--78 級. 林香吟校長 : 高雄市立女子高級中學校長； 

       13--82 級. 劉湘櫻主任 : 國立楊梅高中學務主任； 

       14--82 級. 張芳梅組長 : 台東高中註冊組長； 

       15--83 級. 郭莉芳校長 : 高雄市岡山區嘉興國中校長；  

       16--83 級. 廖財固主任 : 臺中市立臺中一中教務主任； 

       17--84 級. 林佩佳主任 : 臺中市立豐原高中圖書館主任； 

       18--85 級. 蕭建福校長 : 連江縣立中山國中校長； 

       19--85 級. 徐秀青校長 : 臺中市立大華國中校長； 

       20--86 級. 連珮瑩主任 : 國立嘉義女中教務主任；  

       21--86 級. 黃彥鳴祕書 : 國立新豐高中校長室祕書； 

       22--86 級. 鄭秀蘭組長 : 高雄市中正高中實驗研究組長； 

       23--86 碩. 蔡清寬候用校長 : 新北市 106 年度市立國小候用校長； 

       24--86 碩. 趙永富主任 : 臺北市私立衛理女中教務主任；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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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87 級 衡寶龍主任 : 新北市立泰山高級中學教務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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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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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3 級. 林泰安校長 : 臺北市立古亭國中校長；           

       31--93 級. 王伯仁主任 : 國立高雄鳳新高中教務主任；  

       32--95 級. 黃筱媚主任 : 臺北市立格致國中總務主任。 

       33--96 級. 陳逸蓁組長 : 國立新豐高中訓育組長； 

       34--97 級. 洪承鈞組長 : 臺中市立龍津高級中等學校衞生組長 

       35--98 博. 葉碧華秘書長 : 台灣旅遊交流協會秘書長  

       36-100 碩. 羅崇禧校長 : 花蓮縣立鳳林國民中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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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恭喜系友們金榜題名於各優質中等學校的教職 ! 

      01-106 級 李佳儒系友: 宜蘭縣私立中道高級中學  

      02-104 級 陳君綺系友: 臺中市立龍津高級中學  

      03-103 級 譚宏孝系友: 國立鳳新高級中學  

      04-101 級 廖慧雅系友: 新北市立雙溪高級中學  

      05-101 級 湯憶寧系友: 臺北市立永春高級中學  

      06- 99 級 碩 105 呂唯鈺系友: 新北市立板橋高級中學  

      07- 99 級 碩 103 王瑋臻系友: 臺南市立大灣高級中學  

      08-98 級 李孟茵系友: 國立斗六高級中學 

      09-96 級 張建維系友: 臺南市私立德光高級中學  

      (轉載自榮譽榜張貼人：林聖欽老師，2018-06-18 

      資料出處: http://www.geo.ntnu.edu.tw/news/news.php?Sn=2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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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 級 許嘉恩師長會員榮獲 106 學年度優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良導師 

      02-78 碩級 廖振順老師(任教於萬芳高中)榮獲第六屆星雲教育獎-「典範教師獎」 

      03- 102 碩級 宋健豪系友金榜題名於 107 年公務人員高考三級測量製圖類科 

      04-107 碩級 洪翎嘉系友金榜題名於 107 年公務人員高考三級測量製圖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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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系友專訪 

 

   (一) 今年發表的專訪 

        非常感謝接受專訪的系友，以及熱心為系友會從事專訪工作的系友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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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友專訪第 12輯】: 訪問 44 級張廣成系友。 
 
                            (107 年 02 月 25 日 

                                   鄭勝華系友發表) 

 

 
 

【系友專訪第 14輯】: 訪問 99 級馬詩瑜系友。 

 
                               (106 年 03 月 13 日 

                                    鄭勝華系友發表) 

 

 

【系友專訪第 15輯】: 訪問 78 級林香吟系友。 
 
                          (106 年 08 月 26 日 

                                    鄭秀蘭系友發表)) 

 

 
 

【系友專訪第 16輯】: 訪問 102 級王俍方系友。 
 
                          (106 年 09 月 12 日 

                                    鄭勝華系友發表) 

 

 

【系友專訪第 17輯】: 訪問 94 級莊允中系友。 
 
                          (106 年 10 月 01 日 

                                    鄭勝華系友發表) 

 

    (二) 願意參與專訪工作或願意自撰生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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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
http://alumni.geo.ntnu.edu.tw/news6/news.php?Sn=287
http://alumni.geo.ntnu.edu.tw/news6/news.php?Sn=315
http://alumni.geo.ntnu.edu.tw/news6/news.php?Sn=318
http://alumni.geo.ntnu.edu.tw/news6/news.php?Sn=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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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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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