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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6月 1 日慶祝母校 97 週年校慶系友回娘家 

第六排 :洪偉豪、李崇睿、林立屏、鄭美幸、李怡貞、郭文珠、游智凱、徐麗明、葉碧華  
第五排 :王聖鐸、林俞君、林毓庭、柯艷雅、陳昭錚、徐達蓉、楊淑卿、黃玉容  
第四排 :李鳳華、洪承鈞、林玉琴、鄭勝華、歐漢文、黃家俞、王唯安、李曄星、陳彥霖   
第三排 :何錦洪、譚柏雄、陳憲明、江麗英、吳宗輝、高麗珍、林惠娟  
第二排 :韋煙灶、樊蕙君、楊貴三、張瑞津、吳益欽、吳信政  
第一排 :陳哲銘、張宇靖、趙于萱、馬詩瑜、蘇淑娟、歐陽鍾玲  
 

(游牧笛攝) 108年慶祝母校 97週年校慶系友回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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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友會會務  

 

(一) 03月 08日第三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與 06月 01日第三

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 

1-1 108年全年常態性的服務項目 

1-2 108年舉辦的活動 

108 年 4 月 28 日協助「社會法人臺北市放心窩社會互助協會」辦理中、小學生假日

野外實察活動 

108 年 5 月 1 日職涯座談會(與系學會、地理系合辦) 

108 年 6 月 1 日系友回娘家活動 

108 年 10 月中部地區地理實察活動 

 

1-3 108年會議召開 

108 年 3 月 8 日舉辦第三屆第三次理監事會議 

108 年 6 月 1 日第三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 

108 年 10 月 18或 25 日舉辦第三屆第四次理監事會議

(1) 系友會會務報告 (2) 教學資源分享 (3) 就業資訊分享 

(4) 進修資訊分享 (5) 地理新知報導 (6) 地理實察活動與心得分享 

(7) 母系情-系友緣 (8)系友專訪 (9) 榮譽榜 

(10)出版資訊 (11) 母系相關資訊轉

載 

 

隨時發佈在系有會三大網路平台：  

1.各區域的 line 的群組； 

2.系友會網站  

3. FB 粉絲專業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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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8年上半年與N8級值星年合作的活動與紀錄 
 
 (一) 4 月 28 日放心窩淡水尋寶活動  

 

高麗珍理事籌備規劃 4 月 28 日放心窩淡水尋寶活動，及以下志工系友：葉偉成系友、

李曄星系友、黃潔系友、李崇睿系友、黃士訪系友、丁於珩系友、蔡怡玟系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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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5月 1 日職涯座談會 

 

陳哲銘常務理事(N8 級值星年總召)籌備規劃地理系、系學會、系友會合辦之職涯探

索活動，講者與講題方向如下： 

  洪立三：美國地理相關研究所的介紹與畢業生出路之簡介 

  許嘉麟：法式美食 vs. 台式早餐：留歐及中研院經驗分享 

  馬詩瑜：公務員之職涯觀察－興起地理潮流之土地規劃業界 

  林子又：GIS、軟體 ＠ 職涯抉擇 

  黃品維：從教職到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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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6月 1 日系友回娘家活動 

2019 年系友回娘家暨第三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活動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演講/演出人 備註 

09:00~09:30 報到 

09:30~09:45 開幕 歐陽鍾玲理事長  

09:45~10:30 演講：臺灣與新加

坡的文化異同 

母系新聘教師 

吳秉昇助理教授 

演講 PPT 

10:30~10:40 貴賓致詞 母校文學院陳秋蘭

院長 

 

10:40~11:00 休息/茶點 

11:00~11:20 口琴演奏 103 級系友林穎知  

11:20~11:50 海外地理教學與

服務學習 

98 級系友洪偉豪  

11:50~12:00 大合照   

12:00~14:00 午餐/會員代表大

會/摸彩 

  

14:00~18:00 和美山生態導覽 

搭百年新店渡船 

78 級系友陳哲銘 

臺灣自然科技學會

講師 

因大雨，取消活動 

18:00~ 合照後賦歸  

活動日期：108 年 6 月 1 日(星期六） 

活動地點：校本部文學院 B1 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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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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83 級. 廖財固系友: 國立臺南一中校長；  

       02-69 級. 吳連賞系友: 續任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高師大校長； 

       03-74 級. 蘇淑娟系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副總務長； 

       04-98 級博班. 莊永忠系友: 逢甲大學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系主任； 

       05- 86 級. 黃彥鳴系友: 國立新豐高中的教務主任； 

              

 (二) 恭喜系友們金榜題名於各優質中等學校的教職 ! 

01-104級 黃鈴雅系友: 臺北市立麗山高級中學；  

02-104級 陳俊安系友: 新北市立正德國中賢孝校區；  

03-103級 魏黛翊系友: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  

04-102級 劉臻系友: 桃園市立新屋高級中學；  

05-100級 邱麟翔系友: 臺中市私立弘文高級中學；  

06-99 級  陳怡婷系友: 新竹市私立曙光女子高級中學；  

07-98 級 鄭安呈系友: 臺北市立民族實驗學校；  

08-95 級 林函諭系友: 臺北市立明倫高級中學  

09-108教碩 周怡伶系友: 臺北市立景興國中；  

10-105碩 柳茜文系友: 國立斗六高級中學；  

11-104碩 姚佳瑩系友: 高雄市立女子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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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7 碩 林宏儒系友: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轉載自榮譽榜張貼人：林聖欽老師，2019-04-30 

      資料出處:  http://www.geo.ntnu.edu.tw/news/news.php?Sn=2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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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系友專訪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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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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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alumni.geo.ntnu.edu.tw/news6/news.php?class=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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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系史室捐款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系史室籌建進度說明 

民國108年6月18日107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系務會議通過 

1、系史室籌設之原因與規劃進度 

多年前本系即有系史室籌設之議，近年更基於服務系友、創造認同、國內外學術交流等之需，

系內師長同仁倍感善用空間、促成系史持續整理及系史室所扮演空間角色之重要性。始於106

年之系史室構想已逐漸成形，就階段任務而言，規劃先完成硬體設施，後續再輔以軟體設備、

系史敘事與大事記等短片，以為完備系史室之規模。目前，系史室空間已經取得，且完成設

計，期冀在系友與校方的支持下，先行完成硬體設施，是為第一階段。 

2、系史室位置 

系史室將位於系館九樓鄰系主任辦公室的(原研究室)空間。 

3、系史室的功能 

系史室將作為接待系友、系友回顧系史以及國內外學術交流對話等活動的空間。平日沒有訪

客狀態下，則作為補足本系師長團隊討論發展研究計畫之空間。 

4、階段性規劃與經來源 

階段/年度 主要工作 預估經費 經費來源 

 第一階段

(2017.08.01 ~ 

2019.07.31) 
 

完成硬軟體基礎設

備 

伍拾萬元台幣 

(尚待補足) 
 

1.地理學系； 

2.募款對象:系友會、歷屆系友、

學術團體等 
 

 第二階段

(2019.08.01~ 

2022.07.31) 
 

 繼續第一階未竟

之軟體/影片等 
 

参拾萬元台幣 1.地理學系； 

2.募款對象:系友會、歷屆系友、

學術團體等 
 

 第三階段

(2022.08.01~ 

2024.7.31) 
 

持續製作系史相

關軟體/影片等 
 

参拾萬元台幣 1.地理學系相關經費； 

2.接受委託計畫，以外來經費輔

助系史相關軟體製作 
 

5、期盼系友共襄盛舉 

若系友以自由樂捐方式協助系史室籌建，請直接撥款至秘書室「公共事務中心」(見系友會網

頁 http://alumni.geo.ntnu.edu.tw/app/news.php?Sn=341)，並指明該款捐給「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地理學系系史室籌建與相關軟硬體經費」之需，請記得領取收據；以匯款或信用卡捐款

者，校方後續會開出捐款收據。系友捐款，不分金額大小，涓滴成流，開創母系新步伐!期待

大家以個人或集資共襄盛舉。系友畢業班級捐款達五萬元者，系史室設計的一小方捐贈名錄將

以系級為銘謝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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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捐款同意書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基

本

資

料 

姓名/ 

機構名稱 
 

聯絡方式 電話：(   )                  傳真：               行動： 

通訊地址 □□□-□□ 

電子信箱  

身    分 
□臺師大校友，                                      系(所/班 )                 

級  畢(結)業 
□臺師大教職員  □家長  □社會人士  □企業機構  □________________ 

服務單位  職稱  

 

捐
款
內
容 

捐款金額 民國    年   月，捐款新臺幣/美金（大寫）__________________  元整 

捐款用途 

□ 校務發展基金 
□ 建設基金（一磚一瓦 教育永續（百億建設）、一人捐一萬建設新師大） 
其他（請說明指定項目，例如晨光計畫、急難慰助金、清寒獎學金)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系史室籌建與相關軟硬體經費                                                                

捐款可自個人當年度綜合所得/企業營利所得，列舉扣除額100％扣除。 

請問是否同意將姓名、身分、捐款金額刊登於本校網站與刊物，以為公開徵信之用。□是  □否 
 

捐

款

方

式 

■ 現金 

(請影印本頁給繳

款者存查，謝謝) 

填妥本同意書後請至本校「公共事務中心」捐款。   (正式收據將稍後函寄) 

捐贈新臺幣 /外幣 : _____________元整；繳款者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 

收款者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支票 
抬頭「國立臺灣師範大學401專戶」 （美金支票請寫「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402U account」），連同本同意書，以掛號郵寄至下方地址。 

□ 銀行匯款 請至銀行匯款，並填妥本同意書，傳真或郵寄至公共事務中心。匯款帳戶：中國信

託商業銀行，忠孝分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401專戶」，帳號：「185350001030」。 

□ 信用卡捐款 填妥本單，傳真至02-23684393，或郵寄至本捐款單下方地址，即完成捐款手續。（受

款單位需依中國信託銀行規定收取1.1％～1.7％不等之手續費。） 

 

收

據 

抬頭名稱：□ 同捐款人   □指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寄送地址：□ 同通訊地址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捐款專線：02-77341036 鍾小姐 傳真：02-23684393 信箱：chihpingchung1130@ntnu.edu.tw 
地址：10610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162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秘書室 公共事務中心 

持卡人姓名  卡別 
□ VISA  □MasterCard 

□ JCB  

卡號 __ __ __ __ - __ __ __ __ - __ __ __ __ - __ __ __ __ 

發卡銀行  持卡人簽名 

 

 (須與信用卡簽名一致) 

有效期限 西元20____年____月 

卡片背面末三碼  

本人同意以本信用卡捐助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方式如下： 

一、 於民國____年____月，單筆捐款新臺幣________元 

二、 自民國____年____月，至民國____年____月，固定□每月□每年捐款新臺幣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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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捐款名錄(截至1080821，依系級順序排列)      

41 級  陳國章先生  50,000 元 

61 級  鄭勝華女士  50,000 元 

66 級  王素珍女士  2,000元 

66 級  江素平女士  2,000元 

66 級  牟巧雲女士  2,000元 

66 級  余雲川先生  2,000元 

66 級  沈翼英女士  2,000元 

66 級  周國鵬先生  2,000元 

66 級  周麗娥女士  2,000元 

66 級  洪紹芳女士  2,000元 

66 級  徐昌春先生  2,000元 

66 級  涂仁珠女士  2,000元 

66 級  陳郁媛女士  2,000元 

66 級  麥蕙宜女士  2,000元 

66 級  黃美蓉女士  2,000元 

66 級  黃浩明女士  2,000元 

66 級  黃素敏女士  2,000元 

66 級  黃寶珠女士  2,000元 

66 級  溫麗敏女士  2,000元 

66 級  粱汝權先生  2,000元 

66 級  廖碧玉女士  2,000元 

66 級  趙碧玉女士  2,000元 

66 級  澎烜柳先生  2,000元 

66 級  盧碧月女士  2,000元 

66 級  謝仁惠女士  2,000元 

66 級  魏秀瑛女士  2,000元 

66 級  譚柏雄先生  2,000元 

67 級  吳宗輝先生  3,000元 

67 級  汪玉秋女士  3,000元 

67 級  江麗英女士  10,000 元 

67 級  陳秀娥女士  3,000元 

67 級  黃春蘭女士  3,000元 

67 級  林彩霞女士  3,000元 

67級  王珏玲女士  5,000元 

67級  梁   情女士  1,000元 

67級  顏素貞女士  3,000元 

67級  陳君芳女士  2,000元 

67級  潘松友女士  12,000元 

67級  郭妙淑女士  3,000元 

67級  岑維全女士  2,000元 

67級  藍正芳女士  3,000元 

67級  鍾彬政女士  3,000元 

67級  楊玉玲女士  1,000元 

67級  陳淑敏女士  1,000元 

67級  鄭   磊女士  5,000元 

67級  林翠琴女士  1,000元 

67級  鄭碧雪女士  5,000元 

67級  劉慈寭女士  2,000元 

73級  李麗君女士  10,000元 

73級  沈淑敏女士  20,000元 

73級  李湘琪女士  30,000元 

73級  蔡淑麗女士  5,000元 

73級  黃美郁女士  5,000元 

73級  陳靜芬女士  5,000元 

73級  蔡淑真女士  2,000元 

74級  李秋枝女士  2,000元 

74級  招家文女士  5,000元 

74級  施夙倩女士  2,000元 

74級  楊美娟女士  13,000元 

74級  劉玲秀女士  10,000元 

74級  蘇淑娟女士  20,000元 

75級  王昭雯女士  1,000元 

75級  蕭蓉蓉女士  3,000元 

75級  余琪蕙女士  1,000元 

75級  易謹芬女士  1,000元 

75級  葉秋紅女士  1,000元 

75級  袁靜娟女士  1,000元 

75級  陳美雲女士  1,000元 

75級  李怡貞女士  1,000元 

75級  林翠珣女士  1,000元 

75級  黃錦楣女士  5,000元 

75級  劉秀燭女士  5,000元 

75級  林秀姬女士  1,000元 

75級  劉明淳女士  1,000元 

75級  洪華君女士  1,000元 

75級  許紫卉女士  1,000元 

75級  吳美瑤女士  1,000元 

75級  劉明道先生  3,250元 

75級  郭秋美女士  14,000 元 

75級  75級班費    6,750 元 

76碩  曾正雄先生  10,000元 

77級  王根菊女士  2,000元 

77級  何月寶女士  1,500元 

77級  林花菊女士  1,500元 

77級  洪明珠女士  1,500元 

77級  洪淑娟女士  1,500元 

77級  胡詔勝先生  1,500元 

77級  張桂瓊女士  3,000元 

77級  張儷瓊女士  1,000元 

77級  梁昭儀女士  1,000元 

77級  郭小翠女士  3,000元 

77級  郭秀足女士  2,000元 

77級  黃秀滿女士  2,000元 

77級  黃麗紋女士  2,000元 

77級  蔡雪吟女士  5,000元 

77級  盧聖真女士  1,600元 

87級  詹玟璇女士  2,000元 

(依系級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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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刊編輯室 

 

                

《臺師大地理系友會刊》108 年夏季刊 (電子版半年刊) 

主編 : 69 級歐陽鍾玲、74 級系友蘇淑娟       

副編 : 李宜梅秘書、 

顧問 : 第三屆理事與監事、系友會各區域聯絡人、 

       N8、N9 及 N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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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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