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動】106 年 11 月 4~5 日秋季地理實察研習活動與會員大會 

公告事項 

張貼人：鄭勝華 ╱ 公告日期：2017-08-23 

 

親愛的系友 : 

    您好。 今年的「秋季地理實察研習活動與會員大會」是系友會與 N6級系

友聯合舉辦。 

 

一、時間 : 

中華民國 106年 11 月 4日(星期六)早上 9 :30~11月 5日(星期日)15 :30。 

 

二、內容與地點 : (地圖請參附加檔案 01) 

第一天高雄地區海陸景觀實察 ;   

第二天高雄市立中正高中「地理實察理論與實施」研習與系友及會員大會 

三、活動內容 : (全程參與研習教師，核發研習時數 9小時) 

 

服務團隊 : 

A.蘇淑娟系主任兼秘書長、B.林宗儀教授、C.謝杏子老師、D.鄭秀蘭老師、E. 

柯宇軒老師 (高雄市文化局推薦老師)及 F.鄭勝華理事長 

 

(一)第一天   11月 4日(星期六) 

09 : 30 高雄左營高鐵站   [遊覽車上客處] 

10 : 00 邀請林宗儀教授指導 : 「旗津海岸地形」實察活動 

12 : 30 午餐，旗津海鮮餐廳 (譬如 : 鴨腳海產店) 

13 : 30 搭遊覽車去哨船頭，下車參觀高雄駁二藝術特區大義區等。 

接下去分為 AB兩組進行: 

A組 : 船運線。(地圖請參附加檔案

02)  

服務組 : 林宗儀教授、鄭秀蘭老師員

名單見附加檔案 List 

14:30 以前 向哨船頭的船公司報到； 

14 : 40 開船去紅毛港(航程約 40分

鐘，有解說) ； 

15 : 20 抵達紅毛港(古厝前有解說) 

建議 ：16 :00 可到旋轉餐廳坐一坐或

喝下午茶； 

B組 : 陸運線 。(地圖請參附加檔案

03) 

服務組 : 柯宇軒老師 蘇淑娟教授、謝

杏子老師 ， 組員名單見附加檔案

List 

14 : 30 搭遊覽車 

實察路線依照文化公車的站序、但景點

選擇，依時間及團體意見考量。 

1.打狗鐵道故事館、2.武德殿、 

3.打狗英國領事館、 4.代天宮、 



注意 : 夏季回程 17 : 20 --->11月已

改成 16 :50 或 16:55 

請在 14:30向船公司報到時，問清楚當

天由紅毛港返航的時間。所以，返哨船

頭的時間就提早到  

17:30。搭船返航也有解說； 

請約好遊覽車來哨船頭附近接大家的時

間。 

18 : 30 回英雄館一樓餐廳用餐 

19 : 30 愛河或六合夜市(結伴活動) 

21 :00 返英雄館休息 

           (或回高雄自宅休息) 

5.鼓山漁市場、 6.香蕉碼頭、7.歷史

博物館。 

18 : 00 返哨船頭接搭船回來的團員 

18 : 30 回英雄館一樓餐廳用餐 

19 : 30 愛河或六合夜市(結伴活動) 

21 :00 返英雄館休息(或回高雄自宅休

息) 

 

(二) 第二天   11 月 5日星期日    

  

 兩大主題:    

1.會員大會 --- 系友會實施分區代表制的說明與確認 

2. 「地理實察理論與實施」專題研討 

 

9:30～10:00 高雄市立中正高中簽名報到並領資料 

地址 : 802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 8號(電話： 07-749-1992)  

         

10:00~10:20 會議開始及會務報告 

10:20~11:00 邀請韋煙灶教授專題演講 (韋教授是系友會理事、76 級系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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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2:00 「臺灣地區地理實察心得分享」  林宗儀教授主持 

1. 引言人 : 86級系友黃彥鳴老師   (主講 20分鐘)  

題目 :「高中 20年地理實察經驗分享」                      

2. 引言人 : 97級系友洪承鈞老師  (主講 20分鐘)  

題目 : 「地理實察的實施與心得 -- 野柳、淡水的經驗分享」 

3. 與會者參與討論時間：(20分鐘)  

 

12:00~13:00 午餐 

 

13:00 ~14:00 「國外地理實察心得分享」 蘇淑娟教授主持 

1. 引言人 : 71級系友劉淑惠教授   (主講 20分鐘)  

題目 : 「日本市原市里山訪查紀實：兼談千葉自然學校」                      

2. 引言人 : 83級系友郭文儒老師  (主講 20分鐘)  



題目 : 旅行...可以不一樣-黃金國度緬甸                     

3.  與會者參與討論時間：(20分鐘)  

 

14:00~15:00   摸彩與聯誼 

15:00~ 15:30  1.兩日實察與研習活動檢討 2.系友會明年行事曆的確認 

 

 

四、兩天費用與繳交方式  :   

 

1. 擬住系友會代訂的 11月 4日的國軍英雄館的團員，一律繳交住宿費 500

元。 

    (其餘 500元由系友會募款支付) 

2. 永久會員免繳團費，如需住宿請繳 500元。 

3. 個人(即一般)會員以及兩類會員的親友，請繳團費 500元。如需住宿請加繳

500元。 

4. 未入會的系友及親友，每位請繳團費 1000元。如需住宿請加繳 500元。 

     (其餘費用(註 1 )由系友會募款支付) 

5. 請到下列網頁下載郵政劃撥單 繳交，並在 9月 15日以前完成報名(繳費可

稍後)，謝謝 ! 

    http://alumni.geo.ntnu.edu.tw/news1/news.php?Sn=199 

 

[註 1 

由系友會募集專款支付的實察與開會預估費用:  

包括遊覽車及駕駛小費約 8000元/車/日、礦泉水及水果費、船費 500 元/每

位、中餐 200元/每位、晚餐 200元/每位、第二天中餐飯盒 80元/每位、場地

準備與清理(感謝鄭秀蘭老師接洽中正高中不收場地費)、茶水及水果等雜支、

老師指導費、演講費、交通費、摸彩禮物、文件印刷等費用、皆由系友會另募

專款支付。 

 

五、報名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Bb5RFCgi4R_TZvv4O8qBKRjKcu

WOD6al_iHQkIE5w-200TA/viewform 

 

六、11月 4日下午的行程規劃為 A組與 B組的會議決議 

106年 6月 16日第七次理監事會議的決議 

提案五的決議： 「照案通過。建議加強時間規劃，報名時 A與 B案可併行，

依報名情形決定。」 

請參: http://alumni.geo.ntnu.edu.tw/news3/news.php?Sn=235 



 

七、系友會服務電話及 e-mail :  

秘書 : 李宜梅女士   (02)7734-1652 ；e-mail : t24014@ntnu.edu.tw；  

秘書長 : 蘇淑娟主任  (02)7734-1677 或 7734-1656 ； e-mail : 

shewsu@gmail.com； 

理事長 : 鄭勝華志工  0912-287-099 ；(02) 2365-5818；e-mail : 

flora.s.h.cheng@gmail.com 

 

 全程參與研習教師核發研習時數 9小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