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系友會 
 

【系友專訪第12輯】44級張廣成系友 

受訪人: 44級系友 張廣成主任  
               (前北一女教務主任，目前居住於美國 
                 德州達拉斯市) 
 

訪問人: 61級系友鄭勝華 
              (張主任的學生，以越洋電話訪問) 
 

訪問日期 : 2018年1月17、19日及2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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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愛的張主任與師母 : 
 
         新年快樂 !   
 
         謝謝您們12月中旬回信，同意我們一月中旬與您們
聯絡。目前，依臺師大地理學系系友會文件中建議專訪
的主題如下，請   學長決定哪些主題有討論價值，我們就
在越洋電話中請教 : 
 
 1. 當年在校時的專業學習方面 :   
 1-1  請問學長曾修過哪些課程 ? 老師們是以講義授課嗎?  
         圖書館有書籍或期刊可以參考利用嗎? 
 1-2  班上修歷史專業與地理專業的同學有哪些位? 
 1-3  後來就業情況，從事教職及其他領域者有幾位 ?  
 
2.系裡學習的環境如何?   
2-1 當時有安排地理野外實察嗎?  你印象最深的地理實察 
        活動是去哪裡 ? 是何科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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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四年之中，有哪些印象深刻的學習趣事 ? 以及與同學 
      們相處的趣事? 
 
3. 您當時有住宿舍嗎?  每月的公費夠不夠用?  有當家教或 
     打工來貼補零用嗎?  對你日後就業有幫助嗎? 
 
4. 畢業後，同學們就業與進修研究的比例如何 ? 
4-1  留在國內與國外的同學比例如何?  大家目前有聯絡嗎 ? 
4-2  請問您畢業後，與哪幾位同學常聯絡 ? 他們都從事哪 
        一方面工作 ?  你(或你們)對母系有感情嗎? 
 
5. 請您將畢業後最有成就的事與系友們分享好嗎，這樣讓 
     學弟妹可以向學長學習。 
 
6. 希望母系對系友們提供哪些協助 ? 希望系友會能為系友 
     們加強哪些方面的服務 ? 
 
7. 請您對在校的學弟妹們以及系友們講幾句鼓勵的話好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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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開始 :  

1.當年在校時的專業學習方面 :   
 1-1  請問學長曾修過哪些課程 ? 老師們是以講義 

        授課嗎? 圖書館有書籍或期刊可以參考利用嗎? 

 
張學長說 :  
 
            我們當時是史地學系，所以同學們是針對自
己的興趣選擇學習方向。 
 
            通常對理科有興趣的同學，會選擇地理組。
但是，地理組要修一些歷史組的必修課程；歷史組
也要修一些地理組的必修課程，兩組都要修與教育
及教學相關的課程，目的是在培育中學歷史科與地
理科的教學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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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地理組的課程為例: 我曾修過 

◆ 鄭資約老師的外國地理及歐洲地理； 

◆ 沙學浚老師的政治地理； 

◆ 王華隆老師的中國區域地理概論； 

◆ 孫宕越老師的經濟地理、聚落學、都市學、 

                        人文地理； 

◆ 章熙林老師的地學通論及地形學 。 

◆ 任德庚老師的地理教材教法和教學實習。 

 

             另外，還有氣象學、氣候學、海洋學、 

礦物學、地質學等等，均由外系或校外的兼任教
授教導。 



            因為當時學校沒有印講義的經費，我們地理
組的課程主要是老師以口述、配上掛圖，同學們寫
筆記；歷史組的同學，通常是老師寫黑板，同學抄
寫。沒有系圖書館，學校總圖書館的地理書很少˙ ，
有一些日文書籍，但是用不上。             

 1-2  班上修歷史專業與地理專業的同學有哪些位? 

 1-3  後來就業情況，從事教職及其他領域者有幾位 

張學長說 :  

            我們班上地理組的同學約26位、歷史組約20

位(請見表1)。班上同學主要從事教職，或在中學任
教或擔任行政工作如主任、校長及局長等；或進修
後轉到大專院校任職，母校地理系的石再添教授(已

故)及歷史系的粱燦輝教授(已故)就是本班同學。 
7 



表1   44級史地學系學長姐們的組別 
          (本表根據學校資料及張廣成學長的口述，暫行分析如下)  

              地理組(26 位)            歷史組(21 位) 

01杜玉祥*學長、02張瑞英學姐、 
03施長庚學長、  04管式訓學姐、 
05張廣成*學長、06張向若*學姐、 

07曾慶裕學長、  08李瑞麟學長、 

09桑著齡學長、  10陳煥奎學長、 

11王超群學長、  12王志清學長、 

13黃楨貞*學姐、14余惠生學長、 

15王守儒學長、  16胡敏基學長、  

17石再添學長、  18顏定威學長、  

19沈文通學長、  20王佩銘學姐、  

21李     倓學長、 22李     淦學長、 

23蘇偉人學長、  24王     魯學長、 

25謝永馨學長、  26黃德謨學長。 

01張行慈*學長、02王益喬學長、 

03劉建昌*學長、04王執文*學姐、 

05王祥鑒學長、  06馮豁然*學長、 

07吳    平學長、   08孫鑑堂學長、  

09范傳培學長、  10高鴻美學姐、   

11辛業泉學長、  12梁燦輝學長、 

13崔之安學長、  14史慶元學長、  

15周瑞華*學姐、16畢鐵純學長、  

17李緒武學長、  18劉秉溫學姐、 

19龐麗閣學姐、   20姚雙學長 (休學) 

21林瑞炳學姐。 
 

注1 :  名字上加 *者，是目前僑居海外的學長們，約 9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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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系裡學習的環境如何?   
2-1 當時有安排地理野外實察嗎?  你印象最深的地 

      理實察活動是去哪裡 ? 是何科目 ?  

張學長說 :  

             我們有地理實察課程，當時因為經費的不足，
及出國的限制，我們只能在臺灣本土實察。譬如，
章熙林老師帶我們地形野外實察，老師是由浙江大
學地理學系來台的老師，我們實察活動通常是包公
路局的車子。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去東海岸、因為颱風剛過，
我們走蘇花公路遇到坍方，章老師要我們留在車中
不要出來，幾個鐘頭後，要大家下車，走到可換接
駁車處，才繼續未竟的實察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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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您當時有住宿舍嗎?  每月的公費夠不夠用?   

     有當家教或打工來貼補零用嗎?  對你日後就業 

     有幫助嗎? 

張學長說 :  
            我住宿舍。學校當時只有音樂系、美術系、 
數學系、理化系、史地系、博物系等十個系，學
生總數可能在350人左右，有些同學家住台北就沒
有住校。 
             我們當時的公費可能是一個月50元，扣去
一學期一套制服費、每月的伙食費，可能只剩
8~10元可作零用。我因為來讀地理系前教了三年
小學(每月薪水90元) ，所以有一點儲蓄來維持生
活。有些同學在大三及大四時去當家教，但是當
時能請家教的家庭並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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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畢業後，同學們就業與進修研究的比例如何 ? 
4-1  留在國內與國外的同學比例如何?  
4-2  請問您畢業後，與哪幾位同學常聯絡 ? 他們都 
       從事哪 一方面工作 ?  大家對母系有感情嗎? 

張學長說 :  
            我們同學中，有些人畢業後就出國了，大部
份的同學直接從事教職，後來有部份同學升任到大
專院校教書。 
 
            退休後出國的同學頗多，目前在美國約8位、
海南島1位(見表1) 。同學們的感情頗深厚，年青時，
在就業方面會互相介紹好的教職或工作給同學們。 
 
             我與已逝世的黃德謨同學感情深厚。我們跟
隨北一女江學珠校長多年。負責校本部及新店分部
的教務等工作，也曾與江校長去接道南中學(當時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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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排華國家的華僑子弟回臺升學，設立在臺北縣 
蘆洲的僑校，今日僑大先修班的前身) ，後來，黃德 
謨去當再興中學校務主任，我因為北一女有宿舍可安 
家沒有留在道南中學， 回北一女工作。 
     
             我們地理組的同學感情不錯，如果要請問國內 
同學間的聯絡，可以請教由台南一中轉到臺南私立瀛
海中學擔任校長的李淦同學(注2)。我們與歷史組的同
學感情也很好，我個人與在母校歷史系任教的梁燦輝
老師感情很好(注3) 。因為，我已經來美國約28年，所
以與在美的同學比較有聯絡，近年大家年事已高，聯
絡較少。不過，大家對母系的感情依然濃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2: 我們試著打電話到瀛海中學請問李校長的聯絡方式，才知道校 
        長已於2016年逝世了。 
注3:歷史系任教的梁燦輝老師已於2014年7月逝世了。       

13 



5. 請您將畢業後最有成就的事與系友們分享好嗎? 
    這樣讓學弟妹可以向學長學習。(請參4-2內容) 
 
6. 希望母系對系友們提供哪些協助 ? 希望系友會能為 
    系友們加強哪些方面的服務 ? 
 
7. 請您對在校的學弟妹們以及系友們講幾句鼓勵的話 
    好嗎 ? 

張學長說 : 
 
            我從民國50年至79年都在北一女任教。擔任地理
老師及導師多年。也教過新店分部蘆州班。七年半教學
組長、半年的代理教務主任、七年的教務主任、五年的
補校校務主任等，以公忠體校自勉 ，這方面的經歷可
以提供學弟妹們參考。只是近年因為黃斑病變、視力幾
近失明，與外界聯絡十分困難。 
 
            我們這一代的想法。是要為國家做事，不爭本身
的利益，以做事為職志。我們希望學弟妹們在學校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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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從事教學工作為職志者，在校時要好好充實自己
的專業能力；教書時應著重國家民族思想，並教授學
生愛國情操。 
 
            有些國家，中學安排地理課程太少，這是不好
的，我們應該加強學生對區域、國家及世界的認識。
我有幾個自身的體會，譬如:  
- 我18歲時由南京到台灣，我的地理知識讓我馬上想 
   到，如果冬天將台灣的蔬菜水果運到南京販賣，是 
   很好的物流規劃； 
 
- 再者，當時台灣用腳踩式的稻米打穀機，比內陸地 
   區進步，這種簡單的農具可以賣到大陸農區；  
- 另外，沙學浚老師在政治地理課談到「胡人南下牧 
   馬」這是氣候差異造成的，因此，南方與北方人在 
   生活與思想方式不同， 就印證地理因素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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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友會非常感謝張學長廣成主任 
接受地理學系系友會的專訪 。 
 
        張學長說 :  非常感謝系友會給他這
個機會，與大家重新連繫上，祝福各位 
 健康快樂、萬事如意! 
                                           
                                                       系友會 敬誌  2018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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