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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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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5月26日星期六慶祝72週年校慶系友回娘家暨會 
         員及會員代表大會 
             我們很感恩，5月26日(星期l六)有70餘位師長、
系友與親友們大駕光臨  ! 系友們真是多才多藝，當天
的演講、展演及主辦第三屆理監事的開票活動是多麼
精彩 !  感謝我們30位會員代表們，為我們選出服務熱
誠與工作實力都最堅強的第三屆理、監事們 ! 
 
貳、5月27日星期日春季地理實察 
              邀請 60級楊貴三教授與106碩級郭勝煒助教帶
領實察活動。 
題目 :  ＜對臺北盆地古河道的前世今生的踏查＞   
有42位師長、系友與親友們全程參加  !  
系友會  感恩指導老師楊貴三教授及郭助教的精彩的教
學與辛勤地付出 ! 



3 



 
目    錄         /頁次 

01 -- 工作團隊的準備工作    /02                

02 -- 迎賓、相見歡                 /12 

03a -- 大會開幕                       /28 
03b -- N7級總召57級陳憲明教授致詞並作專題演講    /32   
04 -- 團照及茶敘時間                 /37 
05 --   95級洪立三助理教授專題演講      /43 
  
         
06 -- 午餐歡宴 
07 -- 空拍飛機技術展演--107級蔡承樺系友操作 
08 -- 系友會第三屆理監事選舉開票、恭喜新團隊 
09 -- 65級張秋玉系友率NH舞蹈團表演民族與現代舞 
10 -- 71級杜桂珠系友提供的藝術汽球創作指導節目； 
11 -- 系友會頒發第一屆會員代表的證書 
12 -- 系友相見歡、 摸彩活動 

        107年5月26日星期六   慶祝72週年校慶 

       系友回娘家暨會員及會員代表大會 紀錄 

4 

本紀錄照片之主要來源： 
75級郭秋美系友及107級
蔡承樺系友攝，特此致謝。 

目    錄 

                 檔案太大分 :  上午檔與下午檔 



               01--工作團隊的準備工作 

● 會議前夕與當天早上的準備工作 

    感謝工作團隊 :  

     - N7級志工 :   

            77級張桂瓊、 77級鄭美幸、 87級林福瑩、  

            97級林俞君、107級六位：林毓庭 、蔡承樺 、 

                      吳容心、林宜蓉、邱繼成、朱庭慶。 
 
      - 其他級別： 65級張秋玉、71級杜桂珠、 

                             75級郭秋美、 86級鄭秀蘭等。 
 
   - 系友會工作小組：74級蘇淑娟、李宜梅秘書、  

           61級鄭勝華。 
 
● 工作地點：臺師大進修推廣部 一樓演講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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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5月25日星期五開會前夕，工作團隊於進修推廣部一樓
演講廳展開工作。左群:準備報到領袋；右群:氣球花製作。 

01--工作團隊的準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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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開會手冊、演講摘要、多功能原子筆(地理學系贈)、雷
雕紀念匙、澎湖長春鹹餅等物品裝入攻頂背包內。  

出席者名牌插入塑膠套內，並繫上掛帶。 

01--工作團隊的準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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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左上:報名系友
的名牌、雷雕紀
念鑰匙環、開會
手冊及演講摘要、
多功能原子筆。 
 
自左下 :澎湖長春

餅店的著名鹹餅、
攻頂背包。 

01--工作團隊的準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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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摸彩禮物，以露營及野外實察用
具為主，人人有獎 。 
 A : 法式睡袋、B : 充氣枕、C. 法式兩
秒自搭營帳；D. 狗年吉祥大毛巾。 

A B 

C 

C 

D C 

01--工作團隊的準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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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式運動器材公司 : 迪卡儂 

(音譯: 迪卡特隆，廠牌名稱 décathlon， 
                               原意: 田徑十項全能運動) 
產品上若標有Quechua(音譯: 克丘亞)是指迪卡儂的各品牌
中專營山地運動用品系列。Quechua原指居住在安第斯山
脈裡勇敢的族人，所以用它來作為山地品牌的名字。其產
品涉及到遠足、登山、滑雪或滑板等運動項目。 
研發中心設立在法國白朗峰的山腳下。 

本頁不是廣告，是對摸彩品牌的
說明，供您上網查詢使用方法， 
譬如上該公司網站或 Youtube等。 

12 -- 系友相見歡、 摸彩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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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大夾穩住   歡迎系友回娘家的紅布條。 

01--工作團隊的準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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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慣例設置：貴賓席、師
長系友席及N7級系友席。 
- 今年增加了第一屆會員代
表席，因為今天要開票的第
三屆理事與監事，是由他們
投票產生的。 
增加第二屆理監事席，因為
他們主持今天的開票工作。 

因為系友們很喜歡洪致文老
師編撰、呂宏修先生美術設
計的＜校園導覽圖＞ 。系
友會乃徵得洪老師及呂先生
的同意，編印數百份，將在
今年暑假贈送給會員們典藏。 

01--工作團隊的準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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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桂珠老師將如何捏出美麗的汽球玫瑰花製成教學影片。 

01--工作團隊的準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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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桂珠老師(右圖右一) 

指導汽球玫瑰花製作。 

希望了解初學者的學
習速度。   瞧！ 好像 ? 

蘇秘書長已秀出成品了！ 

01--工作團隊的準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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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置報到台後面的牆壁，貼上會旗與歡迎布條， 

這樣，開會的氣氛就到位了。 

01--工作團隊的準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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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 回娘家當天：迎賓、相見歡 

 
李秘書宜梅（左二）與107級的系友們很早就來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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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7級系友相見歡。後排左起：林福瑩(87級)、鄭美幸(77)、許茂雄
(57)、張桂瓊(77級，Ｎ7級副總召)、林立屏(88)、林俞君(97級)；前排左

起：107級系友蔡承樺、林宜蓉、林毓庭、吳容心、朱庭慶、邱繼成。 

02 – 回娘家：迎賓、相見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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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 貼海報，順便照張相。 
左起：郭秋美(N5級總召， 昨天就從高雄北上來幫忙)、張桂瓊(N7級

副總召， 從桃園搭早班車來)、鄭勝華、高麗珍(身兼多重角色，但是

總是最早來服務、最晚離開的的理事)。 

02 – 回娘家：迎賓、相見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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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秘書宜梅與107級邱繼成系友問您: 四種顏色的登頂
背包，您喜歡哪一款? 

02 – 回娘家：迎賓、相見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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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 回娘家：迎賓、相見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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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麗的杜桂珠老師來了，帶來熬夜加工製作的成果 –  
   一 整箱的玫瑰花。 啊！讓您辛苦了 ! 感恩喔! 

02 – 回娘家：迎賓、相見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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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煙灶理事(右二)今天還有另一個會議，午後不能來參加第三屆 
理事及監事的開票活動，所以，一早先來報到。 
N6級副總召鄭秀蘭(左一)因為今天傍晚要返高雄辦喜事，所以， 
昨天先上來協助大會的準備工作，誠意十足。 

02 – 回娘家：迎賓、相見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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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當選第一屆會員代表的
78級楊淑卿系友，由嘉義來
參加代表大會，使得代表出
席數達到100 % 。 

65級的
何錦洪
系友(右
三) ，每
年都回
來參加
系友回
娘家及
會員大
會。 

關愛母
系的心
令人感
佩。 

02 – 回娘家：迎賓、相見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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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左起74級楊美娟及盧錦鳳系友、 73級林雪美系友與班對
夫婿陳永雄系友(請見團照) 、 75級郭秋美系友、86級鄭秀蘭系
友與70級高麗珍系友，共襄盛舉。 

02 – 回娘家：迎賓、相見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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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級學長蒞會， 是學弟
妹們的楷模。 

左起: 陳憲明教授(N7級
的總召)、許茂雄校長及
李積忠學長。 

師生相見歡。 
陳憲明教授是68 級李明
燕系友 (右)及85碩羅曉
萍系友(左)的碩論指導
教授。 

02 – 回娘家：迎賓、相見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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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級陳憲明教授當年
是74級盧錦鳳(右)與
75級郭秋美兩位美女
系友的嚴師，如今平
易近人，讓她們開心
地貼近合影。 

 

能與60級的楊貴三教
授(系友會第一屆第二任

理事長)合影，盧錦鳳
系友與郭秋美系友非
常高興。 

02 – 回娘家：迎賓、相見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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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查理斯．布朗遜--吳信政教授來了。粉絲們歡喜地與大明星合影，

左起鄭美幸、吳教授、張桂瓊、郭秋美 、林福瑩、朱庭慶、邱繼成。 

02 – 回娘家：迎賓、相見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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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學家歡聚。 

58級吳信政系友（中）
及左起69碩級鍾永村
（Ｎ9級會員代表）、 

70級林惠娟系友（Ｎ0級
會員代表）  

 

在花蓮女中任教的70

級歐漢文系友（Ｎ0級
會員代表）與吳信政
老師歡聚於會場。 

 

02 – 回娘家：迎賓、相見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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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姐妹們，一見面話匣子就開了。 
左起 : 70級林惠娟(東南科技大學圖書館主任)、 69級 
歐陽鍾玲(系友會理事)、 74級蘇淑娟(系友會秘書長) 。 

02 – 回娘家：迎賓、相見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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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 ! 好久不見 ! 
 
歐陽鍾玲理事(左)是系
友會第一屆秘書長，
當天看到第一屆第一
任理事長丘逸民教授
居然靜悄悄地回國，
出現在會場，自然非
常開心喔 !  

02 – 回娘家：迎賓、相見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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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級的盧碧芬系友與 
夫婿林朝宗先生由高雄
來參加系友回娘家與會
員大會。 

61級系友約好來大會歡聚。 

左起 : 吳美玲、沈月富、林玉琴 

(班級召集人) 、 盧碧芬及鄭勝華。 

02 – 回娘家：迎賓、相見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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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稱讚東區的系友路途遠，卻到達會場早。 
順時針說明面向鏡頭的系友 :  67級江麗英系友、其右側為花蓮
花崗國中任教的林立屏系友(黃襯衫)、花蓮女中任教的歐漢文
系友(彩條襯衫)及最左在拍照的高麗珍系友。 

02 – 回娘家：迎賓、相見歡 



33 

95級洪立三系友與潘美慈系友(100碩級)夫婦倆抱著孩子
洪以霏(左)及洪詠嵐來參加系友回娘家的大會 。他們今
天是系友會的貴賓，因為，洪老師受邀在大會演講。 

02 – 回娘家：迎賓、相見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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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 大會開幕 

         N7級總召 57級陳憲明教授致詞並作專題演講 

87級林福瑩系友擔任大會司儀，介紹開幕儀式主持人 

                          蘇淑娟秘書長及致詞人陳憲明總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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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儀式主持人蘇淑娟秘書長(右)邀請 

         N7級總召陳憲明教授(左)致詞以及專題演講。 

03a -- 大會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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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N7級值星年的總召陳憲明教授致詞，回
顧在母系就讀時期的種種趣事。 

03a -- 大會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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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級陳憲明教授 

專題演講，題目:  

＜漫談魚食文化＞ 
 

03b -- N7級總召57級陳憲明教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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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級學長謝福生校長頒發系友會的感謝狀及禮物。 

03b -- N7級總召57級陳憲明教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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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 ~11:20    

 

團照及茶敘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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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 團照及茶敘時間  

    61級班長林玉琴系友安排今天班級同學聚會，同學們
由四面八方趕來，左起: 吳美玲(由花蓮來) 、沈月富(台
北) 、林玉琴(班長，台北)、盧碧芬(由高雄來) 、鄭勝華
(台北) 。此外，尚有數位同學還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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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 團照及茶敘時間  

欣見 
 
系友 
會第 
一屆 
理事 
長丘 
逸民 
主任 
正好 
返臺 
參加 
。 

感謝 
 
陳永
雄系
友(右
起) 、
許茂
雄系
友、
杜桂
珠系
友共
襄盛
舉。 



N7級系友今天是主
人，招呼系友們用 
茶敘的飲料與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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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 團照及茶敘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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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 95級洪立三助理教授專題演講  

 題目: ＜我的美國留學生活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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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友會向洪立三博士致上感謝        
 
         95級洪立三系友由賓州州立大學地理學系獲
的博士學位歸國，目前在母系擔任專案助理教授。 
 
         當聽到系友會原邀請 47級的王月鏡教授來專
題演講，臨時，老師玉體違和，不能來與會。 
          
         系友會已試著邀請幾位N7級的系友來演講，
可惜大家都恰好不方便，於是轉而邀請也是與本
屆理監事會合作的值星年度N5級的洪系友，洪系
友雖然公私兩忙，但是，二話不說地、在有限的
準備時間裡，撥冗為大家準備了這場精彩的演講。  
         系友會在此致上最高的敬意與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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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洪立三系友專題演講  

95級洪立三系友在獲
得教育部留學獎學金
及美國傅爾布萊特攻
讀博士學位的獎學金。 
於是，前往美國賓州
州立大學攻讀地理學
的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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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尊敬地 

提到李薰楓教
授及李素馨教
授都是賓州大
學的卓越學長。 

 

 

年青的系友
都聚精會神
地聽學長作
經驗分享。 

 

05 -洪立三系友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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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立三系友在演講中不忘感謝父母與太太潘美慈(100碩級系友) 
及兩位可愛的孩子洪以霏及洪詠嵐對他的支持。 

05 -洪立三系友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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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友會第一屆 丘理事長逸民主任代表系友會 
                                                             贈送洪立三系友感謝狀。 

05 -洪立三系友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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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謝    觀    賞 
 

系友回娘家＜上午紀錄檔＞ 
 

敬    請    指    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