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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系友會 

第一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會議紀錄 

 

時間：2014 年 5 月 24 日下午 7 點整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綜合大樓 B1 主廚之家 

出席人數：61 人  (親自出席 56 人，委託出席 5 人) 

請假：61 人   

主席：楊貴三理事長  

記錄：李宜梅 

（一）大會開始 

（二）主席致詞/楊貴三 理事長(略) 

（三）工作報告/歐陽鍾玲 秘書長 

    1.102 年度工作報告 

(1)收支報告:102年 1月 1日起至 102年 12月 31日止收入 149,361

元，支出 27,270 元，結餘 122,091 元。【附件二】  

(2)102 年 3 月 29 日召開第一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暨各級聯

絡人會議。 

(3)102年 5月 18日召開第一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暨系友回娘家活動。 

(4)102 年 5 月 18 日協辦第十七屆臺灣地理國際學術研討會暨黃朝

恩教授榮退紀念研討會。 

(5)102 年 12 月 27 日召開第一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進行理

事長補選。 

(6)系友會網頁建置。 

(7)各級聯絡人與系友資料建置。 

         2.103 年度工作計畫。【附件一】 

         3.104 年度系友回娘家活動與臺灣地理學術研討會脫鉤，改在校慶 6 

          月 5 日舉辦。 

 

（四）討論提案： 

1.案由：通過年度工作計畫。【附件一】(請參閱第 3 頁) 

  說明：本案業經籌備會審查，提請大會通過後報主管機關核備。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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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案由：通過年度經費收支預算案。【附件三】(請參閱第 5 頁) 

  說明：本案業經籌備會審查，提請大會通過後報主管機關核備。 

  決議：照案通過 

 

（五）臨時動議(無) 

（六）散會(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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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系友會 103 年度工作計畫 

（自 103 年 1 月 1 日至 103 年 12 月 31 日） 

一、會務 

(一)會員大會 

   103 年 5 月召開會員大會暨系友回娘家活動 

(二)理、監事聯席會議 

   103 年 4 月及 10 月召開理、監事聯席會議 

 

二、業務 

1. 103 年 1 月 11 日協辦本校 2014 師大『校友回娘家』尋根團圓宴活動。 

2. 103 年 1 月 21-22 日合辦「糧食、土地與環境永續發展」論壇活動。 

3. 103 年 3 月 5 日合辦演講活動，講者:Mr. William Yeo，講題：新加坡中學的 

  地理與評量分享。  

4. 103 年 3 月 29 日主辦《大台南的地形》地理實察活動。 

5. 103 年 5 月 24 日第三屆會員大會暨系友回娘家活動。 

6. 103 年 5 月 24 日協辦第十八屆臺灣地理國際學術研討會。 

7.預定 9 或 10 月請系友協辦中部實察活動，年底舉辦東部實察活動，明年舉辦

金門、廈門實察活動。 

8.持續蒐集與建置系友資料。 

9.招募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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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系友會 102 年度經費收支報告表 

(自 102 年 1 月 1 日至 102 年 12 月 31 日） 

款 項 目 科目 金額 說明 

   101年度結餘 87,991  

1   本會收入   

 1  入會費 11,700 300元×39人 

 2  常年會費 9,600 200元×48人 

 4  會員捐款 40,000 蔡淑真30,000元(1020104及1021031) 

丘逸民10,000元(1021231)  

 5  利息 70  

   小計 149,361  

2   本會支出   

 1  業務費   

  3 誤餐費 15,700 會員大會差額 12,500 元、一屆第三次理、

監事誤餐費 2,080 元、一屆第四次理、監事

誤餐費 1,120 元 

  4 雜支 70 郵政劃撥手續費（15 元×2人+20元×2人） 

  5 場地費 4,000 第一屆第二次會員大會場地費 

 2 1 人事費 7,500 秘書工作費 101 年 10 月至 102 年 12 月

(5,00 元×15月) 

   小計 27,270  

3   本期結餘 122,091  

理事長：楊貴三      秘書長：歐陽鍾玲      會計：邱琡雯       製表：李宜梅 

 



5 

 

【附件三】 

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系友會 103 年度經費收支預算表 

（自 103 年 1 月 1 日至 103 年 12 月 31 日） 

                                   

科目 
預算數 說明 

款 項 目 科 目 

1   本會收入   

 1  入會費 6,000 個人會員300 元×20 人=6,000 元 

 2  常年會費 6,000 個人會員200 元×30 人=6,000 元 

 3  永久會員費 40,000 永久會員10,000 元×4 人=40,000 元 

 4  其他   

   小計 52,000  

2   本會支出   

 1  業務費 

20,000 1.印刷費：會員大會手冊、理監事會議會議資料印

刷費 

2.誤餐費：會員大會、理監事會議誤餐費或茶點費 

3.雜支：文具、郵電費等 

 2  人事費 
6,000 秘書工作費 103 年 1 月至 103 年 12 月(5,00 元×

12月) 

   小計 26,000  

3   本期結餘 26,000  

理事長：楊貴三      秘書長：歐陽鍾玲      會計：邱琡雯       製表：李宜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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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系友會會員芳名錄 

會員

編號 
姓名 系級 會員類別 

會員

編號 
姓名 系級 會員類別 

1 劉郡安 大學部 98級 個人會員 21 賴育政 大學部 99級 個人會員 

2 王聖鐸 本系教職員工 個人會員 22 林惠娟 大學部 70級 個人會員 

3 林宗儀 本系教職員工 個人會員 23 邱琮淨 大學部 99級 個人會員 

4 歐陽鍾玲 

大學部69級,碩士班

71年,博士班 83年,

本系教職員工 

永久會員 24 吳育臻 
碩士班77年,博士班

91年 
個人會員 

5 丘逸民 
大學部65級,博士班

81年,本系教職員工 
永久會員 25 連明琴 

大學部69級,碩士班

74年 
個人會員 

6 李素馨 本系教職員 個人會員 26 張國楨 本系教職員 個人會員 

7 韋煙灶 

大學部76級,碩士班

79年,博士班 82年,

本系教職員工 

永久會員 27 林傳傑 大學部 96級 個人會員 

8 蘇淑娟 
大學部74級,本系教

職員工 
永久會員 28 王慧英 大學部 74級 個人會員 

9 林聖欽 

大學部79級,碩士班

84年,博士班 90年,

本系教職員工 

個人會員 29 楊貴三 
大學部60級,碩士班

64年 
個人會員 

10 陳國章 
博士班41年,本系教

職員工 
永久會員 30 林炯明 碩士班 97年 個人會員 

11 鄭勝華 
大學部61級,碩士班

69年 
永久會員 31 徐麗明 大學部 69級 個人會員 

12 張峻嘉 碩士班 76年 個人會員 32 陳奕丞 大學部 96級 個人會員 

13 廖學誠 本系教職員工 個人會員 33 簡廷軒 大學部 100級 個人會員 

14 張芷瑋 
大學部97級,碩士班

101年 
個人會員 34 張東寧 大學部 96級 個人會員 

15 陳哲銘 
大學部78級,碩士班

82年,本系教職員工 
永久會員 35 陳國川 

大學部64級,碩士班

年,博士班年,本系教

職員工 

個人會員 

16 葉碧華 博士班 99年 永久會員 36 白偉權 
大學部98級,碩士班

100年 
個人會員 

17 楊萬全 
大學部49級,本系教

職員工 
個人會員 37 戴佳容 大學部 97級 個人會員 

18 吳連賞 
大學部69級,碩士班

71年 
永久會員 38 楊國恩 

大學部 65級,40 學

分班 75年 
個人會員 

19 李曄星 大學部 100級 個人會員 39 沈淑敏 
大學部73級,碩士班

77年 
永久會員 

20 洪承鈞 大學部 97級 個人會員 40 吳信政 大學部 58級 個人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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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

編號 
姓名 系級 會員類別 

會員

編號 
姓名 系級 會員類別 

41 黃映慈 大學部 96級 個人會員 61 李其鴻 
大學部98級,碩士班

101年 
個人會員 

42 戴言儒 大學部 96級 個人會員 62 潘美慈 碩士班 100年 個人會員 

43 黃予暄 大學部 99級 個人會員 63 林玉梅 
大學部96級,碩士班

100年 
個人會員 

44 李美瑩 大學部 90級 個人會員 64 李明燕 
碩士班73年,博士班

89年 
個人會員 

45 郭乃文 本系教職員工 個人會員 65 潘朝陽 
大學部62級,碩士班

69年,博士班 83 年 
個人會員 

46 周學政 本系教職員工 個人會員 66 鄧國雄 大學部 56級 個人會員 

47 林雪美 
大學部73級,碩士班

76年,博士班 85年 
永久會員 67 王文誠 本系教職員工 個人會員 

48 王明志 碩士班 82年 個人會員 68 蔡幸眉 
大學部 79級,40 學

分班 
個人會員 

49 林譽方 博士班 85年 個人會員 69 洪淑君 
大學部83級,碩士班

87年 
個人會員 

50 謝雨潔 大學部 89級 個人會員 70 陳英任 博士班 99年 個人會員 

51 黃美娥 大學部 83級 個人會員 71 魏源金 博士班 93年 個人會員 

52 黃學勤 
大學部 69級,40 學

分班 80級 
個人會員 72 鍾沛鈞 

大學部97級,碩士班

100年 
個人會員 

53 楊宗文 40學分班 個人會員 73 許庭毓 
大學部97級,碩士班

102年 
個人會員 

54 楊昇融 大學部 93級 個人會員 74 陳昱杉 大學部 99級 個人會員 

55 蘇玉琴 
大學部 78級,40 學

分班 
個人會員 75 程惠筠 碩士班 99年 個人會員 

56 余琪蕙 大學部 75級 個人會員 76 郭景珣 大學部 99級 個人會員 

57 毛麗華 大學部 84級 個人會員 77 陳立凱 大學部 97級 個人會員 

58 許嘉恩 本系教職員工 個人會員 78 徐國豪 大學部 99級 個人會員 

59 吳秀珍 
大學部 69級,40 學

分班 77年 
個人會員 79 江宜春 大學部 98級 個人會員 

60 吳進喜 

大學部69級,碩士班

72年,博士班 100

年,本系教職員工 

永久會員 80 孟靜 大學部 58級 永久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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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

編號 
姓名 系級 會員類別 

會員

編號 
姓名 系級 會員類別 

81 林美鳳 大學部 59級 永久會員 102 李兆玲 大學部 72級 個人會員 

82 蔡淑真  贊助會員 103 郭文珠 大學部 73級 個人會員 

83 譚柏雄 
大學部66級,碩士班

69年 
個人會員 104 劉明道 大學部 75級 個人會員 

84 廖財固 大學部 83級 個人會員 105 林素心 
大學部73級,碩士班

77年 
個人會員 

85 蔡文彩 大學部 50級 個人會員 106 尤淑芳 大學部 91級 個人會員 

86 李美枝 大學部 54級 個人會員 107 譚達賢 大學部 97級 個人會員 

87 招家文 
大學部 74級,40 學

分班 83年 
個人會員 108 施薰貴 大學部 73級 個人會員 

88 董德輝 博士班 85級 個人會員 109 黃碧珠 大學部 73級 個人會員 

89 潘裕黃 大學部 97級 個人會員 110 余添義 
大學部57級,四十學

分班 69年 
個人會員 

90 周國屏 大學部 63級 個人會員 111 許茂雄 大學部 57級 個人會員 

91 王又幼 大學部 98級 個人會員 112 張瑞津 大學部 58級 個人會員 

92 高麗珍 
大學部70級,碩士班

77年,博士班 99年 
個人會員 113 黃振源 大學部 73級 個人會員 

93 徐銘鴻 
大學部90級,碩士班

101年 
個人會員 114 彭義軒 

大學部92級,碩士班

95年 
個人會員 

94 陳美鈴 
大學部73級,碩士班

76年,博士班 88年 
個人會員 115 陳詩瑋 碩士班 95年 個人會員 

95 蕭照雄 大學部 56級 個人會員 116 何文華 大學部 53級 個人會員 

96 施淳夫 大學部 56級 個人會員 117 張玉蓮 博士班 102級 個人會員 

97 黃奇鈴 大學部 56級 個人會員 118 郭秋美 大學部 75級 個人會員 

98 陳憲明 
大學部57級,碩士班

62年 
個人會員 119 張見齊 大學部 75級 個人會員 

99 連怡惠 大學部 92級 個人會員 120 黃奕娟 大學部 62級 
永久會員 

待下次理監事會

議審核 

100 何錦洪 大學部 56級 個人會員 121 周詠真 大學部 62級 
永久會員 

待下次理監事會

議審核 

101 汪明輝 大學部 71級 個人會員 122 施夙倩 大學部 74級 
個人會員 

待下次理監事會

議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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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系友會 102 年度工作計畫 

（自 102 年 1 月 1 日至 102 年 12 月 31 日） 

一、會務 

(一)會員大會 

   102 年 5 月召開會員大會暨系友回娘家活動 

(二)理、監事聯席會議 

   102 年 3 月及 10 月召開理、監事聯席會議 

 

二、業務 

(一)蒐集系友資料 

  1.留學國家與系所蒐集 

  2.公務員與就業情報 

  3 研究所進修資料 

  4.建立各國系友聯絡人資料 

  5.建立研究生、夜間部、在職班等聯絡人資料 

(二)協辦第十八屆臺灣地理學術研討會 

(三)徵聘志工(任期一年)協辦會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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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系友會經費收支報告表 

(自 101 年 1 月 1 日至 102 年 5 月 17 日） 

款 項 目 科目 金額 說明 

1   本會收入   

 1  入會費 4,800 300元×17人 

 2  常年會費 3,800 200元×19人 

 3  永久會員費 120,000 10,000元×12人 

 4  會員捐款 23,000 歐陽鍾玲1,000元、廖財固1,000元、丘逸民

3,000元、沈淑敏3,000元、蔡淑真15,000元 

 5  利息 28  

   小計 151,628  

2   本會支出   

 1  業務費   

  1 網頁製作費 13,500 系友專區網站系統 27,000 元（系分攤 1/2，

系友會分攤 1/2） 

  2 印刷費 2,000 印製收據 

  3 誤餐費 7,820 成立大會、理監事會議誤餐費或茶點費 

  4 雜支 1,645 匯款手續費（銳綸數位有限公司 30 元+誠

驛國際有限公司 30 元）、郵政劃撥手續費

（15 元×6人+20元×4人）、郵費 210 元、

刻印 120,5 元 

  5 場地費 4,000 第一屆第二次會員大會場地費 

  6 所得稅 2  

 2 1 人事費 6,000 秘書工作費 101年 2月至 102年 2月(5,00

元×12月) 

 3 1 設備費 20,000 電腦不含螢幕（網站伺服器） 

   小計 54,967  

3   本期結餘 96,661  

理事長：楊貴三      秘書長：歐陽鍾玲      會計：邱琡雯       製表：李宜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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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系友會 102 年度經費收支預算表 

（自 102 年 1 月 1 日至 102 年 12 月 31 日） 

                                   

科目 
預算數 說明 

款 項 目 科 目 

1   本會收入    

 1  入會費 12,000  個人會員300 元×40 人=12,000 元 

 2  常年會費 10,000  個人會員200 元×50 人=10,000 元 

 3  永久會員費 50,000  永久會員10,000 元×5 人=50,000 元 

 4  其他    

   小計 72,000   

2   本會支出    

 1  業務費 

30,000  1.印刷費：會員大會手冊、理監事會議會議資料印

刷費 

2.誤餐費：會員大會、理監事會議誤餐費或茶點費 

3 場地費：會員大會場地費 

4.雜支：文具、郵電費等 

5. 第一屆第三次會員大會場地費 

 2  人事費 
6,000  秘書工作費 102 年 1 月至 102 年 12 月(5,00 元×

12月) 

   小計 36,000   

3   本期結餘 36,000   

理事長：楊貴三      秘書長：歐陽鍾玲      會計：邱琡雯       製表：李宜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