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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系友會 

第四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間：111年 04月 22日(星期五)下午 4:00 

地點：線上會議室 

主持人：高麗珍理事長 

出席者：理事 - 沈淑敏女士、韋煙灶先生、郭秋美女士、陳哲銘先生、游牧笛先生、廖學誠先

生、劉玲秀女士 

監事 - 林雪美女士、歐陽鍾玲女士、譚柏雄先生 

秘書長 - 林宗儀先生 

請  假：理事 - 林泰安先生、林聖欽先生、張峻嘉先生 

                               (應出席人數 15人，出席人數 12人、請假 3人) 

 紀錄：李美萱 

（一）會議開始 

（二）主席致詞 

（三）報告事項 

1.為因應學校網頁改版，系友會網頁需重新建置，理事長已請陳哲銘老師協助推薦學生協助建

置，建置工作費 12,000 元整。 

2.放心窩活動，由陳哲銘老師總籌規劃，沈淑敏老師熱心協助，活動內容詳【附件 1】第 3頁，

已招募志工 6位，將由系友會統一負擔旅行平安保險費用。(因疫情暫緩辦理) 

 

 

（四）討論提案 

提案 1                                    提案人:系友會理事會 

案由：地理系、系學會、系友會合辦職涯講座活動案，提請討論。  

說明： 

1、擬於 110年 04月 14日星期四舉辦，由林聖欽系友籌劃。 

2、系學會經費申請預算如下表，活動企劃書詳【附件 2】第 4頁，提請討論經費補助。 

項 目 單 價 數 量 小 計 

講師費(改線上) 3,000 4 12,000 

總計 12,000元 

決議： 

1. 職涯講座因屬畢業系友回饋母系的服務性活動， 循例支給受邀講師出席費 2,000 元。 

2. 未來系友會邀請系友舉辦講座、工作坊或帶領考察活動，概支 2,000出席費，另遠程交通費

採實報實銷。 

3. 本次職涯講座支給講師出席費共 8,000元。 

 

 

提案 2                                    提案人:系友會理事會 

案由：111年系友回娘家暨會員代表大會活動安排，提請討論。 

說明：  

 1、111年 06月○日於文學院 B1會議室舉辦，由汪明輝系友籌劃。 

 2、活動初步規劃：詳【附件 3】第 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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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1.111 年系友回娘家暨會員代表大會活動預定於 111 年 06 月 11 日(六)辦理。  

2.疫情期間將視狀況由主辦團隊調整活動內容。 

3.「從 41到 111」活動將配合系史室影音檔建置，邀請 111級同學擔綱重任。 

4.「幼獅少年遊」回春再出發活動，將邀請 71級系友的地理系傳人協同規劃辦理。 

 

 

（五）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 1                                    提案人:林宗儀秘書長 

案由：有關理事候補事宜，提請討論。 

說明： 

1. 林宗儀秘書長將於 111 年 07月 31日卸任，並由韋煙灶理事於 111年 08 月 01日接任秘書長

職務。 

2. 依本會章程第二十二條規定，秘書長不得由理監事擔任，故韋煙灶理事將於 111年 08月 01

日正式請辭理事。 

決議：通知候補順位徐銘鴻先生自 111年 08月 01日起當選理事。 

 

 

（六）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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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系友會 

【志工招募】 

 

徵求系友們協助活動的進行，活動行程精彩又豐富，可以增加知識又可以做公益，期待您的參

與！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11年 04月 06日(三) 

報名方式：請直接上網填寫資料 https://forms.gle/EiUoNNPtnKFPNDP28 

 

（以下是活動介紹） 

一、活動：臺師大地理系友會 111年度放心窩社會服務~新店碧潭水岸遊 

二、時間：111年 04月 23 日(六)  09:00-14:00 

三、領隊：陳哲銘老師、沈淑敏老師 

四、活動對象：放心窩 11 位國小中高年級學童與 3 位帶隊老師 

五、活動行程： 

時間 活動說明 地點 

09:00 集合 新店捷運站 

09:00~ 

11:00 

由新北市文史協會講師導覽文史, 沿

途加上系友解說地形與水文 

導覽路線:瑠公圳圳頭-碧

潭吊橋-右岸步道-堤防一

號-通學橋-大坪林圳圳道-

開天宮-引水石腔 

11:00~ 

13:00 

和美山山頂野餐 和美山山頂 

13:00~ 

14:00 

返回新店捷運站結束活動 新店捷運站 

1.請自備飲水及零食。 

2.活動行程內容，會視當天狀況調整或變動。 

※若下雨則取消和美山野餐, 文史與地形水文導覽完成後直接帶往新店捷運站

發放餐點結束活動 

 

主辦單位: 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系友會 

協辦單位: 新北市文史協會(新店文史館) 

https://forms.gle/EiUoNNPtnKFPND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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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地理系學會 

職涯講座活動計畫書 

 

活動名稱 地理系職涯講座 

活動包裝 無 

活動宗旨與目標 
透過邀請已畢業系友分享，讓地理系在學成員對畢業後出路有更多了

解 

主辦單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會/專導 

指導老師 林聖欽 

活動負責人 

及其連絡方式 
湯可伊，0905678166，a0320506@gmail.com 

活動地點 地理系十樓會議室 

活動時間 2022/4/14  19:00~22:00 

活動對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學生 

活動人數 講師 4 名、籌辦人數 6名、參與人數 25 人,共 35 人 

組織分工 如附件一 

活動內容與流程 如附件二 

經費預算 如附件三 

宣傳計畫 如附件四 

※本活動呈請學務處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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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組織分工表 

 

股別 負責人 負責內容 

總籌 湯可伊 

1. 跑學校流程 

2. 聯絡講師 

3. 寫企劃書 

宣傳股 江安沂 

1. 撰寫宣傳文案 

2. 向美宣股請宣 

3. 製作報名表單 

總務股 
        林佑威 

周恩婕 

1. 處理所有跟錢有關的事 

2. 申請補助 

場器股 
黃啟恩 

簡韶彥 

1. 當天控場 

2. 當天拍照 

3. 製作感謝狀 

 

附件二：活動內容與流程表 

時間 活動項目  負責人 地點 備註/器材 

19:00 - 19:30 簽到入場 、 開場 

學術股、講

師 
10F 會議室 

簽到表 

19:30 - 20:00 講者 王怡文 分享 感謝狀 

20:00-20:30 講者 謝亞丞 分享 感謝狀 

20:30-21:00 講者 涂仁瑋 分享 感謝狀 

21:00-21:30 講者 施祖方 分享 感謝狀 

21:30-22:00 大合照、散場  

 

附件三：活動預算表 

活動預算 

項 目 
單 

價 
數 量 小 計 備註 

感謝狀影印費 

 
5 4 0 神威影印(B5)，系辦有護貝機，記得護貝 

講師車馬費 3000 4 12000 系友會補助 

總計 12000 負責人 林佑威、周恩婕 

 



 

第6頁，共8頁 

 

附件四：宣傳計畫表 

 

宣傳計畫 

預計時間 負責人 對象 宣傳方式 

2022/4/14 湯可伊 參與者 寄提醒 email 

2022/4/14 江安沂 地理系全體 IG、FB 發文 (活動提醒) 

2022/3/31 江安沂 地理系全體 IG、FB 發限動 (截止報名) 

2022/3/22 江安沂 地理系全體 IG、FB 發文 (開始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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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111 年系友回娘家暨會員代表大會活動 

一、活動時間：111年 06月 11日(星期六) 

二、活動地點：母校校本部文學院 B1會議室 

三、報名網址： 

四、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1年 05月 23日(星期一)截止。 

五、預定行程：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演講/演出人 備註 

09:00~09:30 報到 

09:30~09:40 開幕 林宗儀主任 

高麗珍理事長 

 

09:40~10:00 學長姊/學弟妹「大

團圓」 

高麗珍理事長 談一談過往

的溫馨回憶 

10:00~11:00 與神秘嘉賓相見歡 

◆從 41到 111 

◆系友會「阿里山之

旅」的看見 

高麗珍理事長 

71 級系友汪明輝老

師、林慧雀老師 

 

 

11:00~11:40 職涯經驗分享  高麗珍理事長/ 

與會系友 

 

11:40~11:59 大合照   

12:00~14:00 午餐/會員代表大會 高麗珍理事長  

14:00~17:00 「幼獅少年遊」回春

再出發 

71 級系友姚翰玲老

師、張佩玉老師 

戶外小旅行 

17:00~ 下課、放牛吃草  

期待下次再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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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 

111年度工作計畫(草案) 

 

1-1 111年全年常態性的服務項目 

 

1-2  111年舉辦的活動 

111年 01月 08-10日舉辦地理實察活動-阿里山之旅(由汪明輝系友規劃) 

111年 04月 14日職涯座談會(與系學會、地理系合辦) (由林聖欽系友規劃) 

111年 04月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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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陳哲銘系友規劃、沈淑敏系友協助) 

111年 06月 11日 111年系友回娘家暨會員代表大會活動(由汪明輝系友規劃)(高理事長將邀

請姚翰玲系友、張佩玉系友協助搭配百年校慶"40重聚"為核心活動) 

111年 11月 12日(暫定)舉辦地理實察活動(由林宗儀系友規劃) 

 

1-3 111年會議召開 

111年 01月 14日舉辦第四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定期會議，擬討論 110年度工作報告、收支

決算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基金收支表及 111年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等，

通過後提會員大會) 

111年 04月 22日舉辦第四屆第三次理監事會議(定期會議) 

111年 06月○日第四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擬討論 110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現金

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基金收支表及 111年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等，

通過後報部備查)  

111年 07月○日舉辦第四屆第四次理監事會議(定期會議) 

111年 10月○日舉辦第四屆第五次理監事會議(定期會議，擬討論 112年工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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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時發佈在系友會三大網路平台：  
1.各區域的 line的群組； 
2.系友會網站 https://www.geo.ntnu.edu.tw/index.php/geoalumni/ 
3. FB粉絲專業網站 https://www.facebook.com/ntnugeogalumn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