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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系友會 

第四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間：111年 07月 27日(星期三)下午 2:00 

地點：線上會議室(https://meet.google.com/eft-njxe-ujx) 

主持人：高麗珍理事長 

出席者：理事 - 沈淑敏女士、林泰安先生、林聖欽先生、張峻嘉先生、郭秋美女士、陳哲銘先

生、游牧笛先生、廖學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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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煙灶先生、劉玲秀女士 

                               (應出席人數 15人，出席人數 13 人、請假 2 人) 

 紀錄：李美萱 

（一）會議開始 

 

（二）主席致詞 

 

（三）報告事項 

 

（四）討論提案 

提案 1                                    提案人:系友會理事會 

案由：審定會員名冊案。 

說明：截至今日已審定通過會員人數 417名，新入會申請 0名，出會 1名。 

 1、審定會員資格。 

會員 

編號 
姓名 性別 現任本職 系級 會員類別 

無      

  2、出會名單 

會員 

編號 
姓名 性別 系級 會員類別 說明 

41 陳國章 男 大學部 41級 
永久會員 

第二次籌備會議 1001118通過 
過世 

  3、審定通過後，造具名冊報主管機關備查。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 2                                    提案人:系友會理事會 

案由：111年度系友回娘家活動安排，提請討論。 

說明： 由汪明輝老師規劃，詳【附件 1】第 3頁。 

決議： 

1.上午室內活動由汪明輝老師和 71級班召討論後定案，並準備疫情備案。 

2.下午室外活動由理事長募集贊助，以系友免報名費，非系友收費方式為原則；若定向越野本

次無法成行，請林聖欽老師協助規劃進行備案。  

https://meet.google.com/eft-njxe-uj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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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3                                    提案人:系友會理事會 

案由：陳國章教授紀念學術研討會：臺灣地名探究，提請討論。 

說明：由韋煙灶老師規劃，議程、報名表詳【附件 2】第 5-7頁。 

決議： 

1. 修正後通過，待議程完善後再行公告。 

2. 系友會協助編輯「陳國章老師紀念專輯」(紀念品)。 

 

 

提案 4                                    提案人:系友會理事會 

案由：111年度地理實察活動「草漯沙丘地質公園深度旅遊」安排，提請討論。 

說明：由林宗儀老師規劃，方案及收費估算詳【附件 3】第 8頁。 

決議：修正後通過，請林宗儀老師擴大區域規劃行程後再行公告。 

 

 

（五）臨時動議 

（六）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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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111 年系友回娘家暨會員代表大會活動 

一、活動時間：111年 09月 24日(星期六) 

二、活動地點：母校和平校區文學院勤大樓十樓會議室＆林口校區 

三、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1年 09月 12日(星期一)截止。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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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韋煙灶主任 

高麗珍理事長 

 

09:40~11:30 

◆從 41到 111 

◆學長姊/學弟妹「大團圓」 

◆系友會「阿里山之旅」的看見 

◆職涯經驗分享 

◆才藝表演 

◆大合照 

高麗珍理事長/ 

71級系友汪明輝

老師暨與會系友 

※即日起請各

班召集人將懷

念老照片上傳

到系友會共享

相簿。 

11:40~14:00 午餐 

下午參加定向

越野人員，自

行前往林口校

區集合 

14:00~17:00 
林口校區定向越野體驗 

＆彩蛋巡禮 

愛臺灣定向越野

俱樂部林士斌理

事長暨系友會 

籌備團隊 

※歡迎系友&

非系友組隊參

加；非會員酌

收費用， 

17:00~ 下課、放牛吃草  期待下次再相會! 

五、報名網址 

■懷念老照片徵集網址: 

■系友回娘家報名網址: 

■林口校區定向越野體驗活動網址:  

 
費用預估： 

1.午餐訂便當-100元*報名人數 (本項經費預計向學校申請) 

2.下午定向越野費用(接受報名) 

保險預估 50元/人? 

定向越野相關費用 58,000元(估價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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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    價    單 
 
客戶名稱: 師大                                   日期:111 年 07 月 25 日 

 

品名 數量 單位 單價 總價 備註 

定向電子器材租借 1 組 35,000 35,000  

教練及助教費用 1 天 20,000 20,000 1 位講師及 4 位助教 

地圖印製費 75 張 40 3000 
每人 1 張 A4 及 A5 及

防水套 

      

總金額 新台幣伍萬捌千元整 

 

 

 

 

 

 

 

聯繫方式：  

臺灣定向運動協會 

連絡人及電話：林士斌 0927-313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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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陳國章教授紀念學術研討會：臺灣地名探究 

 

一、會議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大樓文學院 地下室會議室、樸 201 教室 

二、會議期程：2022 年 09 月 25 日（星期日）09:00-17:00 

三、合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系友會、社團法人

台灣地理學會合辦 

 

※會議議程※ 

時間 主持人 報到 

08:30-09:00 
大會會場 

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大樓文學院 樸 201 教室 

來賓致詞 

09:00-09:40 韋煙灶 

開幕：文學院陳秋蘭院長、台灣史研究所康培德所長 

陳國章教授家屬致詞 

台灣地理學會代表致詞：吳進喜教授、洪立三理事長 

專題報告 

09:40-10:20  林宗儀 

陳國章教授專訪：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系友會高麗珍

理事長 

「形如其名：地名與地形的對話」專書：沈淑敏教授、

李聿修、陳銘鴻、羅章秀同學 

10:20-10:40 茶敘時間 

專題演講 

10:40-11:20 

沈淑敏 

陳國川教授 

陳國章教授的學術研究與貢獻 

11:20-12:00 

陳君愷教授 

「內地人」或「外江人」？——辨析清季臺灣本地人

對大陸來臺人士的稱謂及其意義 

12:00-13:15 午餐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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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場地（一）：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大樓 文學院會議室（地下室） 

「臺灣原住民族山川地名回復」工作坊場次Ⅰ 

時間 主持人 發表人 講題 與談人 

13:15-14:55  
   

   

 茶敘時間 

「臺灣原住民族山川地名回復」工作坊場次Ⅱ 

  
   

   

 中場休息（轉回主場地：文學院樸 201 教室） 

 

會議場地（二）：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大樓 樸 201 教室） 

「臺灣地名探究」論文發表Ⅰ 

時間 
主持人兼

引言人 
發表人 論文題目 

13:15-14:55 黃雯娟 

林修澈 
臺北市文山區里名與街道名修訂之建議（暫

定） 

許淑娟 
看見臺南府城—行政地名的在地性與里名調

整 

14:55-15:15 茶敘時間 

「臺灣地名探究」論文發表Ⅱ 

15:15-16:55 吳育臻 

林聖欽 臺南市安南區街道命名的變遷 

楊皓雲 

韋煙灶 
臺灣及其漢族移民原鄉之山體地名探討 

16:55-17:05 中場休息 

17:05-17:30 
林修澈 

康培德 
綜合討論 

17:30-17:35 韋煙灶 閉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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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國章教授紀念學術研討會：臺灣地名探究 

參會報名表 

姓 名  

服 務 單 位  職 稱  

聯 絡 電 話  

聯 絡 地 址  

Email  

報 名 場 次 

□  上午  

□  下午 「臺灣原住民族山川地名回復」工作坊 

□  下午 「臺灣地名探究」學術研討會 

午 膳 2022/09/25（日）   □葷     □素    □自行準備 

備 註  

報名方式及注意事項： 

1. 即日起請上網報名(https://forms.gle/VgiEyLHV7y3HWnHC7)。 

➢ 本研討會參會報名截止日：2022/09/18 (日)  

2. 各場次均為免費參加。參會者由本會議提供會議當日的午膳及紙本會議手冊一份（基於著作

權之保護，不提會議手冊電子檔），但住宿費與交通費自理，敬請見諒。 

3. 本次學術研討會採實體會議，因場地限制每場次限額 45 名（受邀來賓不用報名），現場報名

無法領取會議手冊，敬請見諒。 

4. 會議手冊、備餐及茶點的數量均須事先確認，為力行環保、不浪費物資；並避免占用參會限

額。若報名後因故無法參會，請於 2022/09/18 (日) 前以 email 等形式告知。 

5. 為響應政府機關學校紙杯減量方案，請自備水杯，會場不主動提供紙杯。 

 

聯絡電話：02-77491651  李美萱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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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草漯沙丘地質公園深度旅遊 
 

方案一（安可土雞城—沙丘附近唯一餐廳） 

8:15 師大集合出發 

8:50 桃園高鐵站 

8:50-9:20 車程 

9:20-11:20 潮音海步道 

11:20-11:30 車程 

11:30-12:50 安可土雞城 

12:50-13:10 車程 

13:10-14:10 沙丘館 1 樓展區、觀音海水浴場、遠眺三接工址 

14:10-14:40 沙丘館 2 樓景觀咖啡(費用自理) 

14:40-14:50 車程 

14:50-17:00 白沙屯步道 

17:00 看完夕陽回台北 

 

方案二（社區餐） 

8:15 師大集合出發 

8:50 桃園高鐵站 

8:50-9:20 車程 

9:20-11:20 潮音海步道 

11:20-11:40 車程 

11:40-12:50 沙丘館供餐 

12:50-13:50 沙丘館 1 樓展區、觀音海水浴場、遠眺三接工址 

13:50-14:20 沙丘館 2 樓景觀咖啡(費用自理) 

14:20-14:30 車程 

14:30-16:50 白沙屯步道 

看完夕陽回台北 

 

費用: 1 部遊覽車出車費(1 人 400-600 視參加人數多寡)， 2.旅遊意外險保險費(50?) 3. 飲

水及午餐費用 (1人 400?) 

預計收費 12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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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 

111年度工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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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宏裕系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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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淑敏系友規劃)-因疫情暫緩辦理(延期日期未定) 

111年 06月 11日 111年系友回娘家活動(由汪明輝系友規劃) (將邀請姚翰玲系友、張佩玉系

友、林沛英系友協助搭配百年校慶"40 重聚"為核心活動)-因疫情暫緩辦理(預計

延至 111年 09月 24日辦理) 

111年 09月 25日與地理學系、社團法人台灣地理學會合辦「陳國章教授紀念學術研討會：

臺灣地名探究」。 

111年 11月 12日(暫定)舉辦地理實察活動-草漯沙丘地質公園深度旅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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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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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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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時發佈在系有會三大網路平台：  
1.各區域的 line的群組； 
2.系友會網站 http://alumni.geo.ntnu.edu.tw/main.php    
3. FB粉絲專業網站 https://www.facebook.com/ntnugeogalumn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