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畢業 40 年校友返校日第 3次籌備會會議紀錄 

時間：11/9(三) 晚間 8:00 

與會人員：籌備小組成員及各系聯絡代 

主席：總召集人：周昌湘（法律系）    記錄：陳長儀（銀行系） 

一、 主席報告：略 

二、 前次會議追蹤：詳前次會議紀錄(1026 40校友返校日第 2次籌備會議紀錄-final) 。 

三、 報告事項： 

（一）活動組 

1. 活動海報已經完成，可作為活動之推廣使用。(如附件 1，p4) 

2. 中午用餐由各班自行組織，校方已洽校內 2家餐廳達人數後開放，並整理校外特色餐廳供參。(如附件 2，p5-6)  

3. 對味廚房 500元套餐，可容納 72席，可刷卡，主廚建議以內用為佳，不提供外帶餐盒，均需事先報名，11/16先收

齊第一批報名，11/27報名截止。 

4. 集英樓 100元便當，可容納 130人，自行結帳。11/16先收齊第一批報名，11/27報名截止。 

5. 漫步校園行程二擇一報名，四維堂前集合；環山道健行、山下校園巡禮路線及景點資料。(如附件 3，p7-9) 

6. 目前節目有兩個：六七振聲（薩克斯風及歌唱）、中文系（古箏演奏）節目時長約 40分鐘，尚餘 10分鐘左右可供報

名。 

7. 彩排時間當天以當天上午 10點至 13點間為限，請事先向活動組報名。 

8. 校方已經準備周邊商品供當日展售，亦有線上商城→https://souvenir.nccu.edu.tw/web/index/index.jsp 

9. 當天活動，已安排有專人拍攝與側寫，活動後報導將刊於校友服務網 https://www.alumni.nccu.edu.tw/return_to_school/view/14 

  

https://souvenir.nccu.edu.tw/web/index/index.jsp
https://www.alumni.nccu.edu.tw/return_to_school/view/14


（二） 聯絡組 

1. 活動有上午、中午及下午三段，可以選擇只參加其中一部分。人數由系代表掌控，事先告知聯絡組。 

2. 11/16先收齊第一批報名，報名截止時間為 11/27 (活動兩周前) ，自本次會議後，未來將於每周一晚上

20:00review（無法參加者請提書面資料通知聯絡組）。 

3. 校方同意當日免費停車，報名表格增加車號欄位；配合作業需要，11/27前應報名完成。 

4. 如果校外用餐，不需要填在後面葷素的人數。 

5. 目前統計（11／9止）上午、中午、下午報名人數： 

<選修> 
行程一 

10:00-12:00 

<選修> 
行程二 

11:00-12:00 

<各班自行組織> 
午餐選項 

12:00-14:00 

<必修> 
下午音樂茶會 
14:00-16:00 

車號 

環山步道健行 
(四維堂集合) 

山下校園巡禮 
(四維堂集合) 

(1)對味廚房(72席) 

(2)集英樓(130席，70人以上始開放) 

(3)校外用餐 

 現入校採車牌辨
識系統 

共 18人 共 8人 

共 27人 

 

(1)對味廚房 共 9人 

法律 2、中文乙 3、銀行 4  

(2)集英樓共 17人 

心理 2、阿語 7、西語 8 

(3)外食 共 1人 

統計 1 

共 36人 

1.法律系 2人 

2.統計系 1人 

3.國貿系 3人 

4.心理系 2人 

5.歷史系 3人 

6.阿語系 7人 

7.銀行系 4人 

8.西語系 6人 

9.中文甲 2人 

10.中文乙 3人 

11.新聞系 3人 

2人 

6. 目前各系配合狀況，需要如何支援？ 

7. 目前已於政大人、校友服務網公告活動相關訊息，是否還有其他擴大宣傳此次活動的方法？ 



（三） 總務組 

1. 預算經費包含燈光音響、節目表演器材、桌椅設備、活動場佈，經詢價約 30萬。(如附件 4，p10-11) 

四、 討論及決議事項 ： 

1. 校友代表致詞，由到場校友自行上台互動，活動前 3天(12/7) ，確定要上台的同學，請各班班代表將名單交苡瑄

彙總給司儀，俾利其準備。 

2. 主持人選由校方邀請新聞系 104級學弟，現任知名電視台記者/主播，具專業主持經驗，費用 6,000元一場，自預

算支應。 

3. 當日活動得 3項擇一報名參加，每位校友得攜眷以 3名為限；請於報名時告知聯絡組人數，當天人數由各系代表掌

控。 

4. 午餐目前暫訂於四維堂舉行，若報名未達 70人，僅開放對味廚房，由校友自行付費(當日現場收現金)。若有班級

同學要自行到外部用餐，不予干涉，請最遲於 11/27報名時告知。 

5. 為刺激下午活動報名，凡參與下午茶會活動的畢業 40年校友本人，下午 2時至四維堂報到，校方將贈 500元禮

券，歡迎至場內紀念品展售處，自由選購政大限定紀念品(限當日，限單筆，不找零，超過補差價)。 

6. 有鑑於校友可能因疫情嚴重、避免群聚疑慮而影響參加意願，因此制訂此次返校日活動防疫措施如下 

（將放置於公開資訊區及請各系轉達）： 

(1) 建議參加同學可以自覺自行在家，先進行快篩再出門，以維護自身及大家安全。我們也會在現場提供數份快篩

試劑。學校校門及餐廳、四維堂沒有要求要先快篩陰性才能進入，但是在四維堂門口會進行體溫測量。 

(2) 當天活動期間，無論是敘舊聊天、看表演等時間，均執行戴口罩原則。 

(3) 戶外健行期間依防疫中心規定是可以不戴口罩，但如有必要仍可以配戴。 

7. 無法聯絡上的科系包含哲學、政治、社會、公行、地政、經濟、東語系。建議以本次活動籌備會名義致函告知內

容：「期待有同學出面組織參加，否則至 11/27 截止日。將因無法聯繫將視同其放棄權益」，發送到上述系辦公

室。 



五、 臨時動議： 無 

六、 散會(21: 11) 



附件 1 
 

 

14:00-16:00下午茶音樂會 節目流程

時間 活動流程 備註 

14:00-

14:30 

相見歡 

懷舊照片展覽 
四維堂報到 

14:30-

14:35 
總召開場 法律系 周昌湘 

14:35- 

15:30 

六七振聲小重唱 (30分鐘) 

中文系古箏演奏 (12分鐘) 

歡迎各系或社團報名 

提出表演活動 

15:30- 

15:40 

校長致詞 

校務發展報告 
政大近 40年發展 

15:40- 

15:55 
校友代表分享 

邀請同學分享在校經歷或趣

事 

15:55- 

16:00  
校歌大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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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政大附近特色餐廳推薦 

餐廳名稱 餐廳外觀 美食照片 特色描述 預約電話 連結 

舒曼六號 

  

#工業風用餐環境 #德式#西式料理

餐點多元，除了美味的義大利麵，

還有德國豬腳、煎餅和土耳其餐可

供選擇 

2234-1088 
https://www. 
schumannsbistrono6. 
com/ 

敘緣小館 

  

#台式料理#桌菜主打合菜料理，用

餐空間溫馨，餐桌以 4人桌起跳，

也有大小圓桌，適合多人聚餐，廣

受在地居民愛戴 

2938-4448 
https://www.facebook.c
om/SYUYUAN.restauran
t/ 

惜惜咖啡 

  

#新開幕#裝潢新潮位於萬興國小後

方，提供素食菇菇餐、日式味噌

豬、西蕃果雞胸、黑咖啡雞腿、德

國豬腳等簡餐料理 

2937-7617 
https://www.facebook.c
om/shoushouoffical/ 

滇味廚房 

  

#平價雲南料理 

特色料理「豬肉粑粑絲」上有辣

醬、油蔥酥與炒過的豬肉香末，氣

味十分宜人，很開胃 

2938-4788 
https://www.facebook.c
om/profile.php?id=100
068100758260 

四川飯館 

  

#台式料理#桌菜開業已久的川菜

館，料多實在，好吃又便宜 
2939-4193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

php?id=188855024467391&paipv=

0&eav=AfYIxDqEDT1GGCqM7-

Ze93u6-

G9llwiHFrIURgtM7SI7VJXMxF_Dk0lf

1I6GPvm_nt0&_rdr 

https://www.schumannsbistrono6.com/
https://www.schumannsbistrono6.com/
https://www.schumannsbistrono6.com/
https://www.facebook.com/SYUYUAN.restaurant/
https://www.facebook.com/SYUYUAN.restaurant/
https://www.facebook.com/SYUYUAN.restaurant/
https://www.facebook.com/shoushouoffical/
https://www.facebook.com/shoushouoffical/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68100758260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68100758260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68100758260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88855024467391&paipv=0&eav=AfYIxDqEDT1GGCqM7-Ze93u6-G9llwiHFrIURgtM7SI7VJXMxF_Dk0lf1I6GPvm_nt0&_rdr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88855024467391&paipv=0&eav=AfYIxDqEDT1GGCqM7-Ze93u6-G9llwiHFrIURgtM7SI7VJXMxF_Dk0lf1I6GPvm_nt0&_rdr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88855024467391&paipv=0&eav=AfYIxDqEDT1GGCqM7-Ze93u6-G9llwiHFrIURgtM7SI7VJXMxF_Dk0lf1I6GPvm_nt0&_rdr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88855024467391&paipv=0&eav=AfYIxDqEDT1GGCqM7-Ze93u6-G9llwiHFrIURgtM7SI7VJXMxF_Dk0lf1I6GPvm_nt0&_rdr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88855024467391&paipv=0&eav=AfYIxDqEDT1GGCqM7-Ze93u6-G9llwiHFrIURgtM7SI7VJXMxF_Dk0lf1I6GPvm_nt0&_rdr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88855024467391&paipv=0&eav=AfYIxDqEDT1GGCqM7-Ze93u6-G9llwiHFrIURgtM7SI7VJXMxF_Dk0lf1I6GPvm_nt0&_r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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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忠 

  

#台式料理#桌菜熱炒合菜店，也有

賣一些炒飯、炒麵、蓋飯等個人餐

點 

2939-9060 

https://www.google.com/maps/sea

rch/?api=1&query=%E6%95%8F%E5

%BF%A0%E5%B0%8F%E5%90%83%

E5%BA%97&query_place_id=ChIJzT

0JyXuqQjQRxBU2ET5FbEc 

集英樓 

(第二學餐) 
 

100元便當 

主菜：梅干扣肉、鹹豬肉、

(素)涼拌三絲。(三擇一) 

配菜：高麗菜、龍鬚菜、義

式綜合菇、溏心蛋。 

#第二學生餐廳#小農#130席  

自助餐模式的小農餐廳，結合便利

商店與 K 書中心等多功能且媲美咖

啡廳的複合式空間。70人即開放現

場自助。 

請各班班代統

一報名表填

寫，以利學

校餐廳準備 

https://www.facebook.com/NCCUh

erokitchenlab/ 

對味廚房 

(行政大樓)  

500元套餐 

*野蔬溫沙拉 

*松露時蔬濃湯 

*蛋黃培根義大利麵/野菇起

士義大利麵(素) 

*燒烤台灣鮮魚/ 

燉煮有機豆香拼盤(素) 

*特製甜點 

#2022新開幕 

位於本校行政大樓入口處，永續食物

實驗餐廳，以環境友善、有機食材做

為主打，活動當天設計有機特色套餐

1式供學長姐享用，達 30人即開放現

場用餐。 

https://www.facebook.com/themat

chkitchenlab/ 

https://www.google.com/maps/search/?api=1&query=%E6%95%8F%E5%BF%A0%E5%B0%8F%E5%90%83%E5%BA%97&query_place_id=ChIJzT0JyXuqQjQRxBU2ET5FbEc
https://www.google.com/maps/search/?api=1&query=%E6%95%8F%E5%BF%A0%E5%B0%8F%E5%90%83%E5%BA%97&query_place_id=ChIJzT0JyXuqQjQRxBU2ET5FbEc
https://www.google.com/maps/search/?api=1&query=%E6%95%8F%E5%BF%A0%E5%B0%8F%E5%90%83%E5%BA%97&query_place_id=ChIJzT0JyXuqQjQRxBU2ET5FbEc
https://www.google.com/maps/search/?api=1&query=%E6%95%8F%E5%BF%A0%E5%B0%8F%E5%90%83%E5%BA%97&query_place_id=ChIJzT0JyXuqQjQRxBU2ET5FbEc
https://www.google.com/maps/search/?api=1&query=%E6%95%8F%E5%BF%A0%E5%B0%8F%E5%90%83%E5%BA%97&query_place_id=ChIJzT0JyXuqQjQRxBU2ET5FbEc
https://www.facebook.com/NCCUherokitchenlab/
https://www.facebook.com/NCCUherokitchenlab/
https://www.facebook.com/thematchkitchenlab/
https://www.facebook.com/thematchkitchen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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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行程一(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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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行程二(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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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行程一(詳細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