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龍華科大 82 年畢業校友年會 邀請函 

敬愛的 82 年畢業校友：您好 ! 

時光荏苒，轉眼間您已從「龍華」畢業 20 年了，20 年間我們的母校從當年的「龍華工

商專科學校」升格為現在的「龍華科技大學」，目前學生逾萬，已成為全國科技大學名校之一，

在北區私校中排名第一，除連續八年獲得教育部教學卓越計劃補助外，前年更一舉拿下教育部

辦理全國技專校院評鑑第一名，去年並獲選為典範科技大學之產學研發中心，累計獲得補助金

額逾四億餘元，母校的進步，大家有目共睹，因而校友們在社會上亦必須更團結，更有一番做

為。 
龍華校友會成立於民國 69 年 6 月 15 日，其宗旨是以情感的聯誼、工作經驗及生活知識

的交換、促進校友之間的合作、發揚龍華校譽及提高社會地位為主，為此前年 12 月 10 日在校

友會會員大會中，通過每年由畢業 20 年之各屆校友輪流舉辦校友年會，並由校友會和母校學

務處協辦，去年 12 月 2 日由 81 年畢業的黃瑞芳校友擔任總召，順利的在母校舉辦成功，創辦

人孫媽媽 董事長 校長 林副校長 --- 等一級主管都出席參與此盛會，畢業二十年能再歡聚一

堂，實為人生一大樂事。  

今年輪到 82 年畢業校友主辦，校友會透過畢業同學錄連絡上所有編輯委員，並召開籌備

會議選出陳玉青校友擔任本屆年會總召，今特聯名發此函邀請各位於 12 月 7 日校慶當天返校

出席校友年會，除可看到母校軟硬體設備的進步外，亦可見到當年的師長和失散多年的老同學， 
期盼年會的交流，能互換工作或創業心得，讓您的工作或事業更上一層樓，您的成功除能讓你

的親友感到驕傲外，亦能讓母校帶來榮耀，這也是龍華校友們大家的願望，希望您能參與本次

年會，讓龍華校友們在社會上更加蓬勃發展，在此先謝謝您！ 

時間：102 年 12 月 7 日 (星期六) 上午 09：30 ~ 16：00 
地點：龍華科技大學法民大樓 3 樓 
餐敘：Buffet (龍華科技大學法民大樓 9 樓) 
費用：本人 1,000 元(含年費 500 元餐敘 500 元)，配偶 500 元，小孩免費。校友會將贈送帶有

校友會 Logo 的精美領帶給男生、精美絲巾給女生，所有餐敘費用不足的部分將由校友會支付 
摸彩：校友會提供數萬元獎品供參與校友年會之校友摸彩 
聯 絡 人：校友會執行秘書 黃羽賢先生 連絡電話：02-82093211-3302 (O) 0911-321818 (M)  
聯絡信箱：su184@gm.lhu.edu.tw   
回    函：請 Email 給執行秘書黃羽賢先生告知是否參加，以利統計出席人數         

  敬祝 愉快 
 
主辦：龍華科技大學  82 年畢業校友 
總召集人  ：陳玉青 0975-792121  E-Mail：mx9217.lin@gmail.com 
副總召集人：劉逢志 黃俊明 高崇林 張志仁 
召集人    ：莊大村 孫君瑞 陳大業 吳忠國 黃文賢 彭德全 曾燕萍 

林揚峰 許朝崇 葉念慈 莊怡怡 魏晉源 謝碧霞   
總幹事：呂浩億 
協辦：龍華科技大學校友會 理事長 李  忠 
協辦：龍華科技大學學務處 學務長 王延年        敬邀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14 日 



102 年龍華科技大學校友年會 議程表 
 

一、 09：30 ~ 12：00 報到、互相認識、拜訪師長、園遊會 

二、 11：00 ~ 12：00 傑出校友座談會 

三、 12：00 ~ 13：30 餐敘 

四、 13：30 ~ 13：45 校友會理事長/歷屆榮譽理事長致詞 

五、 13：45 ~ 14：00 董事長、校長、副校長、學務長致詞 

六、 14：00 ~ 14：10 82 年畢業總召集人致詞 

七、 14：10 ~ 14：15 理事會報告 

八、 14：15 ~ 14：20 監事會報告 

九、 14：20 ~ 14：25 財務長報告 

十、 14：25 ~ 14：45 專題演講一 (82 級畢業校友 – 黃俊明 ) 

十一、 14：45 ~ 15：05 專題演講二 (97 級畢業校友 – 黃榮哲 ) 

十二、 15：05 ~ 15：50 選舉理監事、摸彩 

十三、 15：50 ~ 16：00 唱校歌、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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