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龍華校友會暨 81 級畢業校友年會籌備會會議紀錄 

 

一、時間：101 年 6 月 16 日 10：00 ~ 14：00 

 

二、地點：幸福宴民俗文化餐廳 (新北市樹林區三俊街 1 號) 

 

三、主席：校友會副理事長-楊蘭治                          紀錄：楊士岳 

 

四、參加人員： 

葛校長自祥、王學務長延年、白榮譽理事長玉錚、理事長李忠、楊蘭治、-

初炳瑞、陳泉生、劉柳明、林炎宗、81 級畢業校友總召-黃瑞芳、副總召-

林世龍、副總召-陳明燦、副總召-蘇安利、副總召-楊士岳，李國全、鄭修

德、許朝崇、沈浩文…等。 

 

五、主席致詞： 

我們期望校友會能注入新血來活化校友會，更期望畢業生能承先啟後，在

未來的日子裡能隨著母校的發展將校友會發揚光大。於今年五月十九日在

典漾宴會館(台北市中華路一段 41 號 3F)，邀請龍華畢業 20 年的 81 級校友

一同餐敘，選出總召集人及副總召集人，預定在年底龍華校慶前擴大舉辦

校友會 101 年會，由 81 級畢業校友們來主辦，龍華校友會級學校學務處協

辦。 

 

六、81 級總召致詞： 

歡迎 81 年龍華畢業同學們回來參加校友會，咱們目前 40 多歲剛好是工作

穩定事業正要起飛的階段，很多畢業後不常聯絡的同學們，也希望藉由這

次活動找回來，可以跟歷屆學長姐及學校幹部們有更多交流與互動的機

會。很榮幸能夠擔任這次的總召集人，希望副總召集人以及各位同學們能

夠多多幫忙。 
 

七、校友會榮譽理事長致詞： 

龍華歷屆的校友們都很優秀，期望各位學弟妹們能夠趁早訂出自己的人生

目標(月收入)，不同的階段要做到那些事情，未來就一定能夠達到。You are 

special! 
 

八、校友會理事長致詞： 

觀摩台灣大學及北一女中的校友會，由畢業 30 年的校友來主辦年會，活動

的成效非常好。我們建議每年由畢業 20 年的龍華校友們來主辦，讓這個制



度在校友會傳承下去，目標希望年底能夠召集約 500 個畢業校友回到龍華

參加校友會的活動。 
 

九、葛校長致詞： 

希望歷屆畢業的校友們都能夠加入校友會，多多回學校看看，到社會上記

得提攜學弟妹們。20 年來已經從龍華工商專校升格成為龍華科技大學，目

前為教育部北部私立科大評鑑第一名，也獲得教育部多項補助成立產學研

發中心，如今辦學成效大家有目共睹，期望未來成為台灣的哈佛。讓我們

都以龍華為榮!走路有風! 

 

十、王學務長致詞： 

  目前我們龍華畢業的校友已有 6 萬多人，但參加校友會的人數不多，鼓勵大

家多多參加校友會，參加的好處在校友會網站上也看得到，我們也會統計

龍華校友們對於社會上的貢獻，每年都會頒發傑出校友的獎項，歡迎各位

校友來報名。目前跟研發處就業輔導組配合，已經有一位專職秘書-鄭文涵

來負責校友會的相關事情，對於校友會的各項推動事宜將更有成效。 

 

十、討論議題： 

1. 校友會年會時間: 101 年 12 月 2 日(星期日) 09:00-15:00 

2. 校友會年會地點: 龍華科技大學體育館 

3. 餐敘方式: 辦桌 

4. 參加費用: 1,000 元 

5. 已包含加入校友會費用、男生領帶/女生絲巾以及餐敘的費用，不足的

部分將由校友會支付。 

6. 101 年校友會年會議程討論:  

(1) 主席致詞 

(2) 來賓致詞 (將邀請董事長、校長、副校長及學校一級主管致詞) 

(3) 校友會理事長致詞 

(4) 理事會報告 

(5) 監事會報告 

(6) 財務長報告 

(7) 專題演講 (由 81 年畢業傑出校友演講，人選/主題後續再討論) 

(8) 表演 (學校社團，例如: 宋江陣表演) 

(9) 餐敘 (地點: 學校體育館，建議每班 15 人以上參加) 

(10) 散會 

7. 聯絡方式:  

(1) 工作分配  

(由副理事長-楊蘭治分配每個人負責聯絡的班級，總召-黃瑞芳提供清單) 



(2) 電話追蹤 

8. 聯絡目標: 出席率 30%，約 500 人 

 

十一、會議決議： 

1. 101 年龍華校友年會(12/2)現場將贈送男生領帶女生絲巾各一條，請執行

秘書檢視目前領帶及絲巾發放情形及尚餘數量，並與卓副理事長連絡

須增訂個幾條，以備 12/2 使用。 

2. 往年校友會活動會跟校慶在同一天舉辦，校友會為考量今年人數過多，

停車位也不容易安排，所以跟校慶的日期 12/8(六)錯開。選在 12/2 舉辦，

相關配合事宜請執行秘書與學校學務處密切聯絡。 

3. 為使 101 年校友年會(由 81 級主辦)在聯絡時更有正當性，請執行秘書在

網站上公告 12/2 的校友會活動，並請校友會執行秘書定期維護，讓大

家更有意願去看，且大家在聯絡同學時，才不至於被懷疑是電話/網路

詐騙集團。 

4. 請執行秘書將個人分配班級及聯絡資料寄給大家，若有連絡問題可請教

執行秘書或總召-黃瑞芳小姐。 

5. 為使 81 年畢業校友聯絡更順暢，校友會已建有 Facebook 帳號，未來大

家可在上面討論相關的議題或聯繫。 

6. 如果畢業紀念冊後面的聯絡通訊錄資料太老舊，大家可考慮利用 Google

搜尋同學姓名及 FB 帳號，以增進聯絡效率。 

7. 為考量個資法及保密性，校友的通訊錄透過 E-mail 方式傳遞，在校友會

網站或 Facebook 上僅公開活動訊息或進行相關問題討論，不存放通訊

錄。 

8. 101 年校友會年會以 81 年畢業的校友為主，大家亦可邀請不同屆畢業的

校友，回來參加校友會的活動。 

9. 9 月初將再舉辦校友會年會聯絡進度會議，屆時請執行秘書發函邀請相

關人員參加。 

 

十二、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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