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 12 月 16 日（日）校友會
年會終於假典華飯店成功圓滿落幕。

這一年一度的年度盛會在校友們
的校歌大合唱歌聲中揭開了序幕。司
儀首先介紹了當年度的三位傑出校友：
中興保全集團執行長周興國學長、嘉
山鋼鐵與麗京棧酒店常務董事的林振
東學長，以及台灣麵包界翹楚的親民
食品董事長張存孝學長，並由上述三
位傑出校友分享其成功歷程與感言。
其後，再由現任的校友會理事長─詹
慧兒學姐為一年一度的盛會進行開幕
致詞，並由副理事長卓富全學長、常
務監事林志良學長與校友服務中心主
任宋秀環老師為大家說明一年來的會
務狀況及今後的校友會願景。現場除
了王延年學務長與外語系、遊戲設計
系主任等母校長官代表出席外，亦有
神秘嘉賓─校長蒞臨會場，並詳盡地
為與會學長姐們介紹近年母校的快速
成長步伐，及今後的重點發展走向。
校長同時表示，為本校能擁有多元豐
富活動的校友會感到驕傲，並期許未
來有更多傑出校友回歸母校懷抱，共
同為榮耀母校而努力。

2018 年校友會年會，百人齊聚展現了龍華人的凝聚力

會中，校友們討論最熱烈的，莫
過於如何為母校慶祝即將到來的 50 歲
生日。會議間，大家討論熱絡並此起
彼落地分享抑或提案，如何讓 50 年
週年校慶得以如預期達標，席開 50 桌
次的校友桌，各系所學長更是欲罷不
能地於會議中與大家分享如何吸引校
友主動回娘家的方法。外語系與遊戲
系亦於此間成立了第一屆系友會，希
望藉由傳承讓新系所也能日益成長茁
壯，與擁有 50 年歲月的舊系所們並肩
為母校攜手共創價值與雙贏局面。同
時，也期待透過綿密的系友會與校友
會運作，凝聚每一位龍華人的心，集
結每位龍華人的力量，擴大龍華人在
職場上、社會上的影響力。校友中心
期待能透過多元校友活動及豐沛的校
友群，大手牽小手，學校為校友提供
產業競爭力；校友為學弟妹提供實習
與就業機會創造就業競爭力，甚或指
導、共同參與國際競賽，為雙方建立
起激盪火花的平台，為企業環境面臨
考驗的台灣，注入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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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華科技大學櫻花

▲劍南蝴蝶步道

為了讓年會更多樣化，在校友會理監事們的精心策劃下，安排了餐前健行

活動。一行 60 餘人自大直劍南捷運站出發，享受了一餐清晨芬多精與俗稱「空

氣維他命」的負離子饗宴。劍南路位於台北盆地北端，北以劍南橋與至善路二

段相接；南以銜結內湖與大直的北安路為終點，是一條綠蔭扶疏的山間道路，

劍南蝴蝶步道也因而成為大台北地區難得可以「吸一口乾淨空氣、看一眼藍天

白雲」的好去處。同時由於劍南山昔日曾是軍事管制區及保安林地，使該處自

然生態保持良好、多元且豐富， 劍南蝴蝶步道儼然已成為大台北地區學校進

行生態教育的極佳教學場域。同時，更因其地理位置而使劍南山頂成為眺望或

台北市景拍攝的最佳去處；南側山腳下有美麗華摩天輪、基隆河，遠處的台北

101 大樓、新光大樓皆能盡收眼簾，景色十分優美。步道全程 2.6 公里，途經靜

修宮後抵鄭成功廟步程約三小時，短短的三小時步程中，在攝影大師游淑如學

姐的妙手下，健行活動的攝影不再只是記錄而已，更有令人驚豔、賞心悅目的

視覺效果，深烙腦海。（以下為游淑如學姐的攝影作品，除櫻花外皆為劍南蝴蝶步道）

劍南蝴蝶步道健行



親民食品董事長張存孝學長為提
供弱勢學子的無憂求學環境，每週三、
週五，早上九點起於校友服務中心發
放免費高品質麵包供弱勢學生自行取
用。初次辦理時張學長為我們準備了
500 份多樣化麵包，其後衡量弱勢學生
的實際需求，目前已減為 300 份。

寒假開始前二天，剛好有一名單
親家庭學生的母親突然中風了，而家
中唯一的經濟支柱即平日擔任清潔工
的母親，家庭成員尚有一名正準備考
學測的妹妹，以及國中的妹妹。家本
貧困無存款，又遇此困境，校友中心
立即為此生對外募得 2 萬元幫忙渡此
難關，並塞了三大袋麵包給這名學生，
教她如何保存這些麵包讓姊妹們平安
地渡過飢餓的寒冬。感謝張存孝學長，
讓我們可以隨時釋出及時雨，即時伸
出援手幫助急切需要援助的學生。

    教育部認定下，龍華科大的弱勢學生竟多達 1200 名（今年因教育部的弱勢學
生認定演算法異動，而致人數減少 300 人），其中尚不含 700 名來自東南亞的
經濟弱勢學生。姑且不論外籍生，弱勢的惡性循環已讓許多台灣經濟弱勢學生，
不僅要面對因打工時數過多所帶來的課業問題，還得背負家庭經濟重荷等多樣
且繁雜的社會問題。再者，現今台灣社會中，經濟弱勢的單親家庭與隔代教養
家庭激增；少子化趨勢造成學生數持續減少；新移民子女人數十年增加六倍，
以致目前龍華 11000 人的學生數中，僅日間部就有 1200 名的台籍經濟弱勢學生，
換言之，十分之一強的孩子在成長過程中，比一般學生擔負更多成長與教育的
風險，競爭條件亦相對不利。許多娶外配人士，本身即是弱勢，結婚生子後，
若無法善盡教養責任，孩子就更加弱勢。若不協助這些學子渡過難關，將形成
弱勢的無限循環，台灣將瀕臨競爭力的危機。

給弱勢學生一個不再挨餓上課的希望

弱勢 × 弱勢的無限循環 = 危機四伏的台灣



雖然母校發放急難救助金、學雜費減
免或助貸已行之有年，但家庭的突遭
變故，依然讓弱勢學子掙扎與徘徊在
「求生存」抑或「繼續求學」的困境，
雖然 1、2 萬元的急難救助金無法解救
貧窮，卻能暫解生計陷入絕境。近年
外籍配偶及近貧等弱勢家庭有逐年增
加的趨勢，對原屬弱勢的家庭而言，
若遇斷失經濟支柱、遭遇特殊急難或
意外事故，無疑是雪上加霜。然而學
校的有限急難救助金，並無法支應急
需救助學生日益增多的現象。為了讓
弱勢學弟妹有繼續走下去的勇氣，校
友服務中心請求北台一心家扶中心以
及善心校友協助發放不足之急難救助
金。由於學校的急難救助金早於 12 月
中發送完罄，校友服務中心始對外募
款，僅 12 底─ 1 月份間救助了 5 名學

校友為照顧經濟弱勢或家庭突遭變
故的在校學生，為了希望他們也能順利
就學，預定於 2019 年 2 月起發放愛膳餐
卷。校友會為了讓弱勢學生能於求學期
間，免於因生活困頓而影響課業，特別
企劃了愛膳餐券計畫，提供餐券協助龍
華學子安心就學。此計畫乃由校友會監
事陳偉群學長發起，將自今年 2 月起由
舊仁愛社社團學長姐們與龍華食堂共同
執行。屆時不再以所謂的教育部認定弱
勢學生為主，而是以班導師、系主任或
專題老師中的其中一位為學生提出申請
即可，再由校友中心審核發放一日兩餐，
一餐 70 元為時一個月的龍華食堂餐卷
（舊仁愛社校友出資 75%；龍華食堂贊
助 25%），倘若有需求可再次申請，而
早餐儘可能領取愛心麵包（張存孝學長
提供）。

生，發送了 7 萬元。感謝外界善心人
士的支援，與不具名熱心校友的無償
付出，讓急難學生得以寒冬懷抱溫暖，
勇敢走下去。

有鑑于「擁有小客車駕照」已是求

職者的必備技能門檻，但一萬四、五千

元的駕訓班課程費用卻不是人人負擔得

起。連峯茂學長為協助龍華子弟打造職

場競爭力，只要是龍華人皆享有減免

3000 元的優惠價，弱勢同學更擁有折扣

後的 8 折好康。但優惠與好康須經過校

友中心認證，歡迎尚未有取得駕照的校

友至校友中心報名（U 棟一樓體育館正

門右邊）。

愛膳餐卷發放計畫

讓急難學生懷抱溫暖，勇敢走下去

駕訓課程減免



▼由年代新聞、非凡新聞、東森新聞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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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民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長張存孝學長，感念今
日成就，來自於昔時母校栽培，抱持感恩回饋初
心，不僅大方贊助母校弱勢學生助學，嘉惠其完
成學業，同時也定期捐贈公司生產的各式美味可口
麵包給龍華學子，鼓勵他們能夠安心就學，奮發向
上，習得專業知識與技能，改變人生逆境。

張存孝學長，民國 65 年畢業於工專時代的機
械工程科。學長因在校期間課業表現績優，而多次
當選模範生，也因此深獲校方肯定而擔任學生宿舍
的總舍監，更以全校操行成績第一名畢業，因而榮
獲操行特優獎殊榮。

10 年後的民國 75 年，適逢台灣經濟連續高速成長，國

人消費能力大增，在原企業老闆（母校董事）的鼓勵下，

共同投資開設歐式自助餐與麵包複合式餐廳。儘管開業初

期，曾經歷多次難關，幾乎面臨倒閉等困境，但因其不服

輸的毅力與精神，重新籌資改經營小型麵包店。民國 84 年

公司轉型為麵包業的中央工廠，專門為西餐廳、飯店、早

午餐咖啡廳、美式大賣場提供優質新鮮麵包。

學長創辦的親民食品企業，締造北台灣最大輕食餐廳

及大賣場的麵包王國地位，目前廠房位於三重，佔地千坪

員工百餘人，在北台灣擁有 80% 的市佔率。他的辦公室裡

高掛著八個大字「創造利潤分享員工」，感謝員工與客戶

一路陪伴。而其不屈不撓的拼搏精神，不僅是龍華人學習

典範，也是所有創業者的最佳楷模。學長因一直懷著感恩

回饋的心，多次表示，有一天我有能力，一定要回饋母校。

因此，加入了於去年甫成立的龍華人企業家聯誼會，深化

校友服務與學校連結，除贊助母校弱勢助學金，嘉惠貧苦

學弟妹們完成學業外，並於去年 12 月起，每逢星期三、五，

在校友服務中心發送 500 份張學長公司製作的各類高級麵

包給龍華學子。張存孝學長希望透過有形麵包的溫暖與無

形的創業精神，傳承給學弟妹，讓親民麵包，撫慰更多龍

華人的心。

校友專訪專欄 張存孝 專訪



▼前排中間身著白襯衫者為中興保全中心所所長代表周興國學長

 2018 年 12 月 21 日（五），龍華人企業
家聯誼會安排了參訪身為 CEO 的周興國會長
企業─中興保全。地點位於內湖的中保無限
＋展示中心，參與校友們在親自體驗它的「智
慧」後，無不驚豔與讚嘆高科技的美好。

早期的中興保全，主要提供安全規劃及
人力警衛，協助建設公司的同時，也協助業
主或住戶建立安全機制。中興保全是台灣最
早推動智慧建築的推手，同時也是實踐綠建
築的領頭羊，更是業界的輔導老師。資訊日
益發達的今日，住家不只需要防盜安全科技，
同時也需要網路、門禁系統等控制系統，系
統的擴增，以及如何整合到同一個管理平台
上，反而是亟需解決的難題，同時也顯現出
中興保全在自動控制上的高瞻遠矚與出類拔
萃。

持續創新應用　主動開發需求

「在滿足建商前，先思考消費者的實際
需求」，中興保全致力於創新研發，主動提
出符合顧客期待的新觀念與產品，不斷革新
後的今日中興保全，早已脫胎換骨邁向無人
化的物連網新紀元。先前的保全以人力為根
本，現在一切以科技為基礎衍生與創造符合
智慧生活的需求。一如，與國震中心合作，
於大樓中進行實驗，將地震訊號與緊急狀況
傳達管理平台；該平台可能連動電梯停在某
一樓，或啟動瓦斯遮斷器、逃生門立即打開。

中興保全很重視創新科技，共有七百多坪的科
研中心，地下室也有耐壓、恆溫、溼度等各種
測試環境，更有 150 多名研發人員。研發之外，
更積極將 ICT 產業的科技應用，匯整到自身平
台。由於處處切中市場需求，使得中興保全事
業規模不斷擴大，由系統平台發展到門禁、再
從監控系統發展到居家照護，甚至跨界整合，
擘劃智慧城市巡迴展。「明日城市微旅行」，
每一步都令人驚奇，也令人期待中興保全的下
一步，又將創造何等安心感！

中保無限＋，你加了沒？

校友企業參訪專欄



為 提 升 國 內 3D 動 畫 設 計 實 作 能
力，培育多媒體產業人才，去年九月，
母校二度邀請國際知名皮克斯動畫導演
Michal Makarewicz 來台授課並簽訂產學
合作，同時選出兩位優秀學子，寒假期
間遠赴美國舊金山進行海外研習，汲取
3D 動畫最新專業知識與實務經驗，期能
與國際教學接軌，促進國際動畫的專業
交流。

龍華科大數位內容多媒體技術研發
中心執行長周明韻老師表示，為讓學生
們深入了解國際動畫大師是如何製作享
譽全球的動畫，該中心兩度邀請知名皮
克斯動畫導演 Michal Makarewicz 來台授
課及產學合作，學校今年並遴選出遊戲
系黃芊雯、PBL 影視專班張廷睿兩位同
學，遠赴美國舊金山加州動畫製作公司
等地進行海外研習，藉以增進學子對於
遊戲動畫相關產業的最新資訊與實務經
驗，讓所學與業界零距離。

校園新聞

新北市教育局副局長蔣偉民一行，1 月 19 日蒞抵龍華科大實地
參訪，受到林如貞副校長、丁鯤副校長、楊安渡助理副校長及一級
主管的熱情歡迎。林如貞副校長表示，學校雖隸屬桃園市行政區，
但鄰近新莊迴龍地區，與新北市林口、樹林工業區互動密切，尤其
近年來執行教育部補助大學在地實踐社會責任計畫，龍華科大鏈結
北桃新北產業園區提升機械傳產連結 5+2 創新產業，強化在地產業
鏈結並協助產業轉型升級。丁鯤副校長則指出，前年龍華科大與新
北市教育局、新北市 12 所高中聯手打造青年創客聯盟，除由龍華科
大贈送 12 所高中 3D 列印機外，並全面提供學校三創中心資源，以
及高中課綱科技領域師資培訓、翻轉教學與磨課師課程等資源共享，
顯見學校回饋地方的衷心，並將技職教育向下扎根所做的努力。

蔣偉民副局長除致詞感謝善盡大學社會責任，長期協助新北市
新創教育培育及地方傳統產業升級外，並期盼透過母校的豐富實作
能量，發揮大手攜小手精神，未來和新北市各級學校建立跨校合作
交流，提供更多師資設備資源，促進技職教育試探學習銜接，也期
望新北市國高中校長會議日後在學校舉辦等，讓龍華科大成為新北
市推動各級教育的重要支持夥伴。

新北市教育局官員參訪母校 促進技職教學資源共享

母校與國際教學接軌 學生赴美研習提升動畫實作力



羅健嘉、吳靜婷考量到國內外醫護人員面臨整體醫療環境壓力，以及時常遭遇到醫

療糾紛等狀況，進而開發出「智慧型點滴預警注射器」，作品是以醫療資訊整合為主軸，

結合物聯網及點滴注射器設計，期能減少醫療及照護人員的工作負擔，有效提升醫療照

護品質「2018 經濟部技術處搶鮮大賽」決賽評選結果揭曉，母校的化工與材料工程系宋

大崙老師，以及企業管理系賴鈺晶老師，指導羅健嘉、吳靜婷 2 位同學，以作品「智慧

型點滴預警注射器」參賽，自 14 所大專院校、264 件作品中脫穎而出，榮獲搶鮮大賽「創

意發想類季軍」獎項，表現相當優秀。

為推動研發創意、科技創新乃至鼓勵創新創業，經濟部技術處舉辦「搶鮮大賽」競

賽，期望透過競賽方式，由官、產、學、研巧妙串接，以科專成果為根基，注入年輕學

子活潑多面向的創意，導入業界能量與市場眼光，一起發掘創意、誘導創新、激勵創業，

發揮異界結合綜效。

為活化在地社區資源，落實大學社會

責任，母校與桃園市龜山區龍壽里社區發

展協會共同合作，致力促進里民身體健康

與福祉。歷經二年的活動規劃與執行，日

前舉辦健康促進系列成果觀摩展，學校同

時並將里民活動中心一樓打造成豐富實

用的休閒運動空間，讓龍壽里民在社區內

就近享受到優質健康的生活。

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文教協會今天頒獎表揚第六屆十大傑出教育事業家及第二屆
十大傑出校長，母校孫道亨董事長為技職教育無私奉獻，讓學校從龍華工專、龍華技
術學院，至 2001 年獲教育部核准升格為龍華科技大學，卓越辦學績效廣獲社會各界
高度肯定，當選今年私校十大傑出教育事業家，全校師生同感榮耀。

▼母校孫道亨董事長當選今年私校十大傑出教育事業家，董事長夫人林如貞副校長、校長葛自祥代表領獎。

經濟部技術處搶鮮大賽 母校「智慧型點滴預警注射器」奪季軍

實踐社會責任母校為龍壽里民打造優質休閒運動空間

以生為本 辦學卓越 
母校孫道亨董事長當選私校十大傑出教育事業家



目前我們正在募集

1. 畢業紀念冊：
若您不知道該將畢業紀念冊存放何處，歡迎
將其存放於校友服務中心。
2. 昔日在校舊照片：
因應今年為龍華 50 週年校慶，我們將製作回
顧影片，歡迎各屆校友提供您在校的珍貴照
片供我們翻拍
3. 第四屆畢業紀念冊：
圖書館保存的各屆畢業紀念冊中，獨缺第四
屆，期盼第四屆校友的捐贈，讓每一屆的珍
貴回憶皆能被保存下來。

照片可寄至以下信箱：
rnuhd52520@gm.lhu.edu.tw

李仟萬學長提供陳清貴大師的水墨畫供義賣。

龍華人企業家聯誼會會長 周興國校友 200,000 元
校友會理事長 詹慧兒校友 100,000 元
徐文麟校友 100,000 元
張存孝校友 100,000 元
吳貴香校友 50,000 元
林振東校友 50,000 元
李桂珍校友 50,000 元
無名氏校友 50,000 元
無名氏校友 50,000 元
無名氏校友 20,000 元
王顓伏校友 20,000 元
竇憲宗校友 10,000 元
詹金城校友 10,000 元
謝達輝校友 10,000 元
彭雲煌校友 10,000 元
莊素日校友 10,000 元
黃美玉校友 10,000 元

李常先校友 10,000 元
蘇永順校友 10,000 元
劉錦廷校友 10,000 元
楊蘭治校友 5,000 元
徐夏月校友 5,000 元
陳芬芳校友 5,000 元
陳文堂校友 5,000 元
游沐川校友 1,000 元
蕭可勝校友 1,000 元
江愛珍校友 1,000 元

在教育部的認定下，今年龍華科大弱勢學生於多達 1200 名。校方雖已依辦法
發放急難救助金、學雜費減免或助貸，但家庭的突遭變故，依然讓弱勢學子
掙扎與徘徊在「求生存」抑或「繼續求學」的困境。我們急需您的愛心，讓
他們完成學業。歡迎小額捐款，將愛心散播母校每一個需要您的角落。

請捐款至 銀行別：玉山銀行桃園分行 帳號：0185-940-002889
    戶名：龍華科技大學

聯絡電話：(02)8209-3211 分機 3304
    傳真：(02)8209-1475

電子郵件：alumni@gm.lhu.edu.tw

2018 校友弱勢助款捐助名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