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星期) 時間 活動/會議名稱 活動/會議地點 召集單位 召 集 人

 1月 9日 (六)  2 PM 新理事講習 ZOOM 視訊 大專理事會 陳蓓蓓理事長

 1月10日 (日)  1:30 PM 年初理事會 ZOOM 視訊 大專理事會 陳蓓蓓理事長

 2月13日 (六)  7:30 PM 迎新晚會 ZOOM 視訊

 3月 7日 (日)  2 PM 第一次委員會/工作會議 ZOOM 視訊
大專理事會 
大專校友會

陳蓓蓓理事長              
郭文斌會長

 3月14日 (日)  1:30 PM 2021年稅務規劃講座 ZOOM 視訊 中興校友會 董天路

 3月20日 (六)  2 PM 大專Zoom視訊會議進階課程教學講座 ZOOM 視訊

 4月11日 (日)  2 PM 春季園藝講座 ZOOM 視訊 文化校友會 車慶餘

 4月25日 (日)  2 PM 第二次委員會/工作會議 ZOOM 視訊
大專理事會 
大專校友會

陳蓓蓓理事長              
郭文斌會長

 5月 9日 (日) 10 AM 母親節慶祝大會 洛僑中心/ZOOM 視訊

 5月26日 (三) 7PM實體 或 
8PM線上

第一次提名委員會 (2022年會長及理事長提名) (場地未定) 大專理事會 陳蓓蓓理事長

 5月30日 (日)  2 PM 第三次委員會/工作會議 ZOOM 視訊
大專理事會 
大專校友會

陳蓓蓓理事長              
郭文斌會長

 6月 6日 (日)  1:30 PM 青年創業講座 ZOOM 視訊 輔仁校友會 李建德

 6月27日 (日)  1:30 PM 年中理事會 / 2022年會長及理事長選舉 洛僑中心 大禮堂 大專理事會 陳蓓蓓理事長

 7月 3日 (六) 11 AM 七七抗戰84週年紀念大會
Monterey Park       
City Hall 廣場

海官校友會 陸一忠

 7月10日 (六) 11 AM 第十八屆大專盃高爾夫球賽 Pacific Palms Resort 空官校友會 莫凱勝

 7月18日 (日)  2 PM 第四次委員會/工作會議 ZOOM 視訊
大專理事會 
大專校友會

陳蓓蓓理事長              
郭文斌會長

 8月 7日 (六)  1:30 PM 醫療健保講座 洛僑中心 或 ZOOM 視訊 東吳校友會 孫善泰

    8月14日 (六) 
或 8月15日 (日)

 2 PM
海華音樂季南加州合唱團聯合演唱會(

參與)
洛僑中心 大禮堂 師大校友會 侯微月

 8月22日 (日)  2 PM 第五次委員會/工作會議 ZOOM 視訊
大專理事會 
大專校友會

陳蓓蓓理事長              
郭文斌會長

秋之旅 (2021 Labor Day) (未定) 中原校友會 辛志超

 9月 4日 (六) 10:30 AM
第二十八屆大專盃卡拉OK歌唱大賽 
參賽者須知講座 及 初賽出場序抽籤

洛僑中心 會議室 銘傳校友會 徐洸玲

 9月11日～12日  
(六日)

10 AM 第二十八屆大專盃卡拉OK歌唱大賽 初賽 洛僑中心 大禮堂 銘傳校友會 徐洸玲

 9月25日 (六) 10 AM 第二十八屆大專盃卡拉OK歌唱大賽 決賽 洛僑中心 大禮堂 銘傳校友會 徐洸玲

10月 2日 (六)  2 PM 慶祝雙十國慶大專合唱團音樂會 洛僑中心 大禮堂 師大校友會 侯微月

10月13日 (三)
7PM實體 或 
8PM線上

第二次提名委員會 (2022年副會長提名) (場地未定) 大專理事會 陳蓓蓓理事長

10月17日 (日)  2 PM 第六次委員會/工作會議 ZOOM 視訊
大專理事會 
大專校友會

陳蓓蓓理事長              
郭文斌會長

10月24日 (日)  1 PM 第一屆大專盃保齡球賽 Arcadia Bowling Alley 清華校友會 毛泰健

11月 7日 (日) 11 AM 第十七屆重陽敬老活動
Arcadia         

Community Center 淡江校友會 高東茂

11月14日 (日)  1:30 PM 年末理事會 / 2022年副會長選舉 洛僑中心 大禮堂 大專理事會 陳蓓蓓理事長

12月 4日 (六)  6 PM 年會 San Gabriel Hilton

12月18日 (六) 11 AM 慶功宴 888海珍大酒樓 逢甲校友會 李大成

全年 (每週四)  8 PM 大專聯合校友會合唱團練唱 小愛樂音樂教室 師大 侯微月

黃  底: 六次 委員會/工作會議 及 一次 新理事講習白底: 大專聯合校友會活動
淺綠底/斜體字: 大專聯合校友會參與其他社團活動 淺藍底: 二次 大專聯合校友會提名委員會

淺棕底: 三次 大專聯合校友會理事會

2021年會長郭文斌 及 
2022年候任會長   

南加州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

2021年[全年活動]及[理事會與委員會會議]日期一覽表 修改日期: 3/23/2021

 8月26日～8月29日  
(四～日)(暫定)

黃禾青第二副會長(海洋)

黃敏第一副會長(元培)

講師: 陳玲華 于仁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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