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雲林同鄉會
第十九屆會務工作報告(民國 105 年 11 月～106 年 11 月)
日期

活 動 事 項

本日上午 10:00 假新北市新店區安康路二段 323-325 號由本會康義勝名譽理事長所
105/11/10(
經營的仁康醫療體系與各扶輪社共同主辦『服務人群』暨社區關懷活動，本會致蘭
四)
花盆景祝賀。本會蘇明圳理事長及理監事及分會幹部前往參加及祝賀。
105/11/19( 台北市宜蘭縣同鄉會於本日下午 5:30 假台北國際會議中心三樓宴會廳，舉辦第十七
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本會致禮金祝賀。
六)
105/11/20( 新竹區雲林同鄉會於本日上午 10:00 假華麗雅緻餐廳召開第十四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日)
活動，本會致禮金祝賀。
本會留財房理事長女瑟君小姐與柏赫 UDO MICHAEL LIBBACH 先生於本日下午
105/11/20(
6:00 假大直典華餐廳 6 樓花田好事餐廳舉辦結婚典禮，本會致蘭花盆景祝賀。本會
日)
致禮金祝賀。本會蘇明圳理事長帶理監事及分會幹部前往參加及祝賀。
本會會長聯誼會於本日下午 6:30 假錦華樓餐廳舉辦『台北市雲林同鄉會分會長聯誼
105/12/02(
會暨分會長交接典禮及媳婦女兒聯誼會 9～12 月慶生會』活動。本會蘇明圳理事長
五)
帶理監事及分會幹部前往參加及祝賀。
宜蘭雲林同鄉會於本日下午 6:00 於羅東舉辦第十七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活動，由本會
105/12/04(
王鎮平監事與秘書處吳登輝副總幹事及文山分會陳武通秘書前往參加並致禮金祝
日)
賀
105/12/05( 本會林書田理事尊翁林公慶萬先生仙逝，於本日上午 8:40 假台北市第一殯儀館【福
壽廳】舉行公祭，本會蘇明圳理事長與理監事前往參加以示哀悼之意。
一)
105/12/10( 彰化市雲林同鄉會於本日下午 6 時 01 分假秀水鄉天都日式料理舉辦第九屆第二次
六)
會員大會活動本會致禮金祝賀。
台中市雲林同鄉會於 12/11(日)上午 10:00 假台中市潮港城國際美食館 3 樓帝國廳,
105/12/11(
召開第十六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慶祝創會 35 週年慶典活動.本會由蘇明圳理事長與林
日)
朝森總幹事與夫人前往參加並致禮金祝賀。
本會劉政彥理事公子劉佳翰先生與黃雯琪小姐與本日下午 6:00 假台北喜來登大飯
105/12/17(
店-福祿廳舉辦結婚典禮，本會致蘭花盆景祝賀。本會蘇明圳理事長帶理監事及分
六)
會幹部前往參加及祝賀。
105/12/18( 本會北投分會於本日舉辦台北市雲林同鄉會-北投分會-天母古道健行活動
日)
105/12/ 本會土庫分會於 18-19 二日舉辦『台北市雲林同鄉會-土庫分會-武陵農場二日遊』
18-19
(日、一)

本會蔡俊章顧問於本日下午 18：20，假台北市文山區景後街 81 號，星靚點花園餐
105/12/23(
廳。舉行台灣海巡警察消防領導人總會＂金警獎＂特殊功蹟警察人員表揚大會，本
五)
會致蘭花盆景祝賀。
本會於本日中午 12:00 假德昌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研討本會第十九屆財務事項,由蘇
105/12/26(
明圳理事長、張明政監事長、詹誠一會計長、林朝森總幹事及余孟彥會計師一起會
一)
議。
105/12/27( 蘇明圳理事長於本日下午 6:00 假圓山大飯店-金龍廳"感恩餐敍"邀請第 18 屆與第 19
屆理監事" 感恩餐敍"。
二)
105/12/27( 本會廖正壹夫人因身體不適住院,本會特準備水果禮盒, 以表慰問之意。
二)
105/12/28( 賀本會康義勝名譽理事長與廖全平副理事長榮任總統府國策顧問，本會特致蘭花，
以表祝賀之意。
三)
106/01/08( 台北市台南市同鄉會於本日上午 11:00 假台北市王朝大酒店五樓會議中心召開第十
日)
屆第三次會員大會。(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100 號)
106/01/12( 本會秦金生顧問於 1/7 仙逝，本會致蘭花以表哀悼。
四)
桃園市雲林同鄉會於本日上午 10:00 假桃園八德區東永街 276 號，福星花園大飯店
106/01/14(
舉行第十三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暨彩活動。由本會陳麗芳常務理事代表參加，本會致
六)
3000 元禮金祝賀。
中華民國體育總會於下午 18:00 假圓山大飯店 12 樓大會廳舉辦歲末感恩餐會活動，
106/01/14(
本會由蘇明圳理事長、林朝森總幹事、周侯明理事，周進財監事代表參加，並致高
六)
架花籃ㄧ對祝賀。
本會康義勝名譽理事長所屬仁康醫護及管理團隊於本日上午 11:30 假大直典華旗艦
106/01/22(
會館【溫莎堡廳】舉辦聯合旺年會活動，本會由蘇明圳理事長代表參加及致禮金祝
日)
賀。
本會吳美惠秘書尊翁仙逝，亦是林朝森總幹事岳父，於 1/25(三)上午 9:30 假台南市
106/01/25( 後壁區嘉田里上茄苳 107 號舉行告別式，本會由蘇明圳理事長、陳麗芳常務理事、
三)
秘書處吳登輝、張金財副總幹前往參加公祭並致蘭花以表哀悼。
本會會長聯誼會於本日下午 6:30 假國軍英雄管餐廳舉辦『台北市雲林同鄉會分會長
106/02/09(
聯誼會暨台西分會分會長交接活動。由信義分會.台西分會.土庫分會舉辦。本會由
四)
蘇明圳理事長及理監事及分會幹部前往參加及祝賀。
106/02/06( 台北市台中同鄉會於本日下午 6:00 假典華旗艦館舉行成立三十五週年慶暨第十八
屆第二次會員大會及新春團拜聯誼餐會活動
一)

新北市雲林同鄉會於本日下午 6:30 假雲林鵝肉海鮮餐廳(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三段
106/02/08( 216 號)舉辦 106 年新春團拜聯誼活動，本會由陳雨揚副理事長、陳麗芳、吳坤碧、
三)
張瑞堂常務理事及林朝森總幹事夫婦與吳登輝、張金財副總幹事前往參加，本會致
高架花籃一對祝賀。
本會廖全平副理事長本日於內湖的維多麗亞酒店三樓宴會舉辦公司春酒餐敘，本會
106/02/10(
由蘇明圳理事長及林朝森總幹事伉儷一同出席，並致蘭花祝賀。
五)
106/02/11( 新竹區雲林同鄉會於本日上午 9:00 假鄉山財神廟舉辦 106 年度新春團拜聯誼活動
六)
106/02/12( 台北市嘉義縣同鄉會於本日上午 11:00 假星靓點花園飯店三樓星采廳舉辦 106 年新
日)
春聯歡團拜餐敘摸彩活動
106/02/12( 中華民國雲林同鄉總會於本日中午 11:30 假虎尾圖書館停車場舉辦第八屆第二次會
員代表大會暨春酒餐會
日)
106/02/12- 本會於本日舉辦『返母縣參加燈會暨 106 年春季旅遊二日遊』活動
2/13(日、
一)
106/02/13( 本會於本日中午 12:00 假嘉義皇品國際酒店(嘉義市西區自由路 468 號)召開第十九
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聯席會
一)
106/03/04( 台北市台東同鄉會於 3/4(六)上午 11:00 假星靓點花園餐廳,召開會員大會活動，由林
六)
朝森總幹事前往參加及致贈禮金 2000 元。
106/03/04( 台北市屏東同鄉會於 3/4（六）下午 6:00 國軍英雄館ㄧ樓宴會廳，召開會員大會及
六)
春酒晚宴活動。由蘇理事長前往參加及致贈禮金 2000 元。。
母縣衛生局於本日上午 11:00 假衛生局大禮堂召開『106 年度台北市雲林同鄉會-醫
106/03/08(
療服務團返鄉義診暨整合性健康篩選協調會』由本會社會公益急難救助醫療委員會
三)
-王茂生主任委員與林朝森總幹事前往參加會議。
本會大安分會於本日上午 8:00 舉辦”春暖花開尋找鷺鷥蹤跡活動:活動內容：大湖
106/03/11(
公園-環湖步道健行、登白鷺鷥山、中午用餐
六)
用餐地點：大湖公園內「蒔蘿」香草餐廳。
三重雲林友會於 3/11 （六）下午 6:00 假三重彭園湘菜館召開會員大會及春酒活動。
106/03/11(
由蘇理事長與陳雨揚副理事長及理監事前往參加及致贈蘭花盆景與禮金 10000 元。
六)
本會媳婦女兒聯誼會於本日上午 10:20-15:00 於台北美術館&原住民館舉辦 1-3 月慶
106/03/21( 生聯誼&藝術饗宴。本會由翁源水副理事長、陳麗芳、程吉杖兩位常務理事及陳奎
二)
元理事出席參加，秘書處張金財副總幹事協助幫忙。
106/03/23( 台北市雲林同鄉會高爾夫球委員會於上午 11:00 假老淡水高爾夫球場舉行 106 年 3
四)
月例賽。

本會沈朝伍理事公子仁傑先生＆青蓉小姐於本日中午 12:00 假台北福華大飯店【B2
106/03/26(
福華廳】舉行結婚之喜。本會送蘭花盆景致賀。台北市仁愛路三段 160 號 B2 福華
日)
廳。
金門雲林同鄉會於本日上午 11:00 假桃園皇家特技表演團餐區(桃園高鐵北路一段
106/04/08( 及青昇路十字路口)舉行第二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暨第二次會員大會。由本會蘇
六)
明圳理事長與韓復榮常務理事前往參加並致贈高架花籃一對祝賀。
新北市青果商業同業公會-雲林鄉親丁文輝理事長於本日下午 6:00 新北市運銷公司
106/04/09(
舉辦『第二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暨聯誼餐會活動』，由本會陳雨揚副理事長代表參加,
日)
並致贈高架花籃一對祝賀。
本會會長聯誼會於本日下午 6:30 假華港城餐廳舉辦『台北市雲林同鄉會分會長聯誼
106/04/09( 會 106 年 4 月份活動。由士林分會、北投分會、二崙分會舉辦。由本會翁源水副理
日)
事長與陳麗芳常務理事、陳奎元理事、吳瑞源理事、洪泰男監事、林朝森總幹事前
往參加，並致 16,000 元會務補助款。
106/04/14( 林朝森總幹事前往參加本會故名譽監事長李文雄之治喪委員會議於敦化北路住處
五)
召開。
本會張秋薇理事公子華偉先生＆嬋娟小姐於本日下午 18:00 假雅悅會館-松山館【雅
106/04/16(
悅一廳】舉行文定暨結婚之喜。本會送蘭花盆景致賀。台北市八德路四段 138 號 11
日)
樓（京華城內）本會由蘇明圳理事長代表前往參加及祝賀。
106/04/19( 本會松山分會會員聯誼會於中華民國 106 年 4 月 19 日(三)下午 6 時 30 分假台北市
三)
上品魚翅餐廳(台北市農安街 128 號 1 樓) 舉行。
106/04/22-23 本會社會公益急難救助醫療委員會於本日舉辦『106 年度台北市雲林同鄉會-醫療服
(六、日) 務團返鄉義診』斗六、林內、莿桐、古坑等四鄉鎮
106/04/23( 台北市彰化縣同鄉會於本日下午 17:00 假錦華樓大飯店召開第十五屆第三次會員大
日)
會。
106/04/27( 台北市雲林同鄉會高爾夫球委員會於上午 11:00 假幸福高爾夫球場舉行 106 年 4 年
四)
例賽。用餐地點: 永昌快炒活海鮮餐廳
106/04/29-30 本會文山分會、中正分會、大安分會、萬華分會幹部會員於 4/29-4/30 聯合舉辦『檜
(六、日) 木森活村、烏山頭、新鮮森林之旅二日遊活動』
本會黃振南理事特邀請全體理監事及幹部，參觀分享其公司的音響饗宴及北門古蹟
106/05/02(
巡禮，目前先開放兩梯次，第一梯次由詹誠一財務長與林朝森總幹事帶隊約 18 位
二)
理監事及分會長幹部，前往參加本梯次的活動。
106/05/06( 本會台子村分會於本日下午 18:00 假好吉市活海鮮餐廳(新北市中和區 63 之 1 號)舉
六)
辦台仔村分會 106 年第一次聯誼活動
106/05/09( 本會第十九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於本日下午 6:30 假大直典華旗艦店(三樓大唐昭
二)
和廳)
106/05/13( 本會李文雄名譽監事長慟於三月十七日上午凌晨五時，並於五月十三日上午十時四
六)
十分於台北市第一殯儀舘【景行廳】舉辦告別式

本會黃振南理事特邀請全體理監事及幹部，參觀分享其公司的音響饗宴及北門古蹟
106/05/16(
巡禮，目前先開放兩梯次，第二梯次由蘇明圳理事長帶理監事及分會幹部前往參加
二)
本梯次的活動。
106/05/18( 本會雲林高爾夫球委員會於本日中午 12:00 假桃園高爾夫球場舉辦五月份例賽！用
四)
餐地點: 桃園高爾夫球場餐廳
本會會長聯誼會於本日下午 6:30 假七海酒樓舉辦『台北市雲林同鄉會分會長聯誼會
106/06/02( 106 年 6 月份活動。由內湖分會、南港分會、松山分會舉辦。由本會蘇明圳理事長、
五)
張朝國名譽理事長、翁源水、廖全平副理事長、陳麗芳常務理事、陳奎元理事、廖
正壹理事、吳瑞源理事前往參加，並致 16,000 元會務補助款。
106/06/02( 本會大安分會邱志彥幹部尊翁邱坤松老先生於本日上午 11:30 於台北市第二殯儀館
【景仰廳三樓-至美二廳(九廳)】舉行公祭.本會致電子輓聯，以表敬意。
五)
106/06/11( 新北市雲林同鄉會於本日上 10:00 於新北市會館舉辦『新北市雲林同鄉會會舘裝修
日)
落成啟用茶會』典禮。本會致贈蘭花盆景，以表祝賀。
106/06/13( 本會分會長與會務人員於本日中午假本會會館召開『十七分會會務研討第二次會
二)
議』
106/06/13( 本會媳婦女兒聯誼會於本日中午 12:30 假佳盈卡拉 OK 舉辦 4-6 月慶生會。
二)
106/06/22( 本會於本日上午 10:00 舉辦『106 年與蔡總統合影與參觀總統府活動』
四)
本會雲林高爾夫球委員會於本日中午 11:00 假林口球場(新北市林口區湖北里後湖
106/06/22(
50 之 1 號舉辦【六月份例賽及台中聯誼賽】用餐地點: 桃園高爾夫球場餐廳林口鄉
四)
下福里 10 鄰 121 號
106/06/24( 本會台仔村分會於本日舉辦【台北市雲林同鄉會台仔村分會-東勢林場休閒一日遊】
六)
活動
106/06/19( 鄉親廖公萬應府君於本日上午 9:00 假台北市第一殯儀舘-景行廳舉辦追思公祭。本
一)
會致高架花籃，以示敬意。
本會翁源水副理事長今日代表本會前往參加黃昆輝榮譽理事長-『財團法人黃昆輝
106/07/04( 教授教育基金會』於上午 10:00 假台北市立大安高工大禮堂舉行「寶佳高職學生技
二)
能傑出獎」暨「寶佳優秀學生長期培育獎學金」(從國二至大二連續補助七年)二項
獎學金贈獎儀式。
本會由林朝森總幹事及秘書吳美惠前往參加張金財副總幹事慈母張詹月華於 6/22
106/07/09(
晚 1:10 壽終正寢,並於 7/9(日)中午 12:00 於林內家自府舉行公祭.(張宅-雲林縣林內
日)
鄉中興路 6 號)本會致贈蘭花盆景，以示敬意。
106/07/12( 本日下午 3:00-5:00-由張明政監事長.詹誠一財務長.林朝森總幹事在本會會館討論
三)
財務事宜
106/07/13( 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於本日上午 10:30 假雲林縣斗六市鎮南國小會議室(雲林縣
斗六市南陽街 60 號)召開籌備會。本會陳麗芳常務理事、張金財副總幹事前往參加。
四)

本會大安分會於本日下午 6:30 假『阿義海鮮海產店』舉辦『台北市雲林同鄉會-大
106/07/22( 安分會幹部會員餐聚活動』聯誼餐會，承蒙總會蘇明圳理事長、翁源水副理事長、
六)
程吉杖常務理事、張金財副總幹事、張榮崑創會長、各前會長、鄕親先進蒞臨指導
圓滿達成，感謝大家！
106/07/23( 本會信義分會於本日舉辦『台北市雲林同鄉會-信義分會幹部及會員-內湖清香農場
日)
一日遊活動』
106/07/23( 本會二崙分會於本日舉辦『台北市雲林同鄉會-二崙分會幹部及會員-宜蘭礁溪旅遊
日)
活動』
106/07/27( 本會雲林高爾夫球委員會於本日上午 11:30 假北海高爾夫球場舉辦【七月份例賽】
蘇理事長前往參加餐會並提供 10,000 元獎金。用餐地點: 球場餐廳
四)
本會分會長聯誼會暨中正分會新舊會長交接典禮，於本日假昱廚海鮮餐廳舉辦。由
中正分會-黃新田會長、林美芳新會長、中山分會-林弘展會長、大同分會-江政億會
106/08/02(
長聯合主辦。本會蘇明圳理事長、林志郎輔導名譽理事長、張朝國名譽理事長、翁
三)
源水副理事長、陳麗芳常務理事、陳奎元理事、吳瑞源理事、林朝森總幹事等前往
參加，本會致 16,000 元會務補助款。
106/08/07( 本會於本日下午 18:30 假大直典華三樓仙侶奇緣廳召開『第十九屆第四次理監事會
一)
議』
本會媳婦女兒聯誼會於本日下午 17:00 假星靓點花園酒店三樓舉辦『媳婦女兒聯誼
會十五週年感恩晚會暨學習成果展及慈善活動』。本會蘇明圳理事長、張朝國名譽
106/08/12( 理事長、翁源水副理事長、黃建興名譽副理事長、李謀富副理事長、陳麗芳常務理
事、周晏民常務理事、程吉杖常務理事、塗朝陽理事、廖杏施理事、陳奎元理事、
六)
吳瑞源理事、王鎮平名譽總幹事、張仁蕙理事、黃周月英理事、林朝森總幹事等理
事…前往參加。
106/08/12( 蔡俊章鄉親於本日上午 10:00 假台北市藝文推廣處 藝文大樓一樓大廳舉辦『揮墨成
趣』現代水墨畫個展開募式，本會致贈蘭花盆景，以示祝賀。
六)
新北仁康醫院於本日下午 15:00 假新北市新店區安康路 2 段 323 號新北仁康醫院 5
106/08/15(
樓會議室。召開『2017-18 年度社區服務-對抗疾病.改善社區計劃籌備會』，本會由
二)
吳登輝副總幹事代表本會前往開會。
本會韓復榮常務理事於本日上午 10 點『金亞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愛特貝羅德國
106/08/17(
藝術門展示中心』舉行開幕活動，本會致贈蘭花以示祝賀。由本會蘇明圳理事長與
四)
洪宗錄名譽理事長及林朝森總幹事前往祝賀。
新北市板橋區雲林同鄉會於本日下午 18:00 假板橋中正路 375 巷 48 號 2 樓子國光活
106/08/19(
動中心舉行『第三.四屆理事長交接暨理監事就職典禮活動』由本會陳雨揚副理事長
六)
與林義來副總幹事代表前往參加，本會致禮金 5000 元以表祝賀
106/08/27( 台南市雲林同鄉會於本日上午 10:40 假東東宴會場(永大幸福館二樓)台南市永康區
永大路二段 701 號(永大夜市對面)舉行『』第十八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活動』
日)

106/09/03( 本會士林分會於本日下午 18:30 假錦華樓餐廳舉辦分會 106 年第 2 季例會，本會由
日)
吳登輝副總幹事前往參加。
母縣李進勇縣長 9/9（六）早上 9：50 在濱江果菜市場（蔬果飄香廣場）促銷雲林
106/09/09(
十大伴手禮活動，本會由蘇明圳理事長及夫人、韓復榮、吳泰雄、陳麗芳常務理事
六)
與林朝森總幹事前往參加 ！
本會由翁源水副理事長及理監事、十七分會會長、幹部計三部遊覽車，返母縣參加
106/09/10( 中華民國運動體育總會舉辦的『一代武學宗師 2017 阿善師武藝群英會暨國民體育
日)
日系列-洗腳活動及開幕典禮活動』於雲林縣西螺大橋下廣場舉辦，本會特別參加
普渡認桌-共 20 桌。
106/09/17( 本會吳泰雄理事夫人於本日上午 10:00 假中正紀念堂一樓藝廊,舉行國畫水墨『花墨
日)
藏心喜登場』個展,展出日期:106/9/17-10/1
本會媳婦女兒聯誼會於本日中午 12:30 假佳盈卡拉 OK 舉辦 7-9 月慶生會。本由翁
106/09/19(
源水副理事長與廖大富理事及張金財副總幹事代表前往參加。本會致 3,000 元會務
二)
補助款。
本會於本日下午 6:30 假本會會館召開『2017 台灣的孝-百善孝為先 為父母教練長輩
106/09/25(
洗腳暨運動 i 台灣全民運動國慶嘉年華系列活動』籌備會，邀請十七分會會長及幹
一)
部與會務人員
2017 雲林高爾夫球隊第 12 屆會長盃將盛大熱鬧登場。地點：台北球場
106/09/28(
日期：9/28（四）12:00 集合 12:30 開球餐會：球場餐廳:當日成績採新新貝利亞計算
四)
奬項多奬品豐盛請踴躍報名參與。
106/09/29( 秘書處蘇理事長 、王茂生醫療主委、林朝森總幹事到台北醫學大學與邱弘毅副校
五)
長討論五年義診資料分析第一次研討會議 。
本會分會長聯誼會，於本日假星靓點花園酒店舉辦。由大安分會-李志生會長、文
106/10/02(
山分會-雷文哲會長、萬華分會-林義忠會長聯合主辦。本會致 16,000 元會務補助款。
一)
本會分會長與秘書處會務人員於本日中午 12:00 假本會會館召開『十七分會會務研
106/10/17(
討第二次會議』。由蘇理事長與分會會長與秘書處定期联合會及工作會報，會中多
一)
項決議，圓滿成功！感謝大家幫忙！
本會南港分會於本日下午 6:30 假悅揚樓海鮮餐廳舉辦『台北市雲林同鄉會南港分會
106/10/21(
-新舊會長交接暨會員聯誼餐敘活動』。由蔡秀玉接任新會長(餐廳：台北市南港區
六)
同德路 100 號 2 樓)
106/10/21( 本會康義勝名譽理事長上午 8:30-14:00 假新北市新店區安康路二段 323-325 號舉辦"
六)
對抗疾病-改善社區暨九九重陽百歲人瑞表揚活動"
本會康義勝名譽理事長上午 8:30-14:00 假新北市新店區安康路二段 323-325 號舉辦"
106/10/21(
對抗疾病-改善社區暨九九重陽百歲人瑞表揚活動"。本會由蘇明圳理事長與張明政
六)
監事長、林石蜂、陳麗芳常務理事參加，本會致贈蘭花以表祝賀。

本會二崙分會於本日中午 12:00 假海霸王海鮮餐廳舉辦"二崙分會分會長第十、十一
106/10/22( 屆交接暨會員聯誼餐敘活動"。由廖寄彰會長接任新會長。本會致 10,000 元會務補
助款。由理事長蘇明圳監交，名譽理事長洪宗錄、前财務長廖哲良、前秘書長楊本
日)
泉、總斡事林朝森及歷任分會長均出席 席開 13 桌 場面温馨熱烈。
106/10/23( 蘇理事長 、王茂生醫療主委、林朝森總幹事再度到台北醫學大學與邱弘毅副校長
一)
討論五年義診資料分析 。
106/10/26( 2017 雲林高爾夫球隊第 13 屆第 1 次例賽
四)
於本日上午 11:30 準時於長庚球場舉辦
新北市三重雲林同鄉會第四.五屆理事長交接暨理監事就職典禮活動假頂鮮 101 美
食美景餐廳(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七號 101 金融大樓 86 樓)本會致禮金 10,000
106/10/28(
元。本會由林朝森總幹事、王茂生常務理事、韓復榮常務理事、詹誠一常務理事、
六)
吳泰雄常務理事夫人、程吉杖常務理事、陳麗芳常務理事、吳坤碧長務理事，周進
財理事、吳登輝及張金財副總幹事參加出席。
106/11/23
(四)
106/11/09
(四)

2017 雲林高爾夫球隊第 13 屆第 2 次例賽本日上午 11:30 準時於國華球場舉辦

本會林志郎輔導名譽理事長千金林秀芬建築師事務所於本日開幕。

本會塗朝陽理事千金又臻小姐與彥凱先生於 11/12 中午假台北寒舍艾美酒店三樓宴
106/11/12
會廳舉行{文定之喜活動}.，本會致贈蘭花以表祝賀。本會蘇明圳理事長及理監事前
(日)
往參加及祝賀。
新北市雲林同鄉會於本日中午 12:00 假雲林縣虎尾鎮光復路 185 號(上禾會館)舉行
106/11/11(
第三屆第二次會代表大會本會致禮金 3,000 元祝賀
六)
台北市電器公會(本會廖全平副理事長)於本日下午 17:00-21:00 在台北國父紀念館舉
106/11/12(
辦第一次家電空調業者公益演唱會（把愛獻給大家）的活動。本會蘇明圳理事長帶
日)
理監事及分會幹部約 120 位前往參加。
106/11/17( 台北市電器商業同業公會(本會廖全平副理事長)於 11/17(五)~11/20(一)在台北圓山
五)~
大飯店舉辦-第 38 屆台北國際音響暨藝術大展。本會蘇明圳理事長帶理監事前往參
11/20(一) 加並致贈蘭花以表祝賀。(11/17 上午 10：00 舉行開幕記者會。)
雲林同鄉文教基金會於 11/19 上午 10:30 假虎尾上禾宴會(雲林縣虎尾鎮光復路 185
106/11/19( 號) 舉行成立十五週年慶典暨頒發第五屆(勤樸獎)，全國雲林籍佰萬清寒績優子女
日)
講助學金暨頒授社會公益貢獻獎章表揚大會及雲情溫馨送暖。譚量吉董事長特邀請
本會理監事前往參加。
新竹區雲林同鄉會於上午 10:00 假華麗雅緻餐廳召開第十五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理
106/11/26
事長交接、理監事就職典禮本會致禮金 3,000 元祝賀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