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ông Báo: Đại hội Hội viên Hiệp Hội Văn Hóa Việt Đài 2016 

社團法人台越文化協會 2016 年定期會員大會 開會通知 
聯絡人：潘小姐/陳小姐 
地 址：70457 台南市北區小東路 147 巷 32 號 
電 話：06-209 6384、06-238 7539 
傳 真：06-275 5190 
網  址：http://taioat.de-han.org/  
Email : tvhiaphoe@gmail.com 
 

受文者：社團法人台越文化協會會員 

發文日期：公元 2015 年 12 月 14 日 

發文字號：台越文協第 20151214-1 號 

副本：內政部 

附件：如文 

 

開會事由：召開社團法人台越文化協會 2016 年定期會員大會 
開會時間：2016 年 1 月 9 日(拜六) 早起 10:00-12:00 
報到時間：2016 年 1 月 9 日(拜六) 早起 09:30 
開會地點：國立成功大學榕園校區(原光復校區)修齊大樓 7F 會議室 

(701 台南市東區大學路 1 號) 
主  席：陳麗君 理事長 
出 席 者：社團法人台越文化協會會員 
列 席 者：內政部代表  

 

備註： 

1. 為 tioh̍ 會務事工 kap 活動辦理會 tit 順序，請會記得繳交常年會費(一般會員

500 箍/冬、學生會員 300 箍/冬、團體會員 1000 箍/冬）。 

2. 歡迎捐款_戶名：社團法人台越文化協會；劃撥帳號：31585067。 

3. 若是袂當親自出席，敬請撥工填寫附件委託書回傳。 

4. 當日中晝大會有準備便餐，為減用免洗杯、箸的使用，請出席者家已準備

環保杯、餐具。 

 



附件： 
 
社團法人台越文化協會 2016 年定期會員大會議程 
 
一、大會開始。 

二、主席致詞。 

三、貴賓致詞。 

四、報告事項：2015 年會務 kap 工作報告。 

五、討論事項： 

案由一：2015 年度經費決算表，請確認。 

案由二：2016 年度工作計畫暨經費預算表，提請討論。 

六、臨時動議。 

七、選舉(第 4 屆)理監事。 

八、散會。 

 

------------------------------------------------------------------------------------------- 

1/9 下午本協會 kap 國立成功大學越南研究中心合辦「越南研究年會」，

主題：新移民的權利與義務 

邀請各位會員踴躍參加！ 

-------------------------------------------------------------------------------------------- 
  



先進 平安 Kính báo： 

若是 2016/1/9(拜六)當日會議無方便親身參加，敬請佇 2015/12/28(拜一)進前將代理委託書傳

真/寄來 

Nếu không thể tham dự Đại hội ngày 9/1/2016, đề nghị gửi Giấy ủy quyền trước ngày 28/12/2015 đến: 

 

70457 台南市北區小東路 147 巷 32 號  社團法人台越文化協會 收 

或是傳真 hoặc fax: (06) 275-5190。 

 

為 tioh̍ 避免受委託重複，委託書 nih 受委託者的所在請暫時 mài 寫。若想 beh 寫委託人，

請先 kap 受託者聯絡好勢，授權 1 人 tioh̍ 好。 

Để tránh việc ủy quyền bị trùng lặp, hãy liên lạc với người được ủy quyền trước khi điền Giấy ủy quyền. 

  

敬祝 Kính chúc 

平安順利 Bình an 

                     秘書處 敬上 Kính thư 

  



台越文化協會 2016 會員大會出席調查表 

Bảng điều tra số người tham dự Đại hội Hội viên Hiệp Hội Văn Hóa Việt 
Đài. 

 

請回傳到下面傳真或者 e-mail: 

Xin gửi về Fax: 06-2755190 hoặc e-mail: tvhiaphoe@gmail.com 
 

本人 Tôi là  _____________________  

 會出席會員大會 Tôi sẽ tham dự Đại hội 

 無法度出席大會 Tôi không thể tham dự Đại hội 

＊ 提醒：會員若是無法度出席，請會記得 2015/12/28(拜一)進前回傳委託書！ 

＊ Nếu không thể tham dự Đại hội, hãy gửi Giấy ủy quyền cho Hiệp hội. 

-------------------------------------------------------------------------- 

 

社團法人台越文化協會 2016 年會員大會會議委託書 

Giấy ủy quyền tham dự Đại hội Hội viên Hiệp hội Văn hóa Việt Đài 2016 

本人                   因為佇 2016 年 1 月 9 日（Sat.）無方便出席社團法

人台越文化協會 2016 年會員大會，欲委託                        (受委託

者)全權代表，代為行使本人本次會議權利。 

Tôi là……….................................., do không thể tham dự Đại hội Hội viên Hiệp hội Văn hóa Việt 

Đài năm 2016 được tổ chức vào ngày 9/1/2016, xin ủy quyền cho…………………………(người 

được ủy quyền) thay mặt tham dự và toàn quyền quyết định thay tôi trong tiến trình Đại hội. 

此證 Trân trọng cảm ơn 

委託人 Người ủy quyền﹕                              (簽名 Ký tên) 

公元            年 Năm       月 Tháng        日 Ngày 



 

Beh 按怎到成功大學榕園(光復)校區 

70101, 台南市東區大學路 1 號 

交通資訊： 

http://www.ncku.edu.tw/ver2006/ch/ncku/map/howto1.htm 
 

自行開車（國道路線） 

南下 沿國道一號南下 → 下永康交流道右轉 → 沿中正北路、中正南

路(南向)往台南市區直行 → 中華路左轉 → 沿中華東路前進 → 
於小東路口右轉，直走即可抵達本校榕園(光復)校區小東路校門

口。 
【自國道三號南下者，轉國道 8 號（西向），可接國道一號（南

向）】 

北上 沿國道一號北上 → 下仁德交流道左轉 → 沿東門路(西向)往台

南市區直走 → 遇林森路或長榮路右轉(北向)，於小東路口左

轉，即可抵達本校榕園(光復)校區小東路校門口。 
【自國道三號北上者，轉 86 號快速道路（西向），可接國道一號

（北向）】 

搭乘火

車 

於台南站下車後，自後站出口（大學路），大學路左側即為本校

榕園(光復)校區。由大學路直走約 5 分，可抵達本校榕園(光復)校
區。進入榕園(光復)校區後，直走穿過雲平大樓、歷史學系，再

直走即可抵達修齊大樓。 

搭乘高

鐵 
1. 高鐵台南站下車，至二樓轉乘通廊或一樓大廳 1 號出口前

往台鐵沙崙站。 

2. 搭乘台鐵區間車前往台南火車站。 

3. 約 30 分鐘一班車，約 20 分鐘可到達台南火車站。 

4. 於台南站下車後，自後站出口（大學路），大學路左側即

為本校榕園(光復)校區。 

由大學路直走約 5 分，可抵達本校榕園(光復)校區。進入

榕園(光復)校區後，直走穿過雲平大樓、歷史學系，再直

走即可抵達修齊大樓。 

 



會場位置圖（榕園(光復)校區修齊大樓）：
http://www.ncku.edu.tw/ver2006/ch/ncku/view.htm 
http://www.ncku.edu.tw/~lang/chinese/location.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