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一一一年（西元二○二二年）四月一日第 四 版

台北市廣東同鄉會 110 年會務報告
理事會工作報告：
（一）會議執行成效

依本會章程規定，定期召開必要的
會議，每次會議均備妥會議資料且提出議
案，開會時共同討論及議決。一年來本會
召開之各種會議總計 33會次：

理監事聯席會議（5次），臨時監事
會議（1次），常務理事會議（6次），
監事會議（1次），會籍委員會議（4次），
研究發展委員會議（1次），研究發展委
員會暨財務委員會議（1次），康樂委員
會議（4次），獎學金審查委員會議（1
次），獎助學金審查、保管暨籌募委員聯
席會議（1次），採購審查小組會議（5
次），採購專案小組會議（2次），廣東
文獻社務委員會議（1次），
（二）適時處理人事

原第二組組長黃義祥先生，70歲屆
齡退職，第二組組長職缺自 110年 5月 5
日由廖千皓小姐接任。
（三）健全規章修訂

1.7月 7日第九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粵籍大專學生獎學金發給辦法」、
「粵籍大專學生助學金發給辦法」、
「會員子女獎（助）學金發給辦法」、
「粵籍大專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
法」。

2.7月 7日第九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會籍審查作業要點修訂第六條第二
項：「會籍申請書需有二位介紹人，
皆需為本會入會一年以上之基本會
員，並填列其會員編號。每位介紹人
每年只能介紹一人入會。」及通過修
訂採購審查要點、粵籍社團活動補助
辦法、代管祭祀基金專案設置辦法、
敦聘名譽理事長、理事及顧問要點、
青年工作實施實要點、接待海外及大
陸鄉親訪問團作業要點、會議室借用
辦法及急難救助申請及核發辦法等。

3.9月 17日第十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
過，增訂「台北市廣東同鄉會選舉罷
免辦法」及「換屆選舉理、監事登記
審查作業要點」。

（四）舉辦鄉誼活動
1.110年度新春團拜活動，因新冠肺炎
病毒疫情影響，停辦乙次。

2.110年度慶生會，因活動場地限制之
影響，經理事會議決議慶生餐會改為
每二個月舉辦一次。110年 1月至 4
月份慶生會分別於 1月及 4月在真北
平餐廳舉行。因新冠疫情之影響，5
月至 12月慶生餐會取消，理監事會
決議，每位壽星會員致贈新台幣 5百
元祝壽金，並按月份發放。

3.會員年度自強活動，因新冠疫情群聚
活動限制，原訂於 5月及 10月分別
舉行的一日遊取消。

4.粵語會話班，本會聘請梁雪華老師授
課，分進階 A班、B班及初級班，
於 110年 3月起分別開課，為期 3個
月。因新冠疫情三級影響，5月起停
課，並於 11月 21日復課。

5.110年 11月 12日由常務理事韓介光
率同本會常務理監事、理監事、總幹
事暨工作人員及鄉親代表約 20人，
為「紀念國父誕辰一五六週年」前往
國父紀念館向國父銅像行禮致敬。

（五）強化服務工作
1.110年 1月 11日、12日及 13日由葉
烱超理事長帶領黃治雄總幹事及本會
工作人員循例前往八里、萬華、新店
老人之家，慰問粵籍無依老弱鄉親及
台北市榮民服務處大我新舍探訪粵籍
榮民，並致贈慰問金每位新台幣 1千
元，以表達本會關懷鄉親聯繫鄉誼的
心意。

2.清明節辦理掃墓祭拜，於 110年 4月
1日由理事長葉烱超、理事徐文沼、
總幹事黃治雄及本會工作人員，代表
本會祭拜粵籍先靈於士林兩廣垂遠堂
墓園，感念先輩們對家園鄉里的付出
與貢獻。另本會總幹事黃治雄率工作
人員於 3月 30日及 4月 9日兩天前
往六張犁松山寺、北投基督教墓園、
陽明山第一公墓，向故陳乾先生、黃
翠女士、梁清彥先生及故立法委員黃
佩蘭等先賢之靈位與墓前行禮祭拜。

3.110年度重陽敬老工作，本會於重陽
節前，以報值掛號郵寄禮品代金：
100歲以上會員 2人，各致贈新台幣
2千元 ;80歲以上之會員 340人，各
致贈新台幣 1千元 ;70歲至 79歲之
會員 381人，各致贈新台幣 6百元，
發放對象為入會滿一年以上（以申請
入會審核通過日期為準）及未欠繳會
費之會員（當年除外）。合計發放
723人、敬老金新台幣 570,600元。

（六）加強友會聯誼
1.台北市旅台廣東各縣市同鄉會，每年
春節期間均分別舉行新春團拜，凡有
通知邀請本會參加者，本會一律贈送
摸彩禮金新台幣 2千元，並由理事長
或常務理事、理監事代表前往祝賀。

2.除舊歲迎新年，並為答謝支持本會的
各同鄉社團友會及鄉親前輩們，理事
長葉烱超偕同本會名譽理事長、名譽
理事、所有理監事、候補理監事及本
會顧問，於 110年 1月 28日假台北
市真北平餐廳舉行尾牙餐會、貴賓們
踴躍與會，氣氛融洽。

（七）頒發獎助學金
1.本會頒發（108）學年度粵籍大專獎
助學金及會員子女獎學金頒獎典禮，
於 110年 3月 27日，在真北平餐廳
與慶祝青年節暨紀念黃花崗七十二烈
士大會合併舉行。榮獲獎助學金學生
合計 88名（含本會會員子女 24名）。
頒發獎（助）學金新台幣 52萬 8千
元整。

2.本會獎助學金之申請作業及審查程序
均做到公平、合理、透明。

（八）會所大廈保險
本會與台灣產物保險公司簽訂大樓

商業火災保險及公共意外責任險契約，保

險期間自 110年 6月 4月起至 111年 6月
4日止，保費新台幣 15萬 6千元，保費
較 108年度節省約新台幣 11萬 5千元。
（九）會所大廈維護

1.110年完成本會會所大樓相關雜項工
程有：地下室機電室前地磚，一樓樓
梯間地板，外牆裝設防護網，頂樓冷
氣主機水管破損修補，地下室及六樓
門弓器更換，地下室污水馬達損壞更
換，地下室防火門修繕，一樓入口處
斜坡加鋪止滑條，大樓機房發電機總
開關及電池充電機更換，三樓糞管修
繕，三樓男廁安裝拖布盆及浴室衛浴
設備拆除及管線配置，地下室泥作擋
水門檻拆除，地下室安裝活動式防水
閘門，外牆磁磚剝落敲除，一樓配電
盤更換及線路凌亂老舊重整。

2.重大設備汰舊換新工程：地下室 1號
冰水主機更新一台，工程已於 11月
17日完成公開招標及簽訂合約，總
經費新台幣 185萬元（含稅）。

（十）發揚廣東文化
本會定期出版嶺南特訊及廣東文獻

兩份期刊：（1）嶺南特訊（月刊），於
每月出刊一次，出版迄今已達 456期。廣
東文獻為每三個月出刊一次，出版迄今已
至 196期。
（十一）加強財務管控

嚴格執行會員大會通過的年度預算，
秉持能省則省、當用則用的原則，嚴格管
控各項收支費用。依據人團法財務作業準
則，合法節稅，稅金較 108年度節約新台
幣 9萬 7千元。
（十二）提升會員福利

本會核發大專獎助學金金額自設立
40年來一直維持為 6千元，本會在財力
許可情況下，自 109學年度酌量調升會員
子女獎學金、大專生獎學金為 8千元、研
究生為 1萬元，及增加會員子女獎學金
（高中生獎學金 3千元、國中生獎學金 2
千元），以鼓勵粵籍子弟及提高青年學子
對本會的認同。
（十三）加強會務資訊

本會網站已於 109年 11月 1日上線，
舉凡入會申請書、獎學金申請書、廣東文
獻季刊、嶺南特訊皆可上網查閱，另在會
員專區登入可自行查閱會員會費繳納情
形。
（網址：http：//www.tpektca.org.tw/）
監事會工作報告：
（一）定期稽核本會收支帳目：

110 年度各月份經費收支憑證、表、
冊均逐月進行稽核，監事會 按月分配二位
監事進行詳實稽核。各月帳目審查完成，
經各該執 行監事簽名認可，再經常務監
事簽章確認，一切依照章程規定辦 理。
（二）110 年度監察理事會依據 110 年度
工作計畫大綱，確實執行各項 業務，監
事會本於章程賦予責任，亦已善盡監督之
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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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訊）台北市廣東同鄉會會員 3月至 4月份壽星慶生會，於 111年 3月 19
日舉行，鄉長們熱情參與，依次落坐彼此寒喧閒談，並抽空繳納會費，近午時刻參

加慶生餐會人數已近 160人。慶生會由康樂副主任委員何建國主持，林瑤義委員擔
任司儀，於 12時在本會二樓真北平餐廳準時席開 16桌。
葉烱超理事長致詞：「今天天氣很好，各位鄉長鄉親能踴躍出席，非常感謝，

新冠肺炎疫情最近逐漸緩和，本會也會陸續舉辦各項活動服務鄉長鄉親，在這裡非

常感謝理監事團隊及工作同仁的努力，使各項會務能順利推動，也請各位鄉親多多

支持本會，祝福各位壽星鄉親鄉長們生日快樂，身體健康，家庭幸福。」

何建國康樂副主委致詞：「先祝福各位壽星鄉長鄉親生日快樂，在此先跟各位

預告，由於國內疫情和緩，今年將預定於 10月份舉辦本會的自強活動一日遊，預

葉理事長與理監事及壽星代表合唱生日快樂歌

台北市廣東同鄉會 3月 4月壽星會員慶生會
葉烱超理事長祝福各位鄉親鄉長身體健康、生日快樂

計 9月份報名，今年報名將有限制打完兩劑疫苗的會員才能參與，報名時請鄉親們攜帶疫苗接種證明小黃卡（或
健保卡）提供查驗，在這裡祝福各位壽星家庭幸福美滿，身體健康。」

之後由本會理監事及壽星代表合唱生日快樂歌，祝福各位壽星；慶生餐會熱鬧開始。本次慶生會試辦廣東

母語歌曲同樂會，鼓勵壽星鄉親報名上台演唱廣東話、客家話及潮州話歌曲共 15個名額，表演完畢致贈小紅包
乙個，希望能在歡樂氣氛下將廣東母語傳承下去。

餐會結束後分送每位鄉長壽桃二只，慶生會於下午 14時圓滿結束。（相關照片見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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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北 市 廣 東 同 鄉 會 勵 學 愛 心 捐 款 徵 信 錄
一、 本會歷年頒發本會會員就學子弟獎助學金之來源，
皆蒙鄉親前輩、善心人士捐助款項，及本會撥設獎

學專款，合以獎助學基金名義存放銀行逐年取息支

應，惟近年公定銀行孳息低微，年入不敷獎學所需，

而另由義者樂捐彌補，今本會為賡續獎學宗旨力圖

以涓滴成河之誠，歡迎鄉親您力能所及不限金額隨

時踴躍樂捐，以勵後進奮學，感謝您之德意！

二、 郵政劃撥帳帳號：01022155，戶名：台北市廣東同
鄉會

（捐款劃撥時請於劃撥單之通信攔註明「此款為獎助學

金愛心捐款」，謝謝！！）

三、如您有任何疑問請洽本會，電話：(02)2321-7541

111 年 3 月愛心捐款者芳名
葉烱超理事長 1,000元 伍世文名譽理事長 10,000元

許宇瓊 200元 李南賢教授 1,000元
蘇敬生 1,200元 東莞蘇式嚴 900元
黃　海 2,000元 善心人士 200元
善心人士 500元 善心人士 100元

何偉俊 6,000元 善心人士 300元

合　　　計 23,400元

本 會 慶 祝 青 年 節 紀 念 黃 花 崗 烈 士 大 會
暨頒發 109 學年度粵籍大專學生獎助學金典禮

（本刊訊）台北市廣東同鄉會為鼓勵

優秀粵籍青年學子及慶祝青年節，於 111
年 3月 26日頒發 109學年度粵籍大專學
生獎（助）學金。期望粵籍優秀學子，將

來能為鄉親社稷作出更多貢獻。獲獎同學

有許多家長陪同共同分享榮耀。頒獎典禮

於下午 15時 40分圓滿結束。

葉烱超理事長致詞 獎學金審查委員會主
委林煜常務監事致詞

理監事及獎學金委員與獲獎同學大合照

曾祥亭、黃賢亮、陳尚謙、龐麒修、林曄慨、陳冠宏、楊智傑、吳書瑋、柯尹強、葉子寧、莫筑涵、
梁耀文、葉子郁、曾晟倢、陳以新、何恩潔、陳炫均、駱淑文、李倩銘、黃慧彤、吳海棠、李思菁、
余柔柔、卓曼婷、雷家純、袁熒、余東煒、佘啟賢、徐國釗、歐榮傑、吳錦平、吳奕萱、黃文詩、
簡穎雅、石桂華、郭嘉怡

台北市廣東同鄉會頒發一○九學年度
會員子女大專、高中、國中學生獎 (助 )學金名單

大專：

曾柏勳、張浩陞、顏宇謙、謝展弘、林聖岳、王則勛、張筠絹、劉紀霆、許景婷、張家榮、陳彰浩、
黎芷君、許舒寧、鍾運賢、黃海峰、姚惠文、張季芸、項晴、謝宗佐、王棨右、鄭鈺雯、黃煒勛、
徐韻婷、葉兆泉、王柏皓、劉軒鏞、張書語、黃郁堯、謝承恩、曾毓珊、郭晏涵、張祖珺、劉紀慶、
陳雅慧
高中：	

張皓瑄、張桂茹、許育菘、黃楷鈞、林瑄妤、卜霈綸、練佩瑜、林旻賢
國中：	

彭子嘉、彭士烜

台北市廣東同鄉會頒發一○九學年度
粵籍大專學生獎 (助 )學金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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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廣東同鄉會 3月 4月壽星會員慶生會（續第一版）

壽星鄉親上台演唱廣東話、客家話及潮州話歌曲致贈小紅包乙個

葉烱超理事長致賀詞

康樂副主委
何建國理事致詞

中華民國高棉歸僑協會於 03.12週六中
午假典華旗艦館，舉辦：2022虎進甘來發心
奮發、新春團拜聯歡餐會。

高瞻遠矚虎進甘來 棉延不絕新春聯歡
高棉歸僑協會 3 月 12 日舉辦 2022 新春團拜

大會開始，吳鴻發理事長與全體齊唱：國

歌、國旗歌與向國旗暨國父遺像行三鞠躬禮，

接著致歡迎詞時，特別強調：今天是國父逝世

紀念日、非常感謝各社團、各歸僑團體與同鄉會代表暨會員熱情出席、贊助與提供彩品，致使大會增加光彩，同時

理監事團隊也上台以多國方言，表達感謝與祝福。接著賞析緬懷國父紀念專輯、敬邀師長貴賓、僑委會閻樹榮副處

長、華僑協會總會林齊國理事長、僑聯總會鄭致毅理事長⋯致訓勉詞。

餐會開始同時播放詮釋廣東精典特色粵語版之影音，以增加大家暢飲與品茗之歡樂氣氛。大會司儀與吳理事長

之搭配，妙語如珠地帶動全場氣氛，應邀合唱「花心 -幸運就是遇到您」，同時，非常難得邀請：資深藝人無花和
尚關聰、變臉大師陶秀華、木炭兄弟蔣銀光與魔術大師羅飛雄暨玉群曲藝團與星辰綜藝歌舞團代表⋯精彩表演與歡

唱，使得場面高潮疊起，接著隨歌起舞高棉宮庭舞曲「南旺」，將熱情提升到最高點，席間相互敬酒、幸運摸彩與

每桌五份單碼基本獎贈予幸運者。最後，大會分送每位嘉賓大樂透，在相互祝福中獎聲中，期待：虎進甘來百毒不

侵與早日隨緣歡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