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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日期 時間 活動項目 地點 備註

三月 01(五) 頭頓 第四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日期：3/1 或 3/8

三月 01(五) 18:00 隆安 2019新春團拜聯歡晚會
愛華酒樓
412 - 418 Trần Hưng Đạo, P.11, Q.5, TPHCM

三月 01(五) 17:00
越南家具

公會
第五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新舊會長交接新春聯歡晚會

平陽翡翠皇宮 
230 Đại lộ Bình Dương, P.Phú Hòa, TP.Thủ Dầu Một, 

tỉnh Bình Dương

三月 02(六) 16:00 北寧 第三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Westlake Hotel & Resort Vĩnh Phúc

1D, Đường Kim Ngọc, phường Tích Sơn, TP. Vĩnh Yên, 

Tỉnh Vĩnh Phúc

2/13

三月 02(六) 胡市 2019 年新春團拜聯歡晚會
ADORA大酒店

421 Ngô Gia Tự, Phường 9, Quận 5, Hồ Chí Minh
1/14

三月 02(六) 新順 2019年春酒聯歡晚會
新順加工區員工活動中心
TT Hoạt động Công nhân viên - KCX Tân Thuận 
Đường Huỳnh Tấn Phát, KCX Tân Thuận, F Tân Thuận Đông, Q7

1/23

三月 08(五) 同奈 2019 年新春團拜聯歡晚會暨摸彩活動
同奈高爾夫球場
Thị trấn Trảng Bom, Huyện Trảng Bom, Tỉnh Đồng Nai

2/20

三月 09(六) 西寧 春酒第1次會員大會第1次理監事會

三月 10(日) 頭頓 海越隊月例賽

三月 15(五) 17:00 平陽 2019年新春團拜聯歡摸彩晚宴
平陽土龍木新市鎮展覽中心Trung Tam Hoi Nghi Trien Lam

Duong Le Loi, Phuong Hoa Phu, Thu Dau Mot, Binh Duong
1/28

三月 16(六) 海防 會員月例會

三月 16(六) 河內 第15次理監事聯席會 華園

三月 20(三) 平陽 第二次常務理監事會議

三月 22(五) 18:00 辦事處 108年迎春酒會暨感恩餐會 Villa 171, Riverview Drive, The Waterfront, Nguyen Luong Bang St., Dist 7, HCMC 1/28

三月 23(六) 胡市 理監事會議

三月 23(六) 總會 第20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暨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

Merperle Crystal Palace-富美興

Lot C17-1-2, Nguyen Luong Bang St, Tan Phu W, Dist 7, 

HCMC

三月 25~27 亞總 廿六屆回國訪問團事宜

2019年總會及各分會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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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

四月 13(六) 河內 第16次理監事聯席會 頂泰豐

四月 17(三) 平陽 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四月 20(六) 海防 會員大會，會長、監事長改選

四月 21(日) 頭頓 海越隊月例賽

四月 17:00 峴港 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四月

五月 04(六) 16:00 北寧 理監事會議企業參訪
北寧省北寧市 INDOCHINA HOTEL

Ngã 6, số 45, Đường Nguyễn Đăng Đạo, TP.Bắc Ninh

五月 10(五) 西寧 第2次理監事會

五月 10(五) 頭頓 第四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日期：5/10 或 5/17

五月 11(六) 胡市 理監事會議

五月 11(六) 河內 第17次理監事聯席會 華園

五月 18(六) 太平 月例會

五月 18(六) 海防 會員大會，會長、監事長交接典禮

五月 19(日) 頭頓 海越隊月例賽

五月 22(三) 平陽 第三次常務理監事會議

五月 31(五) 同奈 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暨端午節聯歡晚會

五月 31(五) 頭頓 探訪受落葉劑傷害協會並致贈端午節禮品及加菜金

五月 8:00 峴港 2019年慈善活動

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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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 01(六) 8:00 峴港 第一次會員大會暨端午餐會

六月 01(六) 河內 第十四屆第三次會員大會及第18次理監事聯席會暨端午節聯歡晚會 頂泰豐

六月 09(日) 頭頓 海越隊月例賽

六月 15(六) 海防 會員月例會

六月 16(日) 總會 第二十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 下龍灣

六月 19(三) 平陽 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六月 22(六) 胡市 會員大會

六月

七月 06(六) 16:00 北寧 理監事會議企業參訪 永福省餐廳

七月 12(五) 西寧 第2次會員大會第3次理監事會

七月 12(五) 平陽 第一次會員大會暨會長盃高球賽

七月 13(六) 河內 第19次理監事聯席會 華園

七月 14(日) 頭頓 海越隊月例賽

七月 20(六) 太平 月例會

七月 20(六) 海防 會員月例會（端午晚會）

七月 21(日) 胡市 理監事會議

七月 24(三) 平陽 第四次常務理監事會議

七月 26(五) 同奈 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七月 26(五) 林同 第十屆第六次理監事會議 大叻

七月 17:00 峴港 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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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 09(五) 頭頓 第四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八月 10(六) 河內 第20次理監事聯席會 頂泰豐

八月 11(日) 頭頓 海越隊月例賽

八月 14(四) 頭頓 平陽巧聖廟中元普渡渡法會活動

八月 17(六) 海防 會員月例會

八月 21(三) 平陽 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八月 30(五) 同奈 秋季慈善活動

八月

九月 06(五) 同奈 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第12屆會長、監事長、理監事選舉)暨中秋聯歡晚會

九月 07(六) 17:30 峴港 2019中秋會員聚餐

九月 07(六) 太平 月例會

九月 07(六) 河內 第21次理監事聯席會 華園

九月 07(六) 16:00 北寧 理監事聯席會和會員大會及中秋晚會
北寧省北寧市 INDOCHINA HOTEL

Ngã 6, số 45, Đường Nguyễn Đăng Đạo, TP.Bắc Ninh

九月 08(日) 頭頓 海越隊月例賽

九月 10(二) 頭頓 探訪受落葉劑傷害協會並致贈中秋節禮品及加菜金

九月 13(五) 西寧 第4次理監事會

九月 13(五) 中秋節

九月 14(六) 林同 第十屆第七次理監事會議暨中秋節會員聯歡晚會 保祿

九月 18(三) 平陽 第五次常務理監事會議

九月 21(六) 胡市 理監事會議

九月 21(六) 海防 中秋佳節烤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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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 22(日) 總會
第二十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暨第二次會員大會

及第二十一屆總會長、監事長選舉
胡志明市

九月 28(六) 河內 秋季旅遊 另行通知

九月

十月 06(日) 2019年雙十國慶升旗典禮暨親子園遊會活動

十月 06(日) 海防 國慶盃高爾夫球賽

十月 06(日) 河內 雙十國慶活動--北越國際慢壘邀請賽 另行通知

十月 10(四) 雙十國慶酒會

十月 12(六) 河內 第22次理監事聯席會 頂泰豐

十月 13(日) 河內 雙十國慶活動--漢語演講比賽 另行通知

十月 13(日) 海防 國慶盃保齡球賽

十月 13(日) 頭頓 海越隊月例賽

十月 20(日) 海防 國慶盃釣魚比賽

十月 20(日) 河內 雙十國慶活動--籃球比賽 另行通知

十月 23(三) 平陽 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十月 27(日) 海防 國慶登山健行活動

十月 27(日) 海防 國慶盃籃球賽

十月 17:00 峴港 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十一月 08(五) 頭頓
第四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暨會員代表大會及

選舉第五屆理、監事
日期：11/8 或 11/15

十一月 08(五) 西寧 第3次會員大會第5次會長理監事改選

十一月 09(六) 河內 第23次理監事聯席會 華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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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 10(日) 頭頓 海越隊月例賽

十一月 20(三) 平陽 第六次常務理監事會議

十一月 23(六) 太平 月例會

十一月 23(六) 胡市 理監事會議

十一月 23(六) 海防 會員大會

十二月 02(六) 16:00 北寧 理監事會議企業參訪 永福省餐廳

十二月 07(六) 17:30 峴港 第二次會員大會暨年終餐會 1/2

08(日) 頭頓 海越隊月例賽

08(日) 總會 第二十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 峴港

十二月 11(三) 平陽 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十二月 14(六) 林同 第十屆第八次理監事會議暨會員大會（選舉下屆理監事） 大叻

十二月 14(六) 河內
第十四屆第四次會員大會及第24次理監事聯席會

暨改選第十五屆理監事、會長、副會長、監事長
另行通知

十二月 20(五) 平陽 歲末年終晚宴

十二月 20(五) 同奈 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暨聖誕晚會

十二月 21(六) 海防 會員月例會

十二月 海防 2020年冬令救濟活動

附註:1.各分會若在時間或活動內容上有所變動時.請事先通知總會以利即時修正

         2.以上列表僅供參考,若有異動將另行通知.

         3.藍色字為各分會提供一年度的工作規劃

        4.紅色字體表己收到各分會的正式來文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