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APPY  TOASTMASTERS  CLUB  8 7 0 2 – 6 7  

103 年 1 月 3 日 

第 371 次例會 

創立於 1992 年 5 月 每月第 1、3 個星期五 晚上 7:00～9:00 費用：$100 

聚會地點：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 160 號地下 1 樓 (五南文化廣場台大店 B1) 

喜洋洋全球資訊網：http://www.toastmasters.org.tw/happy/ 

我們的約定：守時、尊重、熱誠 

節 目 議 程 表   (本次主題: 一生中最值得做的一件事） 

時間 例 會 內 容 所需時間 
371 例會 

1 月 3 日 

372 例會 

1 月 17 日 

372 例會 

2 月 7 日 

6:30 報到交誼 30 分    

6:50 會長致詞 (暨貴賓介紹) 10 分 楊宗羲 楊宗羲 楊宗羲 

7:00 總主持人 10 分 邱羽立 魏瑋志 施新瑠 

 計時員  (1~2 分) 何見明  賴光蘭 

 贅語記錄員 (1~2 分) 王嘉惠   

 計票員 (1~2 分) 黃俊仁 何見明  

7:20 開懷時間 10 分 江佳娟 李明澤  

7:32 即席演講 10 分 李杏釔 施新瑠  

7:45 指定演講 25 分    

 C3【目標明確】讓天賦自由 (5~7 分) 魏瑋志 賴光蘭 李明澤 

 C3【目標明確】聾聽婚姻緣 (5~7 分) 吳秋南 魏美棻 江佳娟 

 C9【勸說誘導】不想落下的夕陽 (5~7 分) 吳宜坤   

8:10 計時員報告 (1 分) 何見明   

 中場聯誼 10 分鐘 

8:20 講評時間 25 分 陳秀如 鄭意騰  

 個別講評 1  (魏瑋志)    (2~3 分) 周鈞豪   

 個別講評 2  (吳秋南) (2~3 分) 鄭意騰   

 個別講評 3  (吳宜坤) (2~3 分) 張可芸   

 語言講評     (3~5 分) 李滄洲 連雅婷  

 計時員報告 (1 分) 何見明   

 贅語記錄員報告 (1 分) 王嘉惠   

8:40 總講評 (3~5 分) 陳秀如   

8:45 總主持人 (1~2 分) 邱羽立   

 8:50 頒獎、來賓回饋 10 分 楊宗羲 楊宗羲 楊宗羲 

 9:00 散會   下次見囉！   

例會 請攜帶手冊 (中級溝通手冊 CL 手冊)  

http://www.toastmasters.org.tw/happy/meeting/meeting_program_recepetion.htm
http://www.toastmasters.org.tw/happy/meeting/meeting_program_toastmaster.htm
http://www.toastmasters.org.tw/clubs/happy/meeting/meeting_program_timer.htm
http://www.toastmasters.org.tw/clubs/happy/meeting/meeting_program_ah_counter.htm
http://www.toastmasters.org.tw/clubs/happy/meeting/meeting_program_vote.htm
http://www.toastmasters.org.tw/happy/meeting/meeting_program_table_topics_master.htm
http://www.toastmasters.org.tw/happy/speech/speech_program_03.htm
http://www.toastmasters.org.tw/happy/speech/speech_program_03.htm
http://www.toastmasters.org.tw/happy/speech/speech_program_09.htm
http://www.toastmasters.org.tw/clubs/happy/meeting/meeting_program_evaluator.htm
http://www.toastmasters.org.tw/clubs/happy/meeting/meeting_program_evaluator.htm
http://www.toastmasters.org.tw/clubs/happy/meeting/meeting_program_general_evaluator.htm
http://www.toastmasters.org.tw/happy/meeting/meeting_program_toastmaster.htm


 喜洋洋幹部團隊: 

 會長: 楊宗羲    (手機: 0912-552-878, Mail: cool199912@gmail.com) 

 教育副會長: 吳孟潔  (手機: 0958-123-966, Mail: denise@imagemba.com.tw) 

 會員副會長: 李杏釔  (手機: 0975-188-923, Mail: monkey0104@gmail.com) 

 會員副會長: 江佳娟  (手機: 0987-700-711, Mail: xx92825@yahoo.com.tw) 

 公關副會長: 吳宜坤  (手機: 0933-081-074, Mail: kylewu0114@hotmail.com) 

 財務長: 王嘉惠  (手機: 0916-292-718, Mail: iok0916292718@gmail.com) 

 事務長: 蔡建澤  (手機: 0982-279-684, Mail: moro1kimo@yahoo.com.tw) 

 秘書長: 李滄州   (手機: 0980-410-381, Mail: ltjboy@seed.net.tw) 

 網路長: 周鈞豪  (手機: 0928-295-919, Mail: c_h_chou@mail2000.com.tw) 

 
1. 2014 年春季大會即將到來，比賽內容為指定演講以及即席演講。會內賽為 2/21，部內賽為

3/16，全國春季大會為 4/12 & 4/13，這次的場地在台北，機會難得不容錯過，大家開始家
把勁準備，瞄準全國冠軍吧! 
 
 

賀！ 

  

意騰 會友勇奪第 371 次例會 「                  最佳開懷獎」！ 

曉嵐 會友勇奪第 371 次例會 「           最佳即席問答獎」！ 

秋南 會友勇奪第 371 次例會 「           最佳指定演講獎」！ 

可芸 會友勇奪第 371 次例會 「            最佳個別講評獎」！ 

秋南 會友勇奪第 371 次例會 「               進步最多講者」！ 

羽立 會友勇奪第 371 次例會 「           最佳節目主持獎」！ 

 

您的成長，大家有目共睹！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