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APPY  TOASTMASTERS  CLUB  8 7 0 2 – 6 7 

5 月 7 日 
第 154 次例會 

創立於 1992 年 5 月 每月第一、三個星期五 晚上 6:30～9:00 

聚會地點：台北市金華街 110 號 1F 清華大學台北辦事處 

(近金山南路與金華街口) TEL: 2321-8744 費用：NT$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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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例 會 內 容 本次例會人員 
155 例會 

5 月 21 日 
156 例會

6 月 4 日

6:30 報到交誼 林碩彥 林碩彥 陳玟伶 

7:00 會議開始 黃曉嵐 黃曉嵐  

7:05 會長致詞 CTM 莊士勇 莊士勇 莊士勇 

7:10 總主持人 李 陽 邱瓊嬅  

 計時員 廖逸竹 黃曉嵐  

 贅語記錄員 吳大鶯 高明甄  

 計票員 黃曉嵐 謝志峰  

7:20 開懷時間 (10 分鐘)  翁志聖   

 即席問答 (10 分鐘) ------------   

7:30 指定演講     

 1. C#1 初試啼聲：自我介紹       （4～6 分鐘） 劉秋雄 吳大鶯 C1 林碩彥 C1

 2. C#9 勸說誘導：儀式 (5～7 分鐘) 陳慧玲 何見明 C2 黃曉嵐 C2

 3.長篇演講：借力使力 (15~20 分鐘) 邱志山 施順川 C4 高明甄 C2

 4. ------------ 黃亞奕 C5 陳綠疇 C2

8:05 中場聯誼(四~六月份聯合慶生會) (15 分鐘)    

8:20 講評時間 ATM-B 邱月香   

 計時員報告 (1 分鐘) 廖逸竹   

 個別講評員＃1 (2～3 分鐘) 周鈞豪  黃亞奕 

 個別講評員＃2 (2～3 分鐘) CTM 盧明輝   

 個別講評員＃3 ------------  王玉華 

 個別講評員＃4 ------------  盧明輝 

8:30 計時員報告 ( 1 分鐘) 廖逸竹   

 語言講評 (3～5 分鐘) CTM 王玉梅   

 贅語記錄員報告 (1 分鐘) 吳大鶯   

 總講評 (3～5 分鐘) ATM-B 邱月香   

 總主持人 (5 分鐘) 李 陽 邱瓊嬅  

8:50 頒獎、回饋時間 CTM 莊士勇 莊士勇 莊士勇 

9:00 散會 CTM 莊士勇 莊士勇 莊士勇 

 會議記錄 施順川   

分 享 經 驗 ․ 瞭 解 生 命 ․ 關 懷 彼 此 ․ 共 同 成 長 

九十二年度起慶生會改為每季中二、五、八、十一月份第一次例會舉行 



喜洋洋中文國際演講會  
HAPPY  TOASTMASTER  CLUB 

 
93 年 5 月 7 日第 154 次例會     會議記錄員：施順川 
最佳開懷講者：王玉梅          最佳指定演講者：劉秋雄   
最佳個別講評：盧明輝          進步最多講者：陳慧玲           最佳節目主持人：李 陽 
 
會議開始，在曉嵐會友開場請來賓一一自我介紹(李星星: 李陽會友的姐姐; 王聖豐: 新光人

壽明輝會友的同事; 王嘉翔: Richard Yang 會友的朋友)之後，由每月第一和第三個週五穿著特

別帥氣的士勇會長揭開序幕。士勇會長特別提及本次例會的規劃內容跟往常不太一樣，總會

講師團成員之一志山會友準備了一段長篇演講將與大家分享，另外他也鼓勵會友善加利用演

講會預習工作中所需要做的簡報或專題報告。 
 
總主持人由李陽會友為現場來賓講解介紹國際演講會後，引見例會的助手計時員逸竹會友、

贅字紀錄員大鶯會友、計票員曉嵐會友後，並與大家分享每天開懷大笑可以保持身材苗條的

妙方。 
 
開懷時間主持人由秀外慧中、喜歡嘗試新鮮事物的瓊嬅會友主持，一開場並以”保持開懷的心

情可以活躍細胞及長保青春美麗” 請大家上台來分享笑話, 果然開懷講者們相當踴躍提供笑

話讓大家樂開懷。 
 
指定演講及講評 
秋雄會友（第一講-初試啼聲）開場以自己的兒時成長的趣事連結出生地基隆的多雨特色成功

的吸引會場的注意力，而後穩健從容的介紹自己從軍外派赴泰而從此跟泰語結下不解之緣並

發現自己前所未知的語言天分。  
 
鈞豪前會長講評－讚許秋雄會友談笑自若，道具也運用自如，演講內容條理分明。 唯一美中

不足之處是在秋雄會友談及收到入伍令的轉折點不甚清楚;不過以第一講就能夠有如此水準

的表現，相信秋雄會友必然是本會的明日之星。  
 
慧玲會友(第九講-勸說誘導)以“儀式”在我們的生活當中無所不在且帶來不一樣的意義做開場

白，內容主體以自己受邀參加公司在澳洲雪梨舉辦的表揚大會，嚴謹巧思的規劃令她感到備

受禮遇及團隊成就的榮譽。慧玲會友在結束前強調每一個人都可以在自己的生活中添加儀

式，在平凡中尋找不平凡的意義，並勇於向最親密的人表現出感恩的心意。藉由儀式，每一

天都可以轉化成與眾不同的一天。 
 
明輝會友講評－稱讚慧玲會友以自己經由表揚儀式感動的經歷為主題，描述細膩生動，並且

以聚焦的手法，成功的將聽眾的注意力凝聚在情境內如同在一根火柴上藉由放大鏡導引陽光

把聚焦集中在火捻上。在表達方面，慧玲會友的語言、態度、親和力都表現非常良好。最後，

明輝會友建議結尾時若是能令聽眾對主題產生共鳴、勸說誘導，這次演講就完美無懈可擊了。 
 
志山會友以長篇演講領導系列之第一段【借力使力】為主題並使用一本書『僕人』切入，藉

由修道院中體驗的領導啟示錄為架構，進而學習愛與領導的關係。志山會友諄諄告誡一位領

導人若俱備忍耐、恩慈、謙虛、尊重、無私、寬恕、誠實、守信的品德必然能夠成功的影響

他人，只要養成習慣、不斷練習，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一位傑出的領導者。 
 
母親節特別節目由玉華會友教導小女兒何依婷和國小三年級的小朋友饒剛精彩表演相聲【愛

心樹】。 
 
總講評月香會友以 “『好話猶如三春暖，冷語猶如二月寒』 語言是溝通最重要的工具，語言

有趣味性、知識性、關懷性及累積性，不是三天兩夜就能學好” 勉勵在場的會友。 



 
語言講評玉梅會友幽默的開場以自己受到月香會友讚美介紹後猶如走出加護病房(之前被誤

稱阿姨如同身中一槍差點斃命)。 語言是一個過程，像從事藝術工作一樣有原創性。玉梅會

友指出當晚最常運用的方法是【借喻】 (其他另有【對比】【反差】【平鋪直敘】等方法)使聽

眾印象深刻。  
例如: 
1. “待會上台講話的時候，雖然我們可能像奧斯卡一樣麥克風會掉下去，不過時間的掌握還

是很重要” 
2. 贅字記錄員像什麼，像糾察隊 
3. 我的姓名就是我用了三十六年的招牌 
4. 我愛哭就像基隆愛下雨一樣 
5. 儀式像是牛排上的醬汁、咖啡中的奶精、沙拉上的調味料 
6. 人家說我像關公，其實我做公關，就來拆牌子、來班門弄斧 
7. 借力使力就像打太極，槓桿原理、四兩撥千斤 
8. 聚焦就像是將所有的熱集中在火柴上的藥引 
還有【對比】以完全反差的方式令人回味無窮，也有不少例子: 
1. 我的腦袋從一片空白到能夠來台上侃侃而談 
2. 我從一個死老百姓變成一位軍人 
3. 他很老實但不是阿斗 
4. 這笑臉依人會不會是笑裡藏刀呢? 
結語時，玉梅會友語言的表達宗旨都很簡單但是中間的過程端視【用心】二字。 
 

本次例會在莊士勇會長請各位來賓分享參加例會心得後圓滿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