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APPY  TOASTMASTERS  CLUB  8 7 0 2 – 6 7 

5 月 21 日 
第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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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例會 

6 月 4 日 
157 例會

6 月 18 日

6:30 報到交誼 林碩彥   

7:00 會議開始 黃曉嵐 劉秋雄 劉秋雄 

7:05 會長致詞 CTM 莊士勇 莊士勇 莊士勇 

7:10 總主持人 *邱瓊嬅 施順川  

 計時員 黃曉嵐  幹

 贅語記錄員 高明甄  廖逸竹 

 計票員 謝志峰   

7:20 開懷時間 (10 分鐘)  *施順川 劉秋雄  

7:30 即席問答                (相見歡) (10 分鐘) CTM *陳美如  部

7:40 指定演講     

 1. C#1 初試啼聲：自我介紹       （4～6 分鐘） *吳大鶯 黃曉嵐 C2 林碩彥 C1

 2. C#2 由衷之言：改變心態 (5～7 分鐘) 何見明 陳綠疇 C2 陳慧玲 C10

 3. C#2 由衷之言：走過年輕夢理創業的希望 (5～7 分鐘) 相見歡 郭敬中 高明甄 C2 ---------------
 4. C#2 由衷之言：成功媽媽 (5～7 分鐘) 相見歡 莊呂惠美 廖逸竹 C4 ----------------
 5. C#3 條理分明：請給我一瓶 SKII (5～7 分鐘) 廖逸竹 ------------ 交

 6 月 4 日 156 次例會：新人入會儀式 暨 會內選舉  

8:15 中場聯誼 (10 分鐘)    

8:25 講評時間 CTM *盧明輝   

 計時員報告 (1 分鐘) 黃曉嵐  接

 個別講評員＃1           (相見歡) (2～3 分鐘) *賴宏綱 黃亞奕  

 個別講評員＃2           (相見歡) (2～3 分鐘) *林榮峰 楊惠絨  

 個別講評員＃3 (2～3 分鐘) *陳慧玲 王玉華  

 個別講評員＃4 (2～3 分鐘) 李 陽 盧明輝 典

 個別講評員＃5 (2～3 分鐘) CTM 王玉梅   

8:40 計時員報告 ( 1 分鐘) 黃曉嵐   

 語言講評 (3～5 分鐘) *邱志山   

 贅語記錄員報告 (1 分鐘) 高明甄  禮

 總講評 (3～5 分鐘) CTM *盧明輝   

 總主持人 (5 分鐘) *邱瓊嬅 施順川  

8:55 頒獎、回饋時間 CTM 莊士勇 莊士勇  

9:00 散會 CTM 莊士勇 莊士勇  

 會議記錄 劉秋雄 吳大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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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4 日 156 次例會新人入會儀式  

新進會員：陳綠疇、汪振嘉、陳玟伶、廖逸竹、謝志峰、吳大鶯、林碩彥、劉秋雄、黃曉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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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年 5 月 21 日第 155 次例會      會議記錄員：劉秋雄 
最佳開懷講者：慧芳會友          最佳指定演講者：惠美會友 (相見歡)  
最佳個別講評：慧芳會友          進步最多講者：見明會友   最佳節目主持人：瓊嬅會友 
 
會議開始，在曉嵐會友開場請來賓一一自我介紹(徐翠玲：李陽會友的同學來自新竹；張偉：

遠從北京來的朋友)之後，會長因喬丹旋風受阻於到會途中改由代理會長李陽會友代為揭開本

次例會的序幕。此次例會中並邀請相見歡兩位會友郭敬中和莊呂惠美在喜洋洋中與大家分享

他們的第二講。 
 
總主持人邱瓊嬅會友以牧師和司機的笑話做為熱身，並引見今天擔任重要職務的幾位內閣大

臣，計時員曉嵐會友、贅字紀錄員至中會友、計票員志峰會友。 
 
開懷時間主持人由說一口流利西班牙語文質彬彬的才子順川會友主持，開場中為我們簡述了

不同的社會和文化背景中幽默感所扮演的角色份量是的不同，也期勉大家都能擁有一個開懷

的心並以太監”下面沒有了”帶領我們來到今天的“開懷之旅＂。 
 
指定演講及講評 
見明會友（第二講-由衷之言/改變心態）以內向害羞來介紹過去的她，到用勇氣走出自己的內

向走出溝通的瓶頸，並以親身經驗告訴大家用微笑和關懷的心是拉近人與人之間的距離最好

的工具，再搭配一個熱於助人的心便是最佳的溝通工具。  
 
慧芳會友講評－用以前認識的見明會友告訴所有人她做到了“用微笑來克服緊張＂。他提到

見明會友的另一個優點“走入群眾＂他為了能更接聽眾在台前演講，卻因為沒有維持好麥克

風的位置使聽眾聽不到美麗的聲音和動人的內容感到遺憾，建議站立於講台固定的麥克風來

改善，再加上洪亮的聲音必定會更好。  
 
逸竹會友(第三講-條理分明//請給我一請給我一瓶 SKII) 以無論走到何處您都可見到廣告並以

“身陷廣告叢林＂來形容它的無所不在為開場，將廣告分析歸納幽默、恐嚇、溫馨、名人代

言、音欒和標語五種模式，同時舉例說明，更將消費者和廣告比喻為待宰羔羊和磨刀豁豁的

屠夫，提醒大家面對廣告的甜言蜜語和誘惑時，需要靠理性來戰勝感性才不會做出讓自己事

後才後悔的消費舉動。 
 
王玉梅會友講評－明白的介紹了演講會前三講的訴求，再談及逸竹會友的內容完掌握了第三

講的三大要件開頭、本文、結尾，她運用自我的專業和日常的廣告例子告訴大家廣告的陷井

是如何的引誘你，有三項很好一在選題或取材都非常好，二例子可被驗証表示充份的準備，

三為三清（聲音清脆、思路清晰、段落清楚）完全吻合條理分明的要件；最後提出以下三點

建議：一為演講訴求之外也要告訴方法處理、二例子在精不在多、三廣告的題材極為有趣肢

體語言可再誇大效果會更好。  
 
大鶯會友(第一講-初試啼聲) 以翱翔於藍天白雲間的飛鷹介紹“吳大鶯＂做為開場，用“女子

無材便是德＂來說明自幼處於重男輕女的家庭想要學習受教育遭致的難關和克服的過程，就

在他要展開另一個新生活時卻因長期的公職生涯造就了刻板的思想成為他人生的另一個難

關，但在他轉個念頭柳暗花明又一村時用智慧找回了真正的他所以我們看得出來確實有 20 歲

的童心 30 歲的活力 40 歲的耐超好用 50 歲知天命 70 歲的智慧，但卻看不出有 60 歲的體態。 
 
賴洪鋼會友講評－讚許大鶯會友用冥想的方式引導大家進入她的世界中，並清清楚楚的介紹

了成長及求學的過程，和公職退休後，掌握住了現在階段的她該如何做如何走，但如果能多

運用一點時間大家將能更進一步的認識她。 



 
相見歡-敬中會友（第二講-由衷之言/走過年輕夢理創業的希望）以“經濟不好怪政府，長得

不好怪父母＂ 這樣幽默的方式做為開場，用二秦(秦漢、秦祥林）二林(林鳳嬌、林青霞)來描

訴初入社會不盡踏實的夢，不願安於現狀的他試著轉到旅遊業，面對貼了又拆拆了又貼的行

銷過程及挑戰果然是更好；他比喻創業有如挑夫一肩扛起自己的責任並在學中做、做中學看

到光明的遠景。 
 
慧玲會友講評－他用充滿熱情非常有力響亮的語調讓我們感受到他的真心誠意，創業過程的

堅苦和需要面臨的各種狀況絶對比貼廣告更加艱辛，是可以在這方面再多與大家分享一點，

最後慧玲會友誇讚敬中會友，今天他能站在相見歡以外的友會中侃侃而談，相信他將比別人

跑得比得更快飛的更高。 
 
相見觀-惠美會友（第二講-由衷之言/晨光媽媽）以“何謂晨光媽媽＂及其所扮演的角色做為

開場，告訴大家個個晨光媽媽和晨光爸爸個個都是身懷絶技專長更是五花八門，他們在晨間

運用教師開會的短暫時間以自身的經驗和知識配合不同的教材如名人傳記等為同學開啟學習

之門，並希望身為大人的我們去瞭解孩子的世界，用愛心陪陪伴孩子學習、用耐心包容孩子

的學習、用放心相信孩子的能力。 
 
李陽會友講評－晨光媽媽更是成功的媽媽，以誠懇的態度講述個人投入的志工經驗教導，並

用她的經驗來說服我們只要用心對待小孩就不可能有壞孩子，環繞全場的目光接觸再加上

“用愛心陪陪伴孩子學習、用耐心包容孩子的學習、用放心相信孩子的能力＂這強而有力的

結尾，非常完美，但不必說出自已的緊張因為不一定有人看得出來。 
 
即席問答 
由中壢-相見歡熱愛露營的范鋼炫會友用暗夜美女更衣鈎起大家的興趣，他帶來了幾個許多人

都會面臨的情況激起所有人的思索，外勞與顧主間發生衝突要如何因應呢？起因與真相才是

我們要瞭解的；環保的問題耳熟能詳有誰做到了，美容風潮盛行外貌的改變不如由心中做起，

情感的維繫不在距離在於用心維持。 
 
總講評慮明輝會友以生蛋、熟蛋、加工蛋還是原味的好吃來問大家那個好吃，結論是只要餓

了什麼蛋都好吃，其實也道出了許多的事都要恰到好處才是最好的。 
 
語言講評志山會友用讚美玉梅會友在語上的造詣相對自己略為遜色自愉愉人的方式開場，極

為風趣也強調語言是可經由肢體來補強的，也說到開場的重要，今天的例會中總主持人用幽

默牧師和司機的笑話帶動整體的氣份，開懷時間中古墓派掌門就如同身處金庸小記之中可以

立即感到一種視覺效果的圖像都是很好的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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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