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APPY  TOASTMASTERS  CLUB  8 7 0 2 – 6 7  

96 年 5 月 4 日 
第 223 次例會 

創立於 1992 年 5 月 每月第 1、3 個星期五 晚上 6:30～9:00 費用：NT $100
聚會地點：北市金華街 110 號 1F 清華大學台北辦事處(近金山南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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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 母親節感言 

時間 例 會 內 容   
本次例會

人員 

224 例會 

5 月 18 日 

225 例會

6 月 1 日

6:30 報到交誼   史芝欣   

7:00 會議開始   姜凱恩   

7:05 會長致詞   謝志峰 謝志峰 謝志峰 

7:10 總主持人   王榮盛   

 計時員   陳明商   

 贅語記錄員   李居渟   

 計票員   李滄洲   

7:25 開懷時間 (10 分鐘)  史芝欣   

7:35 即席問答 (10 分鐘)  李銀涖   

7:45 指定演講       

 1.C1 初試啼聲:自我介紹  (4~6 分鐘)  吳培英 c1 李菲菲 c2 姜凱恩 c3

 2.C3 條理分明:信任危機 (5~7 分鐘)  陳怡伶 c3 陳明商 c2 劉基欽 c8

 4.C6 遣詞用字:無話可說 (5~7 分鐘)  洪松男 c6 蔡秋榮 c3 葉士民 c5

 5.C9 勸說誘導:每一天都是你的代表作   黃韋欽 c9  洪聰明 c9

8:20 中場聯誼(四五六月壽星慶生)     李銀涖 c3

8:30 講評時間       洪聰明  黃韋欽 c8

 計時員報告 (1 分鐘)  陳明商  吳麗雯 c4

 個別講評員 (2~3 分鐘)  吳大鶯   

 個別講評員 (2~3 分鐘)  劉基欽   

 個別講評員 (2~3 分鐘) CTM 王玉梅   

 個別講評員 (2~3 分鐘) CTM 蕭思源 劉基欽  

8:45 計時員報告 (1 分鐘)  陳明商   

8:46 語言講評 (3~5 分鐘)  周鈞豪   

8:51 贅語記錄員報告 (1 分鐘)  李居渟   

8:52 總講評 (3~5 分鐘)  洪聰明   

8:57 總主持人 (3~5 分鐘)  王榮盛   

9:02 頒獎、回饋時間   謝志峰 謝志峰 謝志峰 
9:10 散會   謝志峰 謝志峰 謝志峰 

 會議記錄   黃威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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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擔任例會任務聯絡表 

職務 姓  名 公司 家裡 行動 
報到交誼 史芝欣 2543-4000  0917-973-316 

會議開始 姜凱恩 2714-9603  0931-169-019 
會長 謝志峰  2997-3888 0925-102-770 
總主持人 王榮盛 2557-6010  0935-855-155 
計時員 陳明商 8911-1840#703  0910-136-003 
贅語記錄員 李居渟 2288-8684  0919-254-280 
計票員 李滄洲   0915-533-415 
開懷時間 史芝欣 2543-4000  0917-973-316 

即席問答 李銀涖 8972-3555  0937-878-021 
指定演講 吳培英 2518-0518#1191   
指定演講 陳怡伶 2545-9988#6008  0960-653-609 
指定演講  洪松男  8933-1221 0939-952-211 
指定演講  黃韋欽  2975-0964 0952-817-483 
     
     
     
個別講評員 吳大鶯 2276-1148  0930-409-684 

個別講評員 劉基欽  2929-5021 0928-943-546 
個別講評員 蕭思源 2626-1941  0922-989-890 
個別講評員 王玉梅 2311-1531#2521  0928-601-362 
語言講評 蕭思源 2626-1941  0922-989-890 
總講評 洪聰明 8912-4277#6300 2805-7230 0925-731-965 
紀錄 黃威舜 2226-0126#6517  0918-480-3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