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同濟會臺灣總會桃園區   函 

     
                                           機關地址 : 桃園市蘆竹區南山路 3 段 287 號 
                                           聯 絡 人 : 區秘書長賴敏芳 0933-788059 
                                           聯絡電話 : 0910-118862 
                                           電子信箱 : kiwanis2021.47@gmail.com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16 日 
發文字號：(2020~2021) 桃濟〈智〉字第 010 號 
速    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    件： 
 

主  旨：檢送國際同濟會台灣總會第 47 屆北區「口才基本功學習成 
        長營」計劃乙份，函請各區、各會宣導會員踴躍報名「口才 
        基本功學習成長營」，並依活動時間前往參加，請查照 惠辦。 
說  明： 
    一、奉 109/10/13 總會理事會議「口語表達推展委員會」提案 

  決議，由桃園承辦第 47 屆北區「口才基本功學習成長營」。 
    二、時間：109 年 11 月 21 日(星期六) 8:00~12：00 時 
    三、訓練時程：         

編號 時 間 項 目 
1 08:00~08:20 報到 
2 08:20~08:40 開訓 
3 08:40~10:00 第一堂課 
4 10:00~10:20 茶敘 
5 10:20~11:40 第二堂課 
6 11:40~12:00 結訓 

  四、地點：平鎮婦幼館 (2 樓演藝廳)桃園市平鎮區廣成街 10 號 
  五、報名方式詳附件報名表 
  六、召集人：總會長  廖敏榮 
  七、主持人：口語表達推展委員會主委 童德月 手機：0931-377282 
  八、聯絡窗口：桃園區鑽石會財務長鄭美榮會姐手機：0935-926986 
  九、詳細辦法參附件辦理。 
 

   正本：國際同濟會台灣總會、總會長/廖敏榮、前任總會長.教育訓練委員會主委/劉春快、 
         候任總會長/張維清、總會秘書長/莊慶堂、總會財務長/賴惠珠、北區各區主席、 
         總會常務監事/蔣銘銓、總會監事、總會十二大首席、口語表達委員會主委/童德月、 
         攝影委員會主委/戴賢照、活動委員會主委/洪文樟、典儀/禮儀委員會主委/陳阿鳳、 
         守時運動委員會主委/施正德、同濟記者委員會主委/游金龍、總會教育講師聯誼委員 
         會主委/楊建城、口語表達推展委員會執行長/劉美輪 
   副本：北區各區副主席、區秘書長、區財務長、區總執行長、區總召集長、區教育長 

 

區主席 

   胡家智 
 



 

北區北區北區北區「「「「口才基本功學習成長營口才基本功學習成長營口才基本功學習成長營口才基本功學習成長營」」」」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 宗宗宗宗            旨旨旨旨：：：：提供同濟會員提供同濟會員提供同濟會員提供同濟會員參與參與參與參與口才訓口才訓口才訓口才訓練入門體驗練入門體驗練入門體驗練入門體驗，，，，學習學習學習學習公眾演講公眾演講公眾演講公眾演講表達能表達能表達能表達能        

                                    力力力力，，，，以及展現以及展現以及展現以及展現儀儀儀儀態與控制聲調的魅力態與控制聲調的魅力態與控制聲調的魅力態與控制聲調的魅力，，，，讓您在增進事業讓您在增進事業讓您在增進事業讓您在增進事業發展發展發展發展、、、、    

                                    加強親子溝通加強親子溝通加強親子溝通加強親子溝通、、、、促進家庭和諧上面全方位提升促進家庭和諧上面全方位提升促進家庭和諧上面全方位提升促進家庭和諧上面全方位提升，，，，激發參與更深激發參與更深激發參與更深激發參與更深    

                                    入口才訓練的意願入口才訓練的意願入口才訓練的意願入口才訓練的意願。。。。    

�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2020/12020/12020/12020/11111////21212121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            8888::::33330000    ~~~~    12121212:00:00:00:00    

�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平鎮婦幼館平鎮婦幼館平鎮婦幼館平鎮婦幼館    ((((    2222 樓樓樓樓演藝廳演藝廳演藝廳演藝廳    )))) 桃園市平鎮區廣成街桃園市平鎮區廣成街桃園市平鎮區廣成街桃園市平鎮區廣成街 10101010 號號號號    

� 課程內容課程內容課程內容課程內容：：：：1.1.1.1.    如何做好如何做好如何做好如何做好精采的自我介紹與三分鐘精采的自我介紹與三分鐘精采的自我介紹與三分鐘精采的自我介紹與三分鐘演講演講演講演講    

                2.2.2.2.    公眾公眾公眾公眾演演演演講講講講的的的的儀態展現與儀態展現與儀態展現與儀態展現與聲調聲調聲調聲調控制控制控制控制    

� 報名報名報名報名費費費費：：：：333300000000 元元元元////人人人人    ((((含點心盒含點心盒含點心盒含點心盒))))    

� 敘獎辦法敘獎辦法敘獎辦法敘獎辦法：：：：分會報名分會報名分會報名分會報名    1111 人人人人////10101010 分分分分    

� 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2020/11/2020/11/2020/11/2020/11/11116666    ((((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一一一一))))    前前前前，，，，請各分會完成匯款請各分會完成匯款請各分會完成匯款請各分會完成匯款，，，，並交並交並交並交由各由各由各由各區區區區統統統統

一一一一向向向向聯絡聯絡聯絡聯絡窗口窗口窗口窗口報名報名報名報名。。。。謝謝謝謝謝謝謝謝！！！！    

                  

~~~~        報報報報                名名名名                表表表表        ~~~~                                            

★ 承辦分會承辦分會承辦分會承辦分會：：：：桃園桃園桃園桃園區鑽石會區鑽石會區鑽石會區鑽石會    

★ 報名方式報名方式報名方式報名方式：：：：請將報名費匯入請將報名費匯入請將報名費匯入請將報名費匯入    ----    桃園市鑽石國際同濟會桃園市鑽石國際同濟會桃園市鑽石國際同濟會桃園市鑽石國際同濟會    

元大元大元大元大銀行銀行銀行銀行中壢分行中壢分行中壢分行中壢分行                帳號帳號帳號帳號：：：：00389212006800003892120068000038921200680000389212006800    

★ 聯絡聯絡聯絡聯絡窗口窗口窗口窗口：：：：請請請請將報名表與匯款單將報名表與匯款單將報名表與匯款單將報名表與匯款單傳真傳真傳真傳真：：：：03030303----4946713494671349467134946713    

        並通報並通報並通報並通報鑽石會財務長鄭美榮會姐鑽石會財務長鄭美榮會姐鑽石會財務長鄭美榮會姐鑽石會財務長鄭美榮會姐        手機手機手機手機：：：：0935093509350935----926986926986926986926986    

    分會別分會別分會別分會別：：：：                                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                                        職稱職稱職稱職稱：：：：                                        電話電話電話電話：：：：                            

姓姓姓姓                名名名名    電電電電            話話話話    費費費費    用用用用    姓姓姓姓                名名名名    電電電電            話話話話    費費費費    用用用用    

        □□□□已繳已繳已繳已繳            □□□□已繳已繳已繳已繳    

        □□□□已繳已繳已繳已繳            □□□□已繳已繳已繳已繳    

        □□□□已繳已繳已繳已繳            □□□□已繳已繳已繳已繳    

        □□□□已繳已繳已繳已繳            □□□□已繳已繳已繳已繳    

        □□□□已繳已繳已繳已繳            □□□□已繳已繳已繳已繳    





國 際 同 濟 會 台 灣 總 會 第 4 7 屆 
【口語表達推展委員會】工作計畫 

一、 成立主旨 

1. 訓練會員口語溝通表達能力，提升會員素質。 

2. 年度工作核心目標，在於簡化培訓內容與流程，使其更容易推動，希望

能夠在全體會員中，大量推廣口才與辯論的基本訓練，讓更多的會員能

夠具備口才與辯論的基本能力，並且把這個能力充分運用在增進事業發

展、加強親子溝通、促進家庭和諧上，這樣更能提升會員在關懷社區、

照顧兒童方面的能力與動力。 

3. 提升同濟人的整體素質，透過系統的訓練、比賽，優秀的菁英人才自然

脫穎而出，獲得更多的榮譽表揚，從而吸引更多的優質會員，這是一個

量變促成質變的歷程。 

二、 工作目標 

1. 推動各區成立口才訓練班（109/10 月底前），各區舉辦總會長盃 3~5 分鐘

即席演講初賽（110/4 月底前），北、中、南舉辦總會長盃複賽（110/6

月底前），47 屆全國年會期間，總會舉辦總會長盃決賽（110/8 月）。 

2. 推動各區成立辯論隊（109/12 月底前），各區舉辦辯論對抗賽（110/3 月

底前）並推派代表隊參加組初賽，跨區舉辦辯論對抗賽並舉行初賽推選

各組代表隊（110/5 月底前），舉辦總會長盃複賽（110/7 月底前），47

屆全國年會期間，總會舉辦總會長盃決賽。 

三、 組織架構 

1. 主委＊1 

2. 辯論講師評審團＊（16 按北中南分配）、口才訓練班推動支援小組（4~6） 

3. 副主委＊（10 原則上相鄰兩區配置一位） 

4. 執行長＊1 

5. 主任＊17 

6. 各區主席、教育長、總召集長指導並協助推動 

四、 行政與訓練資源 

1. 辯論規則制定與公布（109/7 月底前）。 

2. 口才訓練班舉辦說明資料彙整（109/7 月底前）。 

3. 委員會相見歡，說明工作目標（109/9 月底前）。 

4. 口才訓練各區宣導（109/10 月底前），派員機動協助與輔導。 



5. 口才基本功學習成長營（109/11 月底前）、同濟辯士成長營（109/12 月

底前）。 

6. 辯論評審培訓班（110/1 月中前）。 

7. 不定期舉辦工作會報（最好分北中南三區舉辦）。 

五、 經費預估 

依計畫執行情況評估，爭取補助與培訓費、報名費收入等項下籌措。 

工作重點： 
1. 成立辯論講師評審團輔導各區、各會推動。 

2. 成立口才訓練班推動支援小組輔導各區、各會推動。 

3. 各區參加口才訓練班且出勤率＞50 % 人員，敘獎每人 10 分。 

（花東區 15 分） 

各區參加辯士訓練班且出勤率＞50 % 人員，敘獎每人 10 分。 

（花東區 15 分） 

參加辯士培訓班、辯論評審培訓班且完訓人員，敘獎每人 10 分。 

（花東區 15 分） 

舉辦初賽的區敘獎 100 分。 

承辦辯士培訓班、辯論評審培訓班的區敘獎 100 分。 

承辦複、決賽的區敘獎 200 分。 

4. 演講各區初賽取 3名取得複賽資格，參加北、中、南、東區複賽各取 4名取得

決賽資格，參加全國決賽。初賽得名敘獎 20 分，決賽前 4名依名次敘獎 60、

50、40、30 分。 

5. 辯論各組初賽依分配名額取得複賽資格，全國總共 16 名，參加複賽取 4名取

得決賽資格，參加全國決賽。初賽得名敘獎每人 20 分，決賽前 4名依名次每

人敘獎 30、25、20、15 分。以上可得敘獎分數的人員，以該場比賽有上場的

辯士為限。 

6. 演講（16 名）與辯論決賽（4名）在全國年會舉行決賽。 

7. 整合各區熱心參與人士名單。 

8. 辦理口才基本功學習成長營、同濟辯士成長營。 

9. 辦理同濟辯論評審培訓班。 

10. 工作幹部應儘量加入各區執行長及會長聯誼會群組，加強溝通宣達。為工作幹

部製作 POLO 衫，在各區課程開班及本委員會有活動時，共同出席，統一穿著，

以宣傳造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