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獅子會台灣總會
台灣省第四支會

300-F 區總監辦事處  函(修) 

地  址：268 宜蘭縣五結鄉五結路三段 648 號 

電  話：03-9606318  傳真：03-9606728 

辦事處主任：鄭漢欽    連絡人：陳韻如 

E-mail：Lc300f@gmail.com 

受文者： 如正本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 8月 24日 
發文字號：（107）秘燕字第 033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舉辦本區「2018-2019 年度潛能領導研習營」及「課前引導」，請轉知獅

友並鼓勵踴躍報名參加，請  查照。 

說明： 

  一、為提升本區各層級領導人之素質，並激勵獅友積極參與領導能力發展之 

      培訓活動，以儲備有能力的未來領導人。 

  二、潛能領導研習營-課前引導 

(一)參加對象：凡報名潛能領導研習營之學員均須參加。 

(二)研習時間：與各地區新會員講習同時辦理 10:00報到 10:15始業式 

(1)基隆地區：民國 107年 9月 16日(星期日)(修正) 

地點：基隆港海產樓(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 181號) 

(2)宜蘭地區：民國 107年 9月 28日(星期五) 

           地點：悅川酒店(宜蘭市中山路五段 123號) 

(3)花蓮地區：民國 107年 10月 7日(星期日) 

           地點：芳村活海鮮店(花蓮市正義街 8號)  

(4)台東地區：民國 107年 9月 29日(星期六) 

           地點：娜路彎大酒店(台東市連航路 66號) 

  三、2018-2019年度潛能領導研習營 

      (一)參加對象：(1)現任分會會長、第一副會長為第一優先。 

                    (2)專區主席、分區主席。 

                    (3)講師團講師。 

    (4)有意願參加獅友。 

      (二)研習日程：107年 10月 24日(星期三) 08:30報到  08:45始業式。 

                    107年 10月 25日(星期四) 16:00結業。 

      (三)研習地點：宜泰大飯店(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155號 03-9568488) 。 

      (四)報名費用：參加者以使用者付費為原則每名學員新台幣 3,300元(住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q=%E5%AE%9C%E6%B3%B0%E9%A3%AF%E5%BA%97&oq=%E5%AE%9C%E6%B3%B0%E9%A3%AF%E5%BA%97&aqs=chrome..69i57j0l5.1044j0j7&sourceid=chrome&ie=UTF-8


 

宿單人房每人補差額 800元) 。 

 (五)報名日期：民國 107年 9月 20日下午 17:00以前請費用連同報名

表一起繳納至總監辦事處。(名額僅 120名依繳費先後

次序受理)。 

(六)參加學員贈送背心一件，報名時連同尺寸提報本區。 

(尺寸分為 S、M、L、XL、2L、3L、4L、5L) 。 

  四、請匯款至本(F)區唯一帳戶： 

      銀行：陽信銀行(羅東分行) 。 

      帳號：12142-000523-0。 

      戶名：國際獅子會台灣總會台灣省第四支會。 

  五、研習課程表  

 107年9月 潛能領導研習營-課前引導  

(與各地區新會員講習同時辦理) 

時     間 課               目 講 師 及 負 責 人 負責單位 

10:00-10:15 報到聯誼   總監辦事處 

10:15-10:30 
始業式 

課程說明 

總監 

GLT協調長 

講師團團長 

陳燕招 

紀乃正 

黃義宏 

 

總監辦事處 

10:30-10:45 破冰    

10:45-12:00 
獅子會過去、現在和未來 

支援獅子會團隊 
   

13:00-13:40 演說技巧 GLT團隊  總監辦事處 

13:40-13:50 休息    

13:50-14:30 多元化    

14:30- 結訓    

 

 

 

 

 

 

 



 

 107年10月24日(星期三) 

時     間 課               目 講 師 及 負 責 人 負責單位 

08:30-08:45 報到聯誼   總監辦事處 

08:45-09:00 
始業式 

課程說明 

總監 

GLT協調長 

講師團團長 

陳燕招 

紀乃正 

黃義宏 

 

總監辦事處 

09:00-09:10 休息    

09:10-09:30 破冰    

09:30-11:00 獅子會指導活動    

11:00-12:00 支援獅子會團隊    

12:00-13:20 午餐 & 休息 GLT團隊  總監辦事處 

13:30-15:00 創造性思考    

15:00-15:20 Tea time    

15:20-17:00 改變管理    

17:40-21:00 晚餐及體驗團隊協作樂趣 
GLT團隊 

講師團 
 總監辦事處 

21:00- 唱晚安曲 GLT協調長  總監辦事處 

 

●107年10月25日(星期四) 

時     間 課               目 講 師 及 負 責 人 負 責 人 

06:30-07:30 晨間活動   總監辦事處 

07:30-08:30 早餐   總監辦事處 

08:30-10:00 溝通   講師團 

10:00:10:20 Tea time   總監辦事處 

10:20-11:10 舉行有效會議   講師團 

11:10-12:00 確保分會成功   講師團 

12:00-13:30 午餐   總監辦事處 

13:30-15:00 專案計畫與評估   講師團 

15:00-15:10 Tea time 助理講師  總監辦事處 

15:10-16:00 綜合研討 & 結業式 

總監 

GLT協調長 

講師團團長 

陳燕招 

紀乃正 

黃義宏 

 

總監辦事處 

 

16:00- 賦歸溫暖的家   總監辦事處 



 

★各縣市獅友參加研習學員乘車參考班次： 

(1)基隆地區： 

來程：自強號 204車次 八堵 06：53 → 羅東 08：23。 

回程：太魯閣 229車次 羅東 17：27 → 八堵 18：28。 

(2)台東地區： 

來程：普悠瑪 401車次 台東05：03 →花蓮06：35。 

      普悠瑪 207車次 花蓮07：27 →羅東08：17。 

回程：普悠瑪 432車次 羅東16：28 →台東19：14。 

(3)花蓮地區： 

來程：普悠瑪 207車次 花蓮07：27 →羅東08：17。 

回程：普悠瑪 432車次 羅東16：28 →花蓮17：20。 

(4)宜蘭地區： 

請自行前往會場。 

 

 

正本：分會會長、秘書  
     專區主席、分區主席、講師 

副本：國際獅子會 300 複合區、台灣總會 GLT 協調長、台灣總會 GLT 執行秘書 

  前任總監、副總監、區內閣、駐區 GLT 副協調長 

      

 

 

                總監 

 

 

 

 

 

 

 



 

國際獅子會３００F 區 2018～2019 年度 

潛能領導研習成長營報名表 

1.隸屬分會 【         】獅子會 2.性    別 男     女 

3.姓名  

4.身分證號 

 (保險用) 

 5.出生年月日 

.(保險用) 

 

7.現任職務 
分會： 

F 區： 

8.聯絡電話  

9.餐食選擇  葷    素食 

10.備  註 

 

背心尺寸：S  M  L  XL   2L  3L 

(台灣尺寸分男女) 

 

●報名截止日期 107 年 9 月 20 日由各分會彙整後，統一向 300F 區匯款及報名。 

●PS：以上資料請以正楷填寫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