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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讓±2℃傳出去：已寄送DVD的名單

讓±2℃傳出去 / March 26, 2010 09:12PM

Re: 已讓±2℃傳出去：已寄送DVD的名單
收到，感謝！
已公告在 http://mepopedia.com/?page=450 （３月２６日寄出的部份）

蔡孟勳 / March 26, 2010 06:29PM

Re: 已讓±2℃傳出去：已寄送DVD的名單
很高興剛剛已讓±2℃傳出去(3/26 17：30)
已寄出10份光碟給以下名單上的朋友。
林敏業 南山人壽草屯直轄處經理
廖尉傑 830 高雄縣鳳山市
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 （淡江大學研究生，莊同學）
王瑞豪老師 高雄縣中山工商
沙韻雯 900 屏東市武威街
全易商行 新竹縣新埔鎮上寮里義民路 我將計畫燒出50片
黃柏豪 台南縣善化鎮小新里成功路
陳老師 塭港國小三年級 61443 嘉義縣東石鄉塭港村
林受恩老師 新竹高中 300新竹市學府路
羅老師 上上幼稚園 314 新竹縣北埔鄉埔心街
感恩有此機會跟大家結這份善緣，
若是還有需要 我可以幫忙寄送《讓±2℃傳出去》，感恩！

讓±2℃傳出去 / March 23, 2010 11:01PM

請問認領名單寄出了嗎？ - Re: 我要傳遞的名單by寶佴
Dear 寶佴,
請問上面認領的名單，寄出去了嗎？如果已寄出，還請告知寄出時間。
感謝！

rick123159 / March 15, 2010 11:00PM

Re: 我要傳遞的名單by寶佴
OK.OK.

讓±2℃傳出去 / March 15, 2010 10:17PM

Re: 我要傳遞的名單by寶佴
Hi 張先生：
以下兩位朋友我先請 jaitai 先寄，不知可否？jaitai 應該明天就會寄出。
40246 台中市南區五權南路325號 葉老師
40678 台中市北屯區后庄一街126號6樓 鄭先生
麻煩 jaitai 先生寄的名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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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epopedia.com/forum/read.php?394,5381,5389#msg-5389

讓±2℃傳出去 / March 10, 2010 02:06PM

感謝鄭同學的鼓勵 - Re: 已讓±2℃傳出去：已寄送DVD的名單
鄭同學：
感謝你的支持。其實每一個回來給我們留言的朋友，都是對我們參與傳遞的朋友很大的鼓勵。看到留言都很開心。
也很感謝您。雖然未曾謀面，但卻能很實在地感到為著共同目標努力的一種交流。

讓±2℃傳出去 / March 10, 2010 01:43PM

Re: 黃老師的用心 - Re: 已讓±2℃傳出去：已寄送DVD的名單
黃老師：
從您的字句中很能感受到您的用心。很期待你比較有空後回來給我們的回應或提議。
因為您目前沒有留
email，不知怎麼聯絡您。我們也很想知道你的一些看法。同時，我們也正在編輯《±2℃》的百科
，也很想問問您的意見，看看您對編輯的走向有沒有什麼建議。

Edited 1 time(s). Last edit at 03/10/2010 02:01PM by 讓±2℃傳出去.

鄭它師 / March 10, 2010 12:50PM

Re: 各位朋友：我們目前只寄到３月２日之前索取的名單（2010.03.08)
您好,
我已收到您寄來的光碟了..真的很感謝您,對於身邊有需要的人,我也會再另外拷貝給他們..
再次感謝.
高雄 鄭老師

讓±2℃傳出去 / March 09, 2010 10:31PM

Re: 我要傳遞的名單 by rick123159
張先生：
看到了您新增了３月１０號將會寄出的名單（還有３月９日名單的一些修改）。
感謝也感動！將會整理到「已讓±2℃傳出去」的名單：
http://mepopedia.com/?page=450

讓±2℃傳出去 / March 09, 2010 10:10PM

貼１０元郵票即可，不用掛號 - Re: 已讓±2℃傳出去：已寄送DVD的名單
老師：
不好意思，現在才看到您的留言。貼１０元郵票就可以了（原則上光碟加信封應該都差不多重）。另外，不用掛號啦
，那樣子會很貴。

rick123159 / March 08, 2010 11:04PM

Re: 我要傳遞的名單by寶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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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寶佴，辛苦了，
我(張焜能)前2天已委託朋友從台北拿給我了，所以不用了 3Q，把我的那份分送給需要的人。
另外，我已經燒錄多份，預計寄送20人，另外親送多人。雖然光碟表面沒辦法設計，但是，能夠盡點心，救救地球
也很不錯。
3/9 我將寄送下列名單：(預計3天後可以收到)
63247 雲林縣虎尾鎮廉使里11鄰文科路1530號 縣立崇德國中 數學科李秀玲老師----(親送)
雲林縣虎尾鎮中溪國小----(親送)
43546 台中縣梧棲鎮民生街45號 蔡耀仁
42944 台中縣神岡鄉民族路23號 社口國小蔡嘉宮老師
60045 嘉義市民族路235號 民族國小5年4班 李老師
26041 宜蘭縣宜蘭市樹人路37號 宜蘭國中 林侑勳
62143 嘉義縣民雄鄉頂崙村105號 東榮國小三年甲班 王老師
63201 雲林縣虎尾鎮文化路64號 四外四甲杜同學----(親送)
71101 台南縣歸仁鄉長榮路一段396號 長榮大學服務學習中心 劉倚甄
24145 台北縣三重市正德街19號2樓 張詠政
55792 南投縣竹山鎮集山路一段955號 中州國小四年甲班 林瑞杰老師
11162 台北市士林區中正路345號 士林國中理化科 陳翠杏老師
72441 台南縣七股鄉大埕村395號 七股國小三乙 黃英洲老師
3/10 寄送名單
22070 台北縣板橋市民生路二段234巷11 號 羅娣
40873 台中市南屯區黎明東街399號5樓之1 饒先生
11698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296號 黃祥恆
63673 雲林縣台西鄉民權路海北村11巷1-10號 溫煌雄
60099 嘉義市玉山郵政第20號信箱 may
43347 台中縣沙鹿鎮正義路370號 陳佩娟
33044 桃園市莊敬路一段181巷6號4樓之1 崔萍
33057 桃園市龍城六街46號3樓 彭冠憲
84041 高雄縣大樹鄉中興街69號 蘇老師
42045 台中縣豐原市愛國街29號 陳宜松先生
55772 南投縣竹山鎮瑞竹里鯉南路251號 瑞竹國小 陳志平主任
3/10 親送學校(已送達)
雲林縣虎尾鎮安慶國小---(親送)
雲林縣虎尾鎮立仁國小---(親送)
3/11 親送名單(已送達)
64067 雲林縣斗六市永興路213號 雲林縣兒童福利發展協會------(親送)
雲林縣斗六市鎮南國小---(親送)
雲林縣斗六市公誠國小---(託人轉交)
3/13 親送名單(已送達)
40755 台中市西屯區黎明路2段137號3樓之4 邱堂源
40745 台中市西屯區四川路87巷82號6F-20 李承龍
40768 台中市西屯區工業34路12號 正五傑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業務部副理 李茂彰
40764 台中市西屯區台中港路三段256號 善美真華德福學校 李慧芳
40676 台中市北屯區中清路70之1號 大德國中音樂科 陳老師
40346 台中市西區樂群街365號4樓 陳老師
40668 台中市北屯區梅川東路4段113號13 樓 楊雅琦
40306 台中市西區民生路140號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教二甲 江瑜芳
40341 台中市西區民權路239號15樓 李雯菁
台中市上石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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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長安國小
3/21 親送名單(已送達)
40757 台中市西屯區上時路12號5樓之一 長明
41456 台中縣烏日鄉學田路48號 張明春
由於新版光碟已出，加上個人課業繁重，無法繼續親送，故預計的名單刪除。
回樓下：個人因金錢有限，故只提供約20人左右的寄送，並以親送為基準(出力)，傳遞±2℃。

Edited 25 time(s). Last edit at 03/22/2010 01:54AM by rick123159.

Hsinping / March 08, 2010 08:59PM

Re: 我要傳遞的名單by寶佴
Hi 寶佴：
剛剛發現一件事，我晚上自已跑去送了下面這一位朋友：
劉鎰佩 406 台中市北屯區水景里軍功路一段226巷103號
這一位就不用寄囉！再次感謝。一起加油！

讓±2℃傳出去 / March 08, 2010 08:42PM

大大感謝 to 寶佴 - Re: 我要傳遞的名單 by寶佴
Dear 寶佴,
I cannot say more to thank you.
真的好感動，你幾乎是按 Ctrl+A 了。(「全選」了)

讓±2℃傳出去 / March 08, 2010 08:38PM

各位朋友：我們目前只寄到３月２日之前索取的名單（2010.03.08)
Dear 維嘉,
其實大家在開始幾天的索取的量就已經「非常大」。光３月２日之前索取的朋友就超過２００多位（應該超過很多）
。我們現在已寄出１６８份光碟，但連３月２日都還沒寄完（168
寶佴 / March 08, 2010 07:14PM

我要傳遞的名單by寶佴
親愛的欣平 謝謝您的dvd 以下是我要負責的名單 美中不足處為我恐怕無法將dvd的封面 設計成像妳那樣
也請即將收到我寄的dvd之朋友多包涵
何宗昭 彰化縣和美鎮四張里鎮西路75巷6號
張峰豪 105台北市八德路三段34號2樓
張焜能 雲林縣虎尾鎮文化路1號 (個人也可以贊助50片空白的DVD，需要的話告知一聲。)
徐富貞小姐 ９００屏東市廣東路１３１號 (我是二個孩子的媽, 我想讓孩子從小有觀念,
拯救地球,是人人有責,不份彼此的)
黃一中同學 中興大學 農藝系 401 台中市南區忠明南路1288巷32號
侯淑鈴小姐 614嘉義縣東石鄉港口村8鄰1之5號（我想讓孩子從小有個觀念, 拯救地球,是人人有責,不份彼此的）
許村幹事 680嘉義縣水上鄉水上村正義路141號（我目前任職公務機關,想索取跟同事一起觀看）
石先生 亞飛綠能 40452台中市崇德路一段631號9F-3
Benita 龔 11012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333號15樓150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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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小姐 馬自達汽車 920屏東縣潮州鎮光復路255-1號
黃小姐 621-58嘉義縣民雄鄉福樂村32鄰埤角66-14號（感謝您的熱心與積極，希望索取將此DVD讓更多人觀看）
吳小姐 404 台中市北區青島路一段6號2樓之9（感謝您的熱心 請寄一片DVD 給我 我想傳遞給同事與社區觀看）
謝小姐 23585台北縣中和市建康路130號6F-5
曹先生 台北市敦化北路122-1號3F
陳小姐 30071新竹市光復路二段481號11樓
蔡貞貞 新竹市天府盧一段463號8樓
董老師 臺灣師範大學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106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162號（作為課堂教材）
沈小姐 40869 台中市惠文路243號（我想索取一片 DVD, 讓我們災區的孩子知道為什麼世界會變了一個樣 ~）
李小姐 302新竹縣竹北市新工五路49號9樓之一
劉鎰佩 406 台中市北屯區水景里軍功路一段226巷103號
Carl Chang 臺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二段99之23號（我會協助盡我所能協助提供其他人DVD）
黃小姐 105臺北市南京東路五段250巷36弄44號（我要索取一片《±2℃》DVD 分享給我身邊的朋友們
我會傳遞這份愛心的）
鍾玲芳 我要讓±2℃傳出去，我要負責傳遞2片！ 花蓮縣瑞穂鄉富源村廣東路88號
從第一次播出之後片中內容深深感動我 抱著愛地球的心 憂心於自己的醞育我生命的地球
想把這份感動分享給身邊的人 甚至在教會播放及社區分享
小榮龍 桃縣中壢市成章二街437巷9號3樓 http://mepopedia.com/forum/read.php?394,4380,4622#msg-4622
康老師 臺北縣新店市屈尺路55號（我會盡我所能提供其他人DVD）
Evelynwu 台中市404北區武漢街67號
陳先生 高雄縣湖內鄉中山路二段二巷 53 弄 9 號（我們公司需要執行節能減碳
我會負責燒錄更多給我們的客戶）07-6996777

peakfit / March 08, 2010 06:17PM

Re: 已讓±2℃傳出去：已寄送DVD的名單 (2010.03.04更新)
很抱歉，我在3/3有索取DVD
但是一直沒收到，檢視了寄發DVD的名單，發現已寄出與將寄出之名單並沒有我的名字，不知是否漏掉了
故再重新索取一次，懇請您協助寄一份DVD，俾利向公司全體同仁做觀念上的宣導，謝謝您
索取人：瑞晶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環保課張維嘉
地址：台中縣后里鄉三豐路429-1號
電話：04-25218000-1253
拜託您了，謝謝

黃世欣 / March 08, 2010 02:45PM

Re: 已寄送《±2℃》DVD的名單 updated 2010.03.03
光碟片 收到了 謝謝善舉 感恩
清雲科大 黃老師

黃老師 / March 08, 2010 12:51AM

Re: 已讓±2℃傳出去：已寄送DVD的名單 (2010.03.04更新)
我是名單內排第20號的黃老師
謝謝您的愛心及編排、錄製、寄送等等的用心
我已經收到了，十分感激
當天下午就開始巡迴播放給孩子看
並細心一一講解孩子較難理解的內容及修正已知錯誤的影片數據
從影片及我的講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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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的學童體會到自然反撲的震撼力，也懂了很多知識
本週末我也剛好下載完官網影片至電腦中（終於）
目前正在當種子中
希望多少能有點回饋
這兩週工作有量大，加上準備影片相關教材及與家長溝通花掉許多時間
有少數以課業為重的家長，不太能認同老師在課堂上花兩個小時的時間只講解影片、播放影片而已
所以我得在課後一一向家長解釋我的用意
我希望小朋友在教室裡不是只有學會功課而已
還要有更多更多的體會與認知才行
等這兩週忙完
還有需要幫忙之處
我再上來詢問

sera / March 07, 2010 06:10PM

Re: 已讓±2℃傳出去：已寄送DVD的名單 (2010.03.04更新)
請問一下
當我寄送時 除了貼10元郵票 還需要到郵局櫃檯秤重嗎
要用掛號寄出嗎 謝謝您

李老師 / March 05, 2010 10:48PM

Re: 已寄送《±2℃》DVD的名單 updated 2010.03.03
真的非常感謝您的善舉!!
已收到您的郵件~~
這幾天孩子頻頻在問何時可以看影片，
相信這個良善種子可以灑在孩子的心田....
一同為地球盡一份心力!!
再次感謝您!!!

雲林縣斗六國小五年三班 李老師
2010.3.5

桃園八德的鄭同學 / March 05, 2010 08:22PM

Re: 已讓±2℃傳出去：已寄送DVD的名單 (2010.03.04更新)
非常感謝您
我已在3/4號收到DVD了
在此對於您的熱心真是萬分感激!
感謝製作拍攝的幕後團隊,給予我們一個重新省思的機會,
生活在這座美麗的島嶼,我們能做的是讓更多人疼惜這片土地,
『慾望少一點，愛地球多一點』！
愛護我們賴以生存的地球，是責任也是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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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各位

Hsinping / March 05, 2010 12:06AM

Re: 已讓±2℃傳出去：已寄送DVD的名單 (2010.03.04更新)
感謝感謝加感謝！傳遞名單和怎麼請大家一起合作的方式正在整理中。
原則上，「尚未收到DVD」的朋友，會整理在：http://mepopedia.com/?page=452#not_yet
不知道您覺得要寄送的名單，是大家自己選擇要傳遞的名單，還是我統一指定呢？
如果是大家自發性地選擇，怕會重複。如果是我統一指定，好像又很奇怪。(而且我的頭會很暈，哈。目前的人真的
太多了。)
不知道您的想法，或是建議是如何呢？
另外，封信我是買「大12K」牛皮信封，對折後大小滿適中，不對折也可以。買那種針對DVD大小的泡棉信封，比較
貴(貴很多)，好像也比較不環保。價錢「大12K」信封大約是 1.5 元一個。泡棉信封大約是8元。
(說實在的，您這麼熱情支持真的是即時雨啊！)

寶佴 / March 04, 2010 11:27PM

Re: 已讓±2℃傳出去：已寄送DVD的名單 (2010.03.04更新)
我有上了您新成立的讓正負2度c傳出去的部落格 但因無法留言 故留言於此
妳的動機與發心真的令人感動 不過一個人做這件有意義的事太辛苦了 就讓我們一起來幫忙吧
我已經有許多的空白dvd片 看了你的經驗分享 雖然我還未收到dvd片 但我可能可以先去買很多信封了^__^
要記得通知我名單喔 或是告訴我網路上署名要dvd片的名單 從何處開始是由我負責 讓我們 一起位救地球而努力喔

羅老師 / March 04, 2010 06:58PM

Re: 已讓±2℃傳出去：已寄送DVD的名單 (2010.03.04更新)
我於3/2留言 希冀能收到您寄送的DVD
我已在課堂上告訴一百多位學生 不久就能看到如此有意義的影片 學生們相當期待
正巧今日高雄地震 學生自動自發提出 希望也能一起參與 "讓 ±2℃ 傳出去" 的活動
趕快讓他的家人 甚至遠在別處的親戚都能看到
因此 是否可以請您幫忙 讓我們也能分擔您的工作 讓更多人受惠
更重要的是 對我們的環境有更多的珍惜與保護 謝謝您 感恩
高雄市瑞豐國小 五年級 自然科羅老師
地址: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100號

陳建銘 / March 04, 2010 04:47PM

Re: 已讓±2℃傳出去：已寄送DVD的名單 (2010.03.04更新)
今天收到...明天朝會時間要播放給1500名學生看，感謝您的善行！

volvodkn / March 03, 2010 11:19PM

Re: 已寄送《±2℃》DVD的名單 updated 2010.03.03
如題: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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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一群學佛的團體，想分享給學員
地址:台中市北屯區瀋陽路三段３８號４樓 (鄧) 觀自在楞嚴班

讓±2℃傳出去 / March 03, 2010 09:14PM

已讓±2℃傳出去：已寄送DVD的名單
此頁不再更新，最新已寄出名單請見「已讓±2℃傳出去
」。如果收到的朋友歡迎留個言告知我們，也請盡量「認養」其他還沒有收到 DVD 的朋友的名單。
名單在：
http://mepopedia.com/?page=452#not_yet
-目前(3/4)已寄送83份DVD至有需要的朋友及團體。之後會陸續寄出，應該會至少寄到200份。
已「傳遞出去」的名單會陸續整理出來。請各位看看。如果出現在名單中但在寄送後幾天仍未收到，煩請告知。（回
應此文即可）
-目前的這個 ID「讓±2℃傳出去」 是為了匯整及整理這個傳遞活動的資訊共同的
ID，如果有朋友願意一起幫忙，歡迎來信告知。我們會給你這個ID的登入方式，讓我們一起幫忙，分工！
-2010.03.04 寄送30份：
(因信封快用完，適合光碟大小的信封不太好買，今日寄送數較少。)
01 胡瑋中 屏東縣屏東市中正國中 (傳遞50片)
02 柳寶佴 高雄縣鳳山市 (願意幫忙)
03 陳高德 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 輔導室 (負責傳遞5片)
04 余政達 高雄縣桃源樟山國小 (會燒錄再發給桃源鄉各個學校)
05 陳先生 高雄縣鳳山市 (願意燒錄給親朋好友)
06 曾小姐 中壢市中北路二段468號 大潤發中壢店
07 鄧凱南 台中市北屯區瀋陽路三段３８號４樓 觀自在楞嚴班
08 沈老師 桃園市建國國小四年13班 33070桃園市昆明路95號
09 黃老師 台南縣 永信國小 505
10 蔡老師 桃園市逸林街
11 梁哲霖 台北縣三峽鎮大同路222巷22弄2號 (小學老師)
12 李老師 雲林縣斗六市鎮東路225號 斗六國小五年三班
13 蔡先生 台北縣淡水鎮中正東路
14 吳淑敏 台中市曉明女子高級中學 宿舍
15 張慧瑛 台北市和平東路3段60號 (球隊)
16 劍橋英語 台北市內湖區東湖路43巷25號 (在北中南七所分校播放)
17 簡老師 嘉義縣 大林鎮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8 張釋文老師 台南藝術大學 材質創作與設計系
19 鄭老師 台北縣五股國中藝文科
20 黃老師 台中市西區中美街419巷4號4樓 (將會在任教班級共七個班播放)
21 陳國維 高雄縣林園鄉王公2路100號 (國小教務主任)
22 鄭欽文老師 高雄市內惟路73號(內惟國小)
23 張修藻老師 台北縣樹林市中山路三段五號 山佳國小
24 黃千珊老師 桃園縣八德市永豐路609號 永豐高中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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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謝小姐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801號
26 王稜吟老師 彰化縣秀水鄉馬興村培英巷1號 馬興國小 (我要讓±2℃傳出去，我要負責傳遞數片！以彰化市為佳)
27 江皓銓老師 苗栗縣大湖鄉東興村下湖37號 東興國小 (我要讓±2℃傳出去，我要負責傳遞n片！)
28 張茹娟教授 台中縣潭子鄉建國路1號管理處 僑光科技大學企管系 (我要讓±2℃傳出去，我要負責傳遞2片)
29 蕭興益 彰化縣永靖鄉中山路三段191號 普大公司 (我要讓±2℃傳出去，我要負責傳遞n片！)
30 賴建舟 台南市南區大同路二段1000號 亞洲航空公司 (我要讓±2℃傳出去，我要負責傳遞n片！)
2010.03.03 寄送53位：
01 姜老師 麗林國小6年6班
02 李老師 神木國小
03 吳翊榛 雲林縣斗六市
04 教務處 高雄縣立中庄國中
05 簡雅琦 雲林縣古坑鄉
06 呂蕙君
07 蕭綉藝 雲林縣東勢鄉
08 邊平威 台中市北屯區
09 許妍琪 彰化縣田尾鄉
10 鄭同學 桃園縣八德市
11 陳老師 臺北縣二重國中
12 曾老師 內埔國小
13 陳老師 台中市東峰國中
14 教學組 新竹市三民國中
15 黃社工 高雄市腦性麻痺服務協會
16 簡志宏 台北縣三重市
17 趙叔蘋 國立台灣體育學院運動健康科學系暨碩士班
18 丁慶華 嘉義大學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19 生命教育部 彩虹愛家生命教育協會
20 John Chu Tamsui, Taiwan
21 光電系 遠東科技大學
22 舒老師 屏東縣泰武鄉武潭國小
23 鐘老師 鄧公國小附設幼稚園
24 黃暐崙 輔仁大學 服務學習中心
25 李芫秤 元智大學大學 助教
26 簡老師 國立三重商工美術科
27 曾睿霖 台南縣永康市
28 徐千雯 林口高中學務處 訓育組
29 簡老師 新竹縣寶山鄉雙溪國小
30 張主任 鹽水國小 總務處
31 楊老師 忠信高中
32 林老師 彰化縣秀水國民小學
33 陳老師 台中縣達觀國民小學
34 彭盛平 華映L1廠 蝕刻工程部
35 吳老師 過嶺國小
36 陳德成 清雲科技大學土木系
37 黃椽登 雲林縣麥寮鄉台塑工業園區1號(台塑C4廠)
38 連怡惠 東勢國中
39 楊玉如 台中縣烏日鄉
40 陳老師 高雄縣鳳山市文山國小五年二班
41 芝穎 慈濟大學社會教育推廣中心
42 蘇老師 台北縣竹圍國中
43 薏仁 六年甲班導師 (南投縣南投市)
44 沈佩樺 玉里榮民醫院復健科
45 楊老師 高雄市天主教道明中學 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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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黃啟楨 古坑國中教務處
47 方老師 台北縣私立三民幼稚園
48 洪瑞人 新竹市郵政信箱
49 余姵璇 台中縣潭子鄉
50 鄭雅倫 高雄市苓雅區
51 宋旻桂 成功大學交通管理科學系405研究室
52 鄭老師 聖力美語幼稚園
53 廖老師 高雄市苓雅區福康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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