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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屆講師演講 

日期 講師 講題 月例會地點 

87.02.26 謝正信 幽默人際與口才魅力 北海魚村餐廳 

87.03.14 周錫洋 財稅規劃與投資理財 福隆蔚藍海岸 

87.03.15 蕭政信 雄辯邏輯與投資理財 福隆蔚藍海岸 

87.04.15 林欽榮 城市經濟與發展 北海魚村餐廳 

87.05.27 劉文雄 也方經濟發展與中央之關係 北海魚村餐廳 

87.06.14 蕭政信 企業領航與魅力領袖 福隆龍門公園 

87.06.15 蕭春億 投資理財面面觀 福隆龍門公園 

87.06.24 邱  毅 台灣經濟發展的危機轉機及生機 北海魚村餐廳 

87.07.14 張峻松 快樂人生 康樂你我他 北海魚村餐廳 

87.09.16 林信宏 二十一世紀行鎖主流 北海魚村餐廳 

87.10.21 李孟熹 流通業未來的發展趨勢 北海魚村餐廳 

14 屆講師演講 

日期 講師 講題 月例會地點 

89.01.19  利用植物談養生 遠離疾病 柯達飯店 

89.03.15 李柏墩 

趙友欽 

劉子昌 

淺談網路 

建築業到 BOS 及麗嬰房的心路歷程個人生涯規劃 

如何開創個人第二春 

柯達飯店 

87.07.19 吳育昇 優勢表達 優質溝通 柯達飯店 

87.08.16 周元 生命的覺醒 柯達飯店 

15 屆講師演講 

日期 講師 講題 月例會地點 

89.12.23 李鴻禧 從 IQ EQ 到阿 Q 北海餐廳 

90.01.17 方蘭生 公關力與服務心 柯達飯店 

90.03.21 徐永生 溝通興說服 柯達飯店 

90.06.20 許文林 正確的防癌觀念 柯達飯店 

90.07.18 唐鎮宇 從汐止東方科學園區談消防 柯達飯店 

16 屆講師演講 

日期 講師 講題 月例會地點 

90.12.20 黃越綏 如何建立和諧的兩性關係 北海餐廳 

91.01.16 石滋宜 邁向高獲利的新境界 柯達飯店 

91.03.20 黃文安 良好的口才表達技巧 柯達飯店 

91.04.17 吳卓民

張式中

羅富友

鬥陣來開講 

鐵窗文化興社團文化 

餐飲與政治 

柯達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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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福生 發生車禍別緊張/冷靜處理有保障 

91.05.18 李惠霞 閱讀自己美麗人生 柯達飯店 

91.06.19 徐禮集 EQ 一把罩 輕鬆掌握職場好情緒 柯達飯店 

91.07.17 吳娟瑜 點亮自己的心燈 柯達飯店 

91.08.21 林稟彬 高科技投資及未來之發展 柯達飯店 

17 屆講師演講 

日期 講師 講題 月例會地點 

91.12.15 李昂 開放、開啟、開通 元北海餐廳 

92.01.15 范秀琴 有機飲食 vs 慢性疾病 新魚台餐廳 

92.03.19 胡麗娟 慢性疾病的防治 新魚台餐廳 

92.04.16 陳玉珍 以國際運作理財全球化 新魚台餐廳 

92.07.19 徐國雄 掌握人生 萊馥健康休閒渡假

村 

92.08.20 張芳麗 社友的企業交流 市議會 

18 屆講師演講 

日期 講師姓名 講題 月例會地點 

92.12.14 王志剛 台灣經濟情勢的剖析 市議會 

93.01.14 李進勇 基隆心、基隆情、基隆的願景 新魚台餐廳 

93.04.21 許心華 美滿人生 新魚台餐廳 

93.06.16 翁清厚 兩性和階之情緒管理 市議會 

93.07.24 張進鑫 

黃文忠 

如何讓你輕鬆上台演講 

如何在講笑話中開拓人際關係 

東勢林場 

93.08.18 蔡逸文 市場管理與投資理財 市議會 

19 屆講師演講 

日期 講師 講題 月例會地點 

93.12.12 林信義 創新與競爭力 市議會 

94.01.19 新社友 新社友自我介紹及談個人專業領域 市議會 

94.04.20 榮司提反 愛在得勝 新魚台餐廳 

94.07.20 蕭丁訓 基隆港的未來 市議會 

94.08.17 台北青企

台語演講

會全體學

員 

台語國際演講會示範 市議會 

20 屆講師演講 

日期 講師 講題 月例會地點 

94.12.11 江丙坤 台灣經濟面臨的挑戰 市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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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01.18 新社友們 新社友自我介紹(成長經驗.學經歷.經營理念)  市議會 

95.02.15 黃明發 漁業組織資訊國際化 新魚台餐廳 

95.03.15 徐興雄 政府相關輔導資源運用 新魚台餐廳 

95.04.19 戚桐欣 終身學習 新魚台餐廳 

95.05.17 彭思源 哈哈笑，談幽默 新魚台餐廳 

95.06.21 蔡基成 競爭優勢與氣功之關係 新魚台餐廳 

95.07.19 王  拓 基隆的未來 新魚台餐廳 

95.08.16 劉文雄 基隆發展回顧與展望 新魚台餐廳 

95.09.20 蔡天瑞 台灣經濟未來走向 新魚台餐廳 

21 屆講師演講 

日期 講師 講題 月例會地點 

95.12.16 林信義 整合與執行力提升 長榮桂冠酒店 

96.01.17 新社友們 新社友自我介紹(成長經驗.學經歷.經營理念)  727 鑫魚台餐廳 

96.03.21 莊慶達 全球化下的藍海策略與創意行銷 727 鑫魚台餐廳 

96.04.18 劉承武 如何做一個永遠的贏家 柯達大飯店 

96.05.16 蔡照益 『雞籠』看『基隆』－談台灣史 柯達大飯店 

96.07.18 陳宣全 全球金融市場展望與投資管理 柯達大飯店 

96.08.15 謝國梁 因應兩岸局勢變化-基隆的新契機與新願景 柯達大飯店 

96.11.21 陳中邦 ：車用燃料之發展現況與趨勢 柯達大飯店 

22 屆講師演講 

日期 講師 講題 月例會地點 

96.12.01 葉惠娟 創新管理的策略思維 長榮桂冠酒店 

97.01.16 新社友們 新社友心得分享及專業領域的分享 727 鑫魚台餐廳 

97.03.19 許叙銘 帝寶經驗分享 柯達大飯店 

97.04.16 廖清坤 KTV 氣功歌唱新思維．歌唱技巧指導．歡樂大合唱 市議會 

97.06.18 王時成 說故事學溝通 727 鑫魚台餐廳 

97.07.16 鄭禮籐 敢拼、能賺、愛玩 727 鑫魚台餐廳 

97.08.20 蕭永薰 動脈硬化對身體的影響 727 鑫魚台餐廳 

23 屆講師演講 

日期 講師 講題 月例會地點 

97.12.13 高志斌 領導統御 市議會 

98.01.21 新社友們 新社友自我介紹(成長經驗.學經歷.經營理念)  727 鑫魚台餐廳 

98.03.18 王明雄 宗教與婚喪喜慶必備常識 727 鑫魚台餐廳 

98.04.15 楊玉蘭 心肺復甦及異物梗塞急救術 727 鑫魚台餐廳 

98.05.17 張文哲 企業創新契機與人才培育 727 鑫魚台餐廳 

98.07.15 王婷婷 享受健康 快樂生活 727 鑫魚台餐廳 

98.08.19 黃國雄 古雞籠的俗語 727 鑫魚台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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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1.18 陳寶月 佛光山金光明寺養生素食烹飪 德安里里民大會堂 

24 屆講師演講 

日期 講師 講題 月例會地點 

98.12.12 高志斌 有夢解夢，人生似夢 長榮桂冠酒店 

99.01.20 許永政 生命的活泉，快樂人生 北都大飯店 

99.03.17 吳德淳 喚醒心中沈睡的巨人 北都大飯店 

99.04.21 彭一昌 個人精緻化趨勢-大未來持續成長的獨門秘訣 北都大飯店 

99.06.17 阮慕驊 老闆，為什麼你需要公關 北都大飯店 

99.07.21 王能平 小習慣大未來-改變習慣的力量 北都大飯店 

99.08.18 李勝隆 21 世紀的優質領導 北都大飯店 

99.09.15 陳永隆 探究未來，掌握未來 北都大飯店 

25 屆講師演講 

日期 講師 講題 月例會地點 

99.12.11 梁政炎 

慧開法師 

超完美人生 

生死尊嚴與生死自在/生命的永續經營理念 

長榮桂冠酒店 

100.01.19 羅國鑫 生命密碼創造彩色人生 北都大飯店 

100.03.16 林均燁 品牌行銷創新策略 北都大飯店 

100.04.20 馮世賢 養生智慧淺談 北都大飯店 

100.06.15 蔣茂源 股市雜談 北都大飯店 

100.07.20 楊月娥 賺到 北都大飯店 

100.08.17 黃德成 美滿家庭幸福一百 北都大飯店 

100.11.16 許宸農 企業如何做好教育訓練提升競爭力 北都大飯店 

26 屆講師演講 

日期 講師 講題 月例會地點 

100.12.11 賴杉桂 未來台灣經濟展望 長榮桂冠酒店 

101.01.18 張明台 掌握自己財運的理財精算師 北都大飯店 

101.03.21 新社友 

張欽郎 

新社友(專業領域分享)  

張欽郎理事(國際禮儀) 

北都大飯店 

101.04.18 陳芊華 

 

就是愛旅行 

歐債後的投資新局面 
北都大飯店 

101.06.20 郭育志 雙贏的人際溝通技巧~做個受歡迎的人 北都大飯店 

101.07.18 楊永成 常見的民事糾紛與注意事項) 北都大飯店 

101.08.17 彭思源 幽默的人生智慧 北都大飯店 

101.11.16 秦夢眾 談兩性相處藝術 北都大飯店 

27 屆講師演講 

日期 講師 講題 月例會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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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2.16 江岷欽 企業創新與社會責任 水園婚宴會館 

102.01.16 高俊中 好山好水話基隆 涵舍會館 

102.03.20 梁政炎 信守承諾談經營 用心服務論創新 涵舍會館 

102.04.17 計弘仁 兩岸三地人民幣理財商品介紹 涵舍會館 

102.05.11 許延年 明日的健康靠自己 德安里民會堂 

102.06.20 林子傑 美夢成真的秘訣 北都大飯店 

102.07.17 劉永慶 H7N9 的防疫 北都大飯店 

102.08.14 黃景泰 基隆市的城市定位與發展策略 北都大飯店 

102.11.20 陳蒼海 從黑手精神談創業與領導 北都大飯店 

28 屆講師演講 

日期 講師 講題 月例會地點 

102.12.15 朱紀中 2014 年財富地圖 水園婚宴會館 

103.01.15 林沛祥 基隆港的未來 長榮桂冠酒店 

103.03.19 陳慧文 雲端服務應用> 讓移動裝置更有效率與行動力 北都大飯店 

103.04.16 蔡和璧 陶與瓷 北都大飯店 

103.06.18 吳慶鴻 刑案偵辦案例分享 北都大飯店 

103.7.16 周春明 揪感心的服務--好客由你來創造) 北都大飯店 

103.08.20 林右昌 基隆的建設與發展 北都大飯店 

103.11.19 陳泰明 日式管理 北都大飯店 

 

29 屆講師演講 

日期 講師 講題 月例會地點 

103.12.13 朱蓓苓 襌行開啟我的智慧-淺談經營人生 長榮桂冠酒店 

104.01.21 林志誠 贏的關鍵-企業永續經營之道 北都大飯店 

104.03.18 許永政 就是要你好口才--做個有口才的說話高手 北都大飯店 

104.04.15 李柔靜 成功應對禮儀~讓您處處受人歡迎 北都大飯店 

104.06.17 趙恭岳 氣候變遷帶來的挑戰與機會 北都大飯店 

104.07.15 梁玉珊 全球資產配置新趨勢 北都大飯店 

104.08.20 林右昌 基隆的施政展望 北都大飯店 

104.11.18 賴榮年 健康到老之鑰—中西醫療的養生之道 北都大飯店 

 

30 屆講師演講 

日期 講師 講題 月例會地點 

104.12.12 陳啓雄  創意 VS 創造力創業 長榮桂冠酒店 

105.01.2 劉大椿 創新事業思維 北都大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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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3.16 吳惠珍 時代擠壓下的心跳聲 北都大飯店 

105.04.20 林昶霆 居家運動保健與用藥安全 北都大飯店 

105.06.15 李茂全 生醫陶瓷的領航者 北都大飯店 

105.07.20 李佳學 紅酒產業的進化 北都大飯店 

105.08.17 

王文輝 

蔡文德 

莊松南 

簡明輝 

胡怡霖 

參加全國創新發表作品分享 

北都大飯店 

105.11.16 王傑 基隆之美-基隆八景與蕨類之美 北都大飯店 

 

31 屆講師演講 

日期 講師 講題 月例會地點 

105.12.12 陳建良 當前國內政經環境：臺灣面對全球化趨勢的思考 水園會館 

106.01.18 

周鴻仁 創新 X 品牌 X 行銷~經典三部曲/用我的腦袋 影

響你的腦袋/讓錢錢兒/ 從你的口袋 跑到我的口

袋 

水園會館 

106.03.15 劉兆宏 健康飲食的迷思與危機 水園會館 

106.04.19 林定樺 一例一休 水園會館 

106.06.21 李家禎 關於你和我の長照 2.0 水園會館 

106.07.19 任曉佳 國際禮儀之重要性與服裝禮節 水園會館 

106.08.16 

謝陳煌 

樊沛文 

高明福 

謝立功 

陳淑娟 

謝伊婷 

移動式折疊桌收納架 

旅行業的服務創新 

年賺千萬(不可能的任務) 

基隆旅友~以旅遊產業帶動產業鏈發展 

時尚美麗產業創新升級 再造台灣軟實「麗」 

講題：領導統御 

水園會館 

106.11.15 周春明 計較是貧窮的開始 水園會館 

 

32 屆講師演講 

日期 講師 講題 月例會地點 

106.12.09 沈玉琳 我的平凡因堅持而與眾不同。 水園會館 

107.01.17 江坤俊 防癌不用花大錢/維他命 D幫你保健康 水園會館 

107.03.21 
孫蕙芬 

邱瑞雯 

美麗人生，從頭開始                         

2018 一路發 

水園會館 

107.04.18 陳信宏                 商業創新 水園會館 

107.06.20 
樊沛文 

楊乾珍 

大家來跑步                                

漫談核能發電 

水園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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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18 

陳郭慎 

謝陳煌 

陳淑娟 

張哲語 

無銅 NAO 結合立體式工法-環保煞車片。         

折疊桌/椅收納車。                          

美麗產業的銳變。                           

領導統御 

水園會館 

107.08.15 張惠雯 帶人帶心的教練式領導 水園會館 

107.11.21 胡怡霖 價值提供、社群行銷、共享經濟、共享平台 水園會館 

 

33 屆講師演講 

日期 講師 講題 月例會地點 

107.12. 陳昭義 台糖公司轉虧為盈經驗分享 水園會館 

108.01.16 魏碩良 國際郵輪市場與基隆港郵輪發展 水園會館 

108.03.20 鄭立德 雙嬴談判手(看電影學談判) 北都大飯店 

108.04.17 蕈櫟芳 稅務新制對中小企業的影響 北都大飯店 

108.06.19 劉長順 領導力發展組織 北都大飯店 

108.07.17 

王逸群 

胡怡霖 

彭登裕 

陳勇翰 

社務創新/不要再接龍。 

新創企劃類/全民共享經濟。 

服務創新/船舶維修服務合作結盟。 

領導統御。 

北都大飯店 

108.08.21 
賴淑芬 

一步一腳印 曼都走出的美麗事業 
台北國際會議中

心 2樓國際廳 

108.11.20 鄧克智 一森一世藏富於林 北都大飯店 

 

34 屆講師演講 

日期 講師 講題 月例會地點 

108.12.14 鄭明仁 永續行動中/綠色友善環境之實踐與分享 水園會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