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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志文

講師、顧問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優化卓越人生，創造存在價值。

講師簡介
畢業於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國立大學商學系、資訊管理研究所。擁有
資訊、行銷、企劃等專業證照。任職於資訊科技業二十餘年，歷經資訊
工程師、產品經理、行銷經理、專案經理等職務，為 IT 專業經理人。
現從事於講師培訓、數位學習、網路行銷、智慧商務 等項目，任講師、
教練、顧問之職務。
證照：國家技術士證照：電腦硬體裝修、電腦軟體應用、網頁設計
CDRI 職能基準發展規劃培訓師／商業科技應用規劃師
ITE 資訊專業人員鑑定：資訊管理 ( 應用 ) 類
TIMS 行銷專業能力認證：行銷企劃證照

專長領域
資訊應用／網路行銷／電子商務／數位學習

演講或課程主題
簡報表達力／商業提案簡報／講師的數位能力／網路行銷策略／數位工具應用／自媒體品牌行銷
／口語表達／人際關係／職場溝通／講師的一朵雲系列 :1. 數位內容的產出和社群經營 2. 成為知
識型網紅的數位技能 3. 精實雲端服務的應用

聯絡方式
丁志文／ David ／ Mobile：0936-071-261 ／ E-mail：tingchihwen@outlook.com ／ Facebook、
Line、WeChat ID：tingchihwen

王友廉

健康管理師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幫助生命的重生，尋回生命的尊嚴

講師簡介
學歷：靜宜大學資訊學系碩士／
經國健康暨管理學院健康管理師碩士學分班
經歷：飛機儀電修護督導／嘉陽高中飛機修護科兼課講師
現職：健康甚吉股份 ( 有 ) 公司執行股東／
卓越生物科技 ( 有 ) 公司健康管理師
家族為慢性病高風險族群，為求自保，研習健康領域多年，成功幫助自己，及妻子遠離藥物；先
後取得健康管理師以及生物光能共振能量師，並將風險管理運用在生活健康中，提倡健康其實很
簡單

專長領域
健康管理／資訊管理／飛機修護

演講或課程主題
生活健康／體重管理／經皮毒防範／健康風險

聯絡方式
0936-484-430
wangyuline@gmail.com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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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俊涵

創業培訓師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真正的成功 不在你贏過多少人 在於你幫助過多少人

講師簡介
願景 : 分享芳香療法知識，幫助更多人認識身心健康的重要。
使命 : 以居家芳療來推動自主健康管理，促進身心整體健康。
「負面情緒會危害身體，須採取有效方式來轉化情緒。」
現代人壓力大；透過芳香療法安全天然的癒療方式，平衡情緒帶來全身
性放鬆、紓緩緊張和焦慮，並為免疫系統帶來正面的影響；望藉推廣芳
香療法知識及精油居家應用來紓緩壓力大的現代人並提升工作效率。
美國 NAHA 國際芳療師認證／英國 I.F.P.A. 國際芳療師認證／
德國 FORUM ESSENZIA 芳療師認證／中華芳香推廣協會 理事長
自 2003 年於台灣、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推廣芳香療法

著作
家庭芳香療法／贏戰高峰 ( 合著 )

專長領域
芳香療法／脈輪養生療法

演講或課程主題
認識芳香療法 - 提升自我紓壓能力／芳香療法遇到自律神經失調／芳香療法之舒緩疼痛／居家芳
療之香氣解碼／香氣生活 - 幸福好味道／ HOME SPA- 香氣生活／居家芳療脈輪養生學堂
聯絡方式 電話：0905-983-862 sandraw6@gmail.com
網站 http://www.gcapat.org

王證貴

證券投資人的真正貴人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操盤術 = 賺錢力 = 自由尊嚴 + 生活品質 + 安心快樂

講師簡介
經歷 : 榮膺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世界華人八大名師創富論壇主講
著作 :
< 神準！台股錢滾錢操作實錄秘辛 >
< 台股漲跌精準預測 >
< 台股崩盤啟示錄 >
二十次精準預測台股的歷史崩盤以及起漲點，震驚台灣股市的傳奇。
王證貴老師 ( 筆名史托克 )，擔任投顧金融壽險機構操盤手。
具備三十年的法人金融投資操盤經驗，是預測台股轉折史上最精準，唯一有白紙黑字，錚錚鐵證
的紀錄保持者。

專長領域
教練技術／財務金融／投資理財

演講或課程主題
錢滾錢的最高境界 賺取暴利操盤術

聯絡方式
信箱：stock.wang@yahoo.com.tw FB: 王證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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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貿錡

管理顧問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時間專注在那，成就就在那

講師簡介
現任：大誠保險經紀人 ( 股 ) 公司業務協理／大誠保險經紀人 ( 股 ) 公
司教育訓練講師／國際獅子會講師
獲獎：多次榮獲 IDA 國際龍獎／大誠保經百萬明星／歷年大誠保險經紀
人王牌講師／國際獅子會講師
專業證書：AMI-RISC 教練輔導系統證書／ H.T.W.T 催眠訓練、諮詢、
教學證書／ LIMRA 證書／財富人生稅務規劃與保險應用證書／人生保險
證照／財產保險證照／外幣收付非投資型證照

著作

大誠超人 32 個成功的故事 ( 合著 )

專長領域
DISC ／人際溝通技巧／專業行銷攻略／新人同業快速入門培訓

演講或課程主題
新人培訓班／壽險證照考照專班／外幣證照考照專班／人際溝通技巧應用／保險行銷實務操作

聯絡方式
手機 :0966-729-44 Email:ericpai888@gmail.com

成中興

網路廣播電台節目主持人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夢想只是起點，堅持才是終點

講師簡介
網路廣播電台理財節目主持人，曾任職於證券公司 20 年並擔任分公司
經理人，擁有證券分析師〈CSIA〉證照，亦同時於各大金融培訓機構、
大專院校講授證券投資相關觀念及知識，亦多次應邀至各大專院校分享
職涯規劃，未來也希望把自已的理財、管理及人生職涯經驗透過演講方
式分享給大家。

專長領域
財經分析／投資理財／財務金融／業務銷售／
人際溝通／團隊合作／職涯規劃

演講或課程主題
股票投資快、易、通
台股投資策略分析
生涯規劃與履歷撰寫
業務銷售與客戶服務
人際溝通與團隊合作

聯絡方式
電話：0937821098

信箱：coccach001@gmail.com

LINE ID：coach600

FB：成中興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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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恩

企業顧問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寬以待人、嚴以律己、虛懷若谷、有容乃大

講師簡介
擔任外商及本土跨國高科技企業新產品開發、採購與供應鏈管理主管多
年，不只擁有紮實的實務管理經驗，更具備跨領域整合溝通協調、個案
研究分析能力，提供企業主公司體質改善、產品與服務升級 .. 等 專業顧
問服務。畢業於美國北卡羅萊納大學 MBA、東吳大學心理系，除擅長管
理與商業領域諮詢，更是企業主心靈成長的好夥伴。
證照：加拿大商業分析協會－商業分析師／美國專案管理協會－專案管
理師／美國專案管理協會－敏捷專案管理師／ ICMCI、T-CMC 國際授證
經營管理顧問師／ IAAFM、CRM 美國風險管理師。

專長領域
新創事業輔導／企業轉型／組織設計／產品創新／設計思考／商業分析

演講或課程主題
專案管理／產品創新／設計思考／商業模式／創造力與溝通

聯絡方式
TEL: 886-936913412

何智明

Email: lisa_chu0529@hotmail.com

創業培訓師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成功創業，追求幸福

講師簡介
創業培訓師，何智明老師，退伍就業 90 天後即晉升主管。就業 3 年，即
購買第一棟房地產；來自窮鄉，半工半讀，邊做邊學，完成研究所學業，
並在職場創下高績效。擔任講師、培訓師，曾幫助許多朋友成功在職場
上，找到熱情與專長；也曾幫助許多朋友在創業路上因規劃、執行、控
制得當，少走許多冤枉路成功創業。何智明將實務與理論整合並用，值
得您安排與合作，做為個人生涯規劃或事業擴展的講師、培訓師。

專長領域
創業管理／企業管理／團隊激勵／個人成長／投資理財

演講或課程主題
創業成功五大祕訣／快速升遷五大步驟／幸福方程式／成功方程式／買對房地產聰明致富／
過能笑能做能吃能睡能玩的人生

聯絡方式
電話：02-8646-3000 洽助理吳小姐／ 0937-930-598 ／ 0912-960-000
信箱：m03202001@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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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毅夫  價值整合顧問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正面思考、盡其在我

講師簡介
曾任職於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 19 年，擔任「經理、正工程師、企業
輔導顧問、高級講師」等職，負責企業之輔導、訓練、計畫主持、研發
推動、產業發展等任務。以往工作期間，曾兼任「行政院 Y2K 稽核團執
行長、經濟部標準局專利審查外審委員」等工作。目前除繼續企業輔導
培訓外，並擔任『台灣無人機應用發展協會 創會理事 / 產業聯盟主任委
員』，『臺灣區複合材料工業同業公會』 顧問等職務。
為配合工作需要，曾接受完整之各類經營管理、品質系統認證輔導、價
值工程輔導認證等數十項專業科目之主任稽核員、講師、專家、顧問、教練等訓練，並具備多項
相關證照，及輔導、診斷、諮詢及培訓企業數百家之經驗。

專長領域
企業輔導：國家磐石獎、品質管理、企業卓越經營等。
價值提升：產業聯盟與群聚整合、價值工程應用、策略規劃與推動等。

演講或課程主題
策略思考 邁向卓越／價值工程 創新決策／品質定位 永續經營

聯絡方式
電話：0935-611-438

余新造

信箱：1543frank@gmail.com ／ Kingston.frank@gmail.com

David300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策略性的思考加上好的表達能力，必然成為行業中一等一的頂尖高手

講師簡介
國立台灣大學畢業，人生使命：榮神益人，策略：建軍 300 人，座右銘：
己所欲，施於人。演講經歷：曾在各大企業、社團、教會、福音機構、
保險公司、房仲公司專題演講：成功 5 要素，經營人生的 4 張王牌，成
功者的 3 個特質等深獲好評，2 張成功地圖，人生最重要的 1 家公司等
深獲好評。

著作
與成功有約…等 16 講 ( 手冊，講義 )

專長領域
在各領域建立團隊、讀書會、協會、團契等學習型組織。目標建立 300 個學習型組織。

演講或課程主題
你想要找到生命的熱情與動力嗎？您想知道實現願望的秘訣嗎？你想要掌握事業成功的關鍵嗎？
歡迎參加 David 300 的兩個招牌課程：快速成功的關鍵，倍增績效的秘訣

聯絡方式
信箱：david0936124400@gmail.com

Line ID：0936124400

Wechat：a0936124400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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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玟瑭

美學顧問師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技巧可以透過學習而精純，靈魂一定要清淨而熱情

講師簡介
現任 : 中華國際人文素質文教協會 理事長／萬能科技大學 講師
與夫婿賴威佑 創造價值 1 億 6 千萬的【全球最大珊瑚媽祖像】。珠寶權
威雜誌評為『珊瑚媽祖 - 台灣的驕傲』。歷年來故宮歷史博物館、大英
博物館委託製作，國家藝廊、文化中心聯展邀約。
展出／證照／評審
2018 中華華人講師聯盟「贏戰高峰」聯合出書
2016 山東濟南文化藝術展台灣館 名家邀請展／ 2012-2016 新北市政府
藝術家聯展／ 2008 南京博物館台灣當代藝術家 邀請展。
乙級證照：中華民國技術士美容／國際禮儀／
CWP 時尚婚禮企劃師／台灣職能評鑑 新娘秘書整體造型師／
亞洲盃時尚造型創意競賽 評審

專長領域
藝術珠寶／藝術文創／配搭美學／
形象顧問／創意發想／文創開發

微信 課程安排

課程安排

演講或課程主題
全球最大珊瑚媽祖創作／藝術文創／全方位形象穿著密笈／穿對衣服更出色／頂尖造型師不外傳
的密技／美是強大的競爭力／創意發想
聯絡方式 0911-223-383 信箱：sy0911223383@gmail.com Line ID：0911223383

吳政宏 企業顧問師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賀伯特技術一定成功，經營者修煉功效現

講師簡介
23 歲順利創業，蒙恩師企管顧問教父曾松齡教導有方又經長年調教，順
利轉入企管顧問行業，曾經幫助旺旺、燦坤、阿瘦皮鞋、寶島眼鏡、元
吉工業、中台橡膠、龍熒輪椅等 300 多家企業壯大邁向成功。47 年企業
顧問經歷，擅於落實中華文化傳承，教導賀伯特管理工具，環環相扣產
生經營效能。
認證 : 國際賀伯特管理顧問師、ICMCI（53 國）註冊管理諮詢師。
榮譽 : 慈濟功德會榮譽董事、中華民國經營顧問楷模、入編最具影響力中國管理諮詢專家。

專長領域
經營者修煉／企業體質改善輔佐／管理顧問團隊

演講或課程主題
組織經營管理精髓／經營遺失的密碼／企業體質改善秘笈

聯絡方式
電話：02-2536-8236 ／ 0956-768-606 0932-005-272
信箱：stephen@101master.com LINE:101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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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美玲

敢夢樂學的行動家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愛、學習、行動，活出精彩豐盛

講師簡介
吳美玲老師從年輕進入職場就勇於築夢，每個職涯階段都讓自己發光發
熱，擁有豐富的職場歷練、社團參與，相信「寬廣學習、快樂成長」能
使我們生命揚昇。
目前擔任 悟心國際顧問有限公司 總經理、中華華人講師聯盟 理事。
美玲老師授課記錄詳見 b-training.com
( 統計至 2017 年 12 月，授課總時數 達 9559 小時 )

專長領域
業務行銷／團隊激勵／溝通協調／潛能開發／情緒管理／服務品質／
顧客滿意／公眾表達／電話禮儀／專業形象／個人公關／突破習慣／
創新思維／秘書訓練／時間管理

演講或課程主題
業務訓練／秘書訓練／客服訓練／情緒紓壓／生涯規劃輔導／心靈諮詢輔導

聯絡方式
電話：0800-043-000 ／ 0933-033-000 信箱：2008@speaker.com.tw
LINE ID：0932303680 網站：講師 .tw 或 twx.tw 或 tws.tw

吳麗蘭

企業經營輔導顧問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莫忘初衷 ! 上善若水

持續精進 !

講師簡介
學歷：淡江大學會計系碩士班／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聯合輔導基金會企業
財務輔導顧問師班／經濟部技術處 MMOT 跨領域科技管理與智財運用國
際人才研習班／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經營領袖班／大陸 ISO 9001 企業內
部審核員資格
現任 : 集團公司財務長／智慧企業管理諮詢有限公司總經理／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財務融通顧問／經
濟部中小企業處聯合輔導基金會講師／東吳大學推廣部企貿班講師／台北市中小企業榮譽指導員
經歷 : 上市公司財務長／ 18 年上市櫃公司及大陸廠管理經驗／台北市政府好當家創業輔導顧問／
行政院科技部 FITI 創業獎勵計劃輔導業師

專長領域
IPO ／製造業及大陸廠管理／企業經營財務輔導／致力為整合財稅、投資、募資、鑑價、政府補
助資源／創業空間等資源平台

演講或課程主題
新創企業營運資源與財務整合／股權規劃與團隊經營權設計／股權募資規劃／獎酬設計／策略目
標規劃與預算整合管理／策略目標展開與 KPI 營運管理

聯絡方式
電話 :0956-538-028 ／ Wechat ID ／ Line ID:anya3586 ／ E-mail:anya3586@icloud.com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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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晨華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忘記背後，努力向前！

講師簡介
晨華老師長年任職於台灣與海外市場，對於欣欣向榮、蓬勃發展的中國
市場一直抱持高度的興趣與期待。
諾貝爾曾說「格局決定結局，態度決定高度。」
中國具有廣大市場 ( 超過 13 億人口 )，全球華人總數約 20 億，可以預見，
將來全球 500 強企業，華人可望囊括過半。數年前有幸與中國企業連結，
得以踏入中國產業平台，從此，每一個月飛往中國大陸與香港，成為我
最開心、也最期待的行程。

專長領域
百貨／服裝／餐飲業／文化／藝術產業的形象／銷售／管理顧問

演講或課程主題
一流企業如何解決問題、完成工作／目標管理，有效提昇執行力／善用領導力，強化企業競爭力／
建立價值觀一致的企業文化／加強職場禮儀與素養，成為產業之表率

聯絡方式
電話：0956-686-988

李培甄

信箱：chenhwa18@gmail.com

做人真心，做事用心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成功從來就不容易，關鍵在於 " 想要 " 的決心

講師簡介
‧ 壽險資歷 24 年
‧ 美國百萬圓桌會員
‧ 國際龍獎
‧ 中國之星
‧ 保險公司講演專題
‧ 新進人員教育訓練
‧ 春酒晚會主持

專長領域
業務銷售／個人成長／團隊激勵

演講或課程主題
高端客戶開發與經營／高端客戶財富管理／異議問題處理／保單工具校正

聯絡方式
電話：0935-535-586
Email：bettylee586@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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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雅珍

生命教育講師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成功源於不斷學習，且能感動自己及感動他人 ( 當自己與他人的圓夢人 )

講師簡介
一向予人「笑容滿面、待人親切、對生命充滿熱情」形象的她，在教育
輔導界已有十年的輔導資歴及輔導工作推動經驗，善於情緒管理引導與
親子溝通。
目前為中華華人講師聯盟認證講師暨華盟第八屆活動聯誼委員會副主
委，2016 年 5 月與華盟共 12 位專業講師共同出版《平衡的力量：從生
活智慧到職場體驗，成就夢想的 60 個人生必修學分》一書。
☆ 107 年 4 月出版『情緒教育系列有聲書 (CD)』
˙ 擺脫負面情緒，贏得幸福人生 (CD1)
˙ 找回親子之愛，讓愛由逆轉勝 (CD2)
˙ 掌握男女不同，擁有快樂人生 (CD3)

演講或課程主題
1. 當夠好的父母，而非完美的父母 !
3. 搞定情緒，生活 so easy!
5. 當自己的幸福推手 !

2. 學會愛自己，幸福跟隨你 !
4. 選擇你所愛，愛你所選 !

聯絡方式
電話：0920-480-200

信箱：penghugirl@mail2000.com.tw

李憶雯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勇敢、堅強、努力不放棄 ! 活出真正的自己 !

講師簡介
現任：中國國家二級心理諮詢師、中華華人講師聯盟認證講師、永誠諮
詢顧問公司兩岸教育講師、臺北市士林區欒樹醫療群管理顧問、德霖技
術學院營建系系友會輔導顧問暨客座講師、江西省萍鄉市改革會弱勢家
庭輔導指導顧問
獎項：2010 年全國十大傑出愛心媽媽、2010 年台北市杏壇教育奉獻獎
經歷：海峽兩岸心理諮詢協會常務理事暨心理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三
協生活有限公司、芝山生活家管理顧問、傳神文教基金會關懷組組長暨監獄教誨師
學歷：德霖技術學院土木營建系、華南師範大學應用心理系碩士班

演講或課程主題
親職教育／生命教育／心理諮詢／特殊教育／心靈勵志／
九型人格／健康養生／愛笑瑜珈／志工訓練

聯絡方式
電話：0975-195190 E-mail：oo.erica@gmail.com
Line：0975195190 FB：https://www.facebook.com/oo.erica
微信 ID：ieeiwen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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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寶仁

ABC 人脈達人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找到定位、貢獻價值、分享宣傳、持續做到！

講師簡介
沈寶仁老師，大家都稱呼「ABoCo 阿寶哥」，專注於人脈經營、個人品
牌、商務貴人圈等研究，有著「人脈經營寶典」、「知名鍍金術 --- 擦亮
別人看妳的眼」、「把陌生人變貴人：阿寶哥教妳平民翻身的人脈學」，
發明「ABC 黃金人脈經營法」並獲得國家發明專利。
阿寶哥擔任 BNI 台北市中心區執行董事、願景是：「創造富而有愛的商
務天堂」！

專長領域
名片管理／人脈經營／個人品牌／貴人學

演講或課程主題
‧ 黃金人脈開發術
‧ 三招響亮個人品牌
‧ EMBA 沒教的職場貴人學

聯絡方式
電話：02-2567-3335

卓錦泰

網站：ABoCo.com

Line@ID：@ABoCo

生命能量教練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長養精神清爽

維護身心健康

生活則有尊嚴

生命即有意義。

講師簡介
台北青商基金會
董事長
達摩易筋經養生功
班主任
曾任 :
中華華人講師聯盟
理事長
台北市國際青年商會
會 長
廣播電臺健康俱樂部
主持人
新生報銀髮生活版情緒管理講座

專長領域
自然醫學及氣功養生

演講或課程主題
健康人生的情緒管理／自然光能健康法／呼吸質能健康法／靜心定性健康法／適性飲食健康法／
舒筋通絡健康法／治酸療痛生活清鬆／善用生命的起承轉合／達摩易筋經教學

聯絡方式
電話：0921-353-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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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箱：enjoyment88@yahoo.com.tw

周素卿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快樂學習不終斷，邁向成功永不換

講師簡介
中華國際人文素質文教協會理事長
2016 年 5 月與華盟共 12 位專業講師共同出版《平衡的力量：從生活智慧
到職場體驗，成就夢想的 60 個人生必修學分》一書。
周素卿老師經歷了精彩的生命故事，轉動奇蹟，轉命成功！而生命的探索，
發規身體與心靈的真相，如何找回生命的本質！
周素卿老師願意分享與幫助更多的人，達到幸福美滿人生！
華盟認證講師

專長領域
兩性關係／心靈成長／親子教育

演講或課程主題
轉動奇蹟／探索身體與心靈的共舞／從關係中找回生命的核心價值／從受苦到喜悅的轉化之道

聯絡方式
電話：0931-904-515

林易婕

信箱：ni149ni@gmail.com

整合達人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萬物居於易中而不變 ! 化繁為簡，隨時掌握其自然規律之道！

講師簡介
身心靈健康、潛能力量成長、療癒，催眠、舒眠壓力釋放專家，財會稅
務帳務顧問，英文親子遊戲探索帶領人，英文『教學裝置』記憶工具專
利人！清涼音、八方、精湛、企業大學基金會演講及授課。中華華人講
師聯盟專業認證講師。『北京世界華僑精英聯盟與北京中華名師聯合會』
台灣分會秘書長與副秘書長。中國企業教育百強連續三屆十佳培訓專家
暨十大品牌課程獎，『中華全球人才發展協會與台灣企業教育培訓聯誼
會創會理事暨專業講師』

專長領域
身心靈／催眠／舒眠／敦煌能量舞／動態靜心／財會稅務／帳務實務／
英語應用～生活旅遊類及親子類，上述含一對一諮詢與中／大型及精製緻小團體

演講或課程主題
啟動身心靈 ~ 催眠讓您釋放壓力與睡好眠！／靜心、清心、寬心 ~ 放寬心生活／
啟動自我療癒的健康觀／英文教具『教學裝置』記憶工具的應用 ( 英文親子拼字遊戲探索 )

聯絡方式
電話：0916-725-655 ／ 0982-697-773 信箱：yijie.doris@gmail.com
網站：www.yuej.com.tw ◎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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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美玉

魅力導演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不偏不倚之「中庸之道」最殊勝

講師簡介
生動活潑的授課方式、精彩實用的課程、精準方法的提供、充滿魅力與愛
是上過課學員給予美玉老師的回饋！
經歷：◎國防部女青年工作大隊教官 ◎ 1992 年環球中姐
◎電台節目主持人、配音員
◎桃園福爾摩莎扶輪社創社秘書
◎南山人壽區經理／教育訓練講師 ◎ IARFC 國際認證財務顧問
◎美國 NAHA 國家整體芳療師協會認證芳療師
◎ 2014 中國培訓我是好講師百強〝最佳風采獎〞
現任：◎林格企管負責人／關懷生命協會理事長／活動品質促進會會長
著作「做自己的導演」書籍及有聲 冥想 CD 系列

專長領域
口語表達訓練／講師培訓／禮儀訓練／主持人、司儀培訓／
潛能激發／團隊動能／生命教育／整體芳療

演講或課程主題
做自己的導演／溝通、溝通，煩事皆通／職場及社交通用禮儀／做自己的療癒師／
稱職司儀 VS 魅力主持／協助孩子做自己的導演 ( 學校親職講座 ) 面相、星座實務運用學／
壓力及情緒管理／團隊激勵、溝通與合作
聯絡方式 電話及 line ID：0932-001-974 ／ 03-3391685 微信 ID:may80091
信箱：angel0815@gmail.com
Facebook：林美玉 May

林美杏

IAC 國際執業教練 / 管理學博士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戰勝自己 永不放棄 團隊合作 超越巔峰

講師簡介
湖南省中南大學管理學博士畢，創立兒童教育連鎖學校，現為國際顧問
公司總經理 / 執行長、IAC 教練、正念種子講師、CMC 顧問師、CPC、
中華人事主管協會及多所企業顧問與講師並在大專院校教授產學合作就
業核心職能課程。
經歷：研發「職能分析測評」針對職能落差導入企業人才培訓，2018 年
取得 Oxford 正念中心師資 M1、M2 培育證書，導入「正念覺察」及教
練式領導管理，透過「九大精粹」提問、思考並展開行動。授課風格熱情風趣、由淺入深，透過「腦
力激盪」、「碎片式學習」及「體驗式活動」帶領，喻有「國際正念教練達人」及「職能達人」封號，
更是企業知名正念教練、企業講師與企業顧問。著有「翻轉式高績效團隊力」、合著「贏戰高峰 職涯成功八大秘笈」等書

專長領域
教練領導／企業正念／經營管理／職能分析／行銷溝通／親職教育

演講或課程主題
教練式領導與管理、企業內部講師培訓、連鎖店行銷經營管理、顧客關係管理與抱怨處理、創業
輔導、親子教練 - 談高效能父母與品格力

聯絡方式
FB: facebook.com/loten0911248789
Wechat ID：M0911248789
64

LINE ID :0911248789

EMAIL:loten.lin@msa.hinet.net

林齊國

學習長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終生學習

用心發現

講師簡介
1951 年生於香港，後舉家遷居寮國，1975 寮國淪陷後，以寮國難民身
分在台灣落腳，立足台灣餐飲業卅餘年，以終生學習的精神，成為國內
最大婚禮連鎖企業 ~ 典華幸福機構創辦人。致力推動「學習型組織」、「服
務性團隊」，使典華在打造每場幸福婚禮之外，也能以自己做「典」範，
推動社會更昇「華」。

專長領域
終生學習

演講或課程主題
學習／溝通／授權／服務

聯絡方式
電話：02-8502-6699 分機 520 信箱：magnet@denwell.com

林惠蘭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講師簡介
經典文化創意有限公司 負責人
夢想者圓夢學院 共同創辦人
國際教練總會 (ICF) 認證 專業教練
中華華人講師聯盟 (ICSA) 認證 專業講師
中華兩岸講師智庫 認證講師
中國生產力中心 合作講師
薩提爾系統轉化治療模式 專業訓練
個人、團隊、企業 教練
多家管顧公司合作 講師 / 教練

專長領域
個人教練／教練式輔導培訓／口語表達／企業內部講師培訓／經典導讀

演講或課程主題
教練式輔導研習營／卓越演說技能培訓／經典書籍系列導讀／讀論語學修身

聯絡方式
電話：0932-032-106 專線：02-2977-2876 信箱：yuanffa@gmail.com
經典文化創意有限公司：http://classics2012.blogspot.tw/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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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靜霞

親職教育講師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內在圓融就能創造外在世界的豐盛

講師簡介
台北廣播電台親密關係節目主持人、台北市警察局家庭心理學課程講師
台北市政府公務人員訓練處講師、台北市教師研習中心講師、公務人力
發展中心講師、輔大附設婦女大學講師、新北市家庭教育中心講師、台
視伴我成長節目講師
自由時報觀念轉彎專欄主筆、專家企管顧問公司講師、清涼音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講師等等

專長領域
親職教育／人際關係／壓力調適／情緒管理／自我探索／潛能開發

演講或課程主題
談家庭互動 - 兩性相處的愛與礙／和諧親子關係 - 跨越代溝智慧心／
談人際關係 - 知人知面又知心／快樂是一種選擇 - 談自尊自愛與愛人／
從人格特質談壓力調適與情緒管理等等

聯絡方式
電話：0934-259-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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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箱：linchin568568@yahooo.com.tw

洪慧貞

親職教育講師／樂齡講師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一步一腳印，成功永相隨。

講師簡介
從事親職教育 15 年來，相信教育從「家 ｣ 做起，父母是孩子的啟蒙者、
教育者，更應該了解孩子的發展特性，進而適性而教，隨著時代的變遷，
透過簡單的教學，致力於親子互動及實作體驗，讓家長快速、正確的學
習知能及技巧，建立良好的親職觀念。
證照：
教育部家庭教育專業認證講師／教育部樂齡教育專業認證講師／
蝶谷巴特認證講師／社區安全管理師丙級人員

專長領域
親職教育／性別平等／情緒管理／安全管理

演講或課程主題
一、親職教育／建立孩子自信的方法／如何培養高 EQ 的孩子／優質陪伴／親子溝通樂／我該如
何成為稱職的父母
二、性別平等／愛與尊重／性別與家庭／幸福家庭的經營
三、情緒管理／壓力管理與情緒管理「心」妙招／情緒紓壓一點通／正向情緒管理
四、安全管理／防災訓練及預防／職場火災預防

聯絡方式
0932-020-157

徐培剛

E-mail:trista8888@gmail.com

幸福正能量文創 執行長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衡量成功的真實指標，是幫助自己、家人與世人從幸福到更幸福。

講師簡介
幸福正能量文創 執行長 & 一對一企業培訓顧問／教練
中華華人講師聯盟 2013~2014 秘書長（現任理事）
獲選 2014 中國培訓 - 我是好講師 全國最佳 30 強講師
獲選 管理雜誌 500 大企業講師 2015 台灣風雲講師
美國 领越 ® 领導力 導師／ FDT® 克服團隊協作五項障礙 導師
知人善任 DISC 顧問老師／英國 Tony Buzan 心智圖 培訓管理師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土木與防災研究所 管理碩士

演講或課程主題
見自己，回歸真我身心安頓 — 正向思維力 — 職場幸福正能量、情緒管理、目標設定、DISC
見天地，擁抱團隊組織健康 — 正向團隊力 — 職場新人訓、新生代管理、FDT、幸福企業領導力
見眾生，人我信任職場安穩 — 正向影響力 — 職場有效溝通、TTT、感動服務、世界咖啡館等
服務客戶：P&G、SAMSUNG、CANON、CHANEL、Deloitte、Watsons、SK-II、MISUMI、
旺宏等 …

聯絡方式

電話 :0937-888-094 網站：分享家 .com
歡迎參考網站授課記錄及授課服務說明，
將「邀請單」mail 至：Service.Pkgroup@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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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慈憶

關係專家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活出有價值的生命

講師簡介
慈憶老師目前為心靈海國際教育集團訓練師，累積數百人個案，幫助許多生
命。從小在破碎家庭中成長在寄養家庭與校園被霸凌、婚姻一度瀕臨滅亡，
從憂鬱走出來，成功翻轉人生並站在舞台上幫助人。致力用生命影響生命，
致力降低離婚率與憂鬱症，期望發揮影響力為社會注入正能量，創造幸福下
一代，詳見 https://ppt.cc/fsVs3x
經歷：清華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碩士／中國國家級心理諮詢師／心靈海國際教育集團訓練師／心
靈海國際教育集團企業內訓講師／生命樹校園基金會校園種子訓練師／兆紀光電有限公司教育訓
練顧問／世界華人婦女工商企管協會新竹分會副會長／中華華人講師聯盟認證講師／ 5A 國際女
人俱樂部理事

專長領域
人際關係／靈魂團隊／親子教育／兩性關係

演講或課程主題
活出生命的價值與綻放／打造靈魂團隊／做情緒的主人／告別憂鬱／婚姻正能量

聯絡方式
886-918-338-079

line shimmy319

網站

官網：www.shimmy319.com

張文禎

shimmy319@gmail.com

粉絲頁：https://ppt.cc/fTVzbx

Power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人要成功就要打破慣性

講師簡介
我參加社團 40 年，擔任過 12 個社團的會長、社長、理事長，最喜歡華盟，
我們是學習型的社團，大家都是頂尖＋優秀＋卓越。展現長才、發揮團
隊精神、產生強烈凝聚力。我擔任法制長，希望榮耀再現、精彩無限。
我願用有限的生命，做無限的工作，嘉惠人群、事業管理、社團經營、
人生規劃、加倍努力。祝心清、面光、福到、財來，每天都身體健康，
滿面春風，走路有風、事業成功，財路靈通。

專長領域
社團經營／公眾演說／人際關係／建築事業

演講或課程主題
如何透過社團參與踏上成功之路／建立自信心的成功魅力／想成功靠溝通與人際關係及情緒管理

聯絡方式
電話：02-2752-8867 ／ 0912-926-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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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箱：power66269@yahoo.com.tw

張本超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生活即修行，踏實的過好每一天

講師簡介
自從清華大學化學研究所畢業後，累積了將近 30 年的電子業研發及企劃
工作經驗，曾多次到國外進行技術移轉，擔任半導體封測、LED 及太陽
能廠研發部經理與技術協理職位，之後也做過董事長特助的工作，現以
專業職能從事技術輔導講師與顧問工作。
曾任半導體封裝廠與 LED 廠研發部經理／曾任太陽能模組廠研發處協理
／曾任電子材料廠董事長特助／中華價值管理學會副價值專家／中國生
產力中心經營管理顧問師班結業／全方位經管顧問團顧問

專長領域
策略規劃／經營管理／創意與創新

演講或課程主題
精實生產／價值工程／研發管理／技術移轉／品質管理／經營管理整合性輔導

聯絡方式
手機：0933-979-126 E-mail：bc.chang@msa.hinet.net

張飛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健康學習要科學而非神奇

講師簡介
罌粟花健康諮詢工作室 負責人
行為治療師
健康管理師
嘉南藥理大學藥學科藥師
高苑科技大學應用外文系
樹德科技大學人類性學研究所碩士班

專長領域
醫藥科學背景，專長研究男女性功能相關藥物與肥胖代謝疾病預防／人類性學研究

演講或課程主題
性健康／性治療／性諮商理論與實務／性藝術與性文化／性教育等

聯絡方式
電話：0935-848-668 信箱：changpeter121@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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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淡生

激勵行銷高人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感恩的心對父母、愛心對子女部屬、誠心來做人
熱心去做事、忠心給事業、信心留自己、凡事用心萬事 OK

講師簡介
演講宛如行雲流水，他說話的速度很快，不但會加速聽眾的心跳，還會
帶動人們的情緒。三小時的時間，他就可以給你六小時的收穫，所講的
每個小概念，都可以延伸成為數個大觀念，帶給人莫大的衝擊。每個問
句，都會讓人想要點頭 SAY YES ！實戰經驗很強毫不藏私的分享。外型
高大挺拔且肢體很有氣勢。演講讓人一直想繼續的聽下去。

專長領域
名演說家／行銷高手／組織戰將

演講或課程主題
魅力行銷／魅力增員／全方位時間管理／告別壓力快樂成長／建立一流自信與魅力等等

聯絡方式
電話：0910-030-418

信箱：ts@nanshanlife.com.tw

網站：www.aaronchang.com.tw

張瑩瑩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花若盛開，蝴蝶自來；人若精彩，天自安排

講師簡介
張瑩瑩從事護理師有十幾年的經驗同時也是公眾表達體系訓練講師，擅
長項目主要有公眾表達、人際關係溝通及健康講座。
中華華人講師聯盟認證講師／ 2018 兩岸三地華人好講師前十強／ 2017
扶輪好講師全國十強／台北市健言社社長／社區大學口語表達班講師 /
新光金控健康管理師／馬偕紀念醫院臨床實習生指導老師／振興醫療財
團法人振興醫院專科護理師／短篇即興工作坊結訓學員／ MBT 全人訓練
中心輔導老師

專長領域
公眾演說／即興聯想／人際溝通／預防保健

演講或課程主題
表達技巧三重奏／激活關鍵社交力／即興玩心房／健康保健系列／聰明吃，健康瘦

聯絡方式
電話：0922-277-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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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箱：claire0719@hotmail.com

曹健齡

使命願景達人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思利及人、心想事成。

講師簡介
人人稱呼他「曹班長」，42 歲退役，53 歲創業，當別人面對退休之際，
他卻再次開創更精采的人生旅程。曹班長是位「與人合作、主動積極」，
「正面思考、有行動力」的「使命願景」達人。
人生最關鍵的二十年 (60 歲到 80 歲 )，如果您的 “ 健康 ”、“ 家庭 ”、“ 財
務 ” 都出問題，在這些情況下，您就無法有尊嚴、有價值的度過餘生！
要避免上述三個問題發生，您一定要「終身學習」。曹班長的「人生定位」
就是「終身學習、創造價值、年輕老人」。
管理大師彼得 ‧ 杜拉克說過：「人生上半場是有計畫的佔有，而人生下半場是有計畫的拋棄。」
曹班長現在是「使命願景」的實踐者以及「人生下半場」的推廣者。

專長領域
ISO 管理系統

演講或課程主題
使命願景的人生、富足樂活的人生下半場。

聯絡方式
電話：0932-320-743 Line ID：0932320743 WeChat ID：tsao1275
信箱：tsao1275@ms14.hinet.net

梁修崑  社團達人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在服務過程中要吸取經驗！經驗的累積就是成功本錢！
打仗打在開火之前，成功取決於準備之日！

講師簡介
梁修崑服務廣播媒體 40 年，從事企業教育訓練二十餘年，對企業中階
幹部培訓、領導統御、公共關係、優質團隊建構等都有獨到之見解！修
崑並參加 100 餘個社團，擔任過各職類領導者，修崑對社團 ( 非政府組
織、非營利組織 ) 之經營與管理尤其精通，社團達人將給您最佳的協助！

專長領域
教育訓練規劃與執行／高績效優質團隊訓練／企劃案的擬定與執行／
社團的經營與管理／全方位會議管理

演講或課程主題
◎我積極協助全國社團能永續經營並發揮預期功能，修崑將以「社團的經營與管理」與「全方位
會議管理」兩大項課程與社團長期協助與合作。
◎企劃案的擬定與執行是我的特長，會展規劃與服務是我的強項，期望有您的參與，歡迎有興趣
之團體、協會理事長或秘書張邀約。
我在劍潭青年活動中心志清大樓 2 樓 5202 室成立「全國社團聯合服務辦公室」並設有一間可容
納 30~40 人之會議室，歡迎社團朋友預約使用。

聯絡方式
電話：0987-871-871

信箱：Lsk871871@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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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汝彪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人生以創造為榮

講師簡介
現職 : 全球事業 自由演講人
 歷 : 全球領袖管理學院國際中國管理師／國際金融保險理財規劃師／臺灣首位 MDRT 榮譽會員
經
／臺灣首屆成功企業經理人／中國理財十年最具影響力講師／醒吾商業學院保險副教授／國泰人
壽大陸市場發展負責人／太平人壽總公司高級顧問／中國保險紅博會表彰梅汝彪對促進兩岸保險
交流合作人才培育／作出積極貢獻宣佈梅汝彪榮膺 2017 年【中國保險業終身成就獎】

著作
《贏在保險》新華出版社發行

專長領域
壽險投資與理財／增員與組織發展／高端保險市場之開拓／創說會與高端產說會／批量培育壽險
超級業務員

演講或課程主題
讓心靈做主／女性領導力／生命的轉型／尋找屬於自己的陽光

聯絡方式
聯絡電話 :13801683458

許美志

EMAIL:meitiger1213@q.q.com

meitiger@gmail.com

身心靈引導師 Elaine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智慧不在於經歷了多少，而在於領悟了多少。

講師簡介
許美志老師，美國加州藝術學院、加拿大知見山心理學院畢業，少女時
在醫院服務擔任謢士，結婚後和先生經營美城燈飾進出口業共三十八
年。1998 年與加拿大知名心理學家，領袖訓練大師 Christopher Moon
在台灣合作創立願景國際教育機構共八年，同時美志創立兩個協會，十
多年來在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榮譽觀護人協進會做心靈輔導志工及公
益社團服務，並舉辦心靈成長課程、讀書會引導，由於“無所求就是有
所得，不是得到就是學到，我喜歡這句話，很健康的人生觀，希望順應
生命之流與大家會合，共同創造更豐富的人生。

專長領域
個人心靈輔導／人際關係／終生學習／自我探索／燈飾藝術美學

演講或課程主題
讓心靈做主／女性領導力／生命的轉型／尋找屬於自己的陽光

聯絡方式
信箱：meichih1207@gmail.com LINE ID：meichih1207 電話：0930-777-617

72

許舜南

孫子兵法專家與策略教授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不斷的學習與精進，才能創造無可取代的優勢與競爭力

講師簡介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法學碩士、美國「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智庫 2005 年華美戰略論壇
研究。
瑞士歐洲大學 (European University) 企業管理博士。
現任：國防大學戰爭學院暨戰略研究所助理教授

專長領域
領導統御／潛能激發／自我成長／孫子兵法運用於企業經營與管理

演講或課程主題
有效運用孫子兵法策略提升企業競爭力／勇於改變開創贏家的競爭力／
如何培養企業主管的決策力與執行力／團隊的領導與激勵／
兵法三十六計運用於提升企業行銷策略

聯絡方式
電話：( 公 ) 03-3657-891 ( 宅 ) 04-8357-011 ／ 0933-418-428

信箱：wa7001@nd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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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鈴

天鈴鈴地鈴鈴

健康塑身找陳鈴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講師簡介
擁有 100 多張證照
已出版 12 本書、教過 40 萬人次（將近 30 年的教學經驗）
體適能大眾運動、運動傷害 & 運動理療、健康管理 ... 等等

專長領域
健康管理

演講或課程主題
尋找身體幸福感／職場的健康促進／職場魅力學／預防職業災害／
中西舞蹈藝術史／羅馬競技運動史／多元文化舞蹈美學／運動美學／
魅力來自儀態／全方位之職場禮儀／美姿美儀的訓練等等

聯絡方式
電話：0930-480-890 信箱：jessica.chenling@yahoo.com.tw
Facebook : jessica.chenling 陳鈴

陳立祥

行銷鬼才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相信奇蹟，必有奇蹟

講師簡介
經歷：MDRT IDA 演講嘉賓、
2008 世界華人保險大會 IDA 主管白金龍獎
2013 MDRT 世界保險圓桌會議頂尖會員 COT、2006~09 保險信望愛獎
最佳社會貢獻獎、無數次單月收保險費破億元台幣獎勵、富邦人壽國外
高峰會議十二連霸、富邦人壽國外高峰會議 2011~2013 極峰會、中華華
人講師聯盟 1~4 屆理事、第 3 屆海外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

著作
轉角看到陽光／陽台上的人／行銷魔法書

演講或課程主題
優勢贏銷成功致富／出入頭地方程式／保險會有錢／創意行銷 50 招

聯絡方式
專線：02-2528-6266 ( 陳立祥經理秘書處 ) 電話：02-2747-8877 #2100
信箱：fubon009118@yahoo.com.tw
新浪微博 ... 收尋 ” 台灣陳立祥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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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亦純

保險佈道家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寧可微笑生皺紋，莫因嚴肅而蒼老

講師簡介
42 年的保險資歷，三十多本著作，蟬連 11 次的全省業務冠軍
現任：
台大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台北市生命傳愛人文發展協會理事長
中華華人講師聯盟 2008 年會長
兩岸醫養聯盟金融保險學院執行長

著作
我有理由不買保險／了凡四訓心想事成／保險大贏家等 31 本作品

專長領域
金融保險／團隊／創意

演講或課程主題
保險大贏家／心想事成

聯絡方式
電話：886-927-000-168

陳志明

電子信箱：aisun@tai-one.com

臉書、微信，關鍵字《陳亦純》

策略管理博士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知識改造命運

講師簡介
陳志明博士是致力於卓越營銷模式、企業優勢策略及溝通影響魅力的實
戰型學者。他不僅是深具啟發的演說家，同時也是各大企業社團爭相邀
聘的培訓顧問。從事公眾演講、團隊成長研習、個人成就教練及多家公
民營機構經營顧問 20 年以上歷練，演說超出 5000 場，並榮膺亞洲八大
名師。已出版超出 100 種主題以上的培訓影音光碟。

專長領域
企業優勢策略／國學管理／商業獲利模式／個人巔峰成就

演講或課程主題
總裁易經班／兵法商道班／王者策略班／創新思維班／經營企劃案／獲利模式班／領袖魅力學／
巔峰成就學／深層影響力／攻心成交學

聯絡方式
電話：0939-996-639

信箱：icandoit@seed.ne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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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芃 ( 羽芃 ) 時尚購物專家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一生一定要為自己去冒險一次

講師簡介
一個來自花蓮縣光復鄉山裡長大的孩子，在 20 歲的時候就獨自一人離鄉
背景來台北打拼工作，從一個跑龍套的小演員到考進東森當購物專家，
2010 年進入芥菜種愛心育幼院當志工老師。募推廣二手義賣活動，希望
能幫愛心育幼院蓋個家，希望大家一起投入愛心行動。我的人生座右銘
燃燒自己照亮別人。

著作
專欄文章 - 購物專家投資術

專長領域
中華財經台 - 投資大學堂擔任節目製作人及主持人／ 2016 年參加中國廣播公司《中廣超級演說
家》奪下季軍／ 2016 年擔任南京第一大基金公司中商控股公司 - 教育／ 2017 參加台灣永信製
藥康麗樂健康事業第一屆講師大賽第一名／ 2018 年擔任廣州省翡翠協會教育長負責訓練 - 淘寶
直播主訓練銷售／ 2018 年參加世界八大暨亞洲八大講師 PK 大賽獲得 - 年度雙料冠軍／ 2018 年
擔任台中美麗人生購物台 - 特約主持人／ 2018 年擔任華視訓練中心教育訓練／主播班／主持人
班講師／ 2019 年擔任冠軍夢想台 - 命運真好玩節目 - 製作人兼主持人

演講或課程主題
電視品牌行銷／電視主持人訓練／公眾演說 - 舞台上的魅力／網紅直播銷售課程聯絡方式

聯絡方式
手機 :0937-977-347

陳佳華

FB: 陳羽芃

LINE:vivapon

微信 :cp19670902

視效規劃培訓師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不做不會怎麼樣，做了就會不一樣

講師簡介
陳佳華老師是公眾表達訓練體系熱門講師，也是許多社團講師班的指
導老師。演講及課程主題多以公眾表達、視效規劃、講師培訓為主，
在機關學校或社區也常受邀分享軟性主題，如平面設計、花藝設計、
科普教育及醫療健康相關課程。
專業領域涉獵寬廣，授課對象年齡跨度大，善於針對對象變換教學風
格，體察不同族群需求，引導學員找到問題並耐心協助調整。
此外也在多次大型比賽上獲得佳績 -「2018 年兩岸華人好講師總決賽前十強」及「2017 年扶輪
好講師全國前十強」，優異表現頗受關注與好評。

專長領域
講師培訓／視效規劃／醫學保健／科學教育

演講或課程主題
講師培訓類：課程規劃／公眾表達／簡報製作與設計
視效規劃類：視覺行銷／圖標應用／色彩搭配／花藝設計
醫學保健類：樂活銀髮族／奈米科技／癌症治療
科學教育類：國小科普／國中生物、理化／生命科學相關

聯絡方式
微信 :cindylouwhot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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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 ／手機 : 0937136663

信箱 : chenchiahua20@gmail.com

陳於志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活出每一分秒 認真做每一件事 做的對人類有幫助的人

講師簡介
陳於志為百略學習教育基金會董事長，並擔任過中華民國組織學習協會
理事長、全人生命科技公司董事長、中華知識生產力協會榮譽理事長，
並兼任許多協會、基金會、公司的高階職務。
專長涵蓋於成人教育與學習、學習型組織與組織學習，以及許多溝通技巧的課程，有如對話領導
與創新歷程、雙贏談判與顧客管理、會議效率促進與管理等等。是一位學理與實務兼具的實踐家。
他的座右銘「活的時候要快樂，因為你會死很久！」，這句幽默卻又充滿智慧的話，就像是理事
長給人的感受。是一位非常具有實踐家精神的風範的人物。

專長領域
策略規劃／教練技術／經營管理

演講或課程主題
超越管理——建立一個持續卓越的經營環境
學習型組織與組織學習 ( 理論與實務 )
組織學習與企業發展——企業成功轉型八步驟
願景經營與管理——願景建構、策略回饋與績效評量

聯絡方式
電話：0939-249-921 信箱：eychen99@gmail.com

陳昭良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研究、創新、與落地

講師簡介
台灣大學商學研究所
‧「數位學習決策引導與分析」教學發明專利者
‧「TeamWell 市場動態競爭，實戰模擬軟體系統」創始人
‧「動態競爭 作戰地圖」管理技術創始人

專長領域
策略規劃、行銷管理、動態競爭策略

演講或課程主題
動態競爭策略、市場實戰模擬演練、市場作戰地圖分析與實作。
企業經營是面對一個複雜、變化的市場環境，是敵我心智賽局對抗的競爭情境。面對此動態複雜
情境，企業最需要的不是抽象知識理論，而是靈活應變能力。然而，現在許多策略教學過於模式
化與程序化，講述過多靜態思維，而無法教會學員活學活用之應變之道。
有鑒於企業培訓主管，目的是使其成為戰將而不是書生。陳老師發展可讓企業學習動態市場競爭
決策的「市場實戰模擬培訓軟體」，與可供企業用於推演市場作戰策略擬定作戰方案的「市場作
戰地圖分析系統」。

聯絡方式
公司網址：teamwell@ms21.hinet.net
2019

77

中華華人講師聯盟

INTERNATIONAL CHINESE SPEAKERS ALLIANCE

陳源洋

選才達人 + 改善運勢行動達人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慈悲沒有敵人，智慧不起煩惱

講師簡介
具有人力資源背景的源洋老師，擅於用西方的「人格特質分析」與中華
文化固有的「姓名學」為企業選擇優質人才，或是為企業建構高績效團
隊，也為個人解析姓名的影響力，讓個人能夠深入瞭解自己，為自己開
創更佳的人生運勢。

專長領域
心靈成長／教練技術／人資行政／講師培訓／
人格特質分析／人力資源／姓名學

演講或課程主題
企業講師培訓／善用人格特質選擇優質人才／人格特質與溝通技巧／探索姓名密碼／從姓名透視
你的理財 DNA ／如何從名字發掘優質人才／姓名學入門基礎／姓名學進階課程

聯絡方式
電話 : 0933-152994

E-mail: eddychen.obio@gmail.com

LINE ID: 0933152994

陳嘉昇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不要輕言放棄，因放棄只要當下一個念頭，但成功是要靠不斷的努力與
堅持

講師簡介
元智大學管理碩士／中華民國健言社認證講師／中國生產力中心 (CPC)
合格之經營管理顧問師／中華專業經理人研究發展協會認證之企業專業
講師／目前為企業專業經理人與企管顧問公司之特聘顧問、講師。喜歡
快樂學習成長，真誠的與人分享

專長領域
銷售管理、溝通表達、經營管理

演講或課程主題
顧客關係之經營管理、如何有效提高銷售戰力、客戶殺價應付與客訴抱怨處理、突破低潮邁向高
峰、讓自己成為一流的主管、說話的藝術、高績效的時間管理、跨部門的溝通協調與衝突管理。
企業經營管理診斷輔導。

聯絡方式
電話：0928-831-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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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箱：bruce@sharktape.com

陳麗卿

企業的造型師·個人品牌的塑造者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魅力，是最好的推薦信

講師簡介
亞洲形象管理書籍著述最豐作家，共 20 餘冊

●

現為 Perfect Image 陳麗卿形象管理學院負責人－個人品牌包裝已超過
20000 人次， 企業訓練、顧問服務逾 300 家，如台灣高鐵、LEXUS 凌志、
國泰世華銀行、宏達電子、中國美的集團…等
●

曾任紐約服裝設計師－自創 Zoe Rao 品牌

●

外交部服裝禮儀特約講師

●

專長領域
個人品牌包裝／國際商務禮儀／企業制服設計與規劃／形象顧問培訓

演講或課程主題
個人品牌塑造／國際商務禮儀／高端服務訓練／領導者形象包裝／形象顧問培訓

聯絡方式
電話：02-2707-1570 信箱：service@perfectimage.com.tw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perfectimage.com.tw

彭智明

彭氏氣功創辦人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心安身定道隆 , 完美平衡人生

講師簡介
智明是彭祖第 72 代子孫，1974 年，建中高二時創立霆斬社，高三時，
與兄長智宏成立霆斬門武館 ( 智明任館長兼總教練 )，就讀台大法律系期
間，教過 3,500 人，後轉任英文記者，曾任世界三大通訊社駐台特派員，
於 2010 年 , 創立彭氏氣功，將家傳高深武學極簡化為簡單，易學，省時，
有效的高效能健身法，每日只要練十到二十分鐘，六週即入門，練成傳
說中的鐵腹功。強調快樂的練，智慧的練，不須苦練，更可強化心力，
念力，有助事業成功。

專長領域
氣功教學／英文教學／新聞觀察分析

演講或課程主題
彭氏氣功與健康管理／外籍新聞社駐台特派員的角度看台灣／如何在三個月內學好英文

聯絡方式
電話：0936-219-481

信箱： jamespeng1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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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慧俐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活出自己、對生命熱情、讓願景引領自己、Just do it ！

講師簡介
台大外文系畢業，美國普林頓大學東方醫學碩士，首位華人親密關係導
師、華人撰寫關係系列靈性書籍作者。擅長運用塔羅牌、西洋星盤、核
心轉化等工具，協助個人做心靈諮詢與自我成長，目前為生命之光身心
靈成長中心執行長

專長領域
心靈成長／個人成長／兩性關係／溝通、療癒

演講或課程主題
零極限之心靈放輕鬆／如何向宇宙下訂單？／愛情塔羅占卜／十二星座之愛情密碼／
十二星座之情慾密碼／男人女人密碼／愛在心口難開 - 談家庭溝通

聯絡方式
手機：0982-644-966 信箱：imentorlily@gmail.com
Lily 曾慧俐的關係花園 Line ID：gov9679r

黃志湧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如果真心渴望一個願望實現 . 天上的星星也會飛下來忙

講師簡介
曾任亞洲漫畫家大會執行長，親子心理學專家，擁有近 10 張國際心理學
及企業管理執照。蔡康永節目搭檔主持人。北京電影學院，臺北師範學
院，成都師範學院，北京首師大，中國傳媒大學等超過 20 家學校客座教
授。進行環保公益 20 餘年，目前在中國進行一項環保公益 " 綠億行動 "
免費送一億本環保漫畫給一億個小學生。
北京版權中心，天使匯，3Y 靠譜創投等多家文創投資會評委及創業導師。

演講或課程主題
◎親密寶貝 - 親子心理學課程 ( 開啟你與孩子的一輩子的甜蜜與信任 )
◎心理學相親會 ( 在心理學活動中，瞭解自己，瞭解對像 )
◎創造力漫畫課 ( 五分鐘教你會畫漫畫，開啟你全方位的創意創造力 )
◎職業漫畫家課程 : 想當漫畫家，這是唯一有效的課程
◎五項修練 :（1）自我超越；（2）改善心智模式 ；（3）建立共同願景；
（4）團隊學習；（5）系統思考。

聯絡方式
電話：02-7708-5640：台灣手機：0939-616-163 大陸手機：186-1004-9282
微信：max2to E-mail：max2to@163.com 微信：max2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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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智遠

安迪教練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做事有品質、做人有品德、生活有品味

講師簡介
安迪教練因著找到了天賦與使命，除了擔任多個事業負責人，也創辦多
個社團、協會與教育事業，事業的背後，是要對人們帶來更多的貢獻。
安迪教練豐富的人生經歷，造就他凡事正向樂觀的生活態度，也因此立
志協助更多學員找尋與突破自我，讓生命更美好！透過教練式引導，搭
配輕鬆活潑的教學風格，讓學員在自然的互動下，掌握學習重點，課後
亦能自信展現學習成果。
「天生我才必有用」智遠知曉人生最大的富裕，除了外在物質上的財富，
還有內在心靈的滿足，而這些都跟自己的天賦與天命息息相關！
我的人生使命：啟發人們創造生命價值、做對社會有貢獻的事！願我能協助你找到自己最美麗的
鑽石，並用天賦創造屬於您獨特的人生經驗！

專長領域
工作坊／個人成長教練諮詢／天賦特質分析／專題演講／企業內訓／講師培訓

演講或課程主題
親子關係／人際互動／自我激勵／身心靈工作坊／天賦使命夢想探索工作坊／
團隊激勵／有效目標設定

聯絡方式
電話：0910-397-085（台灣）158-8960-9676（大陸） 信箱：andyhuang6963@gmail.com
微信：andyhuang6963 Line：0910397085FB : 黃智遠（Andy Huang)

楊世凡

揚帆 教練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成己達人 己立立人 幸福人生 共善社會」

講師簡介
國立空中大學、台北城市科大 講師／國際教練聯盟 (ICF) 認證專業教
練 (ACC ACTP, 2016~2019) ／亞洲區首次 Google 學院 SIY Leadership
Program 認證 (2016) ／國際望岳集團「IAOL 組織發展精要」(2016) 及
「IAOL 領導力教練」專業認證 (2017) ／華盟 認證講師 (2016~2019)，
第六屆出版編輯委員會副主委、第七屆副秘書長、第八屆秘書長、第九
屆常務理事／ 2016 臺灣風雲講師認證／ 2017 第一屆台灣扶輪好講師
全國前三十強／台灣行動學習協會 (WIAL-Taiwan) 秘書長 (2014~2016)、
理事 (2016~2020) ／國際教練聯盟臺灣總會 (ICF Taiwan) 親子教練 SIG 召集人 (2015)、第六屆
理事 (2018~2020) ／中華適性教育發展協會 副祕書長 (2014~2016)、理事 (2016~2018)

著作

1.<< 平衡的力量 >>

2.<< 堅持的信念 >>

專長領域
生命成長／人際關係／領導力發展／高績效團隊建立／個人與團隊教練

演講或課程主題
親職教育／生涯發展／創新創業／職場溝通／社會企業

聯絡方式
行動電話：0928-505-605 電郵信箱：tocindy1027@gmail.com
FB：揚帆 (http://www.facebook.com/profile.php?=100004515753389)
LINE ID：cindyyang12345 Wechat ID：taipeicindyyang Skype：Cindy Yang (tocindy1027)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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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宗憲

管理顧問 Sam T.H. Yang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Be Catalyst for a Better World

當責盡己之能，打開無限可能

講師簡介
克 斯 安 森 管 理 顧 問 公 司 (Kristiansen & Associates Consulting / LSP
Taiwan) 共同創辦人暨總監、中華民國企業經營管理顧問協會理事，同時
也是多個單位諮詢輔導顧問 ( 其他資歷詳網站 )。擁有 20 年豐富跨產業
開發、管理、及業務經驗，在多個領域有各式商務企劃、組織發展產品
服務開發、國際業務、專案管理等相關歷練，熟稔跨文化跨領域整合協
調及管理。

專長領域
策略規劃／教練技術／組織領導／經營管理／創意與創新／工作坊設計與引導

演講或課程主題
LEGO® SERIOUS PLAY® 樂高認真玩 (LSP) ／策略規劃與會議引導／教練式領導／未來思考／
設計思考／敏捷與精實思維／創新創意／新創事業輔導／高效團隊教練／團隊共識建立／關鍵優
勢掌握與發揮／問題分析與解決

聯絡方式
電話：0935-378-990
信箱：hello@samthyang.com ／ LSPTW@knac.com.tw
網站 : www.samthyang.tw ／ LSP.tw

楊鎮宇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所有生活中的挑戰與考驗都是成長的契機

講師簡介
中華民國紳士協會講師。仁愛國小教師教學輔導團講師。宜蘭縣大理國
小教師在職進修講師。福智文教基金會精彩人生講師。忠孝國中父母成
長班講師。大安國中家長成長班講師。台北縣保母協會溝通技巧課程講
師。上海樂攀林成長學院講師。台中市商業會講師。泰山職訓局講師。
桃園職業訓練中心講師。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講師 ( 緩起訴民眾強制教
育 )。實踐大學通識課程講師。華梵大學助教培訓課程講師。

專長領域
NLP 神經語言程式學／溝通技巧

演講或課程主題
識人學 V.S. 讀心術／樂在工作 愛在生活／職場溝通與人際關係／突破現狀，自我成長／
如何輕鬆愉快又有效率的學習／從生命靈數的認識談潛能開發

聯絡方式
電話：0988-818-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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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箱：yangedmond168@gmail.com

陶  文

未來學達人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人生最美麗的境界，就是讓明天的自己，感謝今天的自己

講師簡介
中華生活易術研究協會 理事長
工商時報財經專欄作者 (30 年 )
非凡電視台商業週刊專欄作者 (10 年 )
中時電子報財經財經專欄作者 (20 年 )
工商時報寶石開運專欄作者 (5 年 )
著作：風水別冊 ( 商周 ) ／開運專刊 (money 錢雜誌共 19 本 )

專長領域
易經風水／易經企業管理／易經心理學

演講或課程主題
財經趨勢另類觀察預測與分析／周易企業管理與現代運用／
風水布局 ( 陶文堅持自然就是最好的風水 )...... 等

聯絡方式
電話：0928-227-998 信箱：tower25189633@gmail.comt

趙婉伶

理財實踐家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寧願辛苦一陣子 也不要辛苦一輩子

講師簡介
趙婉伶老師從小受原生家庭的影響，對理財產生了濃厚興趣，歷經藝品
石雕、時裝精品、珠寶鐘錶到美容 spa 養生館 … 等行業！
在人生歷練中逐漸培養出良好的財務管理技巧！幫助許多朋友提早規劃
財富藍圖，活出有品質的彩色人生！
2016 年與華盟老師合著暢銷書
【平衡的力量】從生活智慧到職場體驗，成就夢想的 60 個人生必修學分

專長領域
理財規劃／形象美學／行銷管理。

演講或課程主題
辛福存摺 圓夢人生／你非懂不可的理財秘訣／換個金腦袋 打造深口袋／
開創人生第一桶金／與客戶共創雙贏／內外皆美 魅力展現。

聯絡方式
電話：0975-807-718 信箱：tina092616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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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邦寧

管理顧問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涵養怒中氣 謹防快口言 留心忙裡錯 愛惜有時錢

講師簡介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財政金融組特約研究員 2008~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台商張老師 2017~ ／臺灣亞太理財規劃協會秘書長 2012~ ／中華華人
講師聯盟認證講師 2013~2016 ／中華亞太投資銀行家協進會 2018 理事
長／中華民國企業經營管理顧問協會理事長 2016~2019 ／香港亞太理
財規劃師 APAFPP 2008 ／美國國際健康管理師 IPLAC039CHCM01929
國際認證財務顧問師 IAAFMCFC06062 2013 ／美國註冊財務策劃師
RFP-26817（Registered Financial Planner）2008 ／中國高級理財規劃
師（2008）0817001011131772 ／中國高級企業培訓師（2008）0817001011230966 ／中國註冊
勞資法務師（2015）TWGL152154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天成通訊處 處經理／中華民國
企業經營管理顧問協會 顧問師暨國際註冊管理諮詢師

專長領域
行銷管理／健康管理／個人成長／經營管理／財務金融

演講或課程主題
1. 談笑風生話保險

2. 快樂來自學習成長

3. 點將 4.Marketing

聯絡方式
電話 :0928-223702 信箱 :simon.bangliu@gmail.com
Line ID:0928223702 WeChat:simonliu_0928223702
Facebook:www.facebook.com/liubangning

劉荃生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參與給與開啟流動

講師簡介
青少年期 : 潛心研究東方哲學思想，包含儒家、佛家、道家等核心思想。
並實學於西方心靈科學、TA 心理學、NLP 神經語言學 ( 神經鍊調整術 )、
潛能開發等。
青壯年期 : 將大學所修財會知識實用於創業，努力實踐所學習、所領悟
的人生道理於商場，並將青少年期所涉獵哲學、心靈科學，融合運用於
組織管理、領導統御、商場溝通、營運行銷，尤其對於如何建立企業文
化，凝聚向心力，提升經營績效，整理出實際心得及實務運用法則。
天命之年推動三大人生使命 : 善種子善流動教育落實幼稚園小學／善流儒商會學習交流引薦商務
社團／善流祈禱法讓愛流動

專長領域
心靈成長／行銷管理／學習技巧／個人成長／團隊激勵／親子教育

演講或課程主題
活用論語善流識人學／活用論語善流智慧學／活用論語企業文化／善種子親子教育／
善流溝通學／念力共振心想事成／清識心智整術

聯絡方式
演講專線 : 0966739113 信箱 :at m568@gmail.com
LINE:0939310111 WeChat:maxwell889 臉書 :facebook/maxwell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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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啟森

家庭教練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卑鄙小人會嫉妒自己的同行，真正偉大的人，則善於發現別人，而且互
相珍愛。

講師簡介
榮民總醫院、台大醫院、三軍總醫院、中國醫藥學院、桃園跨業交流分
會、獅子會、扶輪社及各中小企業等。《出版品》：《心愛寶貝 - 新救心》。
《成熟蜂膠》。
《經歷》：1.
2.
3.
4.

淡水河廣播電台「健康網路」節目主講人。
2002 年台灣十大傑出企業經理人。
中國時報《藥師談藥》專欄作家。
自立晚報《健康 DIY》專欄作家。

演講或課程主題
魅力學的研究／食療及養生／行銷密碼／台灣心 ‧ 故鄉情／
台灣茶 - 喝好茶／挑戰老化 - 膚淺之談／怎樣食用油最健康

聯絡方式
電話：02-2725-2014 ／ 0930-912-361

信箱：hbliu@ms26.hinet.net

樊友文  關係教練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成功的相反不是失敗，而是什麼都沒做！

講師簡介

現任思立德管理諮詢有限公司首席教練。授課方式除了運用 PPT 外，並善用音
樂、影片及身體動作來增加培訓效果，重視與學員的互動與交流，透過實戰案例
啟發學員，從而使之產生身臨其境的體驗，實際的演練，並將理論與實戰、認知
與實踐相結合，激發學員的潛力與反思。課程設計融合六種學習理論架構，包
含格瑞得 & 班德勒的神經語言程式學、加德的多元智慧、羅哲夫的加速學習、
漢恩的體驗式學習、杭特的有效教學的要素、強生的合作學習等六種學習理論
精華，以及蘇格拉底問答法，是一種「讓自己找到屬於自己正確方式」的全方位
學習模組！樊教練經歷軍隊排、連、營等指揮職十年領導歷練，在企業也多從事業務及客戶
服務工作，帶領團隊完成年度目標，並擴大市場佔有率。為提升培訓品質，不斷自我成長學
習，進而參加國際教練學院 (ICA) 專研教練技能達 200 小時以上，教練實務達 600 小時以上，
專注於企業中、高階主管的領導力發展，並將教練技能運用在工作、培訓及日常生活中。認
證：International Coach Academy 國際教練學院畢業／ ICF 國際教練聯盟 ACC 認證教練／
PDP 國際人力資源管理教練／結構性思維認證講師／ The Leadership Challenge( 領越領導力 ) 認證講師／
Gallup Accelerated Strengths Coaching( 優勢輔導認證教練 ) ／ FDT( 克服團隊協作五項障礙 ) 認證講師

演講或課程主題
問題分析與解決技巧／私董會主持／中高層主管卓越領導力修煉／打造團隊執行力／ PDP 國際人
力資源管理／凝聚強大的團隊共識／團隊溝通與衝突管理／高績效部屬輔導及親子相關議題

聯絡方式 手機：0928-276-671 Email：Slead.coach@gmail.com 微信：fan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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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有美

終身教育工作者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學習－充實你的生活，分享－豐富你的生命！

講師簡介
從國中老師到台師大全腦研發老師，專注在大腦心智科學、潛能開發、
高效記憶、學習效率等領域潛心研究，具有多年豐富的教學經驗，並以
二十多年在全腦開竅學習的專業，幫助許多學生找回學習的能力和分享
的快樂，讓人生美夢成真。

著作
找回孩子學習的自信／圖像式筆記系列套書 (5 本 ) ／
開竅寶典系列套書 (18 本 )

專長領域
大腦心智科學／高效記憶／系統概念圖學習

演講或課程主題
大腦心智科學／高效記憶／系統概念圖／學習找回孩子學習的自信／黃金學習四階段／
全腦概念圖學習法／職場競爭力的源頭／史地原來可以這樣學

聯絡方式
電話：0910-188719
信箱：cometedu@gmail.com
網站：www.cometedu.com.tw

鄭雲龍

理事長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保有熱情、願景、自律與良知

講師簡介
現任身體智慧有限公司執行長。YouTube 頻道超過 1900 萬人次點閱，
Google 搜尋『脊椎保健』搜尋排行第一名。暢銷書『健康自脊來』熱銷
5 萬本。更是各大電視節目及廣播的受邀嘉賓。專業授課經歷超過 3000
場，2014 年參加兩岸三地最嚴謹及具公信力的『中國培訓 - 我是好講師』
大賽，與來自 12 大賽區的 10268 位講師競爭，通過層層複賽，最後在
北京榮獲大會最高榮譽『中國 30 強講師』頭銜。曾任中華華人講師聯盟
第二屆理事，第三屆秘書長及第一、四、五、六、八、九屆常務理事。

著作
好姿勢救自脊／健康自脊來／夢想行者（中華華人講師聯盟十五人合著）

專長領域
脊椎保健／健康促進／演講培訓

演講或課程主題
健康自脊來／脊椎強背術研習班／大眾演講的魅力表達術

聯絡方式
電話：02-29729701 ＃ 13（請洽秘書簡小姐） 0939-682761 微信 /Line ID: bodylearnimmng
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bodylearning7/
部落格：http://dragon.bodylearning.com.tw/blog
網站：https://www.bodylearnin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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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

弘

日本旅遊專家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一日之計在於昨。
記帳並寫日記，人、事、時、地、物、如何、為何、經常反省。

講師簡介
現任：大興旅行社／超越旅行社／東南旅行社日本線專任導遊。丹婕精
品名店負責人。資歷：曾任日本環聯、台灣康福、雄獅、永業、大興、
東南⋯⋯等各大旅行社日本線專業導遊，有 23 年經歷。

專長領域
日本地域／歷史／文化之研究。

演講或課程主題
淺談日本歷史／地理／文化及各觀光景點之介紹

聯絡方式
電話：02-2795-6712 ／ 0928-809-433 ／ +81-90-3139-1939 ( 日本 )

賴幸輝

魔術專業講師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堅持走自己的路，挑戰不可能的任務。

講師簡介
◎展技魔術用品坊負責人 ◎臺北市中山社區大學 魔術講師 15 年
◎【得獎】：91 優良教師／ 93 幼教楷模／ 94 教育楷模／ 99 特殊教育獎
101 推廣社會教育有功獎／ 101 亮點企業獎／ 102 成人教學楷模獎
102 台灣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 104 聯合國 NGO 和平大使
◎【媒體報導】：TVBS 一步一腳印 發現新台灣《盲人的魔術老師》
社大 20 柯文哲魔術表演／臺北畫刊／張老師月刊／電台專訪 …
◎【教學紀錄】:2 歲～ 106 歲／教盲人變魔術／同單位教學 >1600 小時
◎【專利設計】: 頸掛型麥克風架 ( 免持頸掛座 ) 設計專利 / 新型專利

演講或課程主題
◎【社會大眾】：魔術與人際關係／魔術與潛能開發／用魔術精彩人生
◎【業務人員】：運用魔術的幽默輕鬆接近客戶／魔術在職場上的運用
◎【企業團體】：教育訓練課程／藉由魔術紓解工作壓力增進領導魅力
◎【家長】：魔術與親子互動／運用魔術培養孩子的幽默感與創造力
◎【學生】：創意思考融合生命教育／生命魔術師／盲人的魔術老師
◎【老師】：魔術在教學活動上的運用／創意魔術融入教學與輔導

聯絡方式
電話：0920-720-053 / 02-2594-7777 信箱：magic25947777@yahoo.com.tw
FB 搜尋：賴幸輝 Line ID：magic25947777 WeChat ID：magic2594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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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明玉

企業顧問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成功無關建。而是何時開始 ~ 為自己創造新價值

講師簡介
從事加盟連鎖服務業 19 年，職場的趨勢的多變，唯有不斷洞察趨勢，學
習與改變，才能為自己創造新價值。
2015 年兩岸中國好講師 - 前 30 強
2018 年兩岸孫子兵法論壇 - 評委

著作
軟實力 硬功夫 ( 合著 )

專長領域
人際關係／團隊領導／職場的趨勢

演講或課程主題
知人善用 - 提升人際關係敏感度／啟動個人工作契機
提升言值 - 表達高手／語言分寸感，人際更和諧／發展非凡團隊

聯絡方式
電話：0937-114-626

賴素免

信箱：fanny.Lay@gmail.com

啟力導師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3 S : Sourcess ( 整合資源 ) Support ( 給予支援 ) Success ( 助人成功 )

講師簡介
“ 獨特的聲音給人穩定的力量 ” 從事授課及金融服務管理行銷工作 25 年，
從業務員到職場負責人，歷經行銷組織經營管理，深諳激勵、輔導、策
略、人脈經營要訣。授課內容結合生活與工作實務經驗，讓學員得到領
悟，進而蛻變，輕鬆建立職場工作流程與系統。首創生命數線銷售法及
啟力行銷系統，擅長從人性的觀點談銷售，經常受邀至海峽兩岸金融單
位、壽險公司、企業團體、機關學校演講。累積培訓輔導超過 200 單位，
培訓人次突破 30,000 人，主持大型會議，深具群眾魅力，演講內容具有
啟迪人心，激發高產值，高效能之效！

專長領域
營銷力 溝通力 財富力

演講或課程主題
因為不同 所以大不相同／動機定位 突破自我創富模式／營銷關鍵 關鑑營銷／服務帶來利潤／
培養孩子的十大能力／溝通創價

聯絡方式
台灣：+886 933-131-317 大陸：+86 133-2694-9135 ( 微信號 )
信箱：mandylai16868@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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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佳卿

聲情魅惑力 - 聲音表情培訓師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積極耕耘，有一天你將發現，過往種種突然都變成資產！

講師簡介
目前擔任知名電信客服中心課長，擅長客服／客訴技巧培訓、客服人員
管理，亦憑藉電信客服奠基之相關智識，深入鑽營「物聯網」生活、大
數據時代行銷電子化、智慧家庭與媒體產業匯流、無線傳輸模式、電子
商務票證等領域，並將 3C 產品融入教學互動領域，以激發學員高互動性
與學習熱忱。
第二專長為「聲音表情訓練」，自創聲音表情訓練系列課程：【語速三
符帖】、【聲情四象限】、【隨練五心法】。
2017 年迄今授課單位：北都數位有線電視、身心障礙者協會、各大健言社、兒童口才班、桃園
開創學習社、益師益友協會、樹林社區大學、空大達言社、台北市立圖書館內湖分館說故事志工。

專長領域
聲音表情／客服技巧／客訴處理／ 3C 數位應用

演講或課程主題
聲音表情系列 -【語速三符帖】、【聲情四象限】、【隨練五心法】。
客服技巧系列 -【客訴處理六心法】、【故事信念四守則】
講師培訓系列 -【買單教案力】、【3C 新式教學法】、【IOT 大數據教學法】

聯絡方式
TEL: 886-905335372 email: y3mp41028@gmail.com

謝秀慧

美學生活教育家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生命的喜悅在於心境的昇華，而非物質的技巧。

講師簡介
謝秀慧講師，畢業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研究所，是一位有愛心
的教育碩士，工作經驗有經營兒童教育事業十八年、帶領家長成長團體
學習有十年以上資歷、也投入對高齡長者的社會關懷工作，除了在教育
事業的經營也跨行從事餐飲事業與養生保健事業，是一位創新型的女性
企業家。秀慧老師熱心助人主動積極，擔任過國際性社團—世界華人工
商婦女企管協會的會長及台北市南投同鄉會的總幹事，是一位可以幫助
您人生活得更精彩、學習過得更豐盛、活得更對味的 -- 美學生活教育家。

專長領域
團隊激勵／人際關係／美學生活／兩性關係／親子教養／成人樂齡教育／自我探索／個人成長

演講或課程主題
◆社會教育：21 世紀終身學習觀 ◆情緒管理：擁抱幸福做智慧人 ◆團隊合作：激勵團隊潛能無限
◆心靈成長：開啟生命探索自我 ◆創意思考：創造力遊戲新思維 ◆電影人生：看電影玩出反思力
◆樂齡學習：心智圖法快樂學習

聯絡方式
聯絡電話：0921-126086 ／ 18250871860 ／ LINE ID ：hsieh0726 ／ WE CHAT-1：hsieh0726
EMAIL：hsieh0726@gmail.com ／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100000009454221
WE CHAT-2：Hsieh18250871860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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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聰評

自我激勵導師 SMART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化繁為簡 聚焦重複 願大力大

講師簡介
謝聰評 SMART 是一位從不斷學習中，得到成長並取得助人助己的成果。
20 年在個人成長領域。幫助自己也幫助到別人。所謂為學日益。為道日
損。一個人找不到人生的道路。沒有找到自己的特質。工作一項換過一
項。公司一家換過一家。行業不斷的轉換。這是我在自我成長過程自己
體會最深。自己走過這樣的人生。對也陷入這樣狀態的人特別有能力可
以協助的部份。人把自己弄複雜。或把事情變得很繁瑣。到最後痛苦的
是自己以及跟他在一起的人。所以我主要要做的就是協助他人自我釐清。
自我激勵。

專長領域
個人成長／合作平台／自我激勵／銷售系統

演講或課程主題
自我激勵及激勵他人／銷售系統業績倍增。

聯絡方式
電話：0936-085-061

鍾炳耀

信箱：smartxietw@gmail.com

健康管理專家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生活因夢想而彩色；生命因理想而踏實

講師簡介
宜康連鎖藥局 董事長／台南市嘉南藥理大學校友會 理事長／教育部 部
定講師／淡江大學第五屆卓越校友／中華華人講師聯盟 第八屆教育培訓
委員會 南區主委／國際獅子會台灣總會 認證講師／香港 INC 國際自然
療法學院 認證自然療法醫師
經歷：台南市成功獅子會 會長／台南市口才協會 會長／台南市淡江大學
校友會 理事長／台南市南投同鄉會 理事長／ 91 年 國際青年商會 金口
獎比賽 全國總冠軍

專長領域
健康管理專家 口才行銷訓練

演講或課程主題
活出 100 歲健康人生／如何自我健康管理／排毒防癌好身材／保健產品感動行銷／
如何有效學習／超級自我行銷術／好口才成就你的一生／如何擁有自信的魅力／
如何培養領袖的魅力／成為職場達人 - 修練降龍十八掌

聯絡方式
電話：06-268-9526 ／ 0931-759-398
網站：www.health599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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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箱：health5999@gmail.com

鍾曜陽

鍾曜陽易經智慧學院 首席顧問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想贏、才會贏；能贏、就要贏

講師簡介
鍾曜陽易經智慧學院 首席顧問。翌名壓克力有限公司總經理。拉拉山茶
業有限公司董事。中華華人講師聯盟專業認證講師。中華易經堪輿研究
發展協會創會秘書長。桃園縣廣告工程業職業工會理事長。桃園縣立永
豐高級中學家長會長。桃園地檢署榮譽觀護人。大世界國際同濟會 94 年
會長。國際同濟會台灣總會教育講師。國外企管機構專任講師：中國人
才培訓網
馬來西亞：世華，贏家策略培訓機構。

專長領域
企業診斷／態度轉化／磁場改造／科學命理／親職溝通

演講或課程主題
認識生活相，讓你 ( 業績 )( 親職溝通 )( 領導統御 ) 不一樣／陽宅空間與動線／風水聖經、識人寶鑑、
有形有相／用態度彩繪您的命運地圖／輕鬆開運三秘招／發現您與孩子的人格特質／從易經看企
業及職場領導魅力／一句話改變一生

聯絡方式
電話：0910-077-750 信箱：ks750.ks750@gmail.com
Facebook：鍾曜陽／鍾曜陽（粉絲團）／鍾曜陽命理風水（社團）

羅慧蘭

珠寶鑑定師  樂齡生活導師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深入研究，精通才能利己助人

講師簡介
＊ GIA 寶石研究學院顧問、GIA 寶石研究學院台灣校友會理事長、榮獲
GIA 最佳領導獎，出版寶石通訊連續三年得最佳資訊獎
＊ 歐洲鑽石高峰議會 HRD 珠寶學院駐台講師、德國寶石學院拉曼光譜
鑑定研究
＊ DTC 鑽石商貿中心 顧問，台北市珠寶銀樓公 / 職業工會 顧問，珠
寶品牌名店 員工在職培訓師
＊ 現 Authentic Gems 總監，頂級寶石投資規劃師，傳授珠寶鑑定善知識

專長領域
珠寶美學／鑽石寶石投資理財規劃服務／精選優質稀有寶石
生命關懷課程／樂齡健康終老規劃／心智保健與食物養身

演講或課程主題
如何精選美麗鑽石／婚戒 如何買最划算／精選翡翠玉石技巧
善終生命關懷／出生到往生／信仰與健康

聯絡方式
電話：0912-817-157 ／ 02-8752-5217

信箱：1797jeweler.lo@gmail.com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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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懿芬

表達設計師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存上進之心，去得失之念。

講師簡介
羅懿芬老師是致力於講師培訓、公眾表達與人際溝通的實戰型講師，從
生活職場到上臺專業簡報一手搞定。從基礎開始讓學員一步步建立信心、
克服上台恐懼、精準有效溝通表達。不只擁有豐富的口語表達專業知識，
更融合 20 多年企業基層到高層管理實務經驗，由淺入深發展出完全貼合
現代人需求的課程，讓學員在最短時間內得到最多實用的概念及方法，
進而提升個人職場競爭力與企業內部有效領導與管理。
國際專業證照：
ATD DesigningLearning Certificate Program® 培訓課程設計／中國華商基業版權課《® 結構性
思維》認證導師／ ATD Training Certificate® 培訓課程／芬蘭版權課 GRAPE PEOPLE 創造性教
學引導技術課程／《知人善任之 DISC® 性格行為分析》顧問技術認證導師／《The Leadership
Challenge® 領越領導力》認證導師／《The Five Dysfunctions of a Team® 克服團隊協作的五種
障礙》認證導師／美國 ISNS® 學會 Coaching Genius（Accessing Personal Genius）認證教練

演講或課程主題
企業講師培訓。公眾表達。企業中高層表達藝術。高績效簡報技巧。

聯絡方式
電話：0910-126-774

羅惠晨

信箱：loyifen0368@gmail.com

軟體系統分析師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不是做不到，只是沒想到

講師簡介
1. 新加坡格林威治大學資訊科技系研究所
2. 緬甸仰光電腦科技大學
資歷 :
1. 中華華人講師聯盟 ICSA 專業講師認證
2. 2018 華人好講師前 30 強
3. 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系統分析師
4. 網路行銷管理認證講師
5.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健言社認證講師
6. 卓越 ING 進階講師研習修會授課講師
7. 台北市健言社認證講師
8. 社團法人新北市口才訓練協進會合格認證講師

專長領域
3C 用品／邏輯分析

演講或課程主題
超強網路行銷術／ AI 人工智慧生活應用趨勢／緬甸獨特之文化 ( 真，善，美 )
克服恐懼 ~ 自信分享

聯絡方式
電話：0963-61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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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箱：orchid7@gmail.com

嚴守仁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真正的成就是在實現自己夢想的同時還可以協助更多人圓夢。

講師簡介
您創新生命價值旅程上的最佳夥伴！在半導體產業服務 16 年，於 2005
年 4 月創業，成立社會企業 :【北極星知識工作股份有限公司】，更在
2017 年 3 月成立【希望樹社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以社會企業的模
式推廣與落實生命教育。立志要推廣並落實生命教育已 20 年了，正努
力協助人們平日用心涵養生命能量（包括身體能量、情緒能量、心智能量及靈性能量）將之聚焦
（Focus）在我們「生命北極星」（人生目的，Purpose）的方向上，發展出有生命力的「希望樹」，
而能開花結果，活出自己獨有的生命芬芳。「希望樹」是一種隱喻，守仁老師認為生命好像一顆
種子一樣，當靈性覺醒時，就開始生根發芽於宇宙神性智慧的能量場中並展開回應靈性召喚的神
聖旅程，只要能夠持續以愛為動機，清醒做選擇，並做好「能量管理」，就能持續成長茁壯（學
習蛻變）、開花結果（回饋貢獻），終至活出生命的芬芳（與愛合一）。

專長領域
金融科技 ( FinTech)、保險科技 ( InsurTech)、生命教育、社會企業、創新創業輔導、設計思考、
創新管理、能量管理、知識管理、專案管理、發展並經營學習型組織、團隊學習、讀書會經營、
團隊深度匯談與導引技巧、諮商輔導、授課簡報、說故事技巧、榮格心靈原型、習慣領域等。

演講或課程主題
◆企業內訓 : 區塊鍊革命、大數據、金融與保險科技、物聯網革命、創新管理、變革管理、衝突
管理與跨部門溝通、學習型組織、問題分析與解決、策略地圖。
◆公開班或讀書會：讀書會導引人培訓、打造鑽石團隊、做自己的生命設計師

聯絡方式
電話 : 0935-483-967

電郵 : gardeneryen@gmail.com

FB 與 Line ID : gardeneryen

蘇麗文  聯合國際藝術音樂有限公司負責人 Gloria
給追求成功者的建言
只要會說話就會學好歌唱藝術

講師簡介
高 雄 市 ,1976 年 畢 業 於 香 港 清 華 學 院 ,89’-94’ 年 間 赴 美 國 進 修 於
Calif. State, Fresno 及 Gorge Mason Univ.,VA, 追 隨 Dr.Brown 及
Muriel Hom 等學習指揮、聲樂、演奏。
多年在美國、日本及大陸等地舉行過多次演唱會 ,2000 年發行個人演
唱 CD 專輯 , 並於中正文化中心舉行獨唱會，09 年音樂專書發行 ,13
年於 國父紀念館大會堂舉行音樂會，任教於基督學院、及社團等、常
受邀擔 任各界歌唱比賽指導及評審。

專長領域
合唱團…指揮、喜慶宴會及音樂會等策劃演出、指導歌唱及新秀培養…

演講或課程主題
1. 歌唱藝術與身心健康
2. 音樂與人生
3. 歌唱才藝增廣增能等課程系列講座

聯絡方式
電話：0922-488-576

信箱：cstsao@ms42.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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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戰高峰 出版書籍介紹

『贏戰高峰
         職涯成功八大祕笈』
【推薦序】
追求生存、享受人生、創造價值／曹健齡
翻閱明師祕笈，迎戰人生新高峰／張淡生
透過「改變」贏戰高峰／林齊國
高峰在握／陳亦純
擴展生命視野，創造圓滿人生／鄭雲龍
以身作則，發揮正向影響力／嚴守仁
心智若對，幸福加倍／卓錦泰
助您開展並實現斜槓青年夢／楊世凡
八大祕笈助你攀登高峰／黃智遠

【新書內容】
華盟八位老師／合著
1. 面對壓力的因應祕笈／吳美玲
2. 身心戰力提升祕笈／王俊涵
3. 全方位形象穿著祕笈／吳玟瑭
4. 人際關係的因應祕笈／丁志文
5. 職場無敵應戰祕笈／林美杏
6. 美學生活快樂祕笈／謝秀慧
7. 創造財富的祕笈／王證貴
8. 提升生命格局的祕笈／黃智遠
登高山需要輔助，英雄屠龍更需要寶刀。
每個人出生背景不同，但人人都需要生命
過得更好，人人都想要攀登生命中一座又
一座的新高峰，你現在處在人生的哪一個階段？
是正要開始攀登新高峰，還是已經攻下無數山頭準備迎向下個山頭？
本書的八大祕笈是你登高山的輔助，是你面對困難、挑戰巨龍的無敵寶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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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覺得自己過得幸福嗎 ? 身心是否富足 ? 肩上總是背負多重身分，
該如何兼顧事業、家庭，追求美好的人生 ? 來自不同背景、學有
專精的生活導師要告訴你：真正美好的人生，是達到一種內外「平
衡」的狀態。本書集合十二位講師一同倡導「平衡的力量」，在
生活、職場、人際、健康、理財、家庭等領域，分享許多精采的
實例，帶領大家學習六十個平衡人生必修學分，透過探索、反思、
釐清來認識自我、解決問題，獲得理想人生的平衡之道。

十四段精彩絕倫的人生，十四位重塑心靈方程式的導師，以自身的成功經
驗，在全球景色大蕭條的寒冬，聯合送暖，用真誠心感動世界，鼓舞人心，
翻轉不可能，這是一本啟發人如何成功的好書，也是小人物出頭天的勵志
經典 !

每個人的成長歷程都有夢想，但有多少人可以夢想成真？書中的十五位作
者，都是「大」社會裡的「小」人物，憑著一股無比的勇氣及堅定的信
念，刻劃出十五段不同的精彩人生，閱讀他們的寶貴經驗，將改變你的態
度，突破你的侷限，引領你前進夢想，提昇生命的視野與格局，且讓我們
跟著這十五位夢想行者的腳步，在人生的旅程中，一起築夢、圓夢、分享
夢 ......

真正成功的人生是不管身體或心靈都能得到自由，這自由包括了財富的自
由、心靈意志的自由、人際關係的自由、健康的自由、隨心所欲都能得到
身心安頓的滿足與自由，這樣全方位的自由人生，在人生過程中才能到圓
滿幸福。本書 15 位精英老師，以自己的專業及經驗，提供追求全方位自由
的幸福人生資糧。本書值得細細品味研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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