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會：每月第一及第三個星期四，晚上7:30至9:30（公眾假期除外） 

地址：九龍旺角奶路臣街38號香港遊樂場協會優才發展及交流中心503室 

網址：www.hkimtoastmasters.org  電郵：info@hkimtoastmasters.org 

本會使命 i-市務(香港)演講會，致力提升有志從事市場營銷或相關行業人士的溝通技巧。 

本會宗旨 加強會員演講及說服能力，瞭解最新市場營銷行業訊息，令會員於數碼時代成為卓越的市務人才。 

 

例會主題:《飲茶文化》 

第  94 次會議  日期: 2015年9月17日(星期四) 

時間 所需時間 

（分鐘） 

內 容 演講者/ 

主持人 

19:15 15 交誼時間 不適用 

19:30 2 開宗明義 署理會長李志堅先生CC CL 

19:32 3 會議司儀 （介紹節目及工作人員，包括計時、

贅音、語音文法和總結評論） 

洪順財先生CC 

19:35 5 介紹來賓 鄧詠詩小姐CC 

19:40 45 市務全方位「茶藝與禮儀－提升職場競爭力」 茶藝講師，國際商務禮儀導

師梁家婷小姐 

20:25 5 小 休  

20:30 15 即席演講 （每位講者 1-2 分鐘） 葉智程先生 

20:45 ＿ 

4 - 6 

5 - 7 

備稿演講 

1. 中級演講第三講 《開心快活人》 

2. 中級演講第四講 《油封鴨》 

 

葉智程先生 

鍾錦漢先生 

21:02 2 - 3 即席演講評論 不適用 

21:05 ＿ 

2 ﹣3 

2 ﹣3 

備稿演講評論 

1. 葉智程先生 中級演講第三講 

2. 鍾錦漢先生 中級演講第四講 

 

鄧詠詩小姐CC 

吳迪謙先生CC 

21:12 ＿ 

1 ﹣2 

1 ﹣2  

2 ﹣3 

工作人員報告 

計時報告 

贅音報告 

語音文法報告 

＿ 

黃紫先生 

黃紫先生 

李植蘭小姐 

21:20 5 - 7 總結評論 茹定文先生 

說藝演講會 

21:27 2 ﹣3 會務報告及總結 署理會長李志堅先生CC CL 

時限 即席演講 (每位講者2分鐘) 備稿演講 (時限如上) 評論 (3分鐘) 

綠卡 尚餘1分鐘 已達下限 尚餘1分鐘 

黃卡 尚餘30秒 上下限中間點 尚餘30秒 

紅卡 最後倒數 已達上限 最後倒數 

全場鼓掌 超時30秒 超時30秒 超時30秒 

http://www.hkimtoastmasters.org/
mailto:info@hkimtoastmasters.org


下期會議  

日期 10月15日 10月29日 11月19日 12月3日 

主題 秋意 養生 美食 成功 

會議司儀 鍾錦漢先生 吳迪謙先生 洪順財先生  

市務全方位 

備稿演講展示會 「活用中醫知識 提高生

活質素」陳飛鳳中醫師，

香港註冊中醫、香港工商

總會醫事顧問、廣州中醫

藥大學全科學士 

 

 

來賓介紹     

即席演講主持 葉掌珠小姐 洪順財先生   

備稿演講者 

1. 陳榮慧小姐(CC1) 

2. 周安琪小姐 (CC3) 

3. 葉掌珠小姐(ACB3) 

4. 鄧詠詩小姐 (ACB1) 

5. 吳迪謙先生 (ACB5) 

1. 林少鳴先生(CC4) 

2.  

1. 葉智程先生(CC4) 1. 鄧詠詩小姐 (ACB2) 

個別講評員 

1. 葉掌珠小姐 1. 鄧詠詩小姐 1. 鄧詠詩小姐  

 

計時員  .   

贅語記錄員     

語音文法講評     

總講評 Raymond Leung 

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

碩士校友演講會會長 

岑旗開Alex 

大同演講會 

國際演講會89區H4小區 

區長關雪琴小姐CC CL 

國際演講會89區H區 

區長Rainbow Lee小姐

CC CL 

後備備稿演講者 林少鳴先生 

鄭志強先生 

葉智程先生  葉智程先生 

 

聯絡我們 i-市務（香港）演講會 幹事會(2015/16) 

會長 葉掌珠CC ALB president@hkimtoastmasters.org 作業指引 

教育副會長 李志堅 CC CL 

黎紹宗 CC 

vpe@hkimtoastmasters.org  

 

 

中級演講 第三講 條理分明 

 按邏輯順序組織思緒，把聽眾引導到明確界定的目

標。 

 建立引言、本文、結語俱全的演講大綱。 

 

 

中級演講 第四講 表達方式 

 選擇正確的詞語和句子結構，清楚、準確且生動地講

述你的觀點•使用修辭手法強化觀點。 

 使用修辭手法強化觀點 

 剔除行話和不必要的字詞。使用正確的文法 

 

會員副會長 蔡榮超 CC 

鍾錦漢 

周安琪 

vpm@hkimtoastmasters.org 

公關副會長 鄧詠詩CC 

林少鳴 

vppr@hkimtoastmasters.org 

秘書長 洪順財 CC secretary@hkimtoastmasters.org 

財務長 吳迪謙 CC treasurer@hkimtoastmasters.org 

事務長 鄭志強 saa@hkimtoastmasters.org 

上屆會長 林景昇 DTM² ipp@hkimtoastmasters.org 

創會會長 趙彼得博士 CC  

前會長 鄧炳光 CC 

譚俊基 

 

i-市務精彩活動︰ 

 

「市務全方位」：每次例會均包括一場 45 分鐘以演講技巧或市

務專業為題的精彩講座，講者夠份量，題材亦多樣。 

 



 

 

日期 12月17日 2016年1月7日 2016年1月21日 2016年2月4日 

主題 冬節 （聖誕派對） 開始 妙語如珠 最愛 

會議司儀     

市務全方位     

來賓介紹     

即席演講主持     

備稿演講者  1. 周安琪小姐 

2. 鄧詠詩小姐 

1. 葉智程先生 

2. 黎紹宗先生 

 

個別講評員 

 

 

 

 

 

 

 

 

 

計時員     

贅語記錄員     

語音文法講評     

總講評 陸可思小姐 

District Advisor 

   

後備備稿演講者  葉智程先生  葉智程先生 

 

日期 2016年2月18日 2016年3月3日 2016年3月17日 2016年3月31日 

主題 情話綿綿 演講比賽 文化 奇談 

會議司儀     

市務全方位     

來賓介紹     

即席演講主持     

備稿演講者   1. 鄧詠詩小姐 1. 葉智程先生 

 

個別講評員 

 

 

 

   

計時員     

贅語記錄員     

語音文法講評     

總講評     

後備備稿演講者 葉智程先生  葉智程先生  

 

2015 – 2016年度餘下開會日期： 

2016年4月7、21日 

2016年5月5、19日 

2016月6月2、16、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