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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巫閩清同鄉會講演會
Mingchiang Tunhion Huay Sibu Toastmasters Club

敬贈

1



2



3



4



第九屆（2019-2020）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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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巫閩清同鄉會講演會
第九屆（2019-2020）理事

顧問

許如湘、天猛公拿督劉利民、 劉本武、甲必丹劉乃禎、甲必丹劉久生、

拿督劉增強、劉伯舉

甲必丹劉賢遠、許道平、黃生光、張仕謀、劉會福、劉興勇

職位 姓名

創會會長 TM 許道平

卸任會長 ACB, CL 林國耀

會長 IP3, ACB, CL 許起榮

教育副會長 TM 嚴生祥

會員副會長 TM 陳祥豪

公關副會長 TM 羅予妤

副公關副會長 DL3 黃湄心

秘書 IP1 黃秋燕

財政 TM 錢怡縈

副財政 CC 黃敬崢

禮賓司 IP1 林原樟

理事 ACG, CL 陳姺福

理事 CC, ALB 劉必雁

理事 CC, ALB 林峰

理事 ACB 邱道春

理事 ACB 黃玉芳

理事 CC, CL 王振南

理事 CC 黃琪妮

職位 姓名

理事 CC 錢朝容

理事 CC 劉乾玲

理事 TM 黃志光

理事 TM 林必勝

理事 TM 張鈞發

理事 TM 李生恩

理事 TM 林美沄

理事 TM 程仁旗

理事 EC2 林慧甄

理事 TM 黃維玉

理事 TM 黃守鳳

理事 TM 黃筱荔

理事 TM 黃慈強

理事 TM 許為建

理事 TM 黃宣發

理事 TM 黃新貴

理事 TM 陳根賢

打造杰出领袖的摇蓝

Where Leaders Are 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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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巫閩清同鄉會講演會第九屆（2019-2020）理事

會務顧問
甲必丹劉賢遠

教育副會長
嚴生祥

副財政
黃敬崢

理事
黃玉芳

理事
黃維玉

理事
林必勝

理事
黃守風

理事
黃筱荔

理事
黃慈強

理事
許為建

理事
黃宣發

理事
黃新貴

會員副會長
陳祥豪

禮賓司
林原樟

理事
王振南

理事
張鈞發

公關副會長
羅予妤

理事
陳姺福

理事
黃琪妮

理事
李生恩

副公關副會長
黃湄心

理事
劉必雁

理事
錢朝容

理事
林美沄

秘書
黃秋燕

理事
林峰

理事
劉乾玲

理事
程仁旗

財政
錢怡縈

理事
邱道春

理事
黃志光

理事
林慧甑

卸任會長
林国耀

會長
許起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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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會福張仕謀黃生光

甲必丹劉賢遠

甲必丹劉久生

劉本武許如湘

詩巫閩清同鄉會講演會第九屆（2019-2020）顧問

天猛公拿督劉利民

甲必丹劉乃禎

劉伯舉 許道平

劉興勇

拿督劉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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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是人與人之間溝通的橋樑，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人們

借助語言保存與傳遞人類文明的成果。一個人語言的能力，又叫做演

講與口才。口才在如今的社會非常重要，在我們生活中，如何與別人

有效地溝通，意味著我們能否處理好與家庭、朋友、同事等各種人際

關係。

良好演講與口才的能力，能夠幫助我們更好的生活，能夠幫助我

們事業的發展。中國古代有很多著名的辯論家如孔子、墨子、韓非子

等等，他們中很多人都是憑藉良好的口才傳播自己的思想，有的甚至

左右一場戰爭的發生，可見演講與口才的重要。正如古人雲：“一言

之辯，重於九鼎之寶；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良言一句三

春暖，惡語一句六月寒！”由此可見，歷史與現實都已證明：時代需

要人才，人才需要口才。

欣逢詩巫閩清同鄉會講演會第九屆（2019-2020）理事就職，謹此

聊綴數語，以申慶賀。也祝願詩巫閩清同鄉會講演會在新屆理事會的

領航下蓬勃發展，理事與會員們穩健成長，展現精彩！

獻詞

天猛公拿督劉利民
詩巫閩清同鄉會永久名譽主席 

詩巫閩清同鄉會講演會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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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飛逝，詩巫閩清同鄉會講演會九歲了。詩巫閩清同鄉會講演

會是一個大家庭。它提供了會友們一個互相交流與切磋的平台，讓會

友們能夠從中學習到演講的技巧，領導技能，從而培養自信心和個人

素質。

此外，詩巫閩清同鄉會講演會栽培了許多合格的溝通員。也栽培

了許多的領袖。希望在新屆的會長許起榮同鄉的領導下，詩巫閩清同

鄉會講演會能邁向另一個高峰。

我代表詩巫閩清同鄉會講演會向本會主席，會務顧問，顧問， 

本會理事，青年團團委，婦女組組委及樂齡組執委給予我們各方面的

支持。同時我也感謝所有的贊助者，友會及朋友們在各方面的支持。

也非常感謝籌備會所有會友無私付出寶貴的時間及精力，來完成我們

第九屆理事就職典禮，讓我們第九屆理事就職典禮晚宴能夠順利進

行。 

祝，詩巫閩清同鄉會講演會，九歲生日快樂。

獻詞

陳祥豪
籌備會主席

詩巫閩清同鄉會講演會會員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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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陰似箭，不知不覺參加閩清同鄉會講演會已兩年有餘了。這段時間里，在前

三任會長的帶領下，在公眾演說及領導力的發展上都可說是獲益不淺。

很快地，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會員大會。按照慣例，當屆的教育副會長很大可能

會被提名為新屆會長，再由會員們票選通過。因此卸任會長，林國耀在事前就預先

與我溝通，希望我能夠接下新屆會長一職。一開始的我顧慮到因工作的需要而被迫

教導夜校，同時進修博士學位，也不忘家裡年幼的孩子仍需要父親與母親一同照顧

等等的考量而婉拒了他。無奈，在卸任會長強力勸勉及鼓勵下，更基於飲水思源的

那份感恩情懷，最終還是答應接下會長一職，在一年的任期內帶領講演會再次往前

邁進。之後，果然順利地在會員大會上獲得眾會員的一致通過而擔任了今屆會長，

從此背起了新的責任及會員們的期望在身至今。

有了在職場奮鬥了數年的經驗，其實我不喜歡擔任一位領導。因為領導任重道

遠，很常時候都是吃力不討好，有苦自己知。身為跟隨者，只要把事做好，就可說

是稱職了。但身為領導者，不但得把事做好，更得懂得做人。在帶動團隊同心合一

地往目標前進的當兒，避無可避地得費時耗勁地處理並協調人事間的問題，才能夠

繼續有效地帶領整個隊伍走下去。

果然，在這短短的兩個月多的任期內，會長的路還真的不是一帆風順。種種的

考驗，困難及打擊還真的是一個個也沒忘記找上我。感恩獲得會內前輩及母會主席

的鼓勵和支持，讓我從跌倒中頑強地爬了起來，繼續走下去。後來，也陸續得到一

些會友強力的支持及幫助。漸漸地，前方的路看起來也貌似更廣闊了些。

雖然一開始事不盡人意，但畢竟不經一事，不長一智，山不轉水轉，水不轉人

轉。這段時間里，入世未深的我有機會深入思考，重整思維，調整觀點，對人生百

態有了新的感悟，也可說是無價的得著。

因此，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任期內，我必珍惜當會長的機會，善加利用國際講演

會所提供的另一個學習平台。除了乘機磨練個人領導能力，更誓將盡我所能，想方

設法地在團體的合作下，帶領講演會再創另一個高峰！

獻詞

許起榮
詩巫閩清同鄉會講演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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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使人頹廢的往往不是前途的坎坷，而是自信的喪失。

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希望的破滅。

最使人絕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擊，而是心靈的死亡。

所以，充滿自信，滿懷希望，心中有愛的去擁抱生活。

就算再無奈、不理想，一切也會慢慢變好。

獻詞

許道平
詩巫閩清同鄉會講演會創會會長

詩巫閩清同鄉會署理主席

詩巫閩清同鄉會講演會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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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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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國耀
詩巫閩清同鄉會講演會卸任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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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至誠恭賀本會講演會已經來到第九屆任期，說明在學習領導及說話

這條道路上，會員們仍在努力不懈，並且貫徹承前啟後的會務法則，讓這個國

際性的組織，發揮最大的功能，惠益無數的講演愛好者。

詩巫閩清同鄉會是詩巫第二個成立講演會的華社團體，多年來培育了不少

的說話與領導人才，且在分區及區域大賽中，每每都能見到本會代表的身影，

甚至站上最高領獎台，誠然是詩巫閩清同鄉會的一大驕傲。

能說會道的人，向來都比較受歡迎，尤其能夠將話說到點上，更是一門非

常深奧的學問，有能量的一句話，可以拯救他人於水火之中，而毒辣的話語則

可能陷他人於萬劫不復之境，足見說話的重要性。

生活中的許多摩擦與矛盾，多來自不恰當的話語，一言不合，大打出手，

一句挑釁的話，甚至可以惹來殺身之禍，所以，謹言是處世的重要原則之一

啊！

謹言並非指少發言，而是謹慎發言，說恰到好處的話，讓聽著愉悅，甚至

振奮人心，傳播滿滿的正能量，進而影響身邊的人，最終建立起一個溫馨且積

極的生活圈子。

在歷任會長及理事的共同努力下，相信詩巫閩清同鄉會講演會已經站穩了

腳步，一切駕輕就熟，有志於學習說話與領導的同鄉們，定能從中受益，成為

演講台上閃亮的新星。

謹以以上簡單的話語，願與講演會的會友們共同勉勵，祝願大家在學習的

路上，一路高歌猛進！

獻詞

甲必丹劉賢遠
詩巫閩清同鄉會主席 

詩巫閩清同鄉會講演會顧問

14



詩巫閩清同鄉會講演會從2012年成立至今，栽培了許多優秀的演講員。學

員們都非常積極參與作課及訓練，並獲得資深的會友協助與指導，表揚講演者

優點，從中改善及提升講演者的演講技巧。

聖經《箴言25:11》：“一句話說得合宜，就如金蘋果在銀網子里。”可

見說話是一門藝術，也是一種智慧。有的人說話，讓別人感到如沐春風；而有

的人卻會讓人敬而遠之。因此，語言，可以是武器，挑起充滿硝煙的戰爭；語

言，也可以是詩歌，唱頌把手言歡的和睦。

“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在社會上，在學校裡，

人與人之間來往，語言，能決定彼此的關系，也能決定在別人眼裡，你是一個

怎樣的“你”。如何用自己的一張嘴，傳播智慧，化解尷尬，逗趣，卻睿智，

正色，卻幽默，讓人可以“ 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呢？

本會講演會就是一個幫助會友提升自身能力和自身修養的學習平臺。會友

們互幫互助，互信互愛，一起合作做好每一次例會及活動。在講演會中，我們

不僅可以學到講演和溝通技巧，也可以有效地提升領導能力。通過這個平臺，

我們既可以增廣見聞，也可以交朋結友。

鄉親們！請把握這個良機，加入講演會，因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們會

變得更高大，生活變得更充實！

欣逢詩巫閩清同鄉會講演會第九屆理事就職典禮，謹此為諸位新任理事獻

上最真誠的祝賀！

獻詞

許如湘
詩巫閩清同鄉會永久名譽主席 

詩巫閩清同鄉會講演會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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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們

參加講演會學習，在於求知，認真學習，集體學習，安排

好，學習時間，不怕沒有時間，每次完成的學程，完成各種

要求。

獻詞

劉本武
詩巫閩清同鄉會永久名譽主席   

詩巫閩清同鄉會講演會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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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演會，學員們，同學們

古語雲：人之為學友難易乎？學之，則難者亦易矣；

不學，則易者亦難矣。

獻詞

甲必丹劉乃禎
詩巫閩清同鄉會永久名譽主席  

詩巫閩清同鄉會講演會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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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演會學員們

時間是有限的，我們學習的時間也是有限制，所以時間應由

自己分配，每星期、每月、每天和每小時都由自己分配利

用，不浪費時間，日月安排好，抓住的時間，只有現在，好

好地學習。

獻詞

甲必丹劉久生
詩巫閩清同鄉會永久名譽主席   

詩巫閩清同鄉會講演會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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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青人，中年人，老年人，要記住，學習是一生一世的，活

到老，學到老，堅持一生學習到老。

獻詞

拿督劉增強
詩巫閩清同鄉會永久名譽主席  

詩巫閩清同鄉會講演會顧問

19



時光荏苒，光陰似箭，轉眼間又到了詩巫閩清同鄉會講演會就職的時候，

這個每屆任期只有一年的國際性組織，讓所有參與者認識到，唯有不斷前進，

才能實現自己所定下的一年目標，否則一切皆將淪為空談！

恭喜許起榮會友願意承擔重任，成為詩巫閩清同鄉會講演會第九屆會長，

相信他的團隊定能朝著目標前進，一一落實既定的計劃，讓詩巫閩清同鄉會講

演會繼續在國際舞台上發光發熱。

每一個組織新任期的開始，都意味著新任務的起點，只要不停歇，一步步

往前，相信有跡可循的運作模式，可以讓大家輕鬆完成任務，不負所托。

講演會是一個國際性組織，至今已有近百年歷史，這個組織為何能夠得到

全球各地講演愛好者的認可，其原因不外是它擁有一套非常完善的訓練系統，

參與者只要循序漸進，必能成為一名出色的領導者及說話高手。

詩巫是一個華人社團林立的地方，需要很多領導人才，而且許多活動需要

口才傑出者來主導，才能取得最佳的成效，因此，講演會可以是培養這方面人

才的搖籃，希望大家都能大力宣揚講演會的特性與優點，招攬有志自我提升的

人才加入講演會。

衷心祝願詩巫閩清同鄉會講演會，會務長紅，表現越來越亮眼，除了爭取

榮譽，更要為公會樹立口碑，讓講演會成為公會至高無上的品牌，謹以此與大

家共勉之！

謝謝。

獻詞

劉伯舉
詩巫閩清同鄉會會務顧問

詩巫閩清同鄉會講演會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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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存善念，胸懷愛心

身行好事，口說好話

獻詞

張仕謀
詩巫閩清同鄉會副主席

詩巫閩清同鄉會講演會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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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講演會是一個國際性的組織，

一年一度的領導屆，培養出新的人才，服務於社團，各領

域，使會員們的成功取得成績。

講演會在集體領導下，將能把會員們積極性，自動性，

互相鼓勵，把大家齊心合作與團結，把學習精神，堅毅的性

念，帶進一個新的高峰。

新一屆即將起步，祝學員們創造出輝煌的成就。

獻詞

劉興勇
詩巫閩清同鄉會樂齡組主任 

詩巫閩清同鄉會講演會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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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要誠心恭賀詩巫閩清同鄉會講演會第九屆理事就職典禮，

獻上最真摯的祝福。

我要恭賀貴會歷年來的出色成就，成為其他分會的楷模，在此我

想以下列三點與大家共勉之：

一是注重學習。藉著講演會的作業和領袖栽培，通過學習不斷提

高自身演講素質，增強服務群眾、奉獻社會的本領；注重實際，講求

實效，努力做好理事的工作；三是廣交朋友，奉行誠實做人，與人為

善，力求以良好的人際關係，推進各項工作，能繼續把國際講演會發

揚光大。

我相信，如果我們以願意傾我所有，盡我所能，就能一起攜手努

力為講演會的發展貢獻自己的全部力量。我更堅信，有會長的正確領

導，監督和幫助，經過全體理事的共同努力，我們的奮鬥目標就可以

實現，共同創造輝煌的未來。

最後，祝賀新屆理事及全體會友們，一起努力，讓我們以心來溝

通，一同來學習成長，能夠百尺桿頭，更進一步！

祝願大家有一個成功的就職典禮。

獻詞

黃道妃，傑出會員

國際講演會87區域總監（201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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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詩巫閩清同鄉會講演會，第9屆理事就職典禮，獻上最真誠的祝

福，祝圓滿成功進行。

詩巫閩清同鄉會講演會在歷屆會長的帶領下，成就非常耀眼。是一

個華語為媒介語，非常出色的講演會！栽培眾多演講溝通能手及傑出領

袖。

在新屆會長許起榮的帶領下，理事及會員們一起配合下，肯定能夠

帶出亮麗的成績。

國際講演會的傳統教育制度，將於2020年6月30截止。現在處於新的

教育課程與舊教育課程同時並進期間，我建議大家要馬上行動，熟悉新

教育課程!資深會員們，也可以重新體驗新的教育課程。新的教育課程比

傳統的教育課程有更多的好處，例如：比較有彈性，同時也有更多的選

擇，可以從11條路線中的63個單位收益。會員們更能夠選擇自己熟悉的路

線，因此，做起功課來，就得心應手。

更有效，更捷速的讓會員們提升自己的當習程度，聯合練習會是一

個非常有效的交流與學習的管道。讓大家透過觀摩，互相學習優點，互

相勉勵，共同成長。

以這句與大家分享：與其一個人處在高峰，不如彎腰提升大家達到

同一水平，共同分享喜悅。

獻詞

劉坤文 
國際講演會87區域S區總監（201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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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詩巫閩清同鄉會講演會的邀請，讓我為詩巫閩清同鄉會講演會

第九屆理事就職典禮特刊獻詞。

首先，我要預祝新屆理事就職典禮順利完成，也祝賀貴會能在新屆

理事會的領導與配合下，讓講演會更上一層樓。

國際講演會秉承著“打造傑出領袖的搖籃”的宗旨，通過每兩個星

期一次的練習會，栽培會員們如何把話說好，同時也訓練會員們的領導

能力。講演會的完善系統課程，栽培出一個又一個能言善道的領袖。這

些都是有目共睹的。

詩巫閩清同鄉會講演會成立了八年。幾年來，詩巫閩清同鄉會講演

會在歷屆會長盡心盡力的帶領下，辦得有聲有色，期間也培養出不少演

講精英和傑出的領袖。應驗了講演會的宗旨“打造傑出的領袖”。

身為本屆國際講演會87區域S3分區總監，我希望S3分區的各個講演

會能恪守本分，全力以赴，不僅努力加強自身表達演說技巧，也能將講

演會打造成會員們訓練口才及互相觀摩學習的場所，讓S3分區的講演會

名揚四海。

最後，衷心希望詩巫閩清同鄉會講演會全體理事和會員們能同心協

力，互相合作，讓詩巫閩清同鄉會講演會繼續發光發熱，成為打造傑出

領袖的搖籃！

獻詞

江俐霖
國際講演會87區域S3分區總監（201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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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人及廣告贊助商名單

贊助人 數額

許如湘 1000

甲必丹劉乃禎 500

甲必丹劉久生 500

許道平 500

黃生光 500

張仕謀 500

劉本武 500

總數 4000

廣告贊助 數額

Gree Malaysia Sdn Bhd 2000

Vitasoon Sdn Bhd 1000

Instarmac Homebuilders Sdn Bhd 1000

Daesim Emporium Sdn Bhd 300

Vistar Trading & Supplier 150

Hong Seng Da Enterprise 150

總數 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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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巫閩清同鄉會講演會第175次練習會
【打造傑出領袖的搖籃 Where Leaders Are Made】

日期: 29.08.2019（星期四） 時間：下午7:15PM 地點：本會劉顏梅伉儷會議廳

職務 姓名

會務顧問 甲必丹劉賢遠

創會會長 許道平, TM 

卸任會長 林國耀, ACB CL

會長 許起榮, ACB, IP3, CL

教育副會長 嚴生祥, TM

會員副會長 陳祥豪, TM

公關副會長 羅予妤, TM

秘書 黃秋燕, IP1

財政 錢怡縈, TM

禮賓司 林原樟, IP1

时时 時限 程序 負責人

7:15pm 1' 禮賓司履行任務

7:16pm 1' 會長履行任務

7:17pm 10'

司儀履行任務

計時員

語法糾正員

贅詞計算員

即席講評員

記錄員

總講評員

7:27pm 5' 幽默時刻／每會一詞

講員 課業 題目 / “ 任務 ” 講評員

7:32pm 5'-7’

7:39pm 5' 休息／拍照

7:44pm 3' 作業講評

7.47pm 10' 即席主持

7.57pm 3' 即席講評

8:00pm

1' 總結報告主持

2' 計時員

2' 語法糾正員

2' 贅詞計算員

3' 總講評員報告

8:10pm 3' 會員/來賓提議

8:13pm 3' 會長報告

8:16pm 練習會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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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 pm 理事到場

6:30 pm 來賓蒞臨

6:45 pm 主賓天猛公拿督劉利民鄉長蒞臨

7:00 pm 入場儀式

奏國歌及會歌- 

籌備會主席陳祥豪會友致歡迎詞- 

本會主席甲必丹劉賢遠鄉長致詞- 

頒發2018-2019年度證書與徽章：- 

頒獎嘉賓：　主賓天猛公拿督劉利民鄉長- 

　　　　　　　　本會主席甲必丹劉賢遠鄉長 

第八屆（2018-2019）理事卸任儀式 - 

　　主持人：國際講演會87區域S3分區（2018-2019）卸任總監丁華娥會友

第九屆（2019-2020）理事就職儀式- 

　　主持人：國際講演會87區域S3分區總監江俐霖會友

　　監誓人：主賓天猛公拿督劉利民鄉長

　　　　　　本會主席甲必丹劉賢遠鄉長 

　　　　　　國際講演會87區域S區總監劉坤文會友

            國際講演會87區域總監黃道妃會友

國際講演會87區域S3分區總監江俐霖會友移交權錘給新屆會長許起榮- 

會友

頒發顧問委任狀- 

第九屆（2019-2020）講演會顧問及理事合影- 

主賓天猛公拿督劉利民鄉長致詞- 

贈送水果禮籃予主賓天猛拿督公劉利民鄉長 - 

餘興節目 1 - 

卸任會長；林國耀會友致詞- 

新屆會長許起榮會友贈送紀念品予卸任會長林國耀會友- 

新屆會長許起榮會友致詞- 

國際講演會87區域總監黃道妃會友致詞- 

餘興節目 2 - 

贈送特刊予國際講演會87區域S區13個分會- 

敬酒儀式- 

幸運抽獎（桌面獎）- 

　　抽獎者：顧問們

晚安！再會！- 

詩巫閩清同鄉會講演會

第九屆（2019-2020）理事就職典禮

程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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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備會陣容

日期 ：2019年09月28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6時半

地點 ：香格里拉喜慶大酒樓

主賓 ：天猛公拿督劉利民鄉長

顧問 ：天猛公拿督劉利民鄉長 許如湘鄉長

劉本武鄉長 甲必丹劉乃禎鄉長

甲必丹劉久生鄉長 拿督劉增強鄉長

劉伯舉鄉長 甲必丹劉賢遠鄉長   

許道平鄉長 黃生光鄉長

張仕謀鄉長 劉會福鄉長 

劉興勇鄉長

創會會長 ：許道平

卸任會長 ：林國耀

會長 ：許起榮

籌備會主席 ：陳祥豪

秘書 ：黃秋燕

財政 ：錢怡縈

禮賓司 ：林原樟

籌款／廣告 ：許起榮、嚴生祥

宣傳／聯絡／布條 ：許起榮

特刊 ：黃敬崢、許起榮 

總務／前台 ：嚴生祥

司儀 ：林慧甑

場地佈置 ：黃維玉、黃玉芳

紀念品／委任狀 ：許起榮、林峰  

抽獎／禮物 ：林原樟、羅予妤、黃秋燕

攝影 ：林必勝

襟花 ：黃維玉、黃玉芳、黃秋燕

音響 ：羅予妤、黃敬崢

酒席 ：錢怡縈、嚴生祥、陳祥豪

餘興節目 ：陳姺福

招待 ：全體理事

詩巫閩清同鄉會講演會

第九屆（2019-2020）理事就職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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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 （2018-2019）理事就職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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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 （2018-2019）理事就職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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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 （2018-2019）理事就職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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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內備稿及即席演講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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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內備稿及即席演講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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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區域S3分區備稿及即席演講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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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區域S區2018 -2019理事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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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區域S區2018 -2019理事訓練

37



練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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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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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會

40



練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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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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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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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友領取結業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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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友領取結業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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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新春團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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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新春團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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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說話練好， 是最划算的事

因為怎麼說， 決定你是誰，

說對了話， 人生節目就由你主持!

編後語

黃敬崢
詩巫閩清同鄉會講演會副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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