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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半島青年商會會刊首次出版，名為《簡訊》，
1975年易名《响箭》。1980年隨着會務蓬勃發展，
遂刊印較為精簡之《快箭》，寓意更快捷將會務訊息

傳達會員。本會會刊曾 5次獲選青商世界大會最傑出
分會刊物，13次香港總會最傑出分會刊物。《快箭》
每期由會友參與製作，除派發給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

會所有會員外，更定期寄送政府部門、各大專院校及

合作機構團體等。

青商信條

青年商會信條的宗旨是：以各種不同的方式為人類服務，並應從最基本的地方著手。

全球的青商會友，在分會、總會及國際性會議和活動中均會誦讀青商信條。

主席及記者

關家馳

司庫及記者

黃柏霖
秘書及記者  
楊穎詩

我們深信

篤信真理可使人類的生命具有意義和目的

人類的親愛精神沒有疆域的限制

經濟上的公平應由自由的人

通過自由企業的途徑獲得之

健全的組織應建立在法治的精神上

人格是世界上最大的寶藏

服務人群是人生最崇高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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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會 起動吧 !全港沙灘潔淨日 2018

  啟動禮暨問卷調查發布會

16 企業傳訊組 六月份月會「團隊建立 go Grow GOAL」

 青年事務組 七月份月會「品水思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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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島青年商會會長

何卓燊

總會指派執行委員

陳立言參議員

會長的話

轉眼間本年第三季度亦快要完結，執筆時回想去年這個時間正與 2018候選執行董事局團隊一
同準備周年大會選舉，並定下「同心承卓越，眾志傳薪火」為 2018年口號。「同心」和「傳
承」，除了是主題，也是我們的目標。

每年快箭的第三期都是特別令人期待的，除紀錄了各大工作計劃盛況之外，亦是讓自己檢視

目標進度的機會。

今期快箭紀錄了各工作計劃的驕人成果，社會發展組全新工作計劃「識飲識食 •高下鈉見」之
全城低鈉日暨問卷調查發布會，鼓勵大眾關注飲食健康，吸引超過 13篇媒體報導，更得到各
界一致好評；商業事務組「商智商識」之「安多 FUN工作企劃」閉幕禮暨問卷調查結果發布
會，提高社會對打工仔精神健康問題的關注，為社會帶來正能量；青年事務組的「青年家書

2018」今年突破既有模式，邀請名人寫家書作分享，將溝通關愛議題帶到更高更遠；領袖才
能組「與未來對話 -領袖傳承 2018」亦突破院校壁壘，培養更多社會的未來領袖。這一切正
是透過全體會員的「同心」才能成就的「卓越」成果。

當然今期快箭籌委會也沒有怠慢，安排著名電影導演和監製作星級封面故事專訪，其中杜 Sir
對後輩語重心長的教誨，非常值得大家再三細味。另外，「港•態度」亦專訪紮根深水埗多年
的傳統糕餅師，面對因苦無繼承而面臨傅統手藝的失傳。兩段專訪均告訴我們「傳承」的重要。

希望大家能跟我一樣，細味這本「同心」下完成的快箭，「眾志」成就的半島！

一加一，是不是等於二？

在下定論前，或許可從「一」開始了解。

若我們問青商是一個怎樣的組織，每人均可以有不同的詮釋，因為全球約 120個會員國，看
似各有各的定位及方針，但在 103年的青商運動期間，卻不難找到那一份令我們與別不同的
「唯一」。

例如，超過 1千萬來自各行各業的青商會友，每年在「一年一任」的情況下，堅守著的是一
份使命、一個願景及一個積極公民框架。

2018年，半島青年商會充分展現青商「獨一無二」的價值，憑著一份近 50年薪火相傳的堅
持以及 239人的上下一心，多個月以來聯繫社會各界，承先啟後地開拓出一條傳承與突破並
全的道路。

除承辦了香港總會「起動吧！全港沙灘潔淨日 2018」啟動禮暨問卷調查發布會外，社會發展
組的全新旗鑑項目「識飲識食•高下鈉見」及商業事務組的「商智商識」之「安多 FUN工作
企劃」接連三個星期獲得超過 30篇傳統媒體及網媒的深入報導，加上具創意的月會、快箭、
青年事務組的「青年家書 2018」以及創先河的「Google x NGO最多 Fund」分享會，不但
培育出更多青年領袖，在企業傳訊取得重大突破，更匯聚超過 200間私營及非牟利機構，印
證工作計劃的認受性，並體現 2014至 2018年國際青年商會五年規劃所強調的影響力。即使
活動結束，會員之間那份凝聚力及安多芬，確實是令人感動。

「一」個青年領袖組織，在《同心承卓越，眾志傳薪火》的理念下，為會員及社區開拓無限

的發展空間，也正是青商的難能可貴之處，一傳十，十傳百，卻又缺一不可。謹此代表國際

青年商會香港總會，感謝半島青年商會的努力，在各領域促進官、商、民的合作。祝願在會

長何卓燊的帶領下，社會更為團結創新，共享美好豐碩的成果。

總會指派執行委員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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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影自九十年代後步入蕭條，就一直存在著「香港電影已死」的說法，原因眾說紛紜，然而一個大

家都認同的觀點，應該是大環境的變化，以及電影市場的遷移。九七以後，不少香港導演都選擇「北上

掘金」，因而增加了中國大陸與香港合拍電影的機會，外界對合拍片的評價，好壞參半，有人說它是一

個機遇，亦有人認為它令香港電影業雪上加霜，合拍片的出現，無疑對本地電影發展帶來極大的改變。

杜琪峰，這位香港電影業大亨一直堅守本地電影市場，拍的是最地道的香港電影。杜Sir予人的形象總
是不怒自威，訪問當日的他比想像中溫和，娓娓道來香港電影的歷史和發展。談及到電影業的前景，這

位電影大導眉間總是帶著幾分傲氣，堅信：

「香港，仍然是一個能夠孕育電影人才的地方。」

總務及記者

吳苑瑩

傳承光影
拼發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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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影真的消失了？

六、七十年代的香港，正直經濟起飛的時期，這個揉合了中西文化的地方，加上香港人拼搏的精神，

整個環境為香港帶來了機遇，使電影業以至各行各業亦得以蓬勃發展。然而隨著時代的過去，加上環

境改變，導致製作成本上漲、演員片酬昂貴等原因，慢慢使投資者卻步，「黃金時代」的香港幾家大

電影製作公司如新藝城、邵氏、嘉禾，年產上百部的電影，現今只有約二十餘部。面對行業的困境，

很多電影人都選擇北上發展，九七回歸後，內地為香港提供了龐大的市場，電影工業北移就像昔日香

港的廠家北上發展一樣。

「很多人問香港電影是不是消失了？它並沒有消失，而是融合到了中國電影中，成為其中的一部份。」

過去中國大陸並沒有商業電影，而近年卻發展迅速，很大程度是受到香港電影的影響。「今年年頭幾部

票房好的電影都是香港製作，今時今日全國最出色的美術指導、武術指導，都是香港人。」杜Sir認為
即使現在電影業的發展重心並不在香港，但香港依然是一個人才輩出的地方，它的優勢在於仍擁有言論

自由及創作自由，讓年青的電影工作者可以在這個環境下慢慢成長，再去挑戰大市場，他堅信香港仍然

有能力培育新一代電影人才。

創辦鮮浪潮 一個屬於年青人的創作平台

「我們不是老闆或企業家，我們只是一群熱衷電影的工作者。」說到「傳承」，杜Sir認為可以回饋社
會的事，就是為年青人提供一個學術性平台，因而有「鮮浪潮」的誕生—一個發掘及培養年輕電影創作

人才的平台。透過舉辦短片競賽，為具有潛質的年輕電影創作人才提供培訓、資助及展示作品的機會。

早於十多年前創辦這個平台，杜Sir直言從沒想過在幾年內會有成就，因為人才和氣氛，都是需要時間
去培養的。時至今日「鮮浪潮」已踏入了第十三個年頭，不少年青的新晉導演，均出自這個傳承的地方。

除了「鮮浪潮」，近年業界對於新晉電影人亦十分支持。以前香港電影並沒有政府及機構的資助，而現

在電影發展局、藝術發展局等每年均有撥款去資助新晉導演創作電影，部份演員甚至願意零片酬去接拍

新晉導演的電影，身體力行以示支持。論發展，也許今天的香港電影業已比不上中國，不過電影人卻有

一夥團結的心，一同肩負起「傳承」的責任。杜Sir形容香港電影未來十年的發展，在於是否可以持續
地出現不同的新晉導演，在商業或藝術電影方面得到業界及觀眾的認同，繼而帶動下一代，薪火相傳。

第十一屆「鮮浪潮國際短片節」開幕禮 杜 Sir 於第十一屆「鮮浪潮國際短片節」開幕禮中致辭



4

第 三 期

電影創作只有一個條件

被問及年青電影人需俱備的條件，杜Sir認為創作唯一的條件就是電影人自身，如何把不可能變為可能，
因為創作不能在學校獲得。杜Sir在過去十多年的鮮浪潮中，總會對年青人強調三個字 "Vision, Passion, 
Completion"。拍攝一部好電影，最重要是要有觀點，「萬物都有定律：人需要呼吸，太陽由東方升起，
這是必然會發生既事。可作為一個電影人，他的觀點，就是如何從固有的事情上有不同的見解。」同一

個電影題材，同一個內容，如果可以帶給觀眾與別不同的感受，你就是一個成功的電影人。

其次是熱情。對杜Sir而言，只有觀點而沒有熱情一樣成不了事。「一百個電影人裡面可能只有幾個可
以堅持下去，他們未必沒有才華，但受不了長時間的壓力。」杜Sir形容導演是整部電影最痛苦的人，
笑言既辛苦人工又低，有時不免會「唔抵得」演員。但他認為電影人就是要有一夥打不死及堅持的心，

去支持自己的觀點，不要輕言放棄。最後是執行力。無論在任何環境下，都要緊記自己的專業，要用專

業去應付所有事情，即使遇上多大的矛盾，甚至偏離了自己的原意，都一定要完成這件事。他認為年青

電影人最重要的是堅持，不要懼怕失敗。最後杜Sir寄語新一代電影人：「年青的最大本錢是仍有時間錯，
珍惜每一次的錯，錯不代表失敗，錯能鞏固你未來的成功。」

談及未來的發展方向，「電影行業是敏感的，然而敏感才有市場。」杜Sir認為現在的電影製作難度越
來越高，有創作理念的同時，亦要考慮市場，兩者需要取得一個平衡，他坦言對商業電影開對商業電影

開始減少興趣，仍在思索未來的創作方向。不過「杜琪峰」這三個字，依然是令人充滿期待！

電影《三人行》獲選為 2016 台北電影節閉幕電影 《三人行》拍攝現場

左至右吳苑瑩、楊穎詩、關家馳、傅先生、傅太、黃柏霖、前會長許秋成

訪問過後，杜Sir亦有抽空和一眾會友短聚閒談 感謝杜Sir接受是次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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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 堅持 成功

坤記糕點

港．態度

砵仔糕
製作準備中

左至右吳苑瑩、楊穎詩、關家馳、傅先生、傅太、黃柏霖、前會長許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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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態度

坤記糕點

商界名人馬雲先生的這番話絕對能應用在傅永祥

先生（以下簡稱傅生）身上。傅生的「坤記士多」

是香港十數間著名傳統糕點店家之一。相信大家

對砵仔糕、白糖糕及芝麻糕等這「小時候的味道」

一點也不陌生。有沒有想過這些「味道」是如何

製作呢？

傳統糕點知多少？

每當大家好夢正甜，傅生於深宵已開始在工場內

為街坊們製作這些「味道」。「沾米」是當中不

可或缺的靈魂，透過機器將其磨成米漿，待其發

酵後加入各式材料，大大小小的糕點就由傅生的

一雙巧手中隨隨出爐。為了令這「味道」得到延

續，「坤記」每一個角落也有傅生的身影，其弟

亦不辭勞苦在工場內協助及監督，兩兄弟的一份

堅持把幸福和歡樂帶給每一位顧客。

六、七十年代的老香港

傅先生憶述，當年物價不高，一碗「細蓉」只需

兩毫 (「細蓉」為雲吞麵的別稱 )，而每件糕點只
賣五仙（當年稱五仙硬幣為『斗零』）。而他自

小便跟在父親的身旁，手把手學習如何製作傳紀

糕點，後來其弟再加入。當年舊式的工場抽風設

備比不上現在先進，工作環境好比烈日當空工作

一樣刻苦，可見製作糕點需要何等的堅持！當年

每逢糕點製成後，傅先生的母親會帶其兩兄弟走

遍大街小巷售賣，每個街角都聽到他們一家人的

笑聲。「回憶」一點一滴從當年保存至今。

簡單的事情重複做，你就是行家；

複雜的事情簡單做，你就是專家；

重複的事情用心做，你就是贏家。

白糖糕出爐的一刻

與大家一起成長的黃糖及白糖砵仔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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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送本會錦旗給予傅先生

時代的轉變

時移勢易，香港人都著重「食得健康」。所謂「食

得健康」即是三低一高 -「低脂、低糖、低鈉及
高纖」。但傳統糕點中不可或缺的食材 -糖，如
何隨時代轉變調整分量，以迎合現今都市人的口

味呢？

傅生的父親是嗜甜之人，亦依他個人口味製作糕

點。後來生意傳到傅生手上，口味也有相應的調

節。糖的份量減少了，迎合現今食得健康的大趨

勢，但仍保留傳統風味。

手藝承傳
看見傳統糕點店鋪不斷消失，而糕點師傅又寥寥

可數，這家經歷半個世紀的「坤記糕點」未來的

命運會是如何呢？

傅先生提起糕點製作的點滴仍津津樂道。對未來

並沒有太大執著，沒有刻意強求子女接棒這門手

藝，隨他們意願發展自己的人生，希望子女能找

到適合自己的方向。他們往後若有意從父親手上

接棒，傅先生亦會不遺餘力，盡心傳授，現在就

讓子女向自己的夢想自由飛翔。

若有人誠心拜師

傅先生坦言若有人想學習糕點製作手藝，亦不介

意外傳。因為由選材、準備、製作至完成的每一

個步驟都是有血有汗，「件件皆辛苦」。只要這

位「有緣人」不怕艱辛，努力不懈，他定必傾囊

相授。我們也希望香港能保留這份味道，這份感

情，這份精神，延續給香港的新一代。

與傅先生在酒樓吃早飯及閒談一番

司庫及記者

黃柏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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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期

商智商識之
安多 FUN工作企劃

組別睇真 D

你快樂嗎 ?
在香港這個彈丸之地，香港人為了三餐一宿，每日營營役役

朝九晚九地工作是平常事。但你是否確定身處辦公室十二小

時的自己快樂嗎？你曾經反思過自己快樂的來源與工作相關

嗎？可能你從未想過以上兩個問題及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

九成香港人都曾經於職場中感受過壓力、委屈或煎熬，但為

了保住「飯碗」而默默忍受。根據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網絡」

（SDSN）發表「2018全球快樂報告中指出香港人的快樂指
數只有 5.43分 (滿分為 10分 )，可見香港職場的環境及氣氛
趨向負面。有見及此，半島青年商會商業事務組便構思 -「商
智商識」之「安多 FUN工作企劃」，希望宣揚正面的思想及
推廣「快樂地工作」這個訊息傳遞予香港各階層受僱人仕。

「安多 FUN工作企劃」是以一套「正向心理學」THE 
PERMA MODEL為主軸帶出五種心態或元素如何應用於職場
上，而這五種元素亦與個人身心健康息息相關。是次企劃更

邀請到註冊職業心理學家陳曉翎為企劃顧問指導，透過街頭

訪問和網上問卷真實地了解香港人現時的工作情況以收集數

據，藉著活動和訪問香港「打工仔」的開心指數，再透過專

業人士協助分析相關資料後了解「打工仔」於工作期間的快

樂原因。活動至今收到超過 700份問卷，閉幕禮暨問卷結果
發佈會亦於 7月 22日觀塘 The Wave順利舉行。

新世代不是為生活而工作
「安多 FUN」籌委會主席 JENNY表示，回想到曾經身為
「打工仔」的自己，也試過長期處於負面的位置，滿腹怨言，

經常向上司投訴表達不滿，她坦然自己從前是一位不快樂的

「打工仔」。訪問當日，JENNY已由「打工仔」變成擁有
約過百名員工的「BOSS」，也由投訴人變成一個問題解決
者，深感新一代把個人感受看得比金錢更為重要。「透過參

與這次的工作企劃，最大的得益是學到把正面心理學融入現

有的工作環境，因為工作環境會直接影響員工對工作的投入

感，例如在辦公室增加活動空間、多擺放綠色植物、舉辦主

題活動等，均可舒緩員工壓力，提升他們的正面心理；而與

員工參與義工服務不但可以向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更可以

提升同事之間的互動；令同事以正面的心態去面對和享受工

作的時間。」

在籌備過程的關鍵元素和困難
籌委會成員 ERIK也分享了在籌備過程的關鍵元素：「我們
在決定使用 THE PERMA MODEL正向心理學為主要元素時
更加入 H – HEALTH來完善我們的工作企劃，因為我們在資
料搜集時得知紐約時報曾經發表過負面情緒會大大影響生理

健康，增加患有高血壓及心臟病的機率。所以在參與工作企

劃後，時刻都會提醒自己有關 POSITIVE EMOTION的重要
性。當然，「正向心理學」也應用在工作層面以外的範疇，

例如找尋活動贊助和製作或街頭訪問的短片，都是籌備過程

中的一部分新嘗試，而 THE PERMA MODEL正好為自己提
供正能量及有效地解決問題。」

有賴一眾籌委會成員的
努力令工作企劃和閉幕
禮得以順利完成

秘書及記者

楊穎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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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工作目標有所改變
參與工作企劃後的籌委會成員 CARMEN認為最顯著的影響
是令自己意識到原來努力工作不單只是為了成就和達成目

標，工作上的快樂可以從多方面獲得，例如滿足感、工作的

熱誠、樂觀地面對挑戰等等都不是用金錢來衡量，多想想工

作的意義更令人感受到工作上的快樂。

籌委會成員 BOBO則希望大家能從這個工作企劃中更了解自
己和別人的心情，從而在言語和行動上慢慢改變自己，因為

快樂不單是靠別人給予，自己都可以在工作上尋找到快樂，

建立出正面的處事態度，用這份正能量感染身邊的人。

JIMMY是半島的準會員也是第一次參與籌辦工作企劃，他笑
言：「其實每日都有一半的時間都在公司渡過，人生有一半

的時間都在工作，自己在工作上也容易動怒又稱「燥底」。

透過是次「安多FUN工作企劃」後，自己也被「正向心理學」
感染而變得更有耐性。」

活動效果與理念一致？
對於第一次參與企劃的 STEVEN，他直言有賴一眾成員及資
深團隊的幫忙，令籌委會可以有效地進行計劃。當中最重要

肯定是團隊精神，因為一個人的能力有限，但整個團隊就可

以發揮出無限的可能。活動效果與理念非常一致，因為這是

切合大眾有關的議題，而出席活動的朋友均有正面的回響，

一眾籌委會成員都感到很高興能夠宣揚正面的思想及推廣

「快樂地工作」這個訊息。

籌委會成員 BOBO在進行街頭訪問時邀請會友和路人填寫問
卷：「看見他們拿著宣傳道具和戴上紀念品太陽眼鏡拍照，

他們燦爛的笑容及真摯的分享，讓我們堅信「安多 FUN工作
企劃」可使更多人去關注打工仔快樂指數。」

後記

作為一個「打工仔」真的深明工作環境是很容易影響一個人，

每日的工作時數一定比睡眠時間多。而且職場上存在著各種

挑戰、工作壓力、人際關係、升遷機會都是直接影響個人情

緒的因素。感謝「安多 FUN工作企劃」籌委會接受採訪，令
我們接觸到「正向心理學」，了解更多關於提升自我快樂的

方法，同時感受到他們開會時積極輕鬆的氣氛，希望大家能

以「正向心理學」的手法把職場負能量踢走，重拾工作熱誠，

提升工作快樂指數。

籌委會主席

方瑀楨
JENNY FONG

籌委會成員

談秀琼
BOBO TAM

籌委會成員

吳雅文
CARMEN NG

籌委會成員

李穎聰
ERIK LI

籌委會成員

胡國灝
STEVEN WU

籌委會成員

留君銘
JIMMY LAU

有幸邀請到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陳百里博士為閉幕禮主禮嘉賓

問卷調查發佈會當日由註冊職業心理學家陳曉翎現場分享調查結果

籌委會成員和《快箭》記者完成訪問後輕鬆合照

籌委會成員為閉幕禮準備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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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家書 2018
心動·不如筆動
撰文：趙秉裕

青年事務組

本年度青年事務組「青年家書 2018」有別以往的徵文比賽，
是次活動邀請了「十大傑青」及各界成功人士，更包括更生

青年撰寫家書，刊登不同媒體如《都市盛世》及《今日校園》

等，並於荔枝角 D2 Place及赤柱市政大廈公開展覽讓市民參
觀，以鼓勵兩代溝通。

活動於同月 28日下午假中環 8號碼頭舉行閉幕禮。當日邀
得中西區民政事務專員黃詠詩太平紳士，「十大傑青」之一

陳衍泓（Comma）擔任嘉賓，歷年支持青年家書活動的中西
區家長教師會及懲教署代表出席。當日亦設以兩代溝通為題

的討論環節，現場家長及嘉賓踴躍參與討論，可見兩代溝通

為當今社會一大議題。此外籌委會亦邀得會友進行魔術表演，

子女與父母打成一片，樂也融融。

嘉賓討論環節 -
主題：新世代家庭溝通法

青年家書 2018 本年於
荔枝角 D2 place 及赤柱市政大廈擺放展覽，

向公眾宣揚家庭溝通的重要

最後致送感謝狀予一眾贊助商及支持機構。在此感謝組

別顧問楊少琼參議員、出席嘉賓、抽空撰寫家書的知名

人士、贊助商及支持機構鼎力支持！

於閉幕禮當日寫下心底話予家人表達心聲

中西區民政事務專員黃詠詩太平紳士擔任為閉幕禮主禮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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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飲識食•高下鈉見
全城低鈉日暨問卷調查結果發布會
撰文：方佩玲

社會發展組

由半島青年商會社會發展組舉辦的「識飲識食•高下鈉見」全
城低鈉日暨問卷調查結果發布會已於 7月 15日（星期日）
假 H6 CONET圓滿舉辦。活動吸引超過 100人蒞臨參加，
場面非常熱鬧，並有超過 13篇有關是次活動的報導。

當日節目非常豐富，除了有香港大學食物及營養學助理教授雷

震宇博士的問卷調查分析及團隊代表黃兆章先生發布問卷調查

結果外，還承蒙主禮嘉賓食物安全中心風險評估及傳達科首席

醫生吳志翔醫生撥冗出席並與香港公共營養師及食療養生師專

業協會會長梁耀楣小姐、中西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榮譽會長梁天

豪先生及馬曉晴小姐擔任座談會的嘉賓。此外，亦感謝小廚神

招穰小姐即埸示範製作低鈉小食，希望家庭大眾都能夠於閒時

自製簡單健康食物，減少食用市面上高鈉的零食。

本會感謝活動大使招穰小姐、徐智勇先生（小肥）、馬曉晴

小姐及黃婉曼小姐為本會拍攝短片積極推廣本計劃。

「識飲識食•高下鈉見」工作計劃自本年二月正式展開，在
各方機構好友支持下，進行了街頭訪問、完成了五個講座，

招募了六十九間食肆成立「低鈉聯盟」支持由本會發起每月

A 多位傳媒朋友到場採訪

2 一眾籌委會成員之合照

3 各嘉賓正式啟動每月 15 日的「全城低鈉日」

4 感謝各會友撥冗出席及支持是次活動

A

十五日的「全城低鈉日」，最後更成功向八百五十名本港巿

民收集到關於低鈉飲食的問卷調查，研究市民對此議題的意

識及行為。

本會期望是次活動可喚醒社會開始實踐低鈉飲食的習慣。在

更多的「低鈉聯盟」不主動提供額外醬料及調味料，為大眾

提供更多新鮮少醃製的健康食品的推動下，我們期望社會大

眾可以實行一月一次小改變大改善，長遠減低學童以至成年

人士患上心、腦血管病的機會。

是次計劃得以順利進行，實有賴籌委會成員日以繼夜的努力

和付出。特別鳴謝副會長朱韋謙、執行副會長雲騰龍、組別

顧問前總會會長陳展霞參議員及會長何卓燊的悉心協助及指

導，豐富了工作計劃的意義。此外，本會亦再次感謝食肆代

表、傳媒機構代表與及百多位來賓蒞臨支持發布會。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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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期 2018國際青年商會亞太大會
撰文：譚元熙

國際事務組

每年五六月間，國際青年商會會員都會雲集亞太大會，透過

互相學習、互相交流，為服務社會、裝備自己而努力。

今年半島總共有 30位會友參加於日本鹿兒島舉行的 2018年
度國際青年商會亞太大會，其中有 14位會友更是首次參加
亞太大會。在這六日五夜的旅程中，會友們除了遊山玩水、

品嘗當地美食、感受各地區派對的熱烈氣氛以外，也與世界

各地的青商會友一同參加各式各樣的課程和交流活動。

今年的香港之夜派對，半島設計了以“島神”為主題的麻雀

攤位遊戲，與各地的青商會友大玩摸牌遊戲，讓他們從中體

驗香港文化，吸引了不少外地會友參與，十分盡興。亦感受

到半島會友的熱情。

此外，我們也邀請了姊妹會會友們一起共進午餐， 席間各會
友互相認識，並互相交換小禮物。午餐過後，大家一起到附

近的公園進行慢跑活動 Run For Health，藉此宣揚健康生活
的理念。

最激動人心的一刻是最後一天的頒獎典禮。恭喜半島 2017
年度的《與未來對話：領袖傳城》工作計劃於今年亞太大會

中勇奪 Best Local Personal Skill Program的獎項！這份殊榮
讓世界各地的青商會友認識我們的工作計劃，亦令在場的每

一位半島會友都感到十分自豪。

恭喜半島 2017 年度的《與
未來對話：領袖傳城》工
作計劃於今年亞太大會勇
奪 Best Local Personal Skill 
Program 獎項！



午餐過後，我們還與姊妹會會友們一起到附近的公園進行

慢跑活動 Run For Health

我們邀請了姊妹會的會友們一起共進午餐，與本會會友互相認識一番，並且交換禮物

今年的香港之夜派對，我們設計了以“島神”為主題的麻

雀攤位遊戲，與外地的青商會友大玩甩牌，讓他們體驗香

港文化

今年有 13 位會友更是首次參加亞太大會

一同感受各國派對的熱烈氣氛

13

無數個精彩的瞬

間，都因每位參與

的會友而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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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頒獎典禮
撰文：雷皓殷

隨著電子科技的普及，眾多中小企及非牟利組織機構（NGOs）
也致力在數碼營銷及推廣方面上尋求突破。本會特意邀請數碼

營銷領袖郭嘉俊先生（Kenneth Kwok）成為「Google x NGO
最多 Fund」Adwords工作坊主講嘉賓，分享Google Adwords 
推廣策略及申請Google Ad Grants之相關資料。

郭嘉俊先生有超過 19年數碼推廣經驗。早於 2009年開始舉
辦「香港數碼分析星期三」和「亞洲數碼分析高峰會」。他

於 2010年創辦 Beehive Strategy（蜂策略），為亞太地區不
同企業提供數據分析服務，2015年公司成為香港首間Google 
Analytics合作夥伴。現時亦是「香港數碼分析協會」創會會長，
Google Partner Academy講師，以及香港多間大學的客席講師。

於 7月 30日晚上，有近百名多中小企及非牟利組織機構代
表及來自不同分會的會友出席工作坊，聚首一堂瞭解 Google 
Adwords及Google Ad Grants可以如何為NGO帶來新機遇，
郭嘉俊先生亦與出席交流即席解答不同迷思。

GOOGLE X NGO最多 FUND
紀錄及獎勵組

撰文：雷皓殷

紀錄及獎勵組

半年度頒獎典禮於 7月 5日七月份月會舉行頒發 8個獎項，
頒獎儀式前會長何卓燊為我們致辭，之後開始頒發各個獎項

和合照。

得獎內容如下：

「傑出工作計劃主委優異獎」-陳瑤瑤 Yiu Yiu
「傑出工作計劃主委優異獎」-蘇銳 Yvonne So
「傑出工作計劃主委大獎」-利家鳴 Carmen Li
「傑出工作計劃主席優異獎」-黃潔瑩 Lisa Wong
「傑出工作計劃主席大獎」-譚元熙 William Tam
「傑出工作計劃獎」- 2018赴亞太大會
「傑出董事獎 (第一季 )」-出版及數碼推廣董事 Larry Ting
「傑出董事獎 (第二季 )」-國際事務董事鄭天殷 Tina Cheng

最後所有獎項頒發完成，所有得獎者大合照。恭喜所有得獎

者，感謝各位的努力和付出，成就多個成功的工作計劃。請

繼續支持我們餘下的工作計劃，並密切留意年底舉行的全年

度頒獎典禮。

「傑出工作計劃主委優異獎」得獎者 - 陳瑤瑤 「傑出工作計劃主委大獎」得獎者 - 利家鳴

「傑出工作計劃主席大獎」得獎者 - 譚元熙 「傑出工作計劃獎」得獎工作計劃 -2018 赴亞太大會

丁希臨奪得「傑出董事獎 ( 第一季 )」獎項 鄭天殷奪得「傑出董事獎 ( 第二季 )」獎項

年中頒獎禮主持 - 莫嘉明 當晚全體得獎者大合照，恭喜各位 !

Google X NGO 最多 FUND 工作計劃籌委會成員、
顧問、指導秘書長及指導董事

Adwords工作坊



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與一眾協辦及支持機構呼籲市民身體力行，清理沙灘垃
圾，支持 9 月 15 日的「起動吧 ! 全港沙灘潔淨日 2018」

（左起）半島青年商會會長何卓燊、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會長簡汝謙、環境
局局長黃錦星、新界鄉議局副主席林偉強及活動籌委會主席黎思聰一同主持
「起動吧 ! 全港沙灘潔淨日 2018」啟動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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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賓與出席者一同大合照

「與理想對話」名人分享已於 6月 23日圓滿結束，出席人
數超過 40人。當日我們邀請到四位來自不同界別的嘉賓為學
員分享成功路上的體悟及得著。包括有大新銀行商業銀行總

經理陳仕宏先生、香港空手道精英運動員鄭子文先生、9A狀
元九龍巴士業務發展經理梁領彥先生及自然教育總幹事莫皓

光先生。四位嘉賓勉勵學員努力追尋夢想，在過程中不斷自

我檢視，堅持自己的信念，就能一步步向成功走近。學員皆

度過了一個精彩的下午，獲益良多。

「與理想對話」名人分享
撰文：林嘉俊

領袖才能組

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及合辦機構新界鄉議局「起動吧 !全港沙灘
潔淨日 2018」啟動禮暨問卷調查發布會已於 7月 2日完滿舉行。
是次活動由本會承辦，並有幸邀請香港特別行政區環境局局長黃錦

星、新界鄉議局副主席林偉強、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會長簡汝謙

及本會會長何卓燊主禮。

席間大會亦向外界發布於 5至 6月期間，透過樹仁大學社會工作
發展及研究中心以抽樣方式，調查 503位受訪者，以了解市民對
海洋保育的了解程度。調查顯示，約六成受訪者認為香港海岸不清

潔，及超過九成人同意「源頭減廢」並願意改變生活習慣。

是次活動更邀請到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項目經理（海洋保育）

楊松穎博士及香港服務同盟召集人甄韋喬博士作分享。他們都表示

政府需要提供有利回收業的環境、經濟誘因及營造減廢文化，以最

終達至「源頭減廢」。

起動吧 !全港沙灘潔淨日 2018
啟動禮暨問卷調查發布會
撰文：黎思聰

總會

學員分 4 組與嘉賓深度交流 四位嘉賓分享成功路上的挑戰



活動當日超過 50 名會友出席，十分熱鬧

會友十分投入參與分組活動會友們一同渡過了愉快的一晚

感謝陳肇安先生

擔任分享嘉賓

當晚出席人數接近 50 人 會友嘗試「品水」

大家品嚐豐富的法式菜餚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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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青年事務組籌辦的半島青年商會七月份月會「品水思源」

已於 7月 5日晚上假富豪香港酒店圓滿舉行。當晚活動參加
人數共 46人，場面十分熱鬧。

是次活動本會非常榮幸邀請李冠威先生，香港首位及唯一品

水師作為分享嘉賓，透過分享及講解各種品水的知識，並且

透過識別礦泉水、自來水及蒸餾水之分別，讓大家從中學習

各種有關飲水不為人知的知識及學問。

七月份月會「品水思源」
撰文：鄧坤勇

青年事務組

由企業傳訊組籌辦的半島青年商會 6月份月會專題講座「團
隊建立 go Grow GOAL」已於 6月 7日晚上假富豪香港酒店
圓滿舉行。當晚活動參加人數共 57人。本會非常榮幸邀請陳
肇安先生，一位具有豐富企業人才培訓經驗的顧問及導師，

透過遊戲讓大家從中體驗團體建立的過程及重要性，使大家

從參與中察覺並發掘自己在團隊中的角色、獨特性及性格優

缺點等，共同創建不同形式的合作模式。

六月份月會「團隊建立 go Grow GOAL」
撰文：胡秀雯

企業傳訊組

分享嘉賓李冠威為大家

講解水的不同功效



於葉挺紀念館葉挺將軍銅像前合照留念

「豐渚園」風景美不勝收同逛「梅菜一條街」

大家品嚐豐富的法式菜餚 不同的動作，活動不同的身體肌肉

濟濟一堂享受豐富自助晚餐 於清泉古寺前大合照

恭賀七月至九月的壽星生日快樂

17

樂聚惠陽逍遙遊
撰文：李德敏

半島資深青商會

由半島資深青商會主辦之「樂聚惠陽逍遙遊」已於 2018年 5
月 5日至 6日圓滿舉行。當日共有 43位會友及親友參加，
包括 8位前會長和 5位前主席，本會會長何卓燊及上屆會長
林偉洛均親臨支持。

當日各團友一早於深圳福田口岸集合，乘坐豪華旅遊巴士向

惠陽出發。途中籌委會安排了精彩的問答遊戲及抽獎活動，

參加者都玩得非常開心投入。惠陽之旅行程豐富緊湊，先往

參觀清泉古寺，接着享用特色午膳「漁家海風情宴」。飯後

大家前往參觀「葉挺紀念館」，緬懷葉挺將軍之英雄事蹟。

隨後大家安頓在五星級，充滿歐陸色彩的「家路國際大酒

店」。傍晚時，大家於酒店餐廳享用豐富豪華的自助晚餐。

席間籌委會更為 5月及 6月生日的會友及親友慶祝生日。飯
後大家前往欣賞酒店劇院安排的「巴黎至潮歌舞 Show」，
半島會友還應邀上台表演，氣氛熾熱高漲，大家樂而忘返。

翌日，大家參觀有惠州西湖之稱的「豐渚園」，怡人美景，

盡收眼底。午膳大家品嚐「萬綠湖河鮮宴」，席間還安排了

大抽獎，共抽出十多位得獎者。飯後再往「梅菜一條街」，

讓團友購買惠陽特產，大家都盡興而歸。

嘻嘻哈哈 • 大笑瑜伽

是次活動得以順利舉辦，實有賴籌委會成員的精心策劃以及常務

委員會各成員的共同努力和付出。

撰文：李德敏

半島資深青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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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期 半島人•收藏•家
半島人家

愛收藏東西，人之常情。古語有云：「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深情也。」正好說明了一個有癖好的人的可愛之處吧。這種收藏狂想，可能是受父

母同輩的影響，或是工作關係或是兒時習慣的延續。一個人即使再忙，都總會有令他願意付出時間、血汗、金錢，甚至廢寢忘餐的東西。今期 4位
半島人將分享自己一直以來的珍藏，且細聽他 /她們的儲物故事，當中你會對「收藏」這詞彙有另一種體會。

可輕易成為一個收藏家
雖然是老生常談，收藏的關鍵其實更在於你是否對你所喜愛的東西有足

夠的激情和追求，若然你有這份熱情，那怕你的收藏品是多是少，那怕

你是富或貧。你也可成為一個收藏家吧。

林漢武參議員從 10歲開始收
藏郵票，至今已有 61年。一
開始他是抱著「人有我有」的

心態，之後便開展收藏的漫漫

長路。現在他的收藏還包括張

大千的古畫及過百年的古董，

可算是半島的收藏家。

說起郵票，林漢武參議員表示當年在郵票上的花費雖只是數元，但已是生

活費中的一大部份，不經不覺他的郵票更佔了好幾個公文櫃。後來他更千

辛萬苦搜藏世界第一枚郵票「黑便士」，可見他對郵票的鍾愛及興趣。

每張郵票也有其背後故事，如當中數枚是跟筆友及跟家人書信往來的，或

數枚是童年經歷的⋯⋯包括自己特意買蓋章給郵票蓋印，相信可以為其增

值。這些都是難忘、有趣的。

「隨心隨緣」這是林漢武參議員現時的收藏心得—「雖然只要價錢合理

便買下來，但當然也要量力而為，而且也要看跟收藏品的緣份」。

他笑言收藏就如追女孩一樣，再多的金錢也不一定有用，緣

份一到便是了。訪問最後，特別喜歡他這句分享「人騎

駿馬，我騎驢，回頭轉望推車漢，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我想這也是收藏家的其中一個不錯的境界了。

隨心隨緣 - 郵票
想當年，半島人方瑀楨就是因為買了第一雙

耳環，她對於耳環的追求便一發不可收拾了。

此後任何一次旅行，尋找耳環就成了她的首

要目標。

這次，她分享了其中較特別的耳環珍藏款式，

有威尼斯的面具、華爾茲的吊燈、日本的和服，

以及不丹的轉經。雖然每樣也是日常生活所見

之物，但變了耳環般精緻細小又是另一種味道。   

對於這收藏品，方瑀楨表示從來沒想過收藏的數量，只要見到喜歡就會買

下來。因為大部分也是人手製作，而且非常珍貴，錯過了便很難再遇到。

而且每件收藏品，背後也有其獨特故事，每次看著它們也會勾起當時去旅

行的人和事。

收藏耳環的好處，更在於不論平日工作或是逛街也會用到，帶著它，往往

可以令到平凡的裝扮也變得獨一無二，讓人不期然感到精神飽滿。所以這

收藏品真是「出得廳堂入得廚房」。每天也能帶著自己喜愛的收藏品工作

或是逛街，不就是一件人生樂事。

藝術•帶著妳 - 耳環

假如沒有唱片機，你也會一心去買唱片嗎 ?我
想只有非常喜歡才會這樣做。喜歡就是由心而

發的感覺，這種慾望是即使這黑膠唱片，不會

播放，但就是要擁有之感覺。

說的就是半島人雷皓殷，他的黑膠唱片收藏類

型廣泛，包括有耳熟能詳的 Beatles，年輕一輩
喜歡的高達動畫，以至邵氏 60年代電影小雲
雀。只要看到，覺得它封面美麗或是喜歡當中

的一首歌，便有一份可遇不可求的感覺，擁有它，收藏它。

「收藏時遇到最大的便是土地問題。那什麼是收藏它最好的時候 ?就是當
你開心，只要喜歡，便買下它吧，不用想得太多」。另外，收藏這些唱片

不只是追求音質，更重要的是追求那份感覺，那份音

樂上的情懷。可見他喜歡這收藏品是由心而發的。

當然收藏的過程更為重要，這種探索體驗，好比

探險家發現新大陸一樣開心滿足。在目標中發掘

未知的事情，這些事情只有愛收藏東西的人，才

會明白，你懂的。

發掘未知 - 黑膠唱片

每位女士手袋裡總會有一支唇膏，簡單的唇

色令人感覺精神，半島人梁家穎是唇膏收藏

家。在她眼中，這收藏品實用非常，因為可

用它來作裝扮。另外，朋友得知這是她的心

頭好，送禮也首選唇膏，時間久了，她的收

藏也慢慢增多。

她提到，當中最有紀念的唇膏，是朋友送贈的

生日禮物，因為背後蘊藏著朋友送禮時的心思、

心意，而且朋友亦因著她而去了解她的喜好。透過這收藏品，梁家穎跟朋

友多了無所不談的話題。當中有些限量版也是朋友協助才可以擁有。「即

使唇膏用完，也不捨得棄掉」，由於每支唇膏也有其背後故事及獨特性，

因此也是非常珍貴，可謂是非賣品。

最後，她認為透過這收藏品，令自己明白到簡單就是美，每一枝簡

單的唇膏也有其獨特的美，就如我們做人一樣，簡單，有信心才是

最重要。

就如每位女士一樣，也希望收藏整個系列的化妝品，雖

然這需要很多時間及金錢，但這也是收藏化妝品中，

最開心及有趣的地方。

簡單•美 - 唇膏

一眾半島人閒談短聚

主席及記者

關家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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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ean Optical Co. Ltd
海洋眼鏡

中環德輔道中 10號東亞銀行大廈
大堂層 4A鋪
www.oceanoptical.com.hk/

MYTHIC HAIR 
SALON
尖沙咀漢口道 39-41號麥仕維中心 10樓
Fb: MYTHIC HAIR SALON

iSight 
Optometric Eye Care Center
中環皇后大道中 50-52號陸佑行 902室
www.isight.com.hk 
Fb: iSight Optometric Eye Care Center 

《快箭》派發地點

半島人家

會友喜訊

祝賀會友陳曉婷與梁雋堯喜得千金祝賀會友關家馳
喜得千金

祝賀會友李柏如喜獲麟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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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期

對外及總會活動

城市青年商會 37周年會慶

「識飲識食 高下鈉見」企業拜訪 香港華人會計師公會 105周年晚宴暨全球華人會計師大會開幕禮

九龍青年商會 MBTI Workshop X June MFG -「心」藏畢露

JCIHK Joint Director Meeting十大傑出青年選舉 2018接受提名記者招待會

青商運動會 「識飲識食 高下鈉見」社區中心工作坊

香港女青年商會 歡樂滿 Jayceetes cum June MFG cum Fundraising cum Long Service Appre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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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青年商會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選舉頒獎典禮龍耳十周年晚宴

識飲識食高下鈉見商台訪問 Time Auction與陳方安生會面

濠江青年商會 2018全城樂活之「綠」月步行嘉許禮 青年家書展覽攤位（D2 Place）

起動吧！全港沙灘潔淨日 2018啟動禮暨問卷調查發布會
香港女青年商會敢想敢做 2018：

全港中學生創意社企大賽總決賽及閉幕暨頒獎典禮

港島青年商會 Final Straw「告別飲管」啟動禮大嶼山青年商會 Zero to One Startup Challenge 2018
零到一創業比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