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ISSUE

1

第一期

www.hkpjc.org

封面人物專訪

半島青年商會永遠名譽會長
楊少初參議員

毋忘「初」心
成就人生
Outstanding Chapter of the World 世界傑出分會 1986， 1991， 2002

第 一 期

01

主禮嘉賓獻辭

02

會長的話

03

總會會長的話
總會指派執行委員的話

04

半島青年商會 2019 年度行政體系表

05

半島青年商會 2019 年度工作計劃表

06-08

封面人物嘉賓專訪 毋忘「初」心 • 成就人生

09

國際事務組

歡迎日本箕面青年會議所成員訪港

領袖才能組

董事局訓練營

10-11

國際事務組

2018 年度國際青年商會世界大會

12

總會活動

香港總會周年大會

13

紀錄及獎勵組

2018 年度心火相傳頒獎典禮

14-15

祖國事務組

我們愛讀書

16
17
18

歡迎加入半島
秘書處

特別會員大會

秘書處

會員周年大會

資深青商會

型。聚。冬日暖
資深青商夜 - 民初音韻樂悠揚

19

資深青商會

主席的話
活動預告

青商信條

半島資深青商會當然委員及常務委員

我們深信

20

對外活動一覽

篤信真理可使人類的生命具有意義和目的

21

半島喜訊

人類的親愛精神沒有疆域的限制

《快箭》派發地點

經濟上的公平應由自由的人

23

通過自由企業的途徑獲得之

24-25

港態度專題

齊心同行 • 逆流而上

健全的組織應建立在法治的精神上

26-27

港態度專題

樂在暖意中•聚在陳根記

人格是世界上最大的寶藏

28-29

服務人群是人生最崇高的工作

全城熱點

50 周年會慶回顧系列 (1969-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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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籌委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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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陳樹榮

秘書及記者
葉玉琦

司庫及記者
陳穎嫻

指導董事：趙嘉雄 Simon • 指導副會長：彭仲恆 Tony • 指導執行副會長：陳雋昆 Johnathan
出版及數碼推廣組顧問：許秋成參議員 Ludwig • 會長：雲騰龍 I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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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務及記者
文雋穎

訂閱及查詢：pd@hkpjc.org 版權所有，如欲轉載請與我們聯絡。
JCI Peninsula 半島青年商會

主禮嘉賓獻辭

1

會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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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新一年，首先祝大家新年快樂，幸福安康！
青商運動源遠流長，而半島青年商會亦已在香港紮根 50 載，無懼挑戰和時
代的變遷，一直秉承發揚青商「服務社會 • 訓練自己」的精神，並為香港
培育無數的社會領袖及積極公民。
半島青年商會會長

今年正是本會 50 周年的大日子，會慶餐舞會謹訂於 2019 年 8 月 3 日舉行，
除慶祝本會踏入五十個年頭，見證本會與各分會、各姊妹會愈見隆厚的情
誼；與香港社會的共同成長外，亦藉此感謝歷屆前輩對推動會務及對年青
會友無私的教導，達至上下一心，「樂聚半島」！
「今日青商．明日領袖」，青年商會一直為青年人提供有關思考、協商、
計劃、執行和檢討的訓練機會，讓青年人不單成為青商體制內的領袖，更
能於家庭、工作及社區帶動更多正面積極的改變。面對變化萬千的香港，
年輕一代正好需要重拾香港人實事求事及承擔的精神，保持對理想的追求
和熱情，以裝備自己創造更美好的未來！
半島青年商會傳承 50 年的基石，過去不斷籌辦膾炙人口的工作計劃，包括
近年為會友及本地大專生提供「助人自助」的平台的「與未來對話 領袖傳
城」系列，於去年亞太大會獲 Best Local Skill Development Project 大獎；
另外，商智商識之「安多 FUN 工作企劃」，針對香港在職人士快樂指數
偏低，並鼓勵社會及企業僱主提高對在職人士身心健康的關注，得到各界
很大的迴響，更於去年世界大會穫得 Best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gram 大獎。在此恭喜各得獎之組別及會員的努力獲得認同，實在可喜
可賀！
回首過去 50 年的精彩時光，背後凝聚的是前輩們的努力和心血，還有不同
時代會友的耕耘和付出，是以會員事務組將致力促進會內溝通，舉辦各式
活動讓會友在百忙之中不忘聯誼，藉金禧慶典讓長中青會友們聚首一堂，
期望與各半島會友上下一心，彼此勉勵、一起成長，跨步開拓更豐盛的未
來。「樂聚半島 跨步同行」正是半島青年商會本年推動會務的口號。
最後，誠邀各半島會友、青商及各界好友出席本會金禧慶典並祝願大家萬
事如意 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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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會長的話

半島青年商會在過去 50 年一直為社會作出貢獻，同時秉承青商宗旨及精
神，為會員提供不同的訓練機會。新任會長雲騰龍及一眾董事局成員以「樂
聚半島 跨步同行」作為本年度的主題，成為青年領袖匯聚的平台。冀望能
各盡所能，為社會創造積極改變，攜手跨過 50 周年，共創高峰。
多年前看到一個印度的廣告，當中的含意令人記憶猶新，故事開始是因為
一顆大樹倒卧在路中導致大塞車情況，正當大家都在默默等待有關人員來
總會會長

處理的時候，一個小男孩自告奮勇地去搬這顆大樹，起先沒人理會，但到
後來感染了所有人一同努力，最終搬開了大樹！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本
年的主題為「Keep Changing the World」，希望藉此帶出青商薪火相傳為
世界作出改變的信息。世界每日有很多不同的問題發生，而作為積極公民
我們應勇於應對問題，作出適時改變。更重要的就是將這信念延續到未來，
令整個社會有一個持續的正向改變。
祝願新的一年，半島青年商會會務興隆、再創高峰。並攜手為下一代創造
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總會指派執行委員

四十三萬八千小時的凝聚力，就正正是二零一九年半島青年商會口號的首
句「樂聚半島」。「樂聚」很容易就會令人想起一件件很愉快的經歷，凝
聚了一班有夢想、有志向的年青人，再配合長中青會友互相支持及鼓勵，
走過五十載。
在會長雲騰龍帶領下，二零一九年延續半島青年商會在社會上具影響力的工作
計劃「我們愛讀書」、「商知商識」、「與未來對話」等，而且力求創新，希
總會指派執行委員

望帶更多機會給予會員，透過服務社會，來訓練自己，將來成為出色的領袖。
由紙禧到金禧，再一起邁向鑽石禧，也正好呼應二零一九年半島青年商會
口號的第二句「跨步同行」，跨步進入第二個五十年。
在此謹代表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感謝半島青年商會一直以來培育不少
傑出領袖，服務香港，更持續不間斷地貢獻社會。祝願半島會友們五十周
年跨步向前，感恩同行，生活安康，會務興隆！
KEEP CHANGING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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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葉玉琦

「我小時候很喜歡玩樂，特別喜
歡打籃球，不喜歡讀書。」相信
是大部分年青人的心聲，但竟想
不到這是出自一位律師的口中。
半島青年商會永遠名譽會長楊少
初參議員自少不喜歡讀書，但最
終本著一份「初」心，努力不懈，
成為律師，更成為立法局議員及
鄉議局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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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人物嘉賓專訪

憑著一份「初」心•成為律師
楊少初生於農村家庭，是新界元朗楊屋村原居民，年少
時和一般少年一樣喜歡玩樂，但後來有感新界原居民中
十分欠缺高學歷人士，便希望自己將來有能力為新界居
民謀福祉，於是將讀書放在第一位，發奮學習。楊少初
這份助人的初心，成為他讀書的推動力。
但當時楊少初自知英語能力較差，中四時英文作文是全
級包尾，於是他每天堅持閱讀“Wren & Martin”( 英文
文法書籍 )1 小時，持之以恆。結果，他中五時的英文
作文成績成為了全級第一！及後，楊少初為了繼續提升

延續「初」心•加入青商

自己的英語能力，大學時便選擇到英國倫敦修讀法律，
學英文、學法律、學當地文化，學有所成後回到香港，
成為新界原居民中首位律師。當時香港仍是英國殖民
地，楊少初在英國的經驗，讓他能成為港英政府與香港
居民的溝通橋樑，因此，楊少初其後更被港英政府委任
為立法局議員及鄉議局議員。

即使楊少初已經擁有高學歷、高職位，但他
仍不忘助人初心，一直熱心公益事務，他曾
擔任多個慈善機構之總理及公益團體的會長
等等。及至 1969 年，楊少初獲邀請加入了半
島青年商會，成為創會副會長，繼續服務社
會。並於翌年獲選為半島青年商會會長，他
立即重整會內架構，提升會員質素，罷免會
中只是掛名的冗員，招募一班有心貢獻社會
的人士。同年，在楊少初的領導下，半島青
年商會於總會週年大會中獲選為最傑出分會，
並獲得最傑出分會會員擴展及最傑出個人會
員擴展 ( 楊少初 ) 三個獎項。楊少初傑出的領
導和策劃能力有目共睹。他接著又於同年年
底被推薦競選香港青年商會總會會長，當時
楊少初只是加入了青商 1 年 9 個月，他亦當
仁不讓為競選做足準備，並把青商總會藏書
庫中歷年有關青商的書籍全都看一遍，最後，
37 歲的楊少初不負眾望成為了 1971 年的總
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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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先啟後•寄語新一代青年領袖

不遺餘力•心繫青商

楊少初講述當年拓展會務至不同社會階層，是透過調查及

楊少初歷年參與過多個慈善機構和團

分析找出社會所欠缺的，通過製定計劃與執行喚醒公眾關

體，並擔當重要成員，現年 84 歲的

注或解決問題，最後檢討如何深化和跟進工作計劃，正正

他雖退下了火線，但仍然心繫青商，

是青年商會恆之有效的社會發展循環步驟之應用，透過工

不 時 出 席 青 商 活 動， 為 新 一 代 青 年

作計劃來「服務社會、訓練自己」，秉承青商的宗旨。

領袖打氣。「我是人老心不老，喜歡

隨著社會的變遷和進步，楊少初提醒我們在訓練自己成
為領袖時，需要明白到“A GOOD LEADER IS A GOOD
FOLLOWER”，每個人在擔當領袖的同時，在不同的團體
中也同樣是位跟從者，作為不同團體或社會階層的溝通橋

留在青商，一來可以感受到年輕人的
氣魄，二來欣賞青商不是個講錢的商
會。」楊少初娓娓道出他堅持留在青
商的原因。

樑。因此，我們無論在社會擔當任何角色，都應盡責做好
自己的本份，如果連服從者的角色都未能做好，更遑論成
為好的領袖。
作為律師及身兼多個公職，楊少初從前是如何同時兼顧事
業、家庭及公益事務呢？「時間是永遠不夠用，每個人每
一天都只有二十四小時，差別在於我們如何把事情優先次
序定位。」楊少初就著優先次序的定位，把他定為最重要
的事情，便全力以赴，如他學習英文所付出的恆心、成為
律師的努力不懈、競選總會會長的全神貫注等，最後達至
成功！楊少初還笑言在人際關係上，他是放於優先次序中
較後的定位，因此，他有感他的人際關係不是太好。

服務社會•成就人生
「任何一個人，只要憑他自己的手，
憑他自己的心，不計較職位高低，不
計 較 金 錢， 用 他 有 的 能 力 為 社 會 付
出，就值得表揚。」楊少初參議員勉
勵著年輕人，凡事不要只向錢看，物
質 生 活 以 外 還 有 更 重 要 的 價 值， 一
個人的心態將成就著不同的人生。其
實，楊少初的一生就是一個典範，他
一直努力貢獻社會，他最自豪的成就
不是成為律師、立法局議員或鄉議局
議員，而是他用他所擁有的能力盡心
貢獻社會，並將這一份「初」心，傳
承下一代，繼續以生命影響生命，成
就最偉大崇高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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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日本箕面青年會議所成員訪港
撰文：譚元熙

來自日本箕面青年會議所的會長 西田泰、上屆會長

短短兩天的相處，讓我們彼此熟悉起來。在臨別時，

立見祐樹、候任會長 葉狩暢廣、執行副會長 山中貴

也誠邀本會會友明年三月份出訪日本箕面，與他們

史，以及專務理事兼副會長 貞方建吾五位董事局成

會友交流，一面欣賞櫻花、一面開懷暢飲。

員，於 2018 年 11 月 8 至 10 日期間訪問香港兩天。
本會為歡迎他們，誠邀其出席二零一八年度周年大
會暨歡迎日本箕面青年會議所晚宴，讓半島會友有
機會與他們互相認識交流，當晚有超過五十人出席，
場面非常熱鬧。
翌日為他們安排了豐富的行程，早上先參觀有百年
歷史的大館，了解香港殖民地歷史，體驗當年犯人
的「牢獄之苦」。中午到香港著名的茶樓蓮香居一
嘗傳統地道的港式點心。下午到山頂參觀蠟像館，
與各「中外明星」打咭，玩得非常盡興。晚上到尖
沙咀，一嘗大排檔風味，並與我們會友以「戰鬥碗」
較量，氣氛十分高漲！
領袖才能組

董事局訓練營
撰文：林嘉俊、蘇銳

一年一度的董事局訓練營已於 2018 年 11 月 17-18
日在馬灣太陽營圓滿舉行，訓練營的口號是「結
「半」同行，承就五十」，寓意半島今明兩屆董
事局成員結伴成長，並以半島前人的寶
貴經驗一直承傳至來年的半島金禧年。
是次董事局訓練營之訓練課
程講求董事局成員間的互
動， 邀 請 了 極 具 份 量 及 經 驗
的導師與董事局成員分享認識
自己、溝通、青商價值及項
目管理等知識，內容華實俱
備，大家在歡樂的氣氛中
學習，為來年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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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務組

2018 年度國際青年商會世界大會
撰文：譚元熙

文雋穎

香港總共有 33 位代表出席，
其中包括 5 位半島會友

2018 年度國際青年商會世界大會在 2018 年的 10
月 30 日到 11 月 3 日期間於印度果亞舉行，香港總
共有 33 位代表出席，其中包括 5 位半島會友。
在果亞，會友們都非常積極地與世界其他分會的會
友交流，除了一同參與青商課程外，也一同練瑜伽、
跳印度舞、學煮印度菜、參與各國派對，以及遊覽
當地的名勝古蹟。
遊覽當地的名勝古蹟

10

一同練瑜伽、跳印度舞、學煮印度菜、參與各國派對

這次世界大會選出了新任的世界會長和執行董事局
成員，而我們香港總會上屆會長潘沁怡參議員也角
逐世界副會長一職，並成功在眾多參選人當中，以
最高票數當選，實在是可喜可賀！這同時也鼓舞了
我們一眾會友，更有信心地肩負青商使命，繼續服
務人群。
頒獎典禮當晚頒發了 20 多個獎項，而香港分會的工
作計劃共獲得了 4 項獎項，其中我們半島 2018 年
度的《商智商識之安多 FUN 工作企劃》更勇奪了
Best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gram 的 獎
一同參與青商課程

項！能夠在世界大會獲得這亮
麗的成績，對於全港的會友來
說，都是非常值得驕傲的！
這次旅程，除了可以接觸到印
度的風土人情外，也有機會了
解到青商在世界層面的工作，
以及其他國家在實行工作計劃
所面對的挑戰和經驗。對於每
位參與過是次世界大會的會友
來說，實在是得益良多！

半島 2018 年度的《商智商識之安多 FUN 工作企劃》
更勇奪了 Best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gram 的獎項！

香港總會上屆會長潘沁怡參議員也角逐世界副會長一職，
並成功在眾多參選人當中，以最高票數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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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總會周年大會
撰文：梁家穎

一年一度的總會周年大會已於 9 月 21-23 日圓滿舉行！是次活
動本會共有 41 名會友報名參與，一同感受總會周年大會的熱鬧
氣氛。本年度上屆會長林偉洛更全票當選 2019 總會副會長及成
為參議員，實在可喜可賀！
除此之外，每年不少得的當然是頒獎典
禮，表揚全港各個工作計劃的成果，感
謝各會友的支持和參與，本會獲得以下
獎項：
A Best Chapter of the Area (91 + members)
<Award>
B Best Personal Skill Development Program
<Award>「與未來對話 - 領袖傳承」
C Best Mainland Affairs Program <Award>
「我們愛讀書」
D Outstanding NOM Director <Award> 總 會
社會健康促進董事朱學霖
本會在總會周年大會中奪得多個獎項

E Best Publication <Merit> 快箭
F Best Community Empowerment Program
<Merit>「識飲識食 • 高下鈉見」
G Award for LOM with the Best Contribution
in NOM Activities (91+ members) <Merit>
H Outstanding Chapter in Recruitment
(Group C)
I Networker (Diamond) 會長何卓燊
J First Timer Award 梁巧然

再次恭喜本會獲得各個獎項，於總會周
年大會和大家分享豐碩的成果！
恭喜上屆會長林偉洛更全票當選 2019 總會副會長及成為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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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半島青年商會董事局成員合照

2018 年心火相傳頒獎典禮籌委會成員

紀錄及獎勵組

2018 年度心火相傳頒獎典禮
撰文：雷皓殷

本年度壓軸盛事「2018 年心火
相傳頒獎典禮」暨十二月份月
會 已 於 12 月 8 日 假 富 豪 香 港
酒店順利完成。
當晚有近 80 位長中青會友共襄
盛舉支持是次活動，各籌委會
成員亦藉此聚首一堂，支持被
提名之工作計劃及會友，同時
一起分享得獎喜悅。

會長何卓燊致感謝辭

傑出大型工作計劃小組主席獎得主吳嘉宜、方瑀楨

當晚會長何卓燊致歡迎辭時表示：「2018 是半島精

獎 項

得 獎 者

同心大獎

起動吧 ! 全港沙灘潔淨日 2018 啟動禮暨問卷調查發布會

彩的一年，各工作計劃都籌辦得非常出色，籌委會

眾志大獎

青年家書 2018

卓越大獎

「與未來對話」- 領袖傳承

都絞盡腦汁，希望為會友帶來精彩難忘的活動。會

傑出會員擴展獎

何卓燊

最熱心會員獎

簡嘉倫

長亦同時特別感謝本年度各會友對半島之付出，因

最熱心會員獎（優異）

蘇銳

為有大家的努力，才能成就出豐富精彩的 2018」。

傑出新會員獎

邱寶麗

傑出新會員獎（優異）

楊穎詩

最熱心資深青商會員獎

陳自強

傑出資深青商會員獎

鐘齊清

本年度的工作計劃都具備充足的深度與廣度，而各

傑出小型工作計劃主委獎

利家鳴

傑出中型工作計劃小組主委獎

陳瑤瑤

工作計劃的籌委亦竭盡所能，做到最好，因此籌委

傑出大型工作計劃小組主委獎

吳子鴻

會收到近 100 個獎項提名。經過評審後，頒獎禮一

傑出小型工作計劃小組主席獎

何佩然

傑出中型工作計劃小組主席獎

夏僥璘

傑出大型工作計劃小組主席獎

吳嘉宜、方瑀楨

傑出小型工作計劃獎

「 Google X NGO 最多 FUND」Adwords 工作坊

傑出小型工作計劃獎（優異）

快箭三

傑出中型工作計劃獎

「2018 我們愛讀書」之黔夢驕陽

傑出大型工作計劃獎

識飲識食 • 高下鈉見

我最喜愛工作計劃宣傳

識飲識食 • 高下鈉見

我最喜愛會員

譚元熙

我最喜愛董事

鄭天殷

傑出常務主委獎

譚元熙

傑出董事獎

林嘉俊、吳嘉宜

傑出董事獎

黃木棋

傑出董事獎（全年大獎）

方瑀楨

傑出董事獎（全年優異）

鄭天殷

傑出執行董事獎（全年大獎）

梁正熙

傑出執行董事獎（全年優異）

施展豪

全年度我最喜愛合作無間伙伴大獎

陳立言參議員

同心承卓越眾志傳薪火大獎

何卓燊

共頒發了 33 個獎座予多位表現傑出的會員及工作計
劃。當晚各人情緒高漲，場內亦都彌漫着愉快及溫
馨的氣氛，為大家帶來一個難忘的晚上。
隨著頒獎典禮圓滿結束，各個獎項均已「名花有
主」。在此，籌委會感謝各位參與，同時衷心祝賀
本年度各得獎會友及工作計劃。期望大家明年再接
再厲，繼續支持半島青年商會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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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愛讀書【2018】

撰文：夏僥璘

黔夢驕陽

本會第 17 間援建學校
「香港半島青商皓琳天
堂中心完全小學教學樓
」落成

短短五天的時間，20 多名團員分別在貴州印江縣中
已 於 10 月 17 日 至 21 日

小學進行探訪，透過與學生進行各種遊戲和互動，

圓滿結束了在貴州為期五

延續了 " 種下夢想 " 的種子。

天的山區學童探訪之旅。

是次旅程編排非常緊密，我們到學校與學生玩遊戲、
傾談、舉辦夢想講座。至於探訪學校並與山區學生
會面，則是本工作計劃的重點活動，透過實地考察
及探訪貧苦學生，可讓參加者親身了解及體驗山區

14

內學校的情況。於今次探訪活動中，我們送贈超過

最後本次行程得以成功舉辦完畢，有賴辛勤的籌委

一萬件物資予當地學生，包括毛巾、文具等等日常

會在背後默默地付出以及一眾會友的支持和參與，

用品，亦親身探訪學生位處於農村的家庭，體會當

當然，善長賴愛華女士熱心的捐獻更是居功至偉，

地的風土文化及了解山區中的生活實際情況，並將

在賴女士支持下，本會第十七間援建學校—「香港

愛心及暖意送到學生及其家人手裡。及後，我們亦

半島青商皓琳天堂中心完全小學教學樓」亦告落成，

與貴陽市青年聯合會的傑出青年進行交流，及到當

相信不久將來便會有更多山區學童受惠。

地企業進行拜訪。

整裝待發前往山區
與山區學童交流

濟濟一堂享用晚宴

玩得不亦樂乎

跟山區學童打成一片

向善長賴愛華女士致送感謝狀

2019 年我們愛讀書之
「封」盛人生
「我們愛讀書」是半島青年商會的旗艦工作
計 劃 之 一， 自 1999 年 至 今， 我 們 的 工 作 計
劃已踏入第二十個年頭。半島青年商會已先
後於廣東省英德市及貴州省印江土家族苗族
自治縣援建了十九所中、小學，為每年超過
12,000 名學生受惠。
本年度義賣利是封的口號為「童心承希望•利是
傳心意」，我們深信知識可以改變命運，並成
立了「半島青年商會獎學金」，而善款主要資
助家境貧寒且品學兼優的高中生，藉著這個工
作計劃我們希望為貴州山區貧困學童送上心意
和祝福及提升當地教育質素和生活水平。
今年還特別製作了限量愛心文件夾，而我們利
是封畫作則由吳氏藝院及貴州山區學童親自設
計繪畫，令義賣活動增添關愛及親切感！
「新春利是封」分別有紅色及金色底可供選
擇，這個活動極具意義，歡迎大家踴躍訂購，
為有需要的山區兒童出一分力！

義賣活動所籌得之善款（扣除成本）將全數作為貴州山區學童之獎學金，助學金及優化學校設施之用，
敬請各位慷慨解囊，多多支持！
查 詢：
籌委會主席 邱寶麗 (Aries) 電話：6644 5956
司庫 鍾齊清 (Rebecca) 電話：9635 9993
網址：http://www.hkp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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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hkpjc.org/ 加入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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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處

特別會員大會
撰文：趙嘉雄
晚宴席間進行簡單而隆重的啟動禮儀式

半島青年商會「2018 年度特別會員大會暨九月份
月會」已於 9 月 30 日 ( 星期日 ) 假銅鑼灣富豪香
港酒店圓滿舉行。當日下午二時首先開始舉行預選
會，候選團隊向各位會友分享政綱、來年發展方向
及理念。
特別會員大會緊隨其後，各候選人續發表競選演
辭。當日近 100 位嘉賓及會友共同參與及見證是

會長候選人致競選演辭

候選內閣成員互相打氣

次選舉，場面熱鬧。經各會員投票後，2019 年度
執行董事局各成員順利當選。活動得以圓滿舉行，
除了得到各會員出席支持，同時亦有賴各選舉委員
會成員及籌委會的努力。
在此恭賀各候任執行董事，祝願來年在候任會長雲
騰龍帶領下，半島青年商會各會友一起實踐「樂聚
半島 跨步同行」的精神，共同迎接五十周年金禧
慶典。

樂聚半島跨步同行，一起携手迎接五十周年金禧慶典

秘書處

會員周年大會
撰文：趙嘉雄

半島的精神得以承傳，除了需要會員的支持，一班
歷年來帶領半島邁步向前的前會長及董事局成員更
功不可沒。有賴會內長中青會友的積極參與，「同
日本箕面會議所會友與會長合照

心」協力推動本會各項工作計劃，秉承追求卓越的
傳統精神，竭力籌劃和推行了一個個具建設性的工
作計劃，為社會大眾服務。同時，一眾前會長、參
議員及董事局成員無私付出及「傳承」寶貴經驗，
才讓薪火得以相傳。
「二零一八年度周年大會」早前在香港富豪酒店圓
滿舉行，當日有眾多嘉賓包括來自日本箕面青年會
所成員及會友出席當晚晚宴，全場氣氛高漲。場面
非常熱鬧。

前會長、資深青商會友及日本箕面會議所會友們合照

適逢來年為本會金禧週年的日子，繼往開來，期望
全體半島會友眾志成城，繼續為服務社會盡一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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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青商會

型。聚。冬日暖
撰文：李德敏

由半島資深青商會主辦之「型。聚。冬日暖」已於
2018 年 12 月 8 日假荔枝角 Five by 5 圓滿舉行。是
日出席嘉賓共有 49 位，包括九位前會長及八位前主
席，會長、總會指派執行委員、候任會長及下屆主
席等均撥冗光臨。

活動當晚節目豐富，參加者都盡興而歸

Five by 5 地方寬敞，備有各適其式的好玩玩意，賓
客能無拘無束地自得其樂。籌委會除了為大家預備
了豐富的食物及飲品之外，還設計了三個精彩好玩
的遊戲，參加者及嘉賓都樂在其中。籌委會還安排
了生日會及舉行獎品豐富的大抽獎，好讓大家滿載
而歸！
是次活動得以順利舉行，實有賴籌委會成員的精心
策劃和不吝付出，再加上參加者的支持和出席鼓勵，
讓半島資深青商會繼續把歡樂帶給大家！

嘉賓暢聚一堂，盡展歡顏

資深青商夜 - 民初音韻樂悠揚
撰文：李德敏

參議員、前主席郭淑貞參議員、前主席張利敏參議
員、前主席陳炫亨參議員、上屆主席李燕芬參議員
及常委會秘書及財務黎浩賢為大家表演助慶。最後
壓軸歌曲更邀得半島資深青商會主席、眾前主席、
總會資深青商會主席、上屆主席及三位資深青商會
分會主席一起大合唱。同時，籌委會亦悉心準備了
由半島資深青商會主辦之「資深青商夜 - 民初音韻

各項節目，包括有獎遊戲、生日會及獎品豐富的幸

樂悠揚」已於 2018 年 10 月 4 日圓滿舉行。出席嘉

運大抽獎，務求讓大家滿載而還。

賓共有七十七位，包括十三位前會長及七位前主席，

是次活動得以順利舉辦，實有賴籌委會各成員及的

還有總會資深青商會主席、上屆主席、兩位分會會

精心策劃及努力付出；亦有幸得到其他資深會友的

長及三位資深青商會分會主席出席支持。是晚筵開

鼎力襄助，致令參加者留下美好回憶。

六席，濟濟一堂。
是次活動以民初為主題，會長、主席及各籌委均以
民初服飾亮相。我們很榮幸邀請到會長何卓燊、主
席李德敏、前總會會長黃志榮參議員、前會長唐慶
華參議員、上屆會長林偉洛參議員、前主席趙少雄
前總會會長黃志榮參議員與前主席永遠名譽會員
趙少雄參議員演唱蕩氣迴腸之「用愛將心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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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會長唐慶華參議員、前主席張利敏參議員、前主席陳炫亨參議員
及上屆主席李燕芬參議員高歌旋律優美之「田園春夢」

資深青商會
資深青商會 I 主席的話
本人萬分榮幸成為新一屆資深青商會主席。新年伊始，在此謹代表常務委
員會仝人恭祝大家身體健康、新年進步、萬事勝意。資深青商會在今年邁
向第十四周年，資深會員人數超過八十多人。本會一直以來有賴大家的愛
護和肯定，在此向各位表達衷心的謝意，亦希望各位一如既往的繼續支持
資深青商會。常委會將陸續為各位帶來更多精彩節目，延續吃喝玩樂的宗
旨，您們的參與就是對我們最大的鼓舞。
資深青商會主席

本會於新一年將會舉辦新春茶聚、歡樂兩天遊、資深青商夜和冬日聚會
與眾同樂等豐富節目，請大家預留時間參與。另外，總會資深青商會亦
會舉辦多個動 皆宜及多姿多彩的活動，舉行日期稍後向大家公布，敬請
密切留意。
今年是半島青年商會五十周年，期望大家出席及支持各項會慶活動。在維
繫友誼和懷緬過去的同時，展望將來，一同見證本會這歷史性的輝煌時刻。
最後感謝顧問前主席永遠名譽會員趙少雄參議員、前主席陳炫亨參議員和
前主席李燕芬參議員提供的寶貴意見及指導；常委會成員對各項活動的鼎
力合作。期待與各位再次見面。
祝願半島青年商會在會長雲騰龍的帶領下，會務蒸蒸日上，成就美好的
一年。

資深青商會會 I 活動預告

2 月 16 日

5月4至5日

新春茶聚

歡樂兩天遊
（日期暫定）

10 月 3 日

資深青商夜

半島資深青商會 I 常務委員會成員
主席

陳國偉

顧問

前主席永遠名譽會員趙少雄參議員
前主席陳炫亨參議員
前主席李燕芬參議員

上屆主席

李德敏

當然委員 ( 上屆會長 )

何卓燊

副主席

鄧福彬
黃永康

12 月 7 日

黎浩賢
何寶兒

冬日聚會

秘書及財務

李德鑫

（日期暫定）

＊主席助理

布金時

* 沒有投票權

陳自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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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十大傑出青年選舉頒獎典禮午宴

荃灣青年商會會員周年大會

沙田青年商會會員周年大會

港島青年商會會員周年大會

九龍青年商會會員周年大會

浩洋青年商會會員周年大會

城市女青年商會會員周年大會

獅子山青年商會會員周年大會

紫荊青年商會會員周年大會

海港青年商會會員周年大會

起動吧！全港沙灘潔淨日 2018

濠江青年商會 30 周年會慶晚宴

維多利亞青年商會特別會員大會

大嶼山青年商會會員周年大會
總會 Exchange Forum

2018 Joint Director Meeting 2 CUM Executive
Development Program

總會行政工作坊

會長學堂
經緯青年商會會員周年大會

2018 十大傑出青年選舉頒獎典禮午宴

澳門國際青年商會中國澳門總會 2018 年度周年大會及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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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IHK National Convention

半島喜訊

前會長黃文瀚參議員及會友劉煒琳共諧連理

《快箭》派發地點

贊助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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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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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半島

50 周 年 金 禧 會 慶

企業發展及會計記帳
成立公司及公司秘書
稅務申報及安排
清盤及債務重組
收購及合併

專業服務

審計及內部管理

專業團隊

和你共享

服務領域：

上市前諮詢

地址：香港九龍佐敦德興街 11-12 興富中心 1902-4 室
電話：2736 1668
電郵：tony@tonykamcpa.com

全城 熱 點

本期特設「全城熱點」專欄，讓籌委會成員分享在繁囂都市裡，一些能讓我們體驗、放鬆、增值的物事，使枯燥的生活中，得到點點滋養

追求卓越，閱讀推介：

撰文：陳樹榮

《野蠻進化》
《Relentless - From Good to Great to Unstoppable》
我們平常人一直覺得天才是一出生就具備成為世界頂尖出色人物
的條件，以為天才是 99% 天賦加 1% 努力，其實不然，大部分頂
尖出色的人物是 1% 天賦加上 99% 努力發揮他們的特長。本書介
紹了一個傳奇私人訓練師 Tim S.Grover 改寫了 Michael Jordan、
Kobe Bryant 命運的故事，他們兩位頂尖運動員的不平凡故事，
並不是由於天賦才華，而是始於追求卓越，追求完美，追求勝利
的心態。當中除了努力不懈地練習，風雨不改地鍛鍊體能，保持
虛 心 學 習， 細 心 觀 察 和 大 胆 判
斷等等，每一個關鍵細節，每一
個我們常人認為是超乎常人的能
力，都是通過後天努力得來。書
中所述的應用在我們職場上，個
人成長上都有莫大幫助。

電影分享：

撰文：陳穎嫻

土撥鼠之日 Groundhog Day
是 1993 年上映的一部美國電影
該電影講述氣象播報員 Phil，執行任務偶遇暴風雪後，停留在前
一天卻始終無法再前進一步，開始了他重複的人生的故事。
每天永遠都會出現相同的人，發生同樣的事情，人就是這樣，在
經歷了許多並置之死地以後，Phil 終於大徹大悟，既然無法逃避
這一切，不如好好的過這麼一天吧。於是他開始改善自己的人際
關係，去努力學習一切，而不單純是為了什麼目的，盡情享受生
活。最後，在經歷了無數的相同日子後，他發現他的生活已完全
不一樣，一年才去一次的小鎮上
他認識了所有的人，並且和他們
都發生了各種故事，也變成了一
個廣受歡迎的好人。
當人活在當下時，就會學習去珍
惜眼前的事物，亦會用心體驗和
經歷，面對自巳的人生會積極去
解決所有難題。當我們常有著冒
險的心，即使不能未知自已的將
來是如何，但亦不枉此生。

片長：101 分鐘
分類：劇情片、愛情片、喜劇片

山系篇：

撰文：葉玉琦

帶你由石屎森林走至港版威尼斯
今次介紹小編最愛行山路線之一的「東澳古道」！顧名思義，即
由東涌走至大澳，全程大部分都是海景，沿途還能看到剛於 2018
年 10 月通車的港珠澳大橋！
大家可於東涌港鐵站 A 出口出發，途經東涌消防局、北大嶼山醫
院，步行至逸東邨，或直接於東涌港鐵站旁巴士總站乘搭 38 號巴
士到逸東邨下車 ( 慳 30 分鐘路程 )，然後步行至候王宮起步。沿
路有指示牌指往大澳方向，一直沿海邊走，約 4 小時候便到達大
澳，大家可以好好享受半天漁村風情。大澳不但有很多特色美食，
還可坐船遊覽大澳棚屋，超好運的話，還有機會目睹中華白海豚
風彩！
路線：

東涌 g 散頭村 g 沙螺灣 g 散石灣 g 深石村 g 深屈村 g 大澳

需時： 4 小時
長度： 約 14 公里
難度： H x 4 (4/10) 東澳古道大部分為
石屎路，不算難行，全程有兩、
三段短斜坡比較吃力，途中有樹
蔭，惟路途較長，須一定體力。
風景： H x 8 (8/10) 東涌至大澳路線除
沿途有海景外，還有多個靚景打
卡位：候王宮、昂坪纜車、港珠
澳大橋、飛機升降、小海灣、大
澳棚屋等。
補給： 可在散石灣或深屈村的士多購買
乾糧及飲料以作補給。

閒情逸致：

撰文：文雋穎

《品味咖啡》
每當提到喝咖啡我們會想到甚麼？是近在咫尺的星巴克？還是茶
餐廳咖啡？要品嚐一杯高質素的咖啡實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不但要看咖啡原料的產地，還要看咖啡師的功藝。要數世界上
最好喝的咖啡都是來自意大利和澳洲等地，那麼要喝到最好的
咖啡難道要乘飛機到遠在天邊的意大利和澳洲？要在香港品嚐
到好的咖啡我們可以去找地道澳洲人開的咖啡店，位於西營盤的
Winstons Coffee 是一家小小的咖啡店，內裡暗暗的燈光，充滿
異國風情的裝潢，再加上撲面而來的烘焙咖啡豆香氣，令你尤如
置身於熙來攘往，節日氣氛濃厚的異國街頭。來了一杯熱哄哄的
Cappuccino，泡沫上的心形拉花可以看出咖啡師的心思。呷了一
口咖啡，牛奶泡沬順滑，而且咖啡味濃厚，一杯上好的咖啡令你
尤如置身於天堂一樣。
喝了一口咖啡，寫意地閱
讀手上的小說，再望望街
上的行人，光是坐著就已
經是一種人生享受。在繁
忙的都市上我們都習慣了
衝衝忙忙的生活，何不找
個機會讓自己安靜下來，
感受一下慢活所帶來的寧
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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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態度專題
撰文：文雋穎

現實生活的
「逆流大叔」

與時並進
變革立新

去年 8 月由吳鎮宇主演的

「要與時並進，跟得上時

香港電影「逆流大叔」突

代，一定要讓新一代的去

破 千 萬 票 房， 成 為 2018

接棒，一成不變是用不着

年最賣座港產電影之一。

的，同時對團體及個人也

電影是以龍舟運動為主題，帶出「港人精神」的勵

是沒有益處的。老一輩所能教的有限，也缺乏新的

志片。這次我們邀請到現實版的「逆流大叔」- 筲箕

思維，何況新時代的處事方式跟從前也不一樣。往

灣國慶龍舟會總監及創辦人鄭興先生，談談在現今

昔的比賽只倚靠裁判肉眼判斷勝負，現在已經有電

社會中，如何協助推動傳統龍舟運動逆流而上，一

子器材拍攝比賽過程，並以電腦分析各支龍舟衝線

方面經歷著新時代的洗禮，但亦成為國際性運動之

時間，有片為證，對公平競技及賽果判斷上起了很

一。

大作用。」

傳統與堅持

鄭先生是一位堅持保留香港傳統文化的土生土長香

筲箕灣開阜以來一直有賽龍舟的傳統，經歷過避風
塘的再三搬遷，龍舟賽曾一度停辦十二年。鄭先生
在面對種種困難下，憑著對龍舟競賽的堅持，經過
努力不懈的爭取，終於復辦了龍舟競渡活動。憑藉
香港與世界接軌的優勢，鄭先生更成功舉辦國際龍
舟賽，除了把龍舟的習俗和精神傳承給後輩，同時
也讓國外龍舟隊去感受這項運動背後的文化與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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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但他深明「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的道理，
如果想留著傳統文化，就需要接受新的思維，例如
從前賽龍舟中需要進行一系列的傳統儀式，包括以
鮮雞血撒在龍舟上。鄭先生指：「現今人們覺得用
撒雞血之做法既殘忍，亦擔心衛生問題，便決定取
消了這個環節。」

接棒與傳承
「我很希望有人能承接龍舟活動，所以我很努力的
栽培年青一代，希望龍舟會內的工作人員能年青化，
因此我會安排一些工作讓年青人擔任，同時亦賦予
他們自由度去發揮。」

其實組織中也是如此，必須將對的人放在對的位置，
才能幫助團隊發揮最大的效能。

團隊精神 • 跨步同行
一支龍舟隊約有十多人，十多人必須齊心一致，龍
舟才能建立跑線，穩定地前移。船上的每個人，手

鄭先生認為年青人有著進步的空間，只要把經驗分

中都握有一把槳，代表每個人能影響這艘龍舟如何

享給他們，讓他們去嘗試，年青人一定會做得一次

前進，所以每個人不能只是埋頭力划，而是要配合

比一次好，因此會多給予機會年輕人，才能令他們

隊伍的節奏，用對的力度，至於手臂移動之幅度，

順利接棒。

落漿之力度，也必須同步一致，龍舟才能昂然前行。

鼓．槳．舵 • 協力同心

反之會分散團隊凝聚的效能。就如同組織裡每人，

龍舟競渡中，鼓手就像指
揮家一樣，縱身躍下，雙
槌齊落，有節奏地敲擊著
鑼鼓，隨著隆隆喧天鑼鼓
聲，龍舟上的健兒們便使
出全身力氣，奮勇揮槳，
槳在水裡划得水花四濺，
他 們 時 而 站 起， 時 而 坐
下，也不顧頭上的汗，就
拚命的齊心協力地向前划
去，龍舟就像離弦的箭，

都需要在自己的崗位上，做好細節。
成功的團隊，不論規模大
小， 必 須 建 立 清 晰 的 目
標，並有著出色的領導，
發出正確的指示予部屬，
部屬們齊心一致，攜手同
行，才能迎難而上。路途
是曲折的，要學習賽龍舟
的精神，齊心協力，才能
成功。一支竹篙，難移大
舟，眾人划槳，越汪渡洋。

劃地飛快，邁向終點。
要讓龍舟朝對的方向平穩快速前行，進而贏得勝利，
鄭先生表示關鍵在於「合力」：鼓手、划手及舵手

半島青年商會本年度的主題是「樂聚半島，跨步同

彼此信任，合力無間，缺一不可。比賽前必需要計

行」，盼望我們每一個半島會員能夠像一隊龍舟隊一

劃由節奏感強，最了解團隊能力的健兒擔任鼓手，

樣互相配合，激勵士氣，攜手前行。

既掌控健兒們的槳頻快慢，也是提升士氣的靈魂人
物。過程中，鼓手倚著鼓聲作司令，指示健兒落槳
的節奏，每一下的鼓聲，力度及頻率必須拿捏得恰
到好處，舟上每一位健兒才能接收到正確指示，反
之便會方寸大亂，龍舟亦會失去步韻。划手必定是
臂強力莊，並且眼觀耳聽鼓手指令，其心眼手亦要
與整個團隊協調同步一致，彼此齊上齊落方能達至
最高效率。至於確保龍舟平穩前行的舵手，必定是
反應靈活，能觀察水面及划手的力量與節奏的細微
之處，應對比賽過程中瞬息萬變的形勢，調整舵之
方向讓團隊不走枉路，搶先到達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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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陳穎嫻

樂在暖意中•聚在陳根記
說起人情味，我們第一時間想到是香港人。在香港這個地方，一直
都能讓人感受到溫暖和歡樂。云云聚腳點中，要數最有人情味的，
沙田禾輋邨陳根記大排檔一定佔了一席位。這次我們請了陳根記大
排檔老闆周恆先生陪我們一同話當年，懷緬一下香港的集體回憶，
也分享陳根記如何以人情味凝聚四方饗饕。

26

初出茅廬 • 根植沙田

穩中求變 • 打出名堂

有近三十多年歷史的老字號陳根記，早於 1982 年便

接手大排檔之後，周先生發現賣雲吞麵缺晚市生意，

落腳在遠離市區的禾輋冬菇亭。取名“陳根記”，只

所以就決定嘗試加添小炒菜式，開始經營午市，晚

因大牌檔最早為一陳姓老闆所開，當時本是雲吞麵

市。最初，只有一個比家庭爐好一點的高速爐，因

店，二十出頭的周先生當其為雲吞麵檔的陳根記做替

為小菜受歡迎，炒爐由兩個、三個……至今增加至

工，適逢陳老闆要找人頂手，但年輕勤奮上進的周先

八個，當初檔口的空間可放 25 張枱，面積還不到目

生在短短的工作時間便吸引了老闆的目光，認為他有

前的一半，彼鄰的都是休憩處，公園，羽毛球場。

能力接管生意。當時周先生才工作不久，並沒有很多

後來憑努力，生意越做越大，也把彼鄰的大排檔業

積蓄可以頂手，卻勇敢地去接受這個挑戰和冒險，向

務承接，雖然生意做大了，但周先生仍然十分堅持

身邊的朋友借錢去作頂讓費，排除萬難後最終接手大

食物質素，由選購食材、廚房炒餸及至店面管理都

排檔生意。其實生活中並不是每個人都會有足夠的勇

親力親為。35 年後的今天陳根記已經擴展至可羅佈

氣去挑戰自我，而周先生在採訪中流露的那種堅毅不

100 圍枱的食肆，平日也至少有八九成入座率，堪

屈的精神，十分值得我們去學習。

稱大排檔傳奇。陳根記迄今已有 30 多個寒暑，曾經

歷過沙士、不獲續租等難關，不過憑著個人的堅持，

客，甚至大眾也不免有份不捨。在訪問過程中，都

仍屹立至今，而每晚均門庭若市，員工應接不暇，

不少人特意聯群結隊的、扶老攜幼的到此晚膳，珍

是不少人的理想聚腳點。

惜禾輋村下的陳根記最後的時光。

歷久常新 • 待客真誠

意想不到的子承父業

對於能夠聚集到大批忠實捧場客，周先生表示關鍵

多年刻苦經營的業務，周先生表示若干年前並無打

在於價錢大眾化及食物質素，比起不少食肆，陳根

算傳承給兒子，因恐怕孩子志不在此，但某日小兒

記相對較低廉，而且款式選擇多，間中也有不同的

子很早起床，表示有意投身大排檔事業，一手一腳

新菜式加入，又嘗試售賣甜品，而且款式眾多，吸

用心打點大排檔內瑣事，便決定予以栽培。周先生

引到很多年青人光顧，尤其是附近學校的學生。

說道兒子現在十分專注去經營大排檔，當中也加入

周先生看來兇巴巴，感覺是生人勿近，但是當我
們與他訪問的過程中，他很樂意去分享而且臉上
帶著溫暖又燦爛的笑容，十分親切。他很著重人
情味，對熟悉的街坊或者不認識的訪客都熱情招
待，予人一份真誠真意的感覺，令不少人士也慕
名而來，品嘗款款地道美食，日子有功，也凝聚
了一班「捧場客」。

事必躬親 • 經營有道
談到陳根記能別樹一幟，周先生也分享其營運心得，

很多不同的嶄新元素，令到陳根記生意亦愈做愈好。

送故迎新 • 樂聚新店
沙田禾輋邨陳根記在 12 月 19 日正式結業，由沙田
禾輋邨會搬到石門，目前陳根記在大埔也有分店，
而店名以三位兒子名字「基」、「樂」、「庭」的
諧音開設「饑落亭」，帶着讓客人肚餓時，能立刻
到來的意思。桌椅跟隨大排檔格式，放滿有趣掛畫
及沙田店鋪的海報，菜式跟舊店分別不大，價錢跟
沙田店一樣。

首先自身的堅持及對行業興趣是非常重要，尤其經
營之初，一人需身兼三職，由買菜、煮食到上菜都
是他一手包辦，目的是要自己先去了解營運箇中的
種種細節，才能有效地持續經營，雖然過程是非常
辛苦，但這些的體驗卻是經營中最寶貴。所以堅持
是十分重要，無論順境逆境也要謹守。

三十餘載街坊情 • 集體回憶
對於將離開工作 30 多年的地方，周先生也帶點感
觸，畢竟這裡既陪伴了他三分二的人生，腦海也滿
載區內熟悉的面孔。他特別感謝背後默默支持陳根
記的員工，沒有他們也沒有今天的陳根記。對於一
個熟悉的地方將變成歷史，相信不論對周先生、食

石門分店地址：沙田石門京瑞廣場二期五號舖
大埔分店地址：大埔大明里 12 號儲金閣座地下 12-14 號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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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周年會慶回顧系列
(1969-1989)

不經不覺，半島青年商會自 1969 年 2 月 14 日創會以來，今年正式踏入創會金禧之年。本會作為全港青商第
一個以中文為法定語文之分會；更於 1977 年，首先徵收女會員入會，為第一個男女混合分會。在 50 年的歷
史進程中，有賴各位前會長及眾會友同心協力，默默耕耘，先後創造了很多輝煌的佳績，策劃了很多具社會意
義的工作計劃，並培育出一批批青年才俊。
本會秉承國際青年商會的宗旨，藉著個人發展、社會發展、國際關係及商務發展等四大發展範疇的工作計劃，
為年青人提供實踐中學習的機會，進而為個人及至社會帶來正面的改變。
由今期快箭開始一連三期，讓我們走進半島的歷史長廊，認識本會往昔工作計劃，回顧前人的貢獻點滴，並希

1978

望後繼者獲得啟發，令半島再創高峰。
（本會過往活動眾多，現只挑選部份工作計劃照片）

個人發展
公民的素質對社會固然重要，作為明日領袖，青商
會友必須建立正確的價值觀，成為才德兼備的人才，

1978

社會才得以持續發展。青年人除了有理想和目標、
要多關懷社會外，亦需要裝備好自己的專業素質，

1978 力行領導訓練營

此不只是要有寬厚的基礎專業知識，還需要具備深
入的領導能力、溝通能力及身心素質，以面對生活、
家庭、友儕及工作上種種處境。半島於七八十年代
也曾推行不同的工作計劃，從而培養會友及大眾良
好的品德，成為具領導力的良好公民，於各行各業
裡也能一展所長，作出貢獻。
1978 力行領導訓練營

1978 明日領袖訓練營

國際關係

1970

1970 接待星加坡青年商會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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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 半島箕面結盟儀式

1983

世界早已是一條「地球村」。「天涯若比鄰」，各
不同民族互相依存、互相尊重。今日社會常聽見「國
際視野」這個詞，彷彿國際視野已是影響我們的重
大元素。香港的新一代經常都被要求有國際視野，
然而，早於七八十年代，半島已積極與世界各地青
商分會結盟及交流，希望透過交流互動，讓會友認
識不同國家文化，學會接納，並訓練會友具更宏觀
的角度觀察及了解世界。

1983 接待檀香山華裔青會及全美華埠小姐

1983 接待日本箕面青年商會

1977

社會發展
半島重視社會發展，希望會友能把其專業知識發揮，
帶出服務社群的成果，透過各樣社會發展相關之工
作計劃，開拓渠道予青年服務社會，從參與社會事
務中，體驗管理自己和社會的經驗，並提高會友對
社會參與的興趣，強化其對社會理解之識見和承擔

1977 弱能青少年運動日

感，藉以建立高質素的公民社會。
半島一直注視當前社會議題，籌劃相關之工作計劃，
希望會友能多加關注，並嘗試帶出正面改變。於 80
年代醫療技術及科技仍未成熟時，已推行「抗癌先
鋒」及「能源與你研討會」等工作計劃，讓會友務
實地了解整體社會的各項需要，並推動社會大眾關

1981

注相關領域或社群的發展情況。

1981 傷殘人士交通日

1982

1981

1981 護眼運動

1982 大澳老人健康計劃

1986 抗癌先鋒

1986

商務發展
1984

七八十年代，本地經濟銳意轉型，飛快發展，成就
舉世關注。在這個發展大方向下，作為未來棟樑，
須要早著先機，以祈在種種機遇下先拔頭籌。因此
年青人要及早掌握金融經濟的基礎，了解文化政經
的知識，才能應對瞬息萬變的經濟環境。有見及此，
半島亦曾舉辦不同的投資及經濟講座，予會友了解
怎樣去裝備自己，以便應付的到來的機會。

1984 投資中國現況及前景

1987

1987 投資面面觀

默默耕耘，半島也得到認同

1986

1986 榮獲世界最傑出分會獎

1987

1987 世界最傑出分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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