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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HOT
編者的話
首先很榮幸能夠成為 2020 年第二期《快箭》
的籌委會主席。今期《快箭》的籌備工作剛
巧是在疫情虐港期間，這令我們各籌備委員
需要面對種種不同的挑戰。慶幸的是大家並
沒有氣餒，反而積極探索不同方法去解決不
同的問題，這正切合今期主題 -「突破」。
然而不只是《快箭》籌委會在尋求突破，整
個半島在會長的帶領下都不斷地尋求突破，
不斷求變。希望大家能透過今期《快箭》來
感受我們半島仝人在這個期間的成果，讓大
家多一點正能量，一起「疫」境自強。
《快箭》得以順利完成，實有賴會長陳雋昆、
組別顧問前會長許秋成參議員的全力支持，
及副會長駱嘉安和董事梁巧然的傾力協助，
還有我最重要的籌備委員們 - 何鴻怡、梁頌
禮及麥德榮，感謝你們的全力協助及無私付
出。最後，謹代表《快箭》籌備委員會感謝
各受訪嘉賓接受訪問及傾情分享，豐富今期
《快箭》。

成

長

總是伴隨改

變

雞蛋，從外打破是食物，從內突破是生命。
人生亦是，從外打破是壓力，從內突破是成
長。2020 年第 2 期快箭以「突破」為主題，
透過分享不同人士的經歷，鼓勵大家努力超
越自己，一同跳出舒適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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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人物

周柏豪－突破自我 無畏挑戰

半島人家

跳出舒適圈的創業之路

港態度

衝破地域限制的單車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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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董事局就職典禮暨 1 月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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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青商簡介會「踏出一步 成就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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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指派執行委員的話

5 月青商簡介會「疫」境中自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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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商信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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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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相認識」
半島喜訊 / 企業贊助 / 派發地點
歡迎你加入半島青年商會

籌委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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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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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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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的話

我曾有一段時間熱愛玩帆船比賽，因為每一場比賽都有很多不確定性，對體能、耐
力和判斷力都有很大的挑戰。行駛帆船需要配合天氣、風向、風速、水流及地理環
境，以計算航行方向和速度。除此以外，還需要 6 個人有默契及緊密合作下進行，
絕對是一項考驗智慧和毅力的運動。
本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對會務運作之影響，就像帆船比賽遇上暴風雨，疫情蔓延的速
度讓我們不能只以循規蹈矩的方式去應對。本人作為半島掌舵人要做好溝通及決
策，於關鍵時刻作出適當調整；各董事局成員及籌委會們就如船員緊守崗位，互相
合作群策群力實踐目標。於疫情下，我們以會友健康和安全為大前題，響應政府呼
籲，減少不必要的聚集，並改以線上形式進行會議。工作計劃方面，疫情驅使我們
發揮應變能力，思考及探索其他可行方案。

2020 半島青年商會會長

陳雋昆

抗疫期間我們亦保持與會友連繫，於復活節假期及五一長假期舉辦了一系列線上
活動，當中包括《與會長一齊打機》、《猜猜畫畫》、《狼人殺》以及《董事局
happy hour》等。此外，我們亦推出了《3 星期線上學習挑戰》，鼓勵會友於疫情
期間增值自己。作為積極公民的一分子，於抗疫期間半島共舉辦了 4 次捐贈口罩及
消毒搓手液活動，幫助有需要之長者、低收入家庭、少數族裔及長期病患人士。
隨著疫情緩和及限聚令放寬，半島活動已於 6 月逐步回復正常化，除順利舉辦六
月份月會暨半島繽紛同樂日，各工作計劃亦已相繼推出，當中包括社會發展組《健
康紅人 - 心 See. 解密》精神健康講座、領袖才能組《與未來對話 - 領袖傳承》TED
Talk 工作坊及商業事務組《商智商識 – 疫境自強》啟動禮。踏入下半年，半島將
進入「更精彩」之階段，包括更多的會員活動及各項工作計劃閉幕禮，以及自從
2003 年後再次承辦的總會第 55 屆周年大會。
下半年活動密鑼緊鼓，有賴我們上下一心積極籌備。我相信過程中一直不變的就是
大家那鼓熱誠，和更進一步的信念，期望於半島一起突破，成就更好的自己。

總會指派執行委員的話

中國有句說話：「人心齊，泰山移」。意思是只要人們心向一處，共同努力，就能
發揮移動高山的巨大力量，克服任何困難。人心凝聚在一起，團結才能產生倍增的
力量。光陰似箭，轉瞬來到了六月。雖然在疫情下充滿著不可預期的變動，但在這
期間，在會長陳雋昆帶領之下，大家凝聚在一起，團結一致，感受到「人心齊，泰
山移」這一句話，亦實踐了今年的口號「50 ＋ 1 更精彩，邁步向前創未來」。
在各組別的團結一致努力下，推動了一個個對社會各階層有影響力的工作計劃；
有關注職場精神健康的「健康紅人－心 SEE 解密」、為疫境下的中小企注入強心
針的「商智商識－疫境自強」、為社會培育未來領袖的「與未來對話－領袖傳承
Lead the City - 疫境中的領袖」及為山區兒童組建校舍的「我們愛讀書－童歡半島
封盛鼠年」。每一個工作計劃都是以社區問題為藍本，凝聚青年人，為他們創造積
極正面的改變。

2020 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
總會指派執行委員

連冠鴻

除了各項工作計劃外，半島青年商會亦十分重視會員的成長。所以今年亦定立各類
型以會員成長為本的活動，如鼓勵會員自我增值「3 星期線上學習計劃」、藉演講
分享去提升會員演講技巧及知識的「半島 TED TALK」及不可或缺的「青商官方課
程」；全方位的提供不同機會與會友成長。
此外，在會員之間的關係，半島青年商會亦十分用心。在疫情阻隔下，半島青年商
會亦不斷地推出各不同活動去維繫會員。如城市定向式的「半島聚精彩系列 : 島賞
團」、熱鬧好玩的「半島繽紛同樂日」以及與姊妹會的線上聚會，無論線上線下，
都無阻他們的熱情。
今 年 國 際 青 年 商 會 的 口 號「Bridge the Gap」 以 及 香 港 總 會 的 口 號「LEAD．
CONNECT．ACHIEVE」，正是鼓勵我們能培育更多領袖，團結不同力量去成就更
好的未來，令整個社會有一個持續的正向改變。謹此代表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感
謝半島青年商會，五十年來秉承青商的宗旨－「服務社會 訓練自己」，培育青年
領袖並為社區帶來莫大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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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人物

突破自我 無畏挑戰
撰文：何鴻怡

「舒適圈」是指人把自己行為限定在一定範圍內，對當
中各種人事都非常熟悉，讓自己感覺舒服自在一點，從
而有信心保持穩定的表現。我們經常聽到「突破舒適
圈」，有人會選擇大膽嘗試，讓自己每天充滿挑戰，亦
有的人喜歡風平浪靜地過日子。不過，大部分人習慣安
於現況，要改變看似並不容易，在追求突破個人成長的
路上，確是充滿着大大小小同的阻礙，但其實只要願意
踏出一小步，克服一些自己想要逃避的事都已經是一種
挑戰。

周柏豪─香港男歌手，作曲人及演員，小時候在
家中已經有很多機會接觸到音樂，從而對音樂產
生很大興趣。十八歲時開始成為 Starz People 旗
下模特兒，其後出道成為香港樂壇新人。
柏豪多年來在歌影視發展得相當不錯，亦有推出
個人品牌生意。雖然同一時間要兼顧多重身份，
他還是會把每一個崗位做到最好。柏豪說 :「那
裏需要他便去那裏，做每一件事情的時候便會把
那件事情做到最好」。

要跳出舒適圈，我們可以嘗試用另一種思維或者行動方
式去處理，發掘更多可能性，讓自己能力進一步提升，
更可能改變一些壞習慣，促使成長。其實我們每個人都
擁有無限的潛能，很多時候不知不覺已經做到突破自我
了。突破自我的限制，就是嘗試原本不敢做的事情，生
命的道路會在不知不覺中變得更加寬廣。
柏豪及其團隊認真檢視拍攝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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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人物

2018 年專輯《All About Love 關於愛》是由柏豪自己
一手包辦製作，專輯內寫了很多私人的事，全部都是
圍繞著愛，歌曲很能代表柏豪自己。

柏豪首個廣告及首張唱片封面，
樣子較清澀。

面對困難，永不言敗
突破自我，跳出框架
為演好每一個角色，他突破自我，走出框架，大膽勇敢
嘗試一些挑戰，如跳傘，瞓垃圾堆等等。儘管如此，柏
豪他更希望參演更多不同類型角色，例如反派角色。因
為可以有很大發揮空間，令觀眾印象深刻，又愛又恨，
比演好人或許更受歡迎，並將自己精湛演技呈獻給觀眾
欣賞！

人生的意義在於不斷勇往直前，把安於現狀的模式和本
能排斥改變的想法逐一化為原動力，有點像領導者的特
質。柏豪認為領導者需要有冷靜頭腦，理智分析，還要
擁有個人魅力。第一步就是嘗試跳出自己的安全地帶，
敢於嘗試新事物，能夠接受失敗及他人指教批評，將失
敗變成下一次新挑戰的基礎，這樣才能認識自我，使自
己強大起來。
3

柏豪突破了界限，為品牌唇膏作宣傳

很多人認為人生的宗旨就是不斷突破自我的極限。柏豪
認為自己是一個喜歡突破的人，但當然突破也要看時
間，現在的他這個時期就不是每件事都需要改變。反而
他會看質量，看整件事的意義。其實這些年來，柏豪一
直都想在演藝事業和自己的品牌生意外尋求多一點的發
展，他認定自己的人生高峰還未出現，也坦言會繼續努
力並期待它的來臨。

每個人也會在工作上遇到困難的事，柏豪也不例
外，入行以來令他感到最困難的就是怎樣能夠控
制好自己的時間，對他來說，在嚴重時間不足的
情況下控制自己的情緒以保持工作質量是非常困
難的事情。雖然沒有什麼特別方法去克服，但把
每件事也做好，就是他一直處事的方式。

封面人物

柏豪從小對音樂產生很大興趣。

堅守信念，勇往直前
未來目標
夢想這兩個字很多人都有自己的版本。當一個人在努力
追求夢想跟改變成長時，自己的人生也會經過一連串的
蛻變。能夠有能力去實現自己夢想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柏豪對現在過的生活感到很滿足，忙裏偷閑打下籃球輕
鬆一下；擁有自己的家庭和事業，也可以跟最愛的人走
一輩子便是他一生的夢想了。最近榮升人父的柏豪，現
在最大的目標是把家庭照顧好，這是他人生一個最大的
目標和責任。而在工作方面，他也想作出多元化的嘗
試，希望能夠將自己多方面呈現在觀眾聽眾面前，拓寬
演藝路上的突破。

柏豪在澳洲的公共藝術牆上留下自己痕跡。若大家到當地，可以尋找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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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還會抱怨生活給你的各種不滿卻不去改變
現狀，其實越是艱難的時候，愈是自己進步最快
的時候。學會逆境中迎流而上的人才會成功。最
後他想鼓勵年青人「成功就是從一個失敗到另一
個失敗卻不失去熱情」。只要堅守信念，不要害
怕失敗，突破阻撓，定能超越困難繼續向前走，
終於達成夢想。

半島人家

跳出舒適圈的創業之路

撰文：梁頌禮

今次半島人家專訪，有幸邀請到半島青年商會上屆會長及一位資深會員分享自己從打工到創業的心路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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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 Tony 於一開始的經營方向及品牌定位遇到瓶
頸，因為企業方向會影響整盤生意，所以必須十分
謹慎，加上從產品設計到網站推廣，甚至於創業初
期遇上社會運動及接踵而來的疫情影響，靠的是堅
持令他跨越重重障礙。

突破舒適圈 創造無限可能
Ivan 和 Tony 從投身社會以來一直都想擁有自己的公
司，他們一直過著安穩的打工仔生活，而且十分勤
奮，但發覺終日埋頭苦幹地為別人工作，倒不如創
一番事業，並認為如果沒有決心走出舒適圈，成功
永遠是別人的故事，最後他們決定作出突破，開展
另一個人生 !

對想創業者的建議
Tony：「找一件自己熱衷的事情去做。」因為創業
路上，困難會接踵而來，如果那件事情不是自己熱
衷的話，很快便會因挫折而失去動力，從而放棄。

Tony 認為打工只是人生過程的一小部分，而且人生
存在無限的可能，必須勇於作出嘗試才能活得不一
樣，因為只要踏出第一步，就會是成功的開始。

Ivan：「堅持及不斷學習的心態。」不要輕易被影
響初衷，挫折是成功的基石，要抱有謙卑及不斷學
習的心態，令自己不斷進步。

而從事 IT 行業十多年的 Ivan，他發掘到自己擅長
及熱衷的事，並堅信自己現有的經驗和優勢能令自
己成功。藉著此份信心，成為他突破舒適圈的重要
基石。

商會是學習和成長的地方
Tony 形容商會對他來說就像一個大家庭一樣，每人
都很樂意互相合作、扶持，更笑說現在只要有什麼
困難，只要發兩三個短訊便會有一堆人以自己的專
業領域來助他解決困難，可見他的人脈十分廣闊。

兩位受訪者都說，創業必須作出犧牲才能有真正的
突破，例如金錢加上大量時間和精神，但最後從突
破過程當中得到的回報、人脈和他人的認同感，帶
來極大的滿足。

Ivan 是半島青年商會的前會長，需要面對很多決策，
對他而言商會就像一個模擬的中小企業，能了解到
很多不同的想法，從而應用在員工的管理上。而且
他現在的合夥人更是會員之一，也是在互相鼓勵及
意見交流下決定自己的創業之路。

突破困難的關鍵 - 堅持

Ivan 的行業屬創科類，由程式研發到產品設計，所
需求的資金比一般行業高，而且由於初期階段生產
量不多，所以很難找到廠家願意生產，但他堅持不
放棄，甚至每天電郵過百，最終找到一位本地廠家
願意幫忙，才得以成功起動事業。

他們一致認為，商會不但影響他們的事業，更是令
他們個人的成長有很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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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態度

衝 破 地 域 限 制 的
香港人都熱愛旅遊，旅遊模式除了選擇跟旅行團是
不太需要計劃旅程外，一般自遊行、自駕遊都需要
自己事前準備，例如是怎樣去目的地、用什麼方式
去、有什麼需要注意等。但大家又有沒有想過如果
用單車作交通工具由香港出發到南非，當中又需要
有什麼準備呢？今期《快箭》的嘉賓全職旅遊達人
阿翔將會分享一下他在 2016 年用單車由香港到南
非的經驗及突破自己的心路歷程。

撰文：麥德榮

烏干達孤兒村

萬里黃沙的撒

哈拉沙漠

埃塞俄比亞國菜 Injera

南非好望

角

好望角

埃塞俄比亞日出

阿翔給自己訂下到達終點必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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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態度

單 車 之 旅

旅程中最大的敵人
阿翔表示自己是一個只有三分鐘熱度的人，因此他
決心訂立一個目標挑戰自己，最後選擇以南非作為
終極目標。阿翔表示其實一個人每天踏十小時的單
車是一件很痛苦的事。阿翔回憶在橫渡埃及與蘇
丹時他用了大概兩至三個星期的時間跨越整個撒哈
拉沙漠，最初覺得沙漠風景確是懾人，但當每天在
50 度酷熱環境下邊踏單車，邊看着單一的萬里黃
沙，又熱又悶，感覺非常艱苦，期間他不斷懷疑自
己，甚至更曾有放棄念頭。令阿翔堅持到底的，他
笑言是靠想像，想像自己到達終點時的景像。又想
像如果這樣放棄，自己就會後悔一世，不斷透過用
正向思維去鼓勵自己。除此以外他又會用方法分散
注意力用勵志歌曲去鼓勵自己，他亦會用電子書來
聽書，他笑言在這趟旅程中他聽完所有金庸小說系
的有聲書。阿翔認為很多事只要設定目標，堅持不
懈，都是可以做到的，不應讓自己有太多藉口去放
棄。他認為自己並無超強體能，只是給自己定下一
個大目標下每日再定小目標去讓自己完成，在他回
頭時已經走了很遠的路，每日堅持就會不知不覺間
完成目標。

香港

的爛路。

路，並非一路平坦，這是吉爾吉斯

在蘇丹訓街

露宿街頭

大膽想法，小心準備
對一般人來說離開舒適圈是非常困難的，但對性格
衝動的阿翔來說卻相對容易。雖然說是忽發奇想的
一個長途跨國旅行，但從構思到準備至出發便花了
阿翔兩年時間來作準備。阿翔知道這趟旅程將需要
強健的體能，他決定先以跑步及練單車來鍛鍊；他
又預計在旅途中單車有可能會出現意外，因此他又
學習了不少有關單車裝嵌及維修的知識；阿翔亦提
到單車旅行所用的單車不應用炭纖，反而要用一些
較硬淨的 tour bike。另外他亦花時間細心計劃行程
及路線，由香港到南非中間需跨越廿多個國家，路
線上的選擇眾多，需要考慮及翻查每個國家的簽證
及安全問題去決定一條合適的路 ，如在酷熱天氣下
更會改在凌晨五點出發，並在下個補給站前預計自
己所需食物及水的份量。最重要的是心態準備，告
訴自己這趟旅程並非去日本，而是一趟艱苦的旅程，
多些正向思維，並非以離港作藉口去逃避現實。

的籌委會成員合照。

阿翔與第二期《快箭》

給年青人的寄語
阿翔寄語年青人如想跳出舒適圈應要有正面心態，
不應逃避，否則問題只會不斷重複。另外在訂立目
標時，先訂立一個長遠的大目標，再訂不同的小目
標，慢慢累積下便會不斷成長到達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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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處

撰文：楊穎詩

2020 年度董事局就職典禮暨 1 月月會
半島青年商會「二零二零年度董事局就職典禮暨 1
月份月會」已於 1 月 2 日圓滿舉行！

晚宴焦點為啟動儀式，會長陳雋昆帶領整個董事局
聯同主禮嘉賓，一同拼出本年主題「50+1 更精彩 •
邁步向前創未來」，寓意半島會內充滿互助互愛、
守望相助的團結精神。在此感謝籌委會數月來精心
的籌備，更承蒙各位厚愛，讓「二零二零年度董事
局就職典禮暨 1 月份月會」得以圓滿舉行，與本會
一同邁向更精彩的 2020 ！

半島青年商會衷心感謝各青商會友來賓參與和支
持，當晚儀式莊嚴，氣氛熱鬧。就職典禮由公務員
事務局局長羅智光先生 GBS， JP、總會會長鄭永翔
參議員及前總會會長鄧兆偉參議員主禮。
在 140 位來賓的見證下由會長陳雋昆帶領各董事完
成宣誓就職儀式。更獲得姊妹會澳門「濠江青年商
會」董志偉會長及其董事局成員蒞臨支持。

2020 年半島青年商會董事局成員合照

啟動禮儀式後與全場嘉賓大合照

國際事務組

撰文：楊穎詩

國際青年商會中國澳門總會及濠江青年商會
2020 年度就職典禮及晚宴
國際青年商會中國澳門總會及濠江青年商會 2020 年
度就職典禮及晚宴，已在 2020 年 1 月 4 日 ( 星期六 )
下午七時假新濠影滙酒店宴會廳舉行。

本會一行 9 人，由會長陳雋昆帶領下前往澳門出席，
場面盛大！在一眾澳門特區官員及商界人士的見證
下，2020 年度國際青年商會中國澳門總會會長龔偉
鵬、汎澳青年商會會長王鎮、濠江青年商會會長董
志偉、澳門資深青商協會主席余達波參議員，以及
一眾董事局成員先後宣誓就職。

濠江青年商會 2020 年度董事局成員

「追求卓越 實踐所想 • Pursuit the Excellence」是
濠江青年商會本年度的理念主題，除了向社會各界
宣傳青商使命，積極參與各項社區發展活動，更開
拓新的渠道向青年人介紹青年商會，期望為濠江青
年商會和澳門未來長遠發展儲備更多綜合型人才。
本會祝願濠江青年商會本年工作及事務繼往開來，
創造新輝煌！
濠江青年商會到港澳碼頭送別本會會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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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國事務組

撰文：王倩彤

我們愛讀書之《童歡半島「封」盛鼠年》
「我們愛讀書」之《童歡半島「封」盛鼠年》利是
封義賣籌款工作計劃已經圓滿結束，今年得到吳氏
藝院和本地人氣插畫家《馬仔市集》支持，合作設
計精美利是封及其他物品作義賣，深受大家支持，
最終籌得港幣 $132，583.46 及人民幣 20，000 元。
而我們亦將於 10 月份親身到貴州省進行探訪之旅，
與當地學生進行交流，加深了解他們的需要，而部
分透過善款購買的物資，也會帶到當地給予學校及
學生，實踐以生命感染生命，為內地貧困學生以至
我們帶來更多積極正面的改變。
「我們愛讀書」今年開
始將會發展全新地點，
於貴州省遵義市援建
教學樓及資助購買其
它教學設備，更會增設
高中生獎學金，鼓勵困
難中仍然勤奮向學的
學童繼續追尋夢想。

出版事務組

撰文：梁巧然

與世界會長對話
在總會的安排下，本組別在 1 月與 2020 年國際青
年商會世界會長 Itai Manyere 見面，更有機會向世
界會長提問，分享他對全球青商運動的看法。
當問及世界會長認為地區分會可如何有效響應本年
國際青年商會口號「Bridge The Gap」時，會長反
問大家作為香港人什麼是香港現時最嚴重的問題。
世界會長認為由「當局者」的角度去找尋問題

所在，才能找出核心的重點及根治的方法。
另外，世界會長認為全球的企業都紛紛與當地政府
合作，聯手正視如何達到聯合國提出的可持續發展
目標。世界會長認為不同國家和團體運用自身文
化、資源、科技及優勢去處理問題，往往會帶
來驚喜。不但成功令大眾關注議題，同時亦帶
動世界創下更多里程碑。
最後世界會長寄語青商好友 : 全球還有很多問
題需要正視，希望大家繼續以積極公民身份，
為社會帶來正面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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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擴展組

撰文：邱寶麗

1 月青商簡介會「踏出一步 成就夢想」
2020 年首個半島青年商會的青商簡介會於 1 月 17
日順利舉辦。感謝 2013 年會長張智恆參議員成為
我們當日的分享嘉賓，為首次的青商簡介會開了一
個精彩的頭炮。前會長張智恆參議員為我們分享他
如何透過青商生活，從事業上跳出舒適圈，由餐飲
業 轉 型 至 發 展 香 港 知 名 品 牌 Bless Cold-pressed
Juice( 冷壓果汁 )，他在青商認識的人脈或培訓的技
巧如何成就他在事業上更上一層樓。最後他亦為我
們分享「我們愛讀書」工作計劃中，讓其中一位受
惠學童對他的影響與得著，也讓當天的參加者了解
到青商生活對前會長的價值與得著。
會員擴展組及後簡單介紹國際青年商會和半島青年
商會，讓參加者認識本會和本會的工作計劃。冀望
新的一年，我們半島青年商會繼續讓各準會員體驗
「今日青商，明日領袖」的理念。

5 月青商簡介會「疫」境中自強
本年度第二次青商簡介會亦於 5 月 15 日圓滿結束。
本會十分榮幸邀請到前會長黃文瀚參議員作為青商
簡介會的分享嘉賓。前會長的分享內容提及到過往
的在職人士，只想找到一份安穩的工作，便可安枕
無憂，做到退休。然而世界不斷有全球化、電子化
的改變，尤其在受到今年疫症的警鐘下，對尋求不
變的在職人士響起一大警號。前會長提醒及寄語年
青人，必須在工作以外時間，多思索和多發掘自己
的長短處，為未來發展佈局。

在前會長分享後，會員擴展組別亦有向新朋友介紹
國際青年商會及半島青年商會，本會於 21 個分會當
中的定位、過往的旗艦工作計劃和青商的理念─服
務社會、訓練自己。在深入的講解後，有新朋友隨
即成為準會員，加入半島青商的大家庭。組別期望
日後各新準會員參與工作計劃後，同時能在青商生
涯尋找到自己的定位，為未來積極裝備自己。

10

會員擴展組

撰文：邱寶麗

3 月準會員活動輕鬆 Art Jamming
半島青年商會定期為準會員舉辦不同主題聚會活
動，我們在 3 月份舉辦了 Art Jamming。活動地點
於九龍灣藝思畫舍進行。Art Jamming 除了可表達
心中個人情感及思想，更是紓解壓力的良方。當日
各準會員都非常投入，笑聲不斷，彼此更交流心得
及展現無限創意。在互相欣賞彼此的作品氣氛下，
共同渡過一個輕鬆及不一樣的下午。接著聊天時間，
更令大家有更深入的認識和了解，我們非常期待下
一次的活動，你們都要留意住我們會員擴展組的最
新消息啊！

會員和準會員一起渡過愉快的週末。

企業傳訊組

撰文：黃柏霖

探訪獨居長者及派發防疫物資活動
今年 2 月初疫情突然爆發，半島青年商會深感很多
資源較為缺乏的市民，特別是一眾長者及基層家庭
未能及時準備防疫物資。企業傳訊組為此於 2 月 22
日舉辦探訪黃大仙區美東邨獨居長者活動，除了向
有需要人士派發防疫物資，亦希望藉此喚醒會友對
弱勢社群的關愛精神。活動成功召集了近 20 名會員
參加，協助活動前包裝物資以至當天探訪長者，令
合共 100 個家庭受惠。透過與探訪家庭交流，各出
席會員體驗到弱勢社群的生活狀況，同時身體力行
地回應青商服務社會的精神。

會長與各會友包裝物資

會長與總會指派執行委員一同探訪美東邨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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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事務組

撰文：吳嘉宜

疫情下之會員活動
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型冠狀病毒，大家的生活模式都
改變了，假日也要留在家中抗疫。會員事務組故特
意安排了以下一系列的線上聯誼活動，讓會友們安
坐家中期間亦可與大家談天說地，一起度過多個愉
快的晚上。
4 月 10 日
4 月 11 日
4 月 12 日
4 月 30 日
5月1日

會長打機之整蠱專家
猜猜畫畫之僻唇娜 ry
狼人殺之復活無限殺
戰狼 30
董事局成員歡樂時光

大家第一次看會長打機

適逢會員擴展董事邱寶麗生日，會友們於踏入 12 時就立即向她送上祝福

數碼推廣及紀錄獎勵組

一起度過月黑風高的晚上

撰文：譚元熙

電子競投冊工作坊 ( 一 )
《電子競投冊工作坊（一）》已於 3 月 14 日上午以
線上形式順利完成，當日有幸邀請到前會長何卓燊
及 2018 年總會副會長陳立言參議員擔任分享嘉賓，
分享製作競投冊的經驗心得。這是半島首次以線上
形式進行的工作坊，讓 11 位董事局成員及籌委會主
席在疫情下也能安坐家中認真學習。當日安排了線
上分組討論環節，期間大家都熱烈討論和分享各組
別的計劃和方向，而兩位嘉賓更分享不少以往競投
獎項方面的寶貴經驗，令參加者都獲益良多。

分享嘉賓在線上與參加者互動交流

工作坊首次以線上形式進行，讓參加者安坐家中也能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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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傳訊組及領袖才能組

撰文：陳樹榮

4月及5月月會

過去數個月新冠病毒疫情反覆，面罩之下人心惶惶，
大家都需要多一點正能量，半島青年商會【領袖才
能組】籌辦的 4 月份月會「黑暗重新 裔澤社群」邀
請了 2019 年十大傑出青年 Jeffrey Andrews 為會友
分享，他曾在少年時誤入歧途，受到啟蒙蛻變，克
服種種困難，成為香港首位印度裔註冊社工，及後
成為香港十大傑出青年的故事，堅持、感恩與服務
社群是他的做人宗旨。
疫情期間令很多人都需要在家工作，使用不同的網
上會議軟件與同事遙距溝通工作。【企業傳訊組】
特意於 5 月份月會邀請了天開數碼媒體創辦人袁耀
輝先生進行分享，袁先生自 2010 年創業，自家研
發出世界頂尖視頻直播技術，應用於直播演唱會、
運動賽事與及商業會議與論壇等等。袁先生分享他
的創業成功源於努力不懈的學習和鑽研，以及洞悉
未來市場的需要並帶領團隊發展。
於 4 月及 5 月月會兩位演講嘉賓親臨國際青年商
會 香 港 總 會 會 址 現 場 分 享， 並 且 透 過 ZOOM 及
FACEBOOK 讓會友遙距觀看，出席人數合共超過
60 位。
會員事務組

撰文：吳嘉宜

半島「聚」精彩系列一島賞團
炎炎夏日，出外和陽光玩遊戲必然是最佳的選擇。
加上早前受到疫情影響，各會友已經很久沒有出來
見面，所以會員事務組就安排了「島賞團」讓會友
們可以再次走在一起。當日參加者分為 5 隊，以 4
人一組之形式於中西區遊走。
大家沿途一邊談天說地，一邊發掘一些香港鮮為人
知的地方並進行任務。參加者除了加深對社區的認
識外，更可藉此乘機於鬱悶的生活中多作運動，舒
展身心。

參加者需要跟從指示拍照

參加者未出發先興奮

勝出隊伍可參與「六月份月會暨半島繽紛同樂日」當晚之壓軸大抽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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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渴時要找汽水機解渴

會員事務組

撰文：吳嘉宜

6 月月會暨半島繽紛同樂日
闊別多月，「六月份月會暨半島繽紛同樂日」於 6
月 6 日終於可以再次於富豪香港酒店進行。是次月
會為疫情爆發後之首個月會，故加推一系列的
防疫措施如人流控制和於現場提供消毒搓手
液等，以保障各出席者之健康。
當日除了有董事局成員第一次作現場
報告外，現場亦設有小遊戲和抽獎環
節，讓會友們可以玩樂一番，使現場
氣氛更為高漲。

恭喜各位會友中獎
會友們參與壓軸環節準備嬴走大獎

培訓及發展委員會

撰文：老婉華

聯會合辦青商推薦及官方課程
Presenter, JCI Impact 和 JCI Achieve

是次活動本會共 9 位會友參與，包括會長陳雋昆及
培訓及發展委員會主席老婉華親臨活動現場出席開
幕禮，而會友何淑琪及蘇銳更分別擔任活動的 JCI
Achieve 培訓導師及活動籌委會成員。

由半島青年商會、香港女青年商會及海港青年商
會合辦，本年度第一個「青商推薦及官方課程」Presenter，JCI Impact 和 JCI Achieve 已於 5 月 31
日透過會議軟件 ZOOM 形式 / 現場進行授課。課程
以深入淺出手法讓會友了解積極公民的理念及學習
如何了解與分析社會上的問題，期望會友日後能為
社會帶來正面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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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事務組

撰文：胡國灝

商智商識 – 疫境自強
啟動禮暨企業數碼轉型機遇及挑戰
商業事務組於 6 月 14 日以網上直播方式舉行《商智
商識 – 疫境自強》啟動禮暨「企業數碼轉型機遇及
挑戰」講座，是次啟動禮邀請主禮嘉賓商務及經濟
發展局副局長陳百里博士，JP，鼓勵業界擁抱科技，
把握未來 5G 機遇，並同時主持《商智商識 – 疫境
自強》啟動禮，協助中小企疫情下生存，更進一步
向企業透過數碼轉型發掘新商機。
同日進行中小企營商及數碼轉型意向問卷調查發佈
會，在五月至六月透過網上問卷方式收集 218 間中
小企老闆及管理層意見，了解香港中小企營商及數
碼轉型意向問卷，在疫情下營商環境的業務變化及
未來看法、以及企業在數碼轉型上所遇問題及看法，
並作出分析及建議。
主題演講《中小企業數碼轉型機會與挑戰》分享嘉
賓陳迪源先生（香港創科發展協會主席）認為中小
企數碼轉型的最大痛點是欠缺動力，另一主題演講
《以科技巔覆傳統行業思維》分享嘉賓梅文博先生
（鑄博集團主席、《鮮直送》《湯直送》創辦人）
分享傳統產業可透過科技創新，中小企業可打造個
人拳頭產品，配合數碼化黃金三部曲。

發佈中小企營商及
數碼轉型意向問卷調查結果

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
總會長鄭永翔參議員致開幕詞。

梅文博先生分享
《以科技巔覆傳統行業思維》

陳迪源先生分享
《中小企業數碼轉型機會與挑戰》

最後，我們邀請了李根興博士作為嘉賓主持，與陳
迪源先生、梅文博先生一同進行了一個座談會，深
入探討數碼轉型的可行性。
特此，我們送上早前搜羅坊間各種適合中小企的資
助申請辦法懶人包，二維碼連結如下，祝願各中小
企能夠在疫情下，跨步向前，重新出發。

片段重溫連結：
https://www.facebook.com/
watch/?v=291864785338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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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根興博士（盛滙商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創辦人及行政總裁）用有趣幽默方式訪問
梅文博先生和陳迪源先生。

社會發展組

撰文：梁俊傑

健康紅人
心SEE•解密
導師 Jean 作品

活動大使楊淇作品

圖左為活動大使林希靈作品 ;
圖右為導師 Jean 作品

根據 2018 年香港中文大學心理學系研究顯示，每 4
位在職人士中便有 1 位可能有焦慮或抑鬱症狀，而
當中約 40-50% 患者若長期沒有接受合適治療，或
會出現自殺念頭，情況令人關注。惟香港人生活節
奏急速，加上全球疫症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各階層
市民因為學業、工作、生活等等充滿壓力，同時精
神健康往往容易被忽略，負能量不斷累積。社會發
展組的旗艦工作計劃「健康紅人 心 SEE• 解密」，
旨在提升社會對在職人士的精神健康關注及增強企
業對員工的支援，同時為港人增添正能量。

禪繞畫網上工作坊已在 5 月 23 日及 5 月 30 日於本
會專頁圓滿舉行，共錄得超過 1200 人次觀看。本
次活動榮幸邀請了美國認證禪繞畫導師 Miss Jean
Choi 擔任工作坊導師，更邀請了林希靈小姐、楊淇
小姐擔任活動大使，透過與觀眾網上互動，導師扼
要介紹禪繞畫基本概念及繪畫形態「iCSO」，讓觀
眾可以更具體了解這種新興減壓方法。這種無需批
判、無分對錯的藝術繪畫確實令人放開傳統審美包
袱，獲得真正減壓放鬆。
本會亦與「明愛全樂軒」於 6 月 19 日合辦職場精
神健康講座，內容除了概述本港普遍精神健康狀況
外，亦有就辦公室場所提供針對性預防建議及減壓
方法，和應對精神健康緊急狀況的基本技巧。參與
的企業代表不乏公司人力資源及管理人員，當中分
享的外國成功例子有助企業參考，期望為工作環境
帶出新氣象。

為 配 合 政 府 2019 年 底 推 行 的《 精 神 健 康 職 場 約
章》，本會透過舉辦一系列活動，包括：問卷調查、
職場精神健康講座、減壓工作坊，除了為職工介紹
近年流行的禪繞畫及冥想靜觀減壓方法外，同時為
公司管理層提供專業支援員工方案，期望改善企業
文化，長遠有助締造和諧共融的工作環境。

本計劃另一重點項目 - 壓力及焦慮情緒問卷調查現
已開始，本問卷內容與心理衞生會合作設計，完成
後能即時檢視自己最近的精神健康指數，數據將有
助企業審視公司現行制度。本組別邀請了香港中文
大學精神學系陳詠欣副教授團隊於
7 月 19 日活動閉幕禮中分析調查結
果。當日同場更安排由 VoidHK 提
供的免費冥想靜觀體驗，會後亦可
互相交流減壓心得。
請掃我以登入問卷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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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袖才能組

撰文：葉玉琦

與未來對話—領袖傳承

2020 年半島青年商會領袖才能組舉辦第五屆《與未
來對話—領袖傳承》工作計劃。目的讓參加者透過
工作計劃，多角度從領袖身上學習，並透過工作坊，
培養及啟發他們成為明日領袖，繼續將「領袖」的
願景與價值觀承傳下去。
今年新冠肺炎肆虐全球，口罩下人心惶惶，校園關
閉，學生只能天天留在家中對著電子屏幕進行線上
學習。面對這個狀況，領袖才能組透過製作《抗疫
傳城》特輯，邀請到多位不同行業領袖為大家發放
正能量，分享作為業界領袖的秘訣，激勵大家在
“疫”境中提升自己，發揮個人潛能。
當中，領袖才能組籌委會亦發揮逆境自強精神，從
突如其來的疫情作出計劃調整，到用心邀請分享嘉
賓、訪問、拍攝、以至後期製作，都是不遺餘力！
希望為年青人面對疫境帶來正面啟發！
同時，作為領袖最重要是表達能力及說話的感染
力，籌委會於 6 月份籌備了兩場 TED Talk 工作坊，
邀請了 2018 年十大傑青 Vivek( 阿 V) 及曾到美國
接受 TED Talk 專業訓練的 Leo 為大家教授演講及
說話技巧，讓參加者能學以致用，提升個人魅力及
演講技巧。

本年度《與未來對話之領袖傳承》工作計劃將於
7 月 26 日 ( 星期日 ) 下午舉辦 TED Talk 演講比
賽及領袖論壇暨閉幕禮，詳情如下。
日期： 2020 年 7 月 26 日 ( 星期日 )
時間： 下午 12:00-2:00 演講比賽
下午 2:00-4:30 領袖論壇暨閉幕禮
地點： Tencent WeStart - 香港觀塘鴻圖道 75 號
KOHO 6 樓

*《抗疫傳城》分享嘉賓包括：立法會議員田北辰、御藥堂首席營運官甄達明、AngelFace 創辦人唐安麒、亞
洲催眠治療及輔導協會創會理事林雲峰、女子組合 HotCha 成員黎美言、企業教練李永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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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活動一覽

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就職典禮

城市青年商會就職典禮

九龍青年商會就職典禮

城市女青年商會就職典禮

元朗青年商會就職典禮

太平山青年商會就職典禮

與香港心理衛生會會面

姊妹會濠江青年商會 2020 年度就職典禮

浩洋青年商會就職典禮

紫荊青年商會就職典禮

維多利亞青年商會就職典禮

騰龍青年商會就職典禮

獅子山青年商會明日領袖·承「袖」未來開幕禮

亞洲催眠治療及輔導協會創會理事林雲峰

海港青年商會就職典禮

沙田青年商會就職典禮

香港女青年商會就職典禮

晉峰青年商會就職典禮

荃灣青年商會就職典禮

與強生會面

企業教練李永全

資深青商會

撰文：鄧福彬

資深青商會主席的話
由於疫情關係，資深青商會於上半年舉辦的活動
皆要取消。二月份之新春茶聚已改為 7 月 25 日之
「「太」想鬆·「極」想見·養生茶聚」，分享嘉賓為
半島會員國家認証養生食療師及康文署認証陳式太
極拳教練陳劍鋒先生。他將教大家以太極拳、站樁、
太極鬆身功作為養生方法。茶聚地點為尖東南洋中
心金百樂宴會廳，時間由下午 12 時至 3 時，壓軸有
抽獎環節。由於反應熱烈，現只剩下小量名額，有
興趣參加的會員，敬請從速報名。詳情請向本人或
籌委會主席何寶兒查詢。

資深會友出席會員事務組活動

在 6 月 12 日晚上，一眾前主席齊集本人之影樓，拍
攝全體照，以一頁廣告形式，支持第 55 屆總會周年
大會。完成任務後，更藉此次難得聯誼的機會，一
起享受海鮮火鍋之樂趣及慶祝 3 位六月之星的生日，
高談暢飲，觥籌交錯，大家都盡興而歸！

前主席火鍋聚會

半島資深青商會今年成立 15 周年，將於 11 月月會
舉行慶祝活動，誠邀各資深會員齊來參與！

慶祝 6 月之星生日

日期：2020 年 10 月 30 日至
2020 年 11 月 2 日
地點：韓國麻甫西首爾
出訪韓國首爾參與
姊妹會的 50 周年慶典，
現場見證他們的歷史時刻。

一 段 旅 程 經 歷• 共 懷 喜 悅 回 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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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突破

無人科技

撰文：梁頌禮

隨着人工智慧 (AI) 的技術不斷提升，令一眾行業亦有突破性的發展，
逐步邁向無人化服務。以下的無人科技 , 你又聽過幾多種呢 ?

無人商店

無人旅店

場內沒有任何服務人員及收銀人員，顧客入店
後用專用的 APP 掃描 QR CODE 就能進場，
選取貨品後便可直接離開，實現「拿了就走」
的新型購物模式，更有趣的是，無論將貨品如
何藏在身上 吃一半後放回 拋出店外，感應
器也能發現，逃不掉的帳單也會立即傳送到手
機，而當中技術仍然是個謎。

於台灣的無人旅店，Check-in 時只需掃描證明
文件便可取匙，點餐方面需在手機下單便會有
小型機器人送餐上門，並有行李寄存服務，以
機器手臂寄放行李。

無人駕駛汽車
在倫敦東南部格林尼治的街頭，常常見到一輛
小型白色的機械人汽車，以時速 6.4 公里在送
外賣予居民。在法國巴黎和芬蘭赫爾辛基，亦
有無人駕駛公車接載乘客。美國科羅拉多州則
有 18 輪貨車在高速公路以時速 190 多公里運
送啤酒。

無人機快遞
用小型無人機空運有限重量及大小的貨物，針
對網購運輸業開發，能省卻運輸業主要的交通
問題。

無人科技帶來的影響
科技能為社會大眾帶來更便利的生活，但隨著「社會文化」的差異，未來的無人技術將淘汰一部分傳統行業，
取而代之的是程式設計師，軟件開發工程師等等更高智能化的技術性職業，而消費者對於無人化 / 自助式科技
服務體驗的接受度也有所不同。

「無人化」是不是意味着大批人會面臨着下崗，無工可作無飯可吃？
的而且確部份傳統行業 職業在人工智能普及下會被淘汰，但是社會必須不斷突破，傳統的職業被取代反而有
機會刺激人群走向技能化、科技化等行業領域，讓他們不斷學習新的知識和技術並脫離傳統的體力勞動，從而
研發更多新興智慧化設備，推展出無限商機，為人類帶來更大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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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有獎小遊戲
今期快箭我們為大家準備了一個逃出密室的
小遊戲，大家可以立即掃瞄右邊 QR CODE
開始遊戲，看看大家有沒有足夠聰明逃出密
室吧，成功逃出朋友便有機會獲得神秘禮品
一份，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截止日期：2020 年 9 月 30 日
公佈日期：10 月月會
禮品贊助：韓國時裝網店 S.Y.C.E.E
$200 優惠券 ( 5 名 )
如各位想更了解分享會員的職業，請留意月會、電郵及面書，歡迎直接與他們聯絡 :

商業事務董事 胡國灝 Steven 9759 7671
商業事務主委 蕭巧儀 Fiona 6028 3116
商業事務組本年全新工作計劃，名為「商相認識」。
計劃的主要目的是為有個人業務的會員或想令其他人
更了解自己所從事行業的會員，提供一個平台作業務
或行業推廣，讓更多本會或其他分會會友認識。我們
會透過月會讓會員即場介紹自己的業務給更多人認識。
同時亦透過電郵、facebook 方法，將參加本活動會員
的資料發放給各會員，更推薦會員參與總會 win win jet
so 的平台，還更加多人認識到。

１月月暨就職禮上會員趙秉介紹物理治療師工作

6 月月暨就職禮上會員彭仲恒介紹創辦鞋履店的經歷

參加了商相認識活動的會員包括：
趙秉裕 Eric Chiu
私人執業註冊物理治療師
任職於中環健衡物理治療及專項訓練中心。
除了一般物理治療常見的電療，手法及針炙
外，會友 Eric 熱衷於各項運動，如長跑、越
野跑、滑雪及帆船等，對運動訓練及治療亦
有心得。有興趣的會友歡迎主動聯絡 6021
1923 找 Eric 一齊享受運動樂趣及了解更多。

陳劍鋒 Fung Chan
數碼媒體創作 / 詠春及太極教練 / 食療養生師
從 事 Digital Solution， 除 了 開 發 Website 及
App，亦涉足數碼推廣和多媒體創作。曾獲獎並承
包政府項目。阿鋒十分熱愛中華文化，包括易學
與術數，傳統國術等，更是一名詠春及太極教練，
同時亦是國家認証的食療養生師。有興趣的會友
歡迎主動聯絡 6123 1152 找阿鋒一同研究傳統智
慧文化，或查詢 Digital 或科技券等政府基金問題。

梁雋堯 Joe Leung
羽毛球教練 / 前香港羽毛球代表隊成員
Joe 創辦了駿昇體育及香港專業羽毛球會，
為公司及學校策劃培訓及舉辦比賽。如果
對羽毛球有興趣的你，歡迎主動聯絡 9387
2621 找 Joe 了解更多。

楊國雄 Henry Yeung
政府資助顧問
政府資助顧問算是新興行業，皆因政府近年
資助初創和中小企力度大增，任何公司均有
資格申請上限達二百萬的資助。會友亦本著
「不成功不收費」的精神，慢慢累積不少成
功個案。歡迎主動聯絡 9129 7053 找 Henry
了解更多。

利家鳴 Carmen Li
瑜伽導師 / 公司秘書
由於 Carmen 對瑜伽極為熱愛，所以考取了
200 小時瑜伽導師證書，亦有開班教授瑜伽。
如果對瑜伽有興趣的你，歡迎主動聯絡 6230
0195 找 Carmen 了解更多。

彭仲恒 Tony Pang
鞋履店創辦人
FRANGIPANI 花語時尚公司創始人，來自一
個鞋履製造專業的家族。上世紀 80 年代父
輩已在國內開設第一批製鞋工廠，作為新一
代之匠人，Tony 從很小的時候就以理解和掌
握出色設計背後的創新和技術為己任，繼承
家中對工藝的承諾之執念，這種熱情引導一
直推動著他的發展並成立全新本地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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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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島喜訊

社會發展董事梁俊傑 (Terrance) 新婚之囍

國際事務董事楊穎詩 (Sybil)
新網店 (S.Y.C.E.E) 駿業宏開

祖國事務董事王倩彤 (Annie) 新公司 ( 會計師樓 ) 鴻圖大啟

《快箭》派發地點
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
香港上環干諾道西 21-24 號
海景商業大廈 21 字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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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THIC HAIR SALON
尖沙咀漢口道 39-41 號
麥仕維中心 10 樓

企業贊助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新界香港中文大學
紙飛機親子空間
觀塘承豐道啟德郵輪碼頭 33 號
北面平台 B 區
TusPark HK Innovation Hub
觀塘偉業街香港啟迪中心
香港催眠輔導中心
新蒲崗大有街 1 號勤達中心 506 室

iSight Optometric Eye Care Center
中環皇后大道中 50-52 號
陸佑行 902 室

Solar Bee Education 晨蜂教育
長沙灣青山道 339 號
恆生青山道大廈 2 樓 01 室及 06 室

吳氏藝院
香港元朗擊壤路 17 號
順發樓三樓 E 室

Genius Garden Education 博才教育
九龍灣宏開道 16 號德福大廈
5 樓 9-11 室

THE WAVE 觀塘
九龍觀塘興業街 4 號 10 樓
( 港鐵 B1 出口 )

夏蓮娜化粧美容學院
九龍太子西道 141 號長榮大廈
10 樓 G 室

門神啤酒廠
觀塘成業街 18 號
新怡生工業大廈 2 樓

Ming Salon
葵涌商場二樓 204 號鋪
九龍油塘油麗商場 1 樓 110 鋪

桌遊俱樂部
旺角西洋菜南街 1A-1K 號
百寶利商業中心 8 樓 808 室

salonsora
九龍灣德福廣場第一期 F13B 號鋪
九龍黃大仙中心南館高層 UG15 號鋪

香港公開大學
香港九龍何文田香港公開大學

The Private Garden Ofﬁce and Workshop
荔枝角永明街 3 號泰昌工廠大厦 11 樓 B-C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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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成立於 1969 年，為香港成立的第四個國際青年商會分會，亦
是第一個中文分會。本會為香港政府註冊的非牟利團體，本著「服
務社會，訓練自己」的青商精神，務求達成以下目標：
• 關懷社會，肩負公民責任，籌劃和推行具建設性的活動，建立和
諧社會發展；
• 發展個人潛能，鍛鍊領導才幹；

• 推動商務合作機會及國際發展網絡；

我們希望藉青商四大發展機會 ( 個人發展、社會發展、國際事務及
商務發展 )，發揮青年人的潛能，透過參與策劃各項活動，吸取經
驗，充實自己，使之培養成為「今日青商，明日領袖」。

www.hkpjc.org/ 加入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