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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年，半島青年商會會刊首次刊出，名為《簡訊》，

1975 年易名為《响箭》。1980 年隨著會務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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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獲青商世界大會最傑出分

會刊物，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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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定期寄送給政府部門、各大專院校及

合作機構團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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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商使命：

提供發展機會以促進青年人創造積極正面的

改變。

青商願景：

成為全球具領導性的青年積極公民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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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荏苒，彈指間冬去春來，在走過忙碌的第一季後，青商活動及各項工作計劃亦如春蕾綻放。

在過去的第一季，我們匯聚了社會上的星級導師、由領袖才能組舉辦的第一屆培訓導師訓練營「Train the 
Trainer 4.0 - 領袖密碼訓練課程」，正式訓練會友成為培訓導師。緊隨着在「與未來對話 – 領袖傳城」系

列中，這些新培訓師將實踐所學，以同行者角色，引領三十多位城大科學及工程學院的學生以隊際方式籌

辦工作計劃。在未來三個月以積極公民框架為基礎及聯合國十七項可持續發展目標的范圍內，協助學生去

籌備社會工作計劃，為社會帶來正面改變，實現服務社會，訓練自己。「公關出攻 ‧ 傳媒首影你 ‧ 宣傳

策略」工作坊曉以吸引媒體、構思吸引傳媒報道焦點的技巧及與傳媒建立良好關係的要門。與晉峰青年商

會合辦「JCI Official Course - Effective Communication」為參加者提升溝通技巧，處理各工作計劃時更有

效率，亦可提升個人能力應用到不同崗位。

對外方面，我們將「不一樣的我」工作計劃推展至更廣闊層面。我們希望拓展聽障人士投身社會上更多不

同類型工作的可行性。為此「不一樣的我從心品味」計劃內我們會與社福團體「龍耳」合作，培訓五至八

名聽障人士成為專業調酒師。這亦是一個嶄新嘗試以切合「傷健共融」精神。科技發展帶來人與人的溝通

隔膜，帶來社會上隱青問題，「與你同行 活出未來」將為隱青培養積極公民意識，消除與社會的隔閡，並

為他們提供職前培訓及面試技巧，提升自信及競爭力。此外本會其中一個旗艦工作計劃「第四十一屆全港

青年翻譯比賽」亦如火如荼進行中。

音樂源自生活、並將生活遇到的事提煉至更冼煉純粹的層次。同理，青商積極公民亦應透過工作計劃的「提

煉」以行動驅使社會上的議題作改變—這是本年的口號「匯聚所長、共譜和諧樂章」的最佳詮釋。本人感

激會友孜孜不倦的投入及參與，且讓半島與社會時並進，共譜有意義的樂章。

會長 / 總會指派執行委員的話

2016 年是潤年，在執筆之時，剛好是過了 2016 年三分之一時間。

在會長杜月嬋帶領之下，以及一眾董事局成員的通力合作，匯聚會友長處，促進會務發展，以及在前會長、

參議員及資深會員的悉心指導下，這 122 天開展得非常順利 !

回顧 122 天，半島青年商會在會員擴展和會員事務方面十分出色，不但獲得 90 人以上分會的本季最傑出

會員擴展分會，而且也是香港最多會員人數的分會 ! 在很多青商活動，半島青年商會都是十分捧場，彷彿

有青商活動的地方，就有一大班半島會友的足跡，可見在會長杜月嬋帶領下，凝聚各長、中、青會友，積

極投入青商生活。

今年，很欣賞會長和董事局成員作了很多新嘗試，最教我印象深刻的是第一次舉辦培訓導師訓練營《Train 
the Trainer 4.0 - 領袖密碼》以及與未來對話 - 領袖傳「城」一系列的領袖才能發展工作計劃。特別安排 10
位《Train the Trainer 4.0 - 領袖密碼》畢業的學員，成為城市大學工程學院學生的培訓導師，在未來三個月

以積極公民框架以及 17 個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為藍本，指導大學生籌備社會工作計劃，真的極具意義！

十分欣賞領袖才能組別的細心安排，不但使會員有機會成為導師教授學生，且走進社區，實踐青商使命 !

在各組別的努力下，各大工作計劃經已如箭在弦，包括推動香港青少年與家人增進和諧關係的「青年家

書」、推動學生翻譯文化的「翻譯比賽」、社會發展工作計劃「不一樣的我 ‧ 從心品味」之聽障調酒師

培育計劃」、推動內地學童普及教育內地事務工作計劃「我們愛讀書」、以及全新的商業事務發展工作計

劃「與你同行 活出未來」，希望隱蔽青年透過參加是次活動，更了解自己對各行業的興趣，從而投入社會

工作。可見半島青年商會在這短短的 122 天內，經已做好最好的準備，大家一同「共譜和諧樂章」!

能夠成為半島青年商會總會指派執行委員是一種榮幸，十分感恩的。能見識半島會友的處事細心、一絲不

苟、堅持到底的正能量，生命影響生命，本人也領略不少寶貴經驗。

青商是一個培育領袖的平台，衷心希望在會長帶領之下，發掘會友更多潛能，培育更多青年領袖，推動青

商活動，共譜和諧樂章！

杜月嬋

總會指派執行委員鄭永翔



香港中文大學
藝術系畢業生

，現為香港導

演，電影人及
大學講師。為

人熟悉作品包
括

《當碧咸遇上
奧雲》、《魔

術男》、《狂
舞

派》和《哪一
天我們會飛》

。《狂舞派》
一

片於第33屆香港電影金像
獎榮獲六項提名

，

更憑該片奪得
新晉導演、最

佳新演員及最
佳

電影歌曲獎項
；黃修平同年

亦獲得第八屆
香

港電影導演會年
度大獎的新晉導

演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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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黃修平許繼瑩



導演團隊的帶領者
相比起大學講師，黃修平導演認為

導演的工作固然擁有滿足感，心情

起伏比較大，因為失意的時候會比

較多，要經常面對喜悅與失落。而

「導演」亦是一條

漫長的道路，他不

斷學習如何成為一

位好導演，也鞭策著

自己更有上進心；或

許會像夢般般遙遠及

不容易，甚至懷疑可

否達到，但會一直思考

如何可以拍成一齣好電

影。

作為整個團隊的領導者，

黃修平指導演最重要就是

如何團結軍心。因為一班

人有著共同信念，可遇不

可求。「要時刻提醒自己放

低自我，不要戀棧權力，也

不要用權力去領導，當中或

許會有妥協的時候，但會提醒

自己要用理性的導演身份處理事

情，以解決事情為大前提，這樣的

態度比較容易讓人信服。」黃修平

導演提醒著。

老師溝通的力量
將導演身份轉換成老師，他覺得自

己更輕能鬆面對。他說教書除了提

供部分穩定收入，也有另一層重要

的意義。「這不只是教導，而是教

學相長，也是維持自己創意思維的

機會。」作為老師，他認為在課

堂上，學生的想法雖然幼嫩，有

很多進步空間，但是當自己盡量用

具體的方法令他們明白如何去解

決問題，讓他們知

道自己不足之處，

從而改善，也就是不斷的運動自

己的創意思維，也可以訓練說話

和溝通技巧。

「其實無論是導演、老師或者任何

一個崗位，說話和溝通技巧都是必

要的。因為電影製作是群體工作，

同團隊溝通，處理的事情時候未必

能夠三言兩語解釋明白，所以要耐

性的用不同方法去詮譯，讓聽者明

白之餘也曉得如何處理；這情形就

如教書一樣，學生會經常有不明

白 的

地方，有時會用比喻例子，

將創作上較抽象的意見具體

化的解說令他們明白。」

而作為一位過來人，在創

作過程，無論寫劇本或短

片，當別人評價時都希

望對方能具體解釋覺得

自己做得好與不好的地

方，讓自己改進；同樣

地，也希望學生能夠

在自己身上知道自己

需要改善的地方。所

以作為一位老師，如

何演繹表達也是重

要的一環。

學生保持學習心
踏入電影製作以來，黃修平一直以

來都是自己去摸索，嘗試用自己的

方法將電影互動的影像逐格呈現

出來，直到今天可以拍攝完整的電

影，成為一位導演。可是，擁有不

斷學習心態的他仍然一直渴望有

機會能夠跟不同的電影前輩學習。

最近更有幸客串許鞍華執導的電

影，令他倍感獲益良多，始終親身

參與比起聽道聽塗說的感受更大。

黃修平導演中學時期亦遇上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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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他影響深遠的啟蒙老師，會用非

一般的方法教授美術。那位老師提

倡身教，會帶領他和同學們參觀睇

劇場，又利用課室空間演出小劇場

的作品、教他們寫詩，用體驗薰陶

藝術教育。在黃修平眼中，很多時

候拍電影都總會需要面對著現實的

殘酷，當發現畢業後做電影已再不

是那憧憬著的藝術氣質時候，如何

透過融合去找尋自己的方向，其實

都是自己人生的學習。

懂得沉澱思考
「在狂舞派這套戲我獲得到很多，

很滿足，也很有意思，因為一個作

品想表達或想帶出的訊息，可以到

達到不同層面的人，也對社會產生

產生影響，令我覺得自己做了有意

義的事。當然這場戲仍然有很多的

需要改進的地方，但狂舞派絕對是

自己導演路上很重要的一步。」

導演需要經歷長時間創作過程，黃

修平認為需要平衡創作同空閒，就

要讓自己徹底放鬆然後去沉澱思

考，才能發現下一步可以走的路。

他指不被實際年齡局限，要站在

年青人的角度或心態去拍攝，叫

自己保持著心態上求進步或冒險的

精神，這樣才會發現自己生存的價

值。 「人長大了，就會有一種承

擔能力，開始會有無畏惧的心態，

也會叫自己不要停留在為自己設立

的舒適範圍。」他說。

放下並不是放棄
「當面對挫敗，就是不要放棄，克

服方法是更努力的去做。」在黃修

平的眼中，於事情上選擇暫時放下

並不等如放棄，反而是等待一個更

合適的機會；亦因為人生有限，更

要為事情定立期限目標。其實這樣

不代表滿足現狀甚或享受現況，而

是讓自己在未來仍有目標可以追

尋，給自己一些期限讓自己投入，

保持熱誠的心態。

重新整裝出發
黃修平導演在創作的過程中，都會

不斷提醒自己要把劇本的設計以真

心演繹，由故事人物出發，從而可

以帶動劇情，呈現生活感，反映並

貼近現實。當然經常留意身邊發生

的事情，以作為可用的題材，也令

劇本內容可以更突出更豐富，呈現

出真實處境，讓觀眾客易投入。

另一方面，他亦會提點自己不斷突

破，以免被定格為某一風格的電影

人。「無論作為一位導演，老師或

是學生，都要提醒自己不要留戀過

往令自己成功的因素，要讓自己不

斷進步。」

幸運的是黃修平導演即將展開的電

影工作會再次與年青人有關，更有

機會讓自己重拾昔日的喜好．將漫

畫穿插在電影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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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手語及
聾人研究中心專訪

守護天使系列 ( 二 )

香港中文大學語言學及現代

語言系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

是亞洲首間發展手語研究及

為龔健學生提供專業訓練的

研究中心，通過結合口語和

手語為健聽人與聾人建立一

個溝通的平台，提高社會對

聾人社群的關注，尤其是聾

人教育及聾人參與社會機會

這兩方面。

莊珊珊



Aaron 是其中一位在中心接受語言

學學位的學生，他的父母也是聾

人。他在特殊學校的環境中學習所

以從小就懂得使用手語。在學校老

師只用口語教學，從來沒有使用過

手語，老師也不鼓勵他用手語，但

其實口語教學令他們在接收知識方

面有一定的困難，無法吸收老師傳

授的知識，所以在大專讀到一半已

感到很氣餒，決定退學出來工作。

直至 2010 年 Aaron 有機會接觸到

中心的研究計劃和課程，發現中心

的手語雙語教學方法與從前的單一

口語教學很不同。中心提供課堂手

語翻譯服務，令他在課堂中能百分

百接受老師教授的資料，從而改變

了他的學習態度，現在他是一位語

言學本科三年級生，並參加手語的

推廣工作，有時更會參與一些培訓

工作。

聾人教育欠支援

對於聾人教育，香港一直沒有清晰

的政策或提供特定的方針，只是

「一刀切」地對殘障學生提供 1 萬

多至 2 萬多元的支援。從幼兒直

至大專，香港政府沒有提供手語的

資源，一般聾童都是在主流學校學

習，用口語教學的模式學習；沒有

學過手語，在語言接收上有很大的

障礙。據數據顯示，香港的殘疾大

專入學率偏低，只有 6.1%，與一

般入學率的 25.5% 相差 20%，連

聯合國組織也對這個數字感到「很

困擾」。

起初中心也只是在研究很基本的手

語研究工作，後來中心主任發覺聾

人的教育實在受到很大的規限，學

校沒有提供任何的手語支援，令聾

童難以正常學習。主任認為聾人和

健聽人應該得到公平的對待，受到

相同的教育，不應讓聾人埋沒他們

的潛能和天分。於是中心自二零零

六年始試行手語雙語共融教育模

式，與主流幼稚園和小學合作推行

為期七年的「賽馬會手語雙語共融

教育計劃」，旨在推動有關聾人教

育、聾童和聽障學童的口語及手語

發展的研究，發展出一個可讓聾童

及健聽學童同時受惠的教學模式。

推手語雙語共融教育

現時 3 歲以下的嬰兒手語計劃有

30 個，而他們會直接加入幼稚園

的計劃。現時全港各有一間幼稚

園、一間小學及一間中學參與這

計劃，讓聾童和健聽的兒童從小就

一起成長、溝通和學習，也提供一

個平台讓他們互相認識對方的語言

及文化接觸，達到真正的「傷健共

融」。參與這計劃的學習進度和其

它的學校一樣，他們不單沒有因為

學習手語而影響進度，手語表達有

時甚至比口語教學更清晰；因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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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會加入身體動作或表情，令到學

生更加明白當中的概念。

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令到健聽學

生培養關愛精神，他們會不自覺特

別留意聾童的需要，在這當中沒有

不平等觀念，不會互相排斥或岐

視，只會互相幫助和關愛對方。使

用手語雙語教學，令到所有兒童得

到平等的教育，健聽的兒童也從學

手語的過程中，培養了他們的耐

性。

現在手語的需求愈來愈大，初時學

校和家長都很怕手語，但現在家長

慢慢明白學習手語不會對他們的子

女只是有百利而無一害，令他們

的子女更明白人與人之間的

價值，應互相尊重，互相接

受。

手語正常化

手語其實只是一種語言，和中文、

英文沒有分別。價值教育比學術

知識的傳授更為重要，手語是一

種溝通渠道和媒介。口語透過聽

和講，而手語則透過身體語言和

視覺動作，達到的功能是一樣的，

手語更可刺激右腦，達到「全腦

學習」，左右腦相通的運作模式，

手語不只是聾人的專利，一般健

聽的人也可學手語。

有一個六年級的健聽學生，從

小就學習手語，學習手語令他

提高了自己的自信心，感到

很驕傲，並在中心擔任「小小

翻譯員」。有一次他在他家附

近的餐廳吃飯，留意有一個聾

人老伯在洗碗，於是走過去和

他用手語聊天，老伯很開心。

從此之後，學生每日放學都走

到那餐廳和老伯聊天才回家。

我們以為計劃只能幫聾童，但

原來對健聽學生也有很大的

得益，在成長過程學習到真正

的共融。很多人可能會說花那

麼多資源才能培養一個、兩個

聾童成材，好像效益很低，但

中心著重的是價值教育，能夠

協助一位聾人從被社會大眾

忽視，直至有機會接受高等教

育，提升學術和社會地位，那

種提高個人的價值不只是一

份工作，更不是用金錢或其它

東西可以衡量的。每一位聾人

的成功都是推動我們繼續努

力的動力，中心會繼續憑著口

語和手語的力量，建立健聽人

士與聾人共融的世界。

聾不是代表殘缺，而是代表了

另一種不同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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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處

何志浤

2016 年 度 董 事 局 就 職 典 禮
本會 2016 年度董事局就職典禮已於 1

月 7 日 ( 星期四 ) 晚假座香港富豪酒店

圓滿舉行。當晚共有 158 位嘉賓和會

友出席，晚宴更筵開 10 席，高朋滿座，

氣氛溫馨熱鬧。

「匯聚所長 共譜和諧樂章」是本會本

年度的口號，期望新一屆董事局匯聚

各前會長、參議員智慧與經驗及一眾

會友的熱誠與動力，將本會會務推至

更高，並帶領本會邁向光輝前程。

為配合口號，晚宴的啟動禮以樂譜為藍

本，會長杜月嬋帶領董事局成員一同完

成「獅子山下」的樂譜，喻意集合董事

局及會員的支持及力量，譜出一首首的

和諧樂章，一起將半島再創高峰。

承蒙主禮嘉賓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

會議非官守議員召集人林煥光議員

GBS, JP.、國際青年商會會長 Senator 

Paschal Dike、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

會長關德仁參議員、前香港總會會長

鄧兆偉參議員主持並見證各項宣誓儀

式。



馮錦秋

旨於協助國內山區貧困學童改善教育

環境，本會旗艦工作計劃 2016年「我
們愛讀書」新春義賣活動於 1月至 2
月份期間順利舉行。本年度，我們繼

續透過著名藝術學院「吳氏藝院」所

提供的學生畫作，製作成生動可愛的

利是封進行義賣籌款，加上 3D立體
揮春，吸引各界人仕踴躍支持。是次

義賣活動成功打破歷屆記錄，共籌得

超過港幣 17萬元善款。為表揚各善
長仁翁，致謝禮於 2月份月會中順利
舉行，亦標誌著是次籌款活動正式圓

滿結束。

當天，我們分享了去年「我們愛讀書」

工作計劃的點滴。本會獲得「和頓國

際集團」的鼎力支持，資助本會於貴

州省山區援建「香港半島青商和頓國

際集團纏溪小學」教學大樓，大樓已

於去年完成工程，全校超過 80百名
學生受惠。 答謝對本年度「我們愛讀

書」計劃的支持，我們特別在月會上

致送感謝狀，以表心意。是次義賣活

動能夠順利完成，首先要感謝「吳氏

藝院」多年來一直義務提供學生畫作，

以製作成利是封進行義賣籌款。另外，

我們亦特別嗚謝多名熱心公益，既出

錢亦出力的善長仁翁，當中包括永遠

名譽會員趙少雄參議員、資深青商會

主席陳炫亨以及港島青年商會張志剛

參議員等。最後，由新春義賣籌委會

主席馮錦秋致謝詞並完成整個活動。

今年活動的成功全賴大家的鼎力支

持。秉承傳統，我們將於本年度下旬

繼續舉辦貴州省山區學童探訪活動，

親身走訪當地，將善款及物資交予學

童，送上關懷同祝福。與此同時，我

們將跟進他們的學習進度，亦將大家

的愛心與祝福一同送往貴州，別具意

義，歡迎大家繼續支持及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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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帥」、「給力」、「可愛」而載

譽歸來的《靈猴獻桃返半島》已於 2
月 13日（年初六）假香港富豪酒店
圓滿結束。當晚有超過 80名會友和
嘉賓共筵開七席。場面熱鬧非常。

當晚會友悉心打扮，一身應節的猴子

造型與會長合照。

除了猴子特約贊助的花生番攤外，還

有以一眾董事鮮為人知一面製成供下

注的「執行董事魚『哈』蟹」，會友

投入非常，為精彩的晚宴熱身。

緊接下來會長及總會會長為 LED舞獅
點睛，為晚宴『跳』開序幕，以喻意

今年各位會友在不同舞台都能發光發

亮，萬事大吉。

接著，會友曾令豪扮裝得唯肖唯妙的

財神，大派吉利金幣，更為大家抽出

多份神秘枱獎。

有怎樣的新春團拜比財神派金幣帥

氣？就是財神一手抱著賀年蟠桃，一

手大派金幣！

除了由財神大派特派的滿滿財寶外，

甚麼比獎金獎品給力呢？就是二十多

個贊助單位無條件贊助的特派獎品！

特此鳴謝 !

籌委會眾志成城為宴會當晚準備的禮

品，長中青會友難得聚首一堂，自然

人人有份，誰都不落空！

大會準備的遊戲節目亦把當晚氣氛推

上高潮—競飲大賽－以三人一組。用

兩支連著的吸管鬥快飲啤酒、豆奶及

麥精等各種飲料。大家各出奇謀之餘，

亦落足眼力，風紀上身留意其他隊伍

一舉一動。圍觀者比參賽者更緊張，

有的吶喊、有的叫囂。會長更親身為

隊伍打氣，分甘同味。

另外的特備的節目－歌唱接龍再把氣

氛推至最高，只見各會友笑得合不攏

嘴，可見一斑。

感謝總會會長關德仁參議員、總會指

派執行委員鄭永翔參議員、會長杜月

嬋、各位前會長、會友、分會會友及

親朋好友不但抽空參與，更「瞓身」

一同參與籌委會精心籌備的遊戲節

目，度過一個歡樂的晚上！亦感謝會

友麥瀚君特製由氣球組成的大眼可愛

財神猴、巨型銅錢及大桔等佈置供來

賓拍照；感謝會友吳兆堅凝住當日的

歡樂和笑聲。今年新春團拜順利完成，

在此由衷感謝各位的鼎力支持和協

助。

會員事務組

鍾嘉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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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島青年商會本年度第一次及第二次

的「青商迎新會」已經分別於 1月 22
日及 3月 18日圓滿舉行。這兩次迎
新會合共超過 100人出席，當中有超
過 40人是第一次出席青商活動。除
了踴躍出席之外，迎新會的內容亦令

人充滿驚喜，不同年資的會友都能分

享自己在青商的點滴，令到第一次接

觸青年商會的朋友快速融入和加入這

個大家庭。

「青商迎新會」假座於尖沙咀Wine 
Art以歡樂時光形式進行，而活動的
第一部份為工作計劃分享，也是今年

「青商迎新會」新加插的環節。在 1
月份的「青商迎新會」，我們邀請到

本會其中一個旗艦計劃「青年家書」

的第一屆主席陳雋昆及第二屆主席張

仲紋作出分享。在他們分享下，參加

者了解到籌辦一個全新的工作計劃的

甜酸苦辣，同時了解如何在青年商會

的體制下，只需一個寥寥數人的籌委

會就可舉辦到一個數千人參與的工作

計劃。

而在 3月份的「青商迎新會」，我們
邀請到 2013會長張智恆和 2010年主
席劉煒琳一同分享本會另一旗艦工作

計劃「我們愛讀書」。這次分享令一

眾生活在香港的參加者見識到貴州山

區兒童的生活狀況。講者透過每年都

參與工作計劃，見證著山區兒童的成

長，由初入小學到現時中學畢業，讓

大家明白到一個有意義的工作計劃能

持續發展的價值。

在工作計劃分享之後是講解青年商會

的起源丶歷史和四大發展機會等基礎

知識，了解我們為何要舉辦這些工作

計劃和如何構思與實行，為即將加入

我們青年商會的朋友打好一個基礎。

會員擴展組

青商迎新會
馮善衡



5 本會會長送贈禮物給姊妹會濠江青年商會會長潘兆楠青商。

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就職典禮已於

2016年 1月 8日假香港九龍東皇冠
假日酒店盛大舉行。今年有幸邀請立

法會主席曾鈺成太平紳士、教育局局

長吳克儉 SBS, JP以及國際青年商會
會長 Paschal Dike參議員擔任典禮嘉
賓。20個分會董事局成員醒醒目目
地齊集於典禮上，並在一眾前會長及

嘉賓前宣誓就任，承諾於本年度歇盡

所能回饋社會，貫徹本年度總會主題

「Be All We Can Be」，發放更多積

極正面的能量。

當晚活動盛況空前，各分會的成員濟

濟一堂，熱鬧互動的場面令當晚的氣

氛達至高峰。而當日活動的安排、精

美的桌上擺設和獎品，令人深深感受

到籌委會成員一絲不苟的心思。半島

除了有新一屆董事局成員出席外，更

有不少的前會長們、會員們及資深青

商成員們一同出席支持。得到大家的

鼓勵，我們定必努力更上一層樓！

施展豪

5 半島會友少不了今年拍照手勢

國際青年商會澳門總會2016年度就職典禮
國際青年商會澳門總會 2016 年

度就職典禮於 2016 年 1 月 10 日

假澳門氹仔喜來登酒店五樓宴會

廳隆重舉行。當日本會共有九位

會友出席，一行人由會長杜月

嬋帶領下於中午到達並由姊

妹會濠江青年商會接待，品嚐

地道葡式美食及聯誼。

就職典禮於當晚 7 時開始，在澳門特

別行政區社會文化司司長代表葉炳權

辦公室主任的見證下，一眾國際青年

商會中國澳門總會、汎澳青年商會、

本會姊妹會濠江青年商會及澳門資深

青商協會新一屆理事宣誓就任。在莊

嚴的宣誓儀式後，眾人開始與到場的

各友好進行晚宴及交流，席間更安排

別出心裁的澳葡特式演出，讓一眾參

加者賓至如歸。

最後，本組別藉此機會，祝願國際青

年商會中國澳門總會、汎澳青年商會、

本會姊妹會濠江青年商會及澳門資深

青商協會會務順利，把青商的精神傳

遍澳門每個角落。 楊詠欣

5 總會會長關德仁參議員、本會會長杜月嬋及

一眾澳門總會及分會會長與本會合照。

5 半島與來自世界各地的青商合照。

5 半島的照片當然少不了 ACTION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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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 聚 所 長 ‧ 共 譜 和 諧 樂 章

半島青年商會 2 0 1 6
總會指派執行委員

鄭 永 翔
致意



行政工作坊
紀錄及獎勵組於 2016 年 1 月 18 日 ( 星

期一 ) 舉辦「行政工作坊」。當日內

容包括秘書處及財政處分別講解行政

及財務上安排的步驟與注意事項。紀

錄及獎勵組講解就如何填寫工作計劃

檔案冊，公關推廣組講述如何有效地

與外間機構介紹本會，會員擴展組透

過解角色扮演，教授有效地與新朋友

溝通及介紹本會的方法。

當日超過 24 位會員出席，包括董事

局成員、組別主委、工作計劃主委及

有意興趣參與工作

計劃的會員，對了

解會務運作及未來

進行工作計劃前

打好良好基礎，

衷心感謝當日出

席的會友。

葉福明

「大玩」高中七天精華遊暨三月份月會
為配合今年國際事務本年度其中一個

重點活動「高雄亞太大會」，本組別

邀請了香港電台第一台旅遊樂園主持

區凱聲先生在本年 3 月 3 日，於富豪

香港酒店舉行的「大玩高中七天精華

遊暨三月份月會」出任分享嘉賓，以

相片集型式向一眾會友分享高雄及台

中的旅遊熱點及特色，當中包括曾被

評為全世界最美麗的 15 座地鐵站之一

的美麗島捷運站、充滿各種藝術展品

的駁二藝術特區、高雄主要河川之一

的愛河及位於高雄市西南景色優美的

旗津等……在區先生的講解下，眾會

友就好像置身高雄一樣，感受當地的

景色、文化。除此之外，在答問環節

中更推介了吃喝玩樂的夜市及景點，

讓人有著想馬上到高雄的衝動！國際

事務組更於嘉賓分享後舉行了答問遊

戲，獎品除了有地道台灣小食外，

最後答對台語青商信條的會友更得

到台灣悠遊卡，為出席「高雄

亞太大會」做好準備！

是次活動得以圓滿成功，本組別感謝

會長杜月嬋、組別顧問前會長張智恆

參議員所給予的指導及當晚出席的超

過四十位會友的積極參與！期待於 6

月的「高雄亞太大會」能與大家再次

「大玩」高中！ 楊詠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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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國際事務組與嘉賓區凱聲先生合照



馮善衡

第 23 屈五星訓練營已於 3 月 5 日及 6

日在元朗大棠渡假村圓滿舉行。訓練

營的參加者是來自全港 20 個不同分會

年資較淺的會友，他們大部份都是加

入青商不足一年的會友，有些什至是

剛接觸青商的準會員。舉辦訓練營的

目的是希望透過這活動令一眾參加者

快速認識青年商會的運作和架構，為

大家尋找出一條適合自己的青商路。

是次訓練營以分組比賽形式進行，一

眾參加者被分成六組，透過積極參與

活動丶完成特定任務丶勝出各環節的

競技來進行評分。導師們考妙地把青

商禮儀丶會議程序法等重要知識放進

有趣的活動內，令一眾參加者在歡笑

聲中不知不覺學會了這些知識。

除了學習青商知識外，五

星訓練營還有另一特色，

就是能廣交朋友。由於訓

練營的參加者是來自二十

個不同分會，所以參加者能在這短短

兩天的時間內認識到全港各分會的會

友。而且，大家的會齡都差不多，可

以建立起一班在自己分會

以外又共同成長的朋

友，這樣的機會不是

其 他 活 動 所 能 比 美

的。這樣的活動大家

又豈能錯過呢？

五 星 訓 練 營

會員擴展組 / 領袖才能組



總會於 4月 9日 (星期六 )假座上環星
月樓舉行歡迎晚宴，接待國際青年商

會副會長 Senator Marc Brian Lim (來
自菲律賓 ) 為期兩日（4月 9至 11日）
來港訪問。當晚本會共有 7名會員出
席。

會友黃木棋和彭仲恆在世界副會長帶

領下進行入會儀式，而秘書長何至浤

獲得由總會頒發的會員擴展「銀獎襟

章」，而本會亦獲得 90人以上分會的
第一季「最傑出會員擴展分會」獎項。

席間更特設交流對話環節，讓所有出

席的會員直接向 Senator Marc Brian 
Lim提問。 會友珍惜是次難得機會，
踴躍提問，世界副會長耐心解答，氣

氛融洽。 世界副會長更勉勵大家要在
青商與生活上保持平衡，藉此保持熱

誠，為社區繼續帶來正面改變。

5 世界副會長為秘書長何至浤帶上銀獎襟章

5 世界副會長為會友彭仲恆帶上襟章

5 本會獲得 90 人以上分會第一委「最傑出會員擴展分會」獎項
5 會友黃木棋在晚宴進行入會儀式

何志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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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你同行 活出未來」同行者培訓日及工作坊

由商業事務組主辦，明愛賽馬會梨木

樹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協辦的「與你

同行 活出未來」工作計劃，目的是讓

一班因各種困難而失去對將來的信心

的低動力青年重拾奮鬥的精神。本計

劃亦邀請了九位同行者，陪伴他們參

與不同類型的活動，讓他們發掘自己

的興趣和潛能，指導規劃職業生涯，

重拾就業的自信心。

同行者培訓日於 4 月 16 日在明愛賽馬

會梨木樹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舉行。

為計劃打響頭炮，由明愛的兩位資深

社工羅紀麟和石穎妍向同行者講解低

動力青年的思想、性格分析、與參加

者接觸的技巧，讓同行者清楚了解低

動力青年的內心世界，亦從中增加對

自己的認識。

5 月 7 日展開了第一次工作坊，六位

參加者都肯嘗試趟開心靡，踏出第一

步，來到工作坊中，渴望跟同行者做

朋友 。活動開始是互相認識，緊接

著在羅社工和其中一個參加者的帶領

下，製作出一盤盤精心製作的蝴蝶酥。

然後由臨床心理學家趙思雅為主講嘉

賓，講解溝通技巧及以角色扮演的方

式演示了低動力青年投身社會時有機

會遇上的問題及一些人際溝通的技

巧。最後所有參加者一同享用自己製

作的，味道亦近乎廚師水準的蝴蝶酥，

讓活動劃上「甜美」的句號。

「與你同行 活出未來」在未來仍有不同

工作坊，公司探訪及分享會，期望一眾

參加的低動力青年在同行者的協助下能

透過活動，投入社會，活出未來。

麥美欣

「公關出攻 • 傳媒首影你 • 宣傳策略」工作坊
半島青年商會《公關出「攻」》之

《傳媒首影你•宣傳策略》工作坊已經
於 2016年 4月 9日 (星期六 )圓滿舉
行。本會榮幸邀請了鍾慕貞參議員擔

任主講嘉賓。鍾慕貞參議員為 Chung 
& Tang公關顧問公司的創辦人，擁有
多年的市務推廣及企業傳訊經驗，尤

擅長傳訊顧問、創意活動設計及媒體

關係。

當日鍾慕貞參議員除了在第一節活動

中分享了寶貴的工作經驗和用案例去

分享外，還在第二節分享準備了一些

小組遊戲，輕鬆愉快地引導參加者用

不同的角度去思考當開始構思工作計

劃時，應用什麼方法和技巧去吸引傳

媒焦點，令計劃能夠有吸引更多相關

的媒體報導，而且還加深會員了解傳

媒的工作事項，從而與傳媒建立良好

關係。

活動當中每一位都十分投入、反應熱

烈，參加者都愉快地上了寶貴的一課。

在此，再次衷心感謝各位會友的出席

及支持，亦再一次感謝鍾慕貞參議員

抽空為本工作坊擔任主講嘉賓！

3 鍾慕貞參議

員的精彩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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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事務組 / 公關推廣組

5 參加者的即席構思分享，學以致用

5 參加者與主講嘉賓鍾慕貞參議員的大合照

5 低動力青年與同行者透過一同製作蝴蝶酥建立信任及關係。

5 是次工作坊劃上了「甜美」的句號。

5 臨床心理學家趙思雅分享溝通技巧。

黃嘉艷



楊詠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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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次半島青年商會拜訪姊妹會日本

箕面青年會議所探訪已經是2012年。

明 年 更 是 姊 妹 會 50
週年會慶，有見及此

國際事務組本年 3 月

便舉辦拜訪姊妹會活

動為明年參與姊

妹會慶典作好準

備。這次活動，

連同會長我們有

8 位會員及前會

長一同參與。感

激姊妹會日本箕

面青年事務會議

所為我們安排了

兩日一夜一連串

精彩活動。第一天行程包括：參觀姊

妹會會址，瀑布行，一邊浸溫泉水一

邊品嚐下午茶，參觀著名的達磨寺廟，

行程豐富不能盡錄。晚上我們還有幸

與日本姊妹會多位前會長一起供進晚

餐，大家互相交換小禮物，晚宴當中

體驗姊妹會的精神，跟姊妹會互相了

解及交流，並從交流中能夠了解日本

的文化。

是次拜訪除了吃喝玩樂，半島青年商

會亦首次將我們的旗鑑工作計劃 < 青

年家書 > 介紹及推廣給我們姊姊會。

並有幸得到姊妹會安排，與箕面聖母

被昇天學院中學校高等學校的老師及

副校長會面，介紹工作計劃 < 青年家

書 > 並希望將來有合作機會。

是次活動得以圓滿成功，本組別感謝

會長杜月嬋、組別顧問前會長張智恆

參議員所給予的指導及六位會友的積

極參與！在此預祝姊妹會 50 週年會慶

成功。期待於 2017 年能與大家再次出

席日本箕面青年會議所 50 週年會慶，

玩轉日本！

5 日本箕面青年會議所機場接待

6 參觀著名的達磨寺廟

3 參觀姊妹會會址 
( 左：2016 年 會 長 
Yasuo Sakai)

5

一
眾
瀑
布
行

6 與箕面聖母被昇天學院中學校高等學校的老師

及副校長會面，介紹旗鑑工作計劃 < 青年家書 >



四月月會，我們很榮幸邀請到糊塗戲班

藝術總監陳文剛先生及行政總監魏綺珊

小姐作為我們的分享嘉賓。陳文剛先生

和魏綺珊小姐成立了「無障礙劇團」。

他們透過戲劇訓練及表演，讓不同類別

的傷殘人士：包括肢體傷殘、視障、聽

障、精神病康復者以及健全人士，能夠

彼此加深認識，達致傷健共融，透過平

台發揮所長，貢獻社會。同時亦讓健全

人士體會到傷殘人士積極生活的態度，

以生命影響生命。

月會上，他們分享了與殘疾人士相處

及排練時的點滴。由於「無障礙劇團」

乃「混障」劇團，故此，排練時需要

兼顧及面對的困難更加多。

他倆在月會上亦分享了一則動人的故

事。曾經有一位肢體殘障的人士，苦

苦哀求能夠在糊塗戲班的劇目上，與

一眾健全的演員一同演出。排練時，

他摔倒了無限次，但憑著無比的毅力

及對戲劇的熱誠，克服了身體上的缺

陷，不僅感動了陳文剛先生及魏綺珊

小姐，容他可以踏上臺階，

一圓演出之夢，同時亦感動

了台下的每一位觀眾。從與

殘障人士的相處和溝通中，

陳文剛先生和魏綺珊小姐

深深感受到「人人有障礙，

個個有才能」的道理。

當晚月會，亦邀請了今年

社會發展組

重點工作計

劃「不一樣

的 我 從 心 品

味」聽障調酒師

培育計劃的支持

機構「龍耳」的手語翻譯主任黃惠蘭

姑娘及手語翻譯員馬芬燕姑娘為各會

友簡單介紹龍耳的服務和教導了一些

簡單手語。原來很多手語也能形象化

地表達，以便與聽障人士更有效地溝

通。

「不一樣的我從心品味」聽障調酒師

培育計劃開幕禮將於 5月 28日隆重
舉行。五位聽障調酒師會於五月下旬

開始進行為期 36小時的培訓及工作
實習。我們熱切期待，從心品味聽障

調酒師為我們調製「不一樣」的雞尾

酒。

連乙峰

李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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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月會「不一樣的我之難得糊塗」

社會發展組 / 出版事務組

五 月 月 會「 愛 笑 YOGA 初 體 驗 」
愛笑瑜珈，一個用笑來做的運動，有

別於一般瑜珈，其促進身心健康的重

點不在於瑜珈的體位法，而是將歡笑

結合瑜珈的呼吸法，透過簡單動作，

輕鬆地讓大家擺脫規限，自由自在地

放鬆身心舒解情緒。

五月份月會我們邀請了「笑出健康協

會創辦人」余狄夫 (Dick)為大家帶
來笑聲滿載的愛笑瑜珈運動。當晚由

Dick帶領大家做一系列「笑」的練習，
氣氛熱烈，每位參加者都非常投入，

而 Dick更為我們分享他在香港創辦及

推廣愛笑瑜珈運動的理念。其中他表

示經常看見很多人整天愁眉苦臉，工

作生活壓力引致情緒緊張，但透過愛

笑瑜珈運動，腦內會產生「多巴胺」，

而這種內分泌物會令人產生快樂的情

緒，從而有放鬆的功效。Dick其後更
與大家分享一些拍手的練習，更藉著

互相鼓勵的方式傳遞出正量！

是晚共有接近 50名會友和嘉賓出席，
大家在歡樂笑聲與嘩聲中度過了一個

愉快的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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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攝 製 工 作 坊
今時今日，短片熱潮勢不可擋，可說

是最有效、最引人注目的傳播／宣傳

方法。出版事務組今年除了推出「動

快箭」，亦為會友帶來「動攝製工作

坊」，向會友簡介拍攝短片需要的準

備及技巧。

「動攝製工作坊」早前於 4 月 2 日圓

滿舉行，約有 30 位參加者出席。活動

中，講者以簡單易明的生活例子向參

加者介紹拍攝的正確裝備、角度、構

圖及擺位等實用知識，亦提供即場練

習的機會，引起大家熱烈討論交流。

有見近年不少工作計劃均邀得公眾人

物作短片訪問彧拍攝宣傳短片，工作

坊亦介紹了當中需要的訪問技巧。

參加者在短片結構及內容設計的練習

中更嘗試以韓劇片段為藍本，繪畫短

片的分鏡及構圖，最後更分組拍攝模

擬的片段。會

友的創意點子

盡出，簡單一

段片發揮出無

的創意！

吳雅文

國際青年商會世界演講比賽（香港區選拔賽）
一年一度的國際青年商會世界演講比賽

（香港區選拔賽）初賽及決賽已圓滿結

束。每年香港的代表，會到亞太大會

中與亞洲各國代表比賽，爭取到世界

大會中與其他各洲優勝者一較高下。

今屆青商組的比賽主題為「Be All 

We Can Be」。我們有三位半島會

友踴躍迎戰參與是次盛事，有會員

事務董事鍾嘉賢 (Margaret) 及祖國

事務董事黃永康 (Vincent) 出戰青

商組，副會長連乙峰 (Eddie) 出

戰公開組。而 Eddie 及 Vincent

更成功出線，晉身決賽。儘管

未能奪標，但他們得到的經驗

是無價的。

期望下年度有更多半島會友

參與，挑戰自己、在台上發

光發亮！

楊偉傑

5Margaret 表現出巾幗不讓鬚眉的魅力 5Vincent 在決賽中英氣盡露

5Eddie 生動的分享其青商所學



楊偉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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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恭喜最傑出學員黃永康得獎

5 參學員正在用心記下學習感想

5 學員正在認真學習和討論





於 2016 年 2 月 27 日假御苑皇宴圓滿

舉行。此次活動共 64 人參加，出席者

包括 17 位前會長，7 位前主席及多位

現任董事。人才濟濟，共聚一堂！

在財神爺陪同主席進埸下揭開首個活

動環節。大會先抽枱獎遊戲，共有 30
位來賓獲得主席陳炫亨贊助之現金利

是！在這農曆丙申猴年之際，大會更

安排了 < 齊齊來，隻隻捉 > 遊戲，大

家玩得非常投入，笑聲四起！主講嘉

賓關濟華中醫師，更與我們分享中醫

養生之道，大家獲益良多！

最後抽獎禮物共 25 份，總會資深青

商會主席及前會長亦即場加送現金抽

獎，將現場氣氛推至高峰。大會也為

1、2 及 3 月生日壽星唱生日歌，非常

溫馨！新春茶聚結束之時，來賓仍依

依不捨，繼續拍照交談。各人均盡興

而回，一同度過開心及難忘的下午。

袁國強

於 2016 年 4 月 16 至 17
日圓滿舉行。這活動共有

49 位會友及嘉賓參加，

場面十分熱鬧！

首天早上在深圳福田口

岸集合，乘坐豪華旅遊

巴士向惠東出發，途中

在車上安排了精彩的有

獎問答遊戲，令團友非

常開心。到達惠東後享

用當地特色午膳「巽寮

魚蝦蟹海鮮餐」，大約 2
時入住惠東雙月灣檀悅

豪生溫泉度假酒店，會友自由在酒店

四處遊逛或享用酒店設施。酒店亮點

為 600 平方呎及在露台裝置溫泉水泡

池之海景房間。約 6 時在酒店餐廳享

用豐富自助晚餐，期間亦特別為 4、5

及 6 月生日的會友慶祝生日。晚餐期

間會友們彼此交談甚歡，樂也融融。

晚上 9 時，有 30 多位會友參與「盡訴

心中情」環節，大家談天說地，飲紅

酒、吃小食和水果，達致整個活動的

高潮！直至零晨 12 時才各自回房間休

息。

翌日早上 11 時離開酒店，午餐享用

當地特色土窯雞，海鮮及梅菜宴，而

壓軸之幸運抽獎更令全場團友興高采

烈。跟着前往惠東「勁家莊」了解五

穀養生文化及購買各式五穀產品。回

程時，在車上也安排了有獎之問答及

BINGO 遊戲，主席陳炫亨更高歌助

興，旅程在一片歌聲及笑聲中度過，

在黃昏 6 時左右於福田口岸及皇崗口

岸解散，大家歡度了一個愉快的周末

及滿載而歸！

李燕芬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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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青商會 2016 新春茶聚
「靈猴獻瑞•福樂年年」

「雙月水滴•惠東六星之旅」

資深青商會



與晉峰青年商會合辦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乳你哺出愛

大嶼山青年商會特別會員大會

ECO Challenge 2016

貧窮體驗 2016

2016 生態挑戰

「和平與可持續發展」國際青年節

全港中學生創意社企 2016

民政事務局丙申年新春酒會

大型義工同樂日 2016

Nothing But Coffee 2016

總會及分會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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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島人家

吳志威

曾嘉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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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後工作幾年，都快忘記在運動場

上爆發和競技的感覺。5 月 1 日終於

可以重拾青春。一大清早，約了半島

好友，先到灣仔運動場附近吃早餐，

再到超級市場為同伴準備水果及食

水。青春呀！

比賽時，來自不同分會的健兒，在起

跑線上輕鬆交談、互相認識、互相打

氣。槍聲一響，那撲面的逆風、衝刺

的速度、身旁會友的吶喊助威，令人

鼓舞。與此同時，運動場中間正進行

的推鉛球、跳高和跳遠，數十名會友

聚集一起，為參賽會友加油打氣，見

證他們一次又一次突破自己紀錄。下

午，經典的二人三足競賽，正好加深

會友間的默契，通力合作，向共同目

標進發。為使會友的家人也可參與其

中，大會特設親子接力賽，小朋友那

天真無邪的笑聲、坦率的表情，讓參

賽者忘記肌肉酸痛，勝負也不再重要。

感謝會長杜月嬋、總會指派執行委員

鄭永翔參議員、上屆會長黃文瀚、各

前會長、參議員、資深會員、會員及

準會員，超過 60 名健將和嘉賓的支持

和參與。沒有您們，絕對不會有二金

三銀六銅，以及全場總冠軍的佳績！

您們揮灑拼搏的身影，讓汗水揉合歡

笑為回憶添上無可取代的一筆。我們

再約定，明年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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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事務組

會友陳雋昆何淑琪新婚之喜

獎項 得獎者

會長盃 60米 會長杜月嬋

女子組資深青商鉛球亞軍 張利敏參議員

女子組資深青商 100米季軍 張利敏參議員

女子組 200米季軍 前會長陳玉桂參議員

女子組跳高季軍 會友何美娜

女子組跳遠季軍 會友何美娜

男子組資深青商 100米亞軍 前會長袁滿忠參議員

男子組資深青商跳遠冠軍 前會長袁滿忠參議員

男子組資深青商 200米亞軍 前會長關啟亮參議員

男子組鉛球季軍 紀錄及獎勵董事葉福明

男子組 100米季軍 準會員吳清全

會友劉緻盈出閣之喜

會友施德來議員辦事處開幕典禮

祝賀前會長甘耀成參議員於香港華人
會計師公會就職

鍾嘉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