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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 閱 及 查 詢：pd@hkpjc.org 版 權 所 有， 如 欲 轉 載 請 與 本 會 聯 絡。 JCI Peninsula 半島青年商會

半島青年商會成立於1969年，於香港政
府註冊的非牟利團體。我們本着「服務
社會，訓練自己」的青商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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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着發
展個人潛能，鍛練領導才幹，推動商務
合作機會及國際發展網絡，從而培養年
青人成為「今日青商，明日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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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箭互動

本會每年都會出版會刊《快箭》，以不同角度為大家捕捉社會最新動態，同時誠邀各界成功人士為大家分享他們的人生經歷，啟發讀
者思維，帶來正面改變。

2022年伊始，本會的口號為「 發揮無限潛能，突破無盡可能」。如果你心目中有想邀請的專訪人物，而他/她兼具突破特質和健康正
面的形象，能感染身邊的人，歡迎你到本會Facebook專頁參加小遊戲，與大家分享， 就有機會獨得封面人物司徒鈺芸(JuJu)/ 蔣嘉
琦(KK) 的親筆簽名， 萬勿錯過！

參加辦法：
1. 年齡介乎18-40 歲的國際青年商會會員。
2. 讚好《JCI Peninsula 半島青年商會 》Facebook專頁 。
3. 讚好及分享此遊戲帖文，並將分享設定為「公開」 。
4. 留言分享你最想邀請的人物專訪嘉賓及原因，並標註2位朋友，字數不限。
5. 最有心思的參加者，將會獲得封面人物司徒鈺芸(JuJu)/ 蔣嘉琦(KK) 的親筆簽名， 名額乙個。
6. 截止日期為 1 月 31日, 得獎者將有專人通知領獎 。
7. 是次活動所收集到的個人資料，將會絕對保密，其用途只用作處理是次活動及通知得獎事宜。
8.  如有任何爭議，半島青年商會2022年董事局 保留一切最終決定權。

問：最早的雜誌和現在有什麼不同？

雜誌(Magazine) 一詞源自法文Magasin，本意是倉庫。

「雜誌」這個詞語第一次被用以稱為刊物，是1731年倫敦出版

的《紳士雜誌》，後來正式被沿用為雜誌的通稱。早期，雜誌

和報紙的形式差不多，極易混淆。後來，報紙逐漸趨向刊載時

效性強的新聞，雜誌則主要刊登小說、遊戲和娛樂性文章，兩

者在內容上的區別越來越明顯。

在形式上，報紙的版面越來越大，成為四開或二開；雜誌則經

由裝釘，加上封面，成為書的形式。此後，雜誌和報紙給人們

的印象才逐漸、具體地分開。

1704年， 倫敦出版第一種介於報紙和雜誌之間的定期刊物，

發行者是《魯賓遜漂流記》的作者丹尼爾笛福。刊物名叫《評

論》，篇幅為4小頁，總共發行9年。

問：記者的由來？

世界上最早的記者是在歐洲威尼斯誕生。16世

紀的威尼斯是歐洲的經濟中心，商業活動非常頻

繁，各國商人和銀行家紛紛來到這裡，進行商業

競爭或是享受資本主義的繁華生活。他們聚集城

裡，迫切需要瞭解和掌握涉及切身利益的世界各

地消息。這樣一來，有些人就投其所好，專門收

集有關政治事件、物價行情、船舶起航等方面消

息，或手書成單篇新聞，或刊刻成報紙，然後公

開出售。人們根據他們工作的特點，分別稱他們

為：報吿記者、手書新聞記者、報紙記者。這些

專門以收集和販售新聞為生的人，就是世界上最

早的職業記者。

有獎小遊戲

 日常冷知識
雜誌、記者由來

快箭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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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鈺芸(JuJu Chan Szeto)，原名陳鈺芸，
婚後改隨夫姓，是香港武打女星及電影監製，
被傳媒稱為「女版李小龍」。

JuJu小時候隨家人移民美國，並於紐約大學電
影電視學院取得多媒體廣播系碩士。她自小學
習各類型武術包括柔道、跆拳道、泰拳及中國
功夫。JuJu於2013年代表香港出戰「第十八
屆國際跆拳道聯盟世錦賽」，並於「第八屆中
國跆拳道公開錦標賽」奪得一面金牌及一面銅
牌，成績斐然。

JuJu主演了多套荷里活電影，包括Netflix出
品的《臥虎藏龍: 青冥寶劍》 、馮德倫執導的 
Netflix 武打美劇《WU ASSASSINS 》、陳果
執導的動作片《九龍不敗》、與尼古拉斯基治
(Nicholas Cage) 和 Tony Jaa一同主演的美國
科幻電影《JIU JITSU 》 等。

IG, FB, Youtube: @JuJuChanSzeto

由理科生，
到選美藝人，
再踏上銀色旅途
JuJu小時候與爸爸一起觀看香港動作電影，對電影中的動作場面深感興趣，觀看時

更會模仿片中演員的功夫及動作。家人樂見JuJu好動的一面 ， 但畢竟在家中耍樂

存在一定的危險，於是鼓勵她到附近的柔道館學習柔道，自始與武術結下不解緣。

記者 陸嘉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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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Ju雖然自小已展露出對表演的興趣，但在大學時期卻選擇修讀電腦及數學科，原因是該

方面的成績比較理想而且家人認為發展演藝事業的路途困難又充滿變數，收入一般都不太

穩定，而畢業後擁有一份穩定的工作是最為重要。然而，JuJu卻認為做一份自己抱有熱誠

的工作比一切更為重要，故在本科畢業後便報讀了紐約大學電影電視學院的多媒體廣播課

程 ， 並成功修畢碩士學位。

JuJu初加入演藝界時曾經參加過多項選美比賽，亦曾經推出唱片及拍攝不同類型的電視節

目。直至認識了當時的導師，亦是現在的丈夫，他認為JuJu擁有潛質成為香港電影界缺乏

的拼圖 — 懂得演戲又打得功夫的女演員，所以鼓勵她發展成為武打演員。JuJu成為動作

演員後拍攝了多部電影，當中更演出不少中外作品，包括由袁和平導演執導的《臥虎藏龍 

— 青冥寶劍》、Netflix原創美劇《WU ASSASSIANS》，由杜汶澤及鄧麗欣主演的香港電

影《 空手道》，以及由奧斯卡影帝尼古拉斯基治主演的電影《 柔術》等等，JuJu現在可

謂是一位荷里活炙手可熱的武打女星。

 力臻完美！
 不斷突破！

跟很多行業一樣，電影行業同樣講求與時並進。若不能跟着時代的步

伐迎合市場需求，演藝工作者便會很快被巿場及觀眾淘汰。JuJu亦十

分明白不斷進步及突破自己的重要性，而作為一位武打演員，她明白

到學會不同種類的武術有助自我增值及發展自己的事業，故此，JuJu

近年開始接觸巴西柔術，菲律賓魔杖及馬來武術等，務求可以將不同

種類的武術呈現於觀眾眼前，為觀眾帶來更豐富的視覺體驗。JuJu

又表示，相比下現代武術較舊時已經變得更為開放，很多武術家都會

學習不同武術，集各家之大成，以學習多方面技術從而提升自己的水

平，以彼之長補己之短。

除此之外，她憶述早年為一套荷里活電影進行試鏡的經歷。

劇組需要一位懂得彈奏小提琴的演員出演該角色。JuJu為

了把握如此難得的試鏡機會，在短短兩天的時限內，她在網

上平台上不斷學習，更透過朋友的幫忙，於線上跟小提琴導

師上課，在僅僅1小時的課堂後，便完成了一整首小提琴曲

目！最終順利地在試鏡時演奏，成就了自己的演出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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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次試境的經歷對JuJu來說可謂是一個重要的突破，不但成就解鎖到一項新技

能，還突破了自己的學習潛能。是次經歷亦讓她明白到無時無刻都要裝備好自

己，以應付瞬息萬變的工作環境及世界。此後，JuJu會於工餘時間不斷鍛鍊新

的技能如鋼琴演奏，結他及練習花式滑板等等。多年的演出經驗及速食文化令

她明白到觀眾的口味日新月異，她希望每次在螢幕上都能給觀眾及支持者帶來

新鮮感及嶄新的視覺體驗。在未來的日子，JuJu希望攝獵及拍攝更多不同類型

的作品如喜劇及大型音樂劇，務求發展成為一個多元化的全能女藝人。

“因為我相信機會是留給       

黑暗過後總會是晨曦
因疫情關係，很多電影製作都相繼停止，JuJu亦不能幸免，手頭上很多工作都被迫順

延。「我知道在過去的兩年，大部份人都跟我一樣因疫情關係，工作大受影響，但我覺

得不要因此而感到沮喪。」JuJu一邊攪動著咖啡，一邊幽幽的説。

她寄語青年人不要為已經發生且無法改變的不如意事過度失落，反而應該盡快走出低

谷，重新振作。「疫情出現至今已經兩年，若果大家在這兩年內開始學習並訓練一些自

己未曾接觸過的新技能，兩年後的今天一定已經學有所成。」

最後，樂觀的她勉勵青年人應該趁疫情期間盡快確立自己的目標，好好裝備自己，學

習新的技能，踏出自己的舒適圈並作多方面的嘗試，「因為我相信機會是留給有準備

的人！」這亦是JuJu人生的座右銘。

「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筆者祝願所有讀者都可以學習JuJu的精神，在逆境時不

屈不撓自我增值，在機會來的時候好好把握，成功便自然來。
嘉賓司徒鈺芸與快箭籌委會訪問團隊合照鳴謝 嘉賓司徒鈺芸提供其出演之電影照片; 髮型設計: BRUNEBLONDE 

嘉賓司徒玉芸於電影<< 九龍不敗>>與張晉之合照

有準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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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青商會 
資深青商夜之《半島承傳·奧運精神》

SENIOR 
MEMBER CLUB

EVENT
活動回顧

資深青商夜之「半島承傳·奧運精神」已於2021年10月7日圓滿舉行，出席人數72
人，包括14位前會長及9位前主席、總會資深青商會主席、資深會員、董事局成員、
會友及其他分會的資深會友出席，高朋滿座，場面十分熱鬧。大會特設「最佳運動服
飾獎」！得奬者穿得像上場比賽的運動健兒，擺出不同有型姿勢，星味十足，實至名
歸！恭喜前會長鄭展榮參議員及前主席李燕芬參議員！

當晚特別舉行簡單而隆重的交接儀式。2021年主席鍾齊清將火炬傳遞至2022年主席
陳自强手中，喻意：「資深青商·薪火相傳」。主席陳自强隨後向大家致辭及介紹
2022年常委會團隊，祝大家更團結，會務更興隆！

「一劍定飛環」競技遊戲令各人都有機會體驗奧運精神。各隊隊員都玩得非常投入，
分秒必爭以最快時間獲得獎項。接着是生日慶祝時段，十月份生日的會友，大家互相
祝福及唱生日歌，場面温馨！

2021年主席交捧予主席儀式 

壓軸的抽獎環節為場內帶來緊張及刺激的
氣氛，整個活動共送出超過40份獎金及獎
品，恭喜各位得奬者。大家都滿載而歸，
一起渡過了一個愉快的晚上！

10月份月會大合照

EVENT
活動回顧

資深青商會 
《秋高氣爽樂悠遊》
「秋高氣爽樂悠遊」已於2021年11月28日圓滿舉行，當天一行28人，包括資深會員、家屬及會
友參加，藉此秋高氣爽之際，眾人俱滿懷歡欣，出發往目的地。

第一站抵達粉嶺之流水響，拍完大合照後，起步經過流水橋，便到達流水響水塘，其水面如鏡
清澈，倒影著藍天白雲，素有「天空之鏡」之稱，加上樹木深幽，美景如畫，各人均忙着拍照
打卡。第二站再往香港現存唯一的古塔 - 聚星樓，此古塔有逾六百年歷史，並列入香港法定古
蹟， 大家觀賞拍照後便前往流浮山共進豐富海鲜餐。經過20分鐘的車程來到香港著名養蠔地
方，兼吃到美味鲜炸生蠔，再來一杯冰凍啤酒，和一班真正朋友细説家事會事，飽腹之餘，確
是樂也！ 會友們觀賞后海灣風景之餘，也順道購買海味街特色海產及美食，收獲甚豐呢！

最後一站到達充滿仙氣之南生圍，看到保護環境下一大遍的紅樹林，泥灘上有彈塗鱼、招潮
蟹、也有白鷺等不同的鳥類。南生圍水塘佈滿蘆葦草，另有一番景緻，而且更是婚紗攝影聖
地。我們亦顺道前往乘坐香港唯一手動橫水渡，返回元朗市區。回程在旅游車上，和大家動動
腦筋玩玩IQ 題，腦轉快又估中答題值得拍掌鼓勵及獎賞。最後還有幸運抽獎，很多幸運兒拿到
大利是呢！就這樣在嘻哈笑聲中渡過了一個愉快非常的星期天！

與大型擺設一起的大合照

活動大合照

SENIOR 
MEMBER CLUB

資深青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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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大家的鼓勵及支持，本人萬分榮幸能成為2022年半島資深青商會主
席。新年伊始，本人在此謹代表常務委員會仝人祝願各位新年進步、身體
健康、生活安康。半島資深青商會今年不經不覺已踏入第十五屆， 資深會
員人數接近一百多人。一直以來承蒙各位大力支持和肯定，在此向各位表
達衷心的謝意。
 
秉承「聯繫資深會員，發揚青商精神」的宗旨及延續「吃、喝、玩、樂」
的目標， 定當與一眾有幹勁， 有活力的委員會成員， 透過舉辦各項精彩
的活動，竭力為大家帶來開心精彩一年。此外，總會資深青商會亦會舉辦
多個動靜皆宜及多姿多彩的活動，在此鼓勵各位資深會友積極參與本會及
總會的活動，務求承傳半島青年商會上下一心，長中青友愛共融的寶貴傳
統。
 
資深青商會本年度亦將一如既往地炮製多個精彩活動，包括新春茶聚，本
地遊樂團，戶內/戶外聯誼活動及資深青商夜等豐富節目，好讓各位於忙
裡偷閒之外，建立更深厚的青商情誼。
 
本人會以「奮發向上，自強不息」作為座右銘， 定當竭盡所能擔當主席一
職，最後藉此機會衷心感謝歷屆資深青商會主席及顧問給予本人寶貴意見
及指導，及對資深青商會的無限支持。亦要感謝2022年資深青商會常務委
員會各成員的鼎力支持及緊密合作，攜手開展各項活動的籌備工作。祝願
半島青年商會在會長施展豪的英明領導下，會務蒸蒸日上，成就美好豐盛
的一年!

半島青年商會
資深青商會主席的話

陳自強
2022年半島青年商會資深青商會主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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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照顧者舒壓工作坊 》

 社會發展組 
《健康紅人．守護同行》愛心同行 活動回顧

COMMUNITY
DEVELOPMENT

PROJECT
工作計劃

過去兩年疫情嚴重，打亂不少人的生活步伐。對於有特殊需要的、長期病患等人士的家庭來說，留家防疫形如「困獸鬥」，照顧者壓
力巨大，家庭衝突頻起，引致情緒爆煲。

有見及此，本組別去年以《健康紅人•守護同行》工作計劃推出一系列活動，希望透過提升公眾對照顧者精神健康的關注，喚起大眾
對照顧者的支援，以減輕照顧者在疫情下的精神負擔。工作計劃亦成功得到不同的機構支持，當中包括Johnson&Johnson及中西區

區議會的贊助，為推動「官商民」合作關注照顧者壓力問題更進一步。

活動日除了公布問卷調查結果外，當日亦邀請到香港心理衛生會以及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精神學系代表為調查結果發表專業意見，同
時亦邀請到藝人鍾麗淇小姐及隔代照顧者文文小姐，分享她們作為照顧者的心路歷程。活動日亦成功邀請到56名嘉賓實體出席，當中
包括超過10名公眾人士及照顧者出席支持，亦有超過600人次在線上參與。

《疫情下照顧者的壓力指數及情緒支援發布會 》

同樂日已經於去年7月8日圓滿舉行。活動與合作機構匡智紹邦晨輝學校為40名

家長及學生舉辦了一系列的減壓及舒緩情緒活動。為了分擔這班家長日以繼夜的

照顧家中智障小朋友，今次活動專程邀請了一班半島義工分擔和了解照顧者工

作，希望成為社會小種子，讓更加多人關注和幫助照顧者壓力問題。

《照顧者同樂日 》

活動發布會環節 與活動嘉賓之合照

參與活動者大合照

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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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活動得以成功舉辦，特別感謝贊助機構Johnson&Johnson、

安國國際有限公司、iPhoto Studio Production Ltd、前會長鄭展

榮參議員及還原水慈善基金贊助不同的物資。雖然整個活動系列已

圓滿結束，但希望曾經參加過該活動的會友能夠在日後繼續關注照

顧者的情緒健康，伸出援手。

工作坊亦已經於去年8月7日圓滿舉行。活動日邀請到40名公眾人士的照顧者出席及20名半島義工服務照顧者，當中包括贊助機構

Johnson & Johnson的10名員工一同參與。照顧者一起體驗舒壓活動及協助照顧同行小朋友以了解照顧者的工作。合作機構香港社

區組織協會及聖雅各福群會「 656 照顧者好幫搜 」 為我們集結了一群來自社會不同類型的照顧者，讓他們可以聚集在一起互相交流

和分享各自對抗壓力的經歷和心得！

此外，贊助及支持機構Singing Bowl HK當日透過頌缽帶領照顧者們得到深層的放鬆，加上贊助及支持機構 Art Creation Hong Kong

為照顧者特別設計了「晴天曼陀羅Sunlight Mandalas藝術繪畫」，讓照顧者放低煩惱，停下來放鬆自己，同時讓他們互相祝福和鼓

勵。

同時，為了提供一個寧靜的空間給照顧者們全心投入於舒壓活動，義工們與照顧者的小朋友進行一場“迷你奧運會”，並製作了超過四

十份紀念品贈給每位照顧者留作紀念，別具意義。

 《2021 照顧者舒壓工作坊 》

《照顧者舒壓工作坊》活動大合照

2021年11月會員活動 X 《 健康紅人‧守護同行 》 愛心同行日
為了讓更多會友加入支援照顧者的行列，該活動在本組別和

會員事務组合作下於去年11月20日圓滿舉行。活動與合作機

構香港社區組織協會一同舉辦，派發日用品禮物包，幫助低

收入家庭的照顧者。活動日邀請到28名會友出席擔任義工。

會友化身成「工廠女工」整天忙於包裝禮物包，全日共完成

1000份禮物包贈與1000個受助家庭。

《守護愛心同行日 》參加會員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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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講出個未來」的短片比賽後，本會於去年7月25日舉辦了《港青•講楚》

閉幕禮暨頒獎典禮。在頒獎典禮當天，我們邀請了星級主持人郭田葰醫生及商

業一台總監郭志仁先生擔任分享嘉賓，席間兩位向現場60多位出席人士分享事

業上良好溝通及表逹技巧的竅門，以及如何助他們發展事業，建立個人品牌及

有效管理團隊。

閉幕禮當日亦頒發了出席証書予完成工作坊的參加者，以示鼓勵，希望各位參

加者可以學以致用，在他們的創業路上發光發亮! 隨著傳承儀式完成，2021年

《領袖傳承》工作計劃亦正式畫上完美句號。筆者祝願更多青年人可以透過參

與本會領袖才能組的活動提升領導能力，為成為明日領袖作好準備!

 領袖才能組 
《港青‧講楚》

LEADERSHIP 
DEVELOPMENT

PROJECT
工作計劃

第六屆《領袖傳承》工作計劃命名為《港青•講楚》，目標透過一系列工作坊，為18至40歲初創青年提供訓練機會，全方位提升他

們線上線下的說話表達能力。工作坊涵蓋五大範疇，包括「說話技巧」、「線上溝通表達」、「獨特個人魅力」、「實用拍攝與剪片

技巧」及「思維組織能力」，務求幫助參加者由內而外裝備自己，以面對疫情後的新常態。 工作坊於去年6月至7月期間舉行，吸引

了接近40位初創青年參與，隨後更有多位參加者加入成為半島青年商會的一份子，踏上服務社會，訓練自己的大道!

《港青•講楚》閉幕禮大合照

《港青•講楚》短片比賽得獎者與頒獎嘉賓合照 《港青•講楚》閉幕禮現場盛況

活動分享嘉賓郭志仁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