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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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為全球具領導性的青年積極

公民網絡。

2021年度獅子山青年商會董事局

青商信條

青商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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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組織能經歷50年的歷史仍然屹立不倒，全賴前輩

們的無私奉獻及付出才達至今天的成就。今年為獅子

山青年商會成立第50個年頭，承蒙各獅子山長中青會

友的支持，本人有幸於此重要的一年擔任本會會長一

職，帶領一眾董事局成員及會友帶領本會創造新一

頁。

獅子山創會50年來，匯聚眾多不同背景既人才，承傳

經驗與智慧、創造多個具影響力的工作計劃，培育更

多優秀青年領袖，為獅子山奠定穩固基石。

縱使我們今年仍在疫情的陰霾之下，我們依然迎難而

上，推出5個長青及嶄新的工作計劃。

領導才能發展方面，「領袖導師計劃」今年踏入第10

屆，以「從拾初心 逆境自強」為主題，學員透過跟一

眾商界，文化同社福界領袖深度交流及經驗分享，讓

學員從中更了解自己既發展方向，裝備自己於逆境中

創造新的突破。

培訓及發展方面，今年設有「領袖感染力培訓系

列」，訓練會友溝通、公開演說及司儀技巧，培養會

友成為更具影響力的領袖。

陳潔鈴

會長的話

2021年獅子山青年商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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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事務方面，於網絡營銷高速發展的新常態下，青

年人對KOL工作產生濃厚興趣。有見及此，本會會推

出全新的「KOL · 夢起航」工作計劃。透過培訓及比

賽，培訓青年人成為獨當一面的KOL，更為勝出者與

商家進行對接，為商家帶貨推廣業務同時，更幫助青

年人發展成為獨當一面的KOL，實現夢想。

社會發展方面，於疫情下，小學生因停課面對學習及

社交困難，親子間亦更容易產生摩擦，令小學生面對

前所未有的壓力。組別因此推出「抗壓童盟」工作計

劃，探討小學生既壓力同焦慮指數，提升大眾對小學

生情緒問題既關注，幫小朋友減減壓，促進家庭和

諧。

可持續發展方面，本會的「17路 · SDG影集」工作計

劃會透過攝影展的形式召集一眾本地與國際間的攝影

愛好者及社會大眾，以影像記錄及捕捉社會上可持續

發展議題的狀況，向大眾展示及教育需關注可持續發

展議題。

「五十薈賢 · 承䄂超然」為今年會務主題。縱使在疫情

既挑戰下，只要我們保持積極正面，以會員為本，提

供多元化的發展機會，大家必定能為獅子山會友，以

至本會創造超然難忘的金禧之年！



楊穎琳參議員

陳森源

總會會長的話

首先，恭喜會長陳潔鈴和獅子山青年商會董事局成員成功上任！

2020年對於大部份人來說都是不平凡的一年，我們的會員及合作夥伴
都因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肆虐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也對我們的日常
生活及工作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我們需要調節原有的計劃及心態，
對堅持達成原訂目標所需付出的智慧、勇氣及耐力也許亦是疫情以前
所不能想像的。

「五十薈賢 承袖超然」是獅子山青年商會今年的主題。然而，超然的
領袖是如何煉成的呢？歷史及人生經驗讓我們知道，進步與成長是一
段充滿起伏跌宕的未知旅程，有時我們會處於喜樂的頂峰，但也會有
時跌進像看不到希望的絕望低谷，欣喜的是憑著信念及相互支持走過
一段路後再回望，我們已在蹣跚前進的步伐當中不知不覺走得更高更
遠，達到另一個我們之前從未想過可以到達的新頂峰。

"Empowered Leaders Empower Leaders"是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
2021年的信念，好的領袖除了相信自己可以，也兼顧如何推已及人令
別人也相信自己可以，帶領其他人成就更好的自己。

國際青年商會凝聚了一群思想跨越地域的積極公民，我們的共同願望
及目標是希望透過發掘及解決自身所處的社區問題，令世界及未來變
得更加美好。這群年青的積極公民懷著勇氣及熱誠面對眼前的轉變，
他們必將孕育出更多更好的意念，與社會不同層面的的合作夥伴攜手
克服疫情衍生出來的種種挑戰及困難。

2021年，相信我們可以在逆境當中攜手並進，繼續為社會帶來積極正
面的改變，和獅子山青年商會一起成就超然的金禧之年！

總會指派執行委員的話

五十週年，又稱金禧年。本人可以在金禧年成為獅子山青年商會的總
會指派執行委員，並能夠與各獅子山會友在2021年攜手合作，推動青
商運動及會務上互相分享交流，實屬榮幸。

今年獅子山青年商會的口號是五十薈賢，承袖超然。獅子山青年商會
在歷任會長帶領下，已經樹立了優良傳統以及領袖風範。然而，本人
一直相信團結及態度是取決事情成功與否的主要因素，這正正跟獅子
山青年商會2021 的口號不謀而合。薈賢, 自能眾擎易舉，成就未来。
對青商如是，對社區亦然。

在會長陳潔鈴帶領下，二零二一年會延續獅子山青年商會的工作計劃
「第十屆領袖導師計劃 - 重拾初心 逆境自強」，「KOL 構夢航圖」等
，計劃希望能夠鼓勵香港人逆境自強，以積極正面的態度努力向前，
無懼疫情，力求創新。同時亦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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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謹此代表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感謝獅子山青年商會，五十年來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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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祝獅子山青年商會在 2021 年繼往開來，再創新里程
。總會指派執行委員

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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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大會

出版事務及
公共關係董事

吳曉聰

行政董事
莫皓麟

會 長

陳潔鈴

執行 副會長
孟志豪

副會長
(督導會員事務、會員擴展、
領導才能發展、培訓及發展)

梁慧珊

副會長
(督導社會發展及可持續發展)

梁君翔

義務秘書長
(督導秘書事務、記錄及獎勵、

出版事務及公共關係)

盧康寧

社會發展董事

黃焯豪
可持續發展董事

黎善瑩

董事局

幹事
陳淑賢

會員事務董事

羅文杰

會長顧問
2018年會長

王鋭豪參議員

會長顧問
2009年會長

葉景強參議員

會長顧問
2013年會長

陳俙㕦參議員

會長顧問
1999年會長

招齊潔參議員

永遠榮譽會長
1977年會長

劉漢華參議員
太平紳士

會員擴展董事

蘇婷婷

領導才能
發展董事

劉慧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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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度行政體系表

會務顧問
1976年會長

陳大澤參議員

上屆會長

林卓鋒

副會長
(督導商業事務)

梁廣明

義務財務長
(督導財務處, 國際事務)

林芷彤

監事

簡名儀

國際事務董事

李進傑

沒有投票權

基金管理委員會主席
蕭錦成參議員

長遠發展委員會主席
2012年會長林明星參議員

參議員委員會主席
2000年會長陳卓基參議員

資深青商會主席
陳志權

祖國事務委員會主席
王嘉航

秘書處顧問
2013年會長陳俙㕦參議員

行政事務顧問
2006年會長謝淑文參議員

財務處顧問
林彥彤

國際事務顧問
2011年會長曾穎珊參議員
2019年會長黃碧珍
伍寶明參議員

社會發展顧問
2015年會長梁凱珊
2016年會長梁淑瑜

商業事務顧問
2009年會長葉景強參議員

領導才能發展顧問
1999年會長招齊潔參議員
2012年會長林明星參議員

會員事務顧問
2007年會長李耀輝參議員

會員擴展顧問
2014年會長陳珮楨參議員

出版事務及公共關係顧問
2017年會長黃永俊

總會指派執行委員

陳森源

全年工作計劃主席

吳建華

幹事
蔡志豪

培訓
及發展董事

陳繼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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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會我認識很多，只有極少的商會
既可以讓會員自我增值，鍛煉自己
之餘又可以支持社會發展，關心弱
勢社群，更可以放眼世界讓會員認
識世界各地的風土人情。
加入獅子山青年商會兩年發展自己
在每個階段無論是剛入會的新仔，
擔任幹事參與工作計劃，甚至到今
年嘗試董事職位都有不同的新挑戰
。對同一件事的理解和感受都有不
同定義， 全靠自己用心去體現。
視為一份工作還是一個學習，鍛煉
，奉獻和得着都需要自己去爭取。

羅文杰 會員事務董事

陳繼昇 培訓及發展董事

大家好, 我係一位環境顧問，係
一位長笛老師, 亦係今年既培訓
及發展董事，我叫陳繼昇，大家
可以叫我Sunny。
我平時中意行山玩board game
夾音樂, 參加環保同義工活動。
係黎緊呢一年，我會同大家一齊
努力學習，提升自己，繼續進步
。

梁慧珊 副會長

林卓鋒 上屆會長
我是獅子山青年商會2021年副會長，負責督

導會員事務, 會員擴展及領導才能發展。她
於2019年加入獅子山青年商會，曾擔任

2020年領袖才能發展董事、第九屆領袖導師
計劃主席、香港總會 2020年會長學堂主席

、十大傑出青年選舉2020傑青互動日籌委會
成員。她對本會工作計劃充滿熱誠，第九屆

領袖導師計劃於第55屆總會周年大會勇奪
Best JCI Membership Development 

Program Award，以及於國際青年商會
2020年世界大會獲提名Best Local Personal 

Skill Development Program全球首3名，
成功為本會爭取佳績。

陳潔鈴 會長

會員事務、會員擴展
培訓及發展、領導才能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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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從事珠寶行業，入會4年從這裡擴闊很多工作上未曾接觸過的領域與人
物，亦認識一眾才華洋溢的會友，大大開闊了我的眼界，一同創造很多惠及
會員及社群的工作計劃。適逢今年獅子山50週年，本人承蒙一眾會友支持，
有機會於此重要的里程碑帶領獅子山， 期望與所有本會會友創造及經歷豐
盛超然的一年。

各位獅子山青年商會會友，大家
好。我是上屆會長林卓鋒，亦是
本年度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副
會長。我在2016年加入青商這個
大家庭，透過積極參與不同的工
作計劃，為我擴闊視野，提升人
際網絡關係。
本人從事殯儀行業，提供一條龍
專業殯儀服務，務求讓離世者家
人得到安心，盡快離開傷痛。
最後，我鼓勵大家積極參與青商
活動，為自己帶來積極正面的改
變，同時成就他人，成就自己。

Virginia Chan

Jackie Lam

Sandy Leung

Roger Lo

Sunny Chan



劉慧音
領導才能發展董事

副會長

簡名儀 監事

孟志豪 執行副會長

蘇婷婷
會員擴展董事

我是2021年董事局會員
擴展董事蘇婷婷。我是
從事金融保險行業，我
的專業領域是人壽保險
、強積金業務、儲蓄以
及退休市場。我的興趣
是運動及旅行，可以身
心健康之餘，又可以擴
闊自己視野。請大家多
多指教！

我係EVP Lawrence， 係一個商人，從事業務
有消毒滅蟲同市場策劃。
已婚，妻子Joanne, 未有子女，未來可能會養
寵物。
日常主要都是工作為主，閒時睇youtube
Netflix

Jayla 現於非盈利機構任職，並在SDG及CSR方面有
不少的認識及經驗。Jayla於 2013年加入獅子山青年
商會，曾於會內參與不同的工作項目。在公餘時間
，Jayla喜歡與不同的愛動物人士一起做義工。

大家齊來認識Regine:
性格：喜愛挑戰，愛冒險（所以好
容易對重複的事情生厭=D）
工作： 從事展覽業，曾於香港、澳
門、國內主辦多項公眾展覽及業內
展覽。即促進商貿推廣，推動行業
發展。最近籌辦VR/AR展覽及香港
延展實境協會(HKXRA)，非工作
時亦喜愛brainstorm創業或科
創idea.
興趣: 喜愛文化藝術，尤其喜愛
舞台表演及電影研究。
運動：我覺得我係0……
生活: 貓奴一名，最多試過家
有6貓~

2021年度董事局成員自我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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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rence Mang

Jayla Kan

Regine LauKatherine Soo



工作上的我係一個
Marketer，最鐘意資源
極大化，少勞多得。愛
分析事情的真相/因由，
探索人性。可能因為接
觸的人地事比較豐富，
睇法同鬼主意多多。平
時睇開動物，星座命理
，美容養生，亦有露營
行山，跳舞。最近 睇過
推薦的一套戲 係Frida。

黎善瑩
可持續發展董事

大家好，我是2021
年度商業事務副會長
梁廣明 Sun。
本人從事母嬰業務已
有6年，業務主要圍
繞由懷孕到坐月的身
體調理、產品及服務
。
個人興趣甚廣，無論
戶外室內都，上山下
海，動態靜態都有😄

吳建華
商業事務工作計劃籌委會主席

黃焯豪 社會發展董事

梁君翔 副會長

大家好，我正職係做交易銀行，平時
主要幫企業發展跨境業務及作現金管
理。見識更多有趣的人和事係我入青
商的最大原因。興趣方面，本人動靜
皆宜，任何好玩嘅活動都歡迎搵我。

大家好我係2021年席社會
發展董事黃焯豪 Chris。 我
嘅正職從事教育行業，業
務包括兒童及成人運動興
趣班及補習班。 我平時
鐘意行山、跑步、打機、
睇書同飲酒等等。

我係Alex，加入了青商4年，O2，中
意Arsenal，平時最中意就係食同瞓~
係科學園創業中，從事教育科技與
STEM服務，跪求金主爸爸T3T

梁廣明 副會長 商業事務

社會發展、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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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Leung

Ken Ng

Chris Wong

Katrina Lai

Alex Leung



大家好，我是今年獅
子山青年商會行政董
事 Alan，正職是一個
電腦技術員，負責管
理伺服器和協助員工
解決電腦技術等問題
。我平時喜歡行山，
睇書，看電影，也喜
歡透過唔同活動去結
識新朋友。

莫皓麟 行政董事

李進傑 國際事務董事

工作：室內設計裝修，服務範圍
包括家居、辦公室 和商舖裝修設
計以及大型工程
興趣：羽毛球，賽車，高爾夫球
，撲克
性格：爽朗率直，健談友善

從事設計及項目管理－主攻室內工程。
係一位對賽馬一竅不通既馬迷。
被人形容過係冷面笑匠－但其實我唔講爛gag的。
希望係黎緊呢一年，我會同大家一齊努力學習，
提升自己，繼續進步。

盧康寧 義務秘書長

吳曉聰
出版事務及公共關係董事

好奇心愛探索不同知識領域。又被建築
設計、園境、藝文展、電影現代粵劇吸
引，美學可以令我增加想像空間，啓發
靈感。

因縁建築行業，能夠參與不同基建工程，
每完成項目得滿足感，和團隊交流獲得
不同心得。

#coffeeaddict #foodielover #lovenature 
#cycling #trialrunner #vegetarian_recipe
#artist_lover

2021年度董事局成員自我介紹

秘書處、記錄及獎勵、出版事務、公共關係

我係獅子山青年商會已有5年, 
係呢到除左令我識到朋友, 擴闊
圈子之外, 仲學到一D培訓技巧
以增進自己既技能。亦可以學
習到一D管理技巧啦包括時間管
理, 真係一門學問,特別係本身亦
都需要返工既我, 更要好好分配
時間, 安排好工作及會務。

林芷彤 義務財務長
財務處、國際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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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事務工作計劃籌委會主席
吳建華 Ken Ng

年青人想法創新多元化，只要利用社交平台，便可

助發揮無限創意，建立受眾關係，成為具影響力的

KOL。

在疫情的催化下，更加將生活與工作推到線上，現

今非常流行並重視KOL在社會上的影響力，可以成

為年青人的另一番新事業！

但要如何才可以成為一個真正嘅網絡KOL，實現夢

想呢？

本會計劃將舉辦 一系列的培訓和比賽幫助他們。

全年工作計劃巡禮

計劃內容：

• 邀請一眾星級導師提供培訓 / 興趣班 /講座，

為年青人分享自身的經驗和教導技能

• 讓各品牌和廣告商多了解新興KOL的市場推廣

模式

• 比賽形式令KOL界新人透過活動提升自我和增

加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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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起航
《商業事務組》



《領袖才能發展組》第十屆領袖導師計劃

願景 Vision ：

以獅子山青年商會及會員的成長及發展為核心目標，

訓練更多青年領袖，為會員及社會帶來正面的改變。

計劃目標：

• 導師薪火相傳造服社會，傳承寶貴人生經驗

• 導師教授商業知識，培育正面積極青年。

• 學員可以擴闊不同領域的視野，打開不同可能作

多元化發展、拓展人際網絡，發揮相互作用，創

造未來合作的機會。

• 為學員提供全面自我提升的平台，引導學員將來

成為更出色領袖，對社會作貢獻。

本會旗艦工作計劃 2021年領䄂導師計劃
(Mentorship program) 的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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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才能發展董事
劉慧音 Regine Lau



在新冠疫情的影響下，我們疲於奔命應付病毒侵入

生活時, 聯合國提出了一個新名詞—影子疫情。顧

名思義，「影子疫情」就像影子一樣隨着疫情來臨

。世界衛生組織（WHO）指出，疫情下家庭暴力

事件呈多發趨勢，甚至成為疫情的次生災害。

因疫情在家工作，令倆口子在家中日夜雙對，磨擦

增多； 停課政策更加深了父母的壓力和親子間的

摩擦：依靠網絡在家學習，復課遙遙無期，無論學

習和社交上多了各種挑戰。因父母與子女長時間相

處無法處理壓力時出現負面情緒，出現焦慮、無奈

及緊張。

1. 來年的工作計劃會主力探討「影子疫情」對分別

對小學生和親子關係的影響。

2. 希望為目標對象帶來促進相互體諒和家庭和諧的

活動，勸導家長在與孩子相處時多加留意自己的行

為和情緒。讓我們攜手踢走影子疫情，共建美好和

諧家園。

致力促進家庭和諧健康，利用調解作為入手點，
改善家庭關係。

合辦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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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工作計劃巡禮

《社會發展組》

抗壓同盟

社會發展董事
黃焯豪 Chris Wong



《國際事務組》

1. 透過攝影作品比賽提升香港人及年輕人對這城市

的可持續發展關注；

2. 透過宣傳短片及比賽活動引起社會關注香港的可

持續發展，為目標對象帶來促進認識可持續發展的

機會，從相片中看到香港現況。

《培訓及發展組》

《社會發展部》可持續發展工作計劃

為了培育出更多出色的領袖, 本年度培訓及發展組會

舉辦一系列的培訓工作坊,協助會友提升溝通技巧及

感染力, 邀請星級導師分享商業知識及人生經驗, 助

學員成為富感染力的領袖。

為了令青商提升國際化能力，縱使在疫情底下，本

年度國際事務部亦會透過網上形式更加促進和姊妹

會的關係，以及舉辦培訓，令本會會員可以跟其他

地區搞商會員加深認識。

JCI 亞太區大會

(JCI Asia and the Pacific 

Conference) 

地點：台中，台灣

日期 ：2021年8月19-22日

JCI 世界大會

(JCI World Conference)

地點：Johannesburg, South Africa

日期 ：11月 (暫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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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組》
你認識聯合國的17個可持續

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嗎？

很多公眾不了解可持續發展的17大目

標，間接導致大多項目進展停滯。

一個SDG主題攝影集即將誕生，學生

組由專業導師帶領下，加上公眾網上

招募的攝影作品，同時展示香港及海

外的SDG，成功被挑選作品將被公開

展覽，從教育年青人開始，引起大家

對SDG的關注，用影像喚醒人們促進

可持續發展。

飛出香港。邁向世界

領袖感染力培訓系列

17路 SDG影集

培訓及發展董事
陳繼昇 Sunny Chan

可持續發展董事
黎善瑩 Katrina Lai

國際事務董事
李進傑 Sum Lee



從事洗衣業二十多年的黃達強(Ringo)，與
太太江麗萍女士(Apple)於上世紀90年代創
業，起初只是一個洗衣門外漢，剛創業
時只是擔當一個中間人的角色，接了單
再交給洗衣工場，從中賺取差價，後來
經過不斷的摸索和嘗試，生意漸上軌道
，分店越開越多，後來更加大投資力度
，創立自己的洗衣廠房，將生意版圖逐
步擴大。經過二十多年的默默耕耘，成
功建立起陽光洗衣廠這個品牌，現時分
店多逹130間，遍佈港九新界每一個角落
。Ringo大膽創新，更是首間在港推出24
小時自助洗衣店的公司。

克己復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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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袖導師》訪問 陽光洗衣集團 創辦人– 黃達強先生 (Ringo)
總監 - 江麗萍女士 (Apple)

Ringo和太太也是非常重視儒家思想的人，深
受儒家思想的薰陶，牆上更掛以「克己復禮」
四個字，警惕自己及員工。他的成長過程受到
傳統儒家思想的啟發，在創辦陽光洗衣的過程
中，也致力將儒家思想所提倡的「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元素放入公司。

足本訪問：>>>>按此<<<<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L5h6BSywsA


公司舉辦電影會

Ringo 記得當時在12月看完「麥路人」電
影，當時天氣已經有點寒冷，在街上行走
看見的露宿者，感覺他們特別淒涼孤獨。
於是找了深水埗社工明哥，組織同事去街
邊派衫。看見露宿者有很大感受，寧願拿
厚衣也不要食物，原來他們都有自己的工
作。「麥路人」導演也是跟隨社工東哥去
深水埗不同地方去訪問露宿者。所以麥路
人這一齣電影裏面的主角或多或少都有這
班露宿者的影子。看完電影和親身接觸之
後，令人感覺到更加需要大力支援低下階
層。我們要為社會有承擔，回饋社會。

電影「麥路人」的啟發

黃達強先生(Ringo) 成長於一個傳統儒家思想的環境。在創辦陽
光洗衣的過程中，也不知不覺間將儒家思想提倡「己所不欲，勿
施於人」的元素放入公司。

原來朋友都認為和太太一起處理公事，很容易有爭執。因為親人
在一間企業共事，本身有公私之間幾個不同身份，很難分清楚的
。Ringo 表示在創業過程中，感覺很幸福，很感恩有一個很好的
太太。太太Apple 是一個很傳統的女士，也是一個很開明和很有
管治能力的女士。

或許有很多朋友和太太共事面臨很大的挑戰。所以Ringo很鼓勵
太太寫書，分享如何幫助丈夫成功是一個很大原因。如果每位女
士都有同樣的想法，丈夫就會感覺到如沐春風。

曾有一些商界好友向Ringo 表示「陽光洗衣」給大家的感覺是很
和諧溫馨，整間公司都很有活力，同事之間有很多笑容。也有商
界朋友希望我可以分享如何和太太一同經營一個企業，是如何能
夠兼顧公私之間關係？在一個機緣巧合，有一位商業顧問和冒味
請求Ringo，希望成立一個陽光幸福研究所。於是成立「陽光幸
福研究所」，將一些幸福元素，提煉出來分享給社會不同受眾。

成立《陽光幸福研究所》的契機

Facebook
陽光幸福研究所

江麗萍女士(Apple) 公司會舉辦電影會邀請
全廠員工一起參與，因為每一套戲都代表一
些訊息和意義。希望透過電影會鼓勵員工表
達內心感想。Apple 從未估計到電影會引起
很大的迴響，整個電影會有100至200人參加
，學員在電影會完畢後都會一起分享自身的
感受，他們都說出了很多心底裡很深層次的
感受。有一次電影會放映「麥路人」，是郭
富城主演。本來一個風度翩翩的演員，可以
裝扮成一個流浪漢的樣子。整個籌辦推廣都
是由「陽光幸福研究所」的名義去做。看完
電影後一些人會自省覺得對母親不夠孝順。
一些人發覺未有及時將內心的說話向最愛的
人去表達。

Apple 認為這個活動很值得去發揚。現代
人生活有很多矛盾，很多衝擊，未有很多
機會說出自身的感受，心裡有說話不敢表
達，怕表達出嚟會有衝突。我們經過「陽
光幸福研究所」提煉，可以令一些朋友放
鬆自己，容易表達自己感受，可以暢所欲
言。如果能隨心所欲表達自己的想法自己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因為這是最基本的
幸福。我們會再繼續推薦一些電影會的活
動，甚至一些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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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ngo)
(Apple)



科技帶來機遇

日本經營之聖稻盛和夫 - 他擁有兩間世界500強的公司，稻盛先生
就像香港最成功的商人,《盛和塾》就是他在這裏與其他不同的商
界老闆分享他的經營之道的一個地方 。過去三十年一直進行中, 甚
至去到巴西、美國、新加坡各地 , 漸漸就傳到中國。

作為中國民族的一份子，我們希望能讓更多人學習傳統中國文化中
的儒釋道, 企求將中國的文化價值觀,融入企業管理。

大約十年前Apple 和Ringo看了很多有關稻盛和夫的經營哲學, 其中
的阿米巴經營, 背後的經營邏輯十分像中國儒家思想, 特別是陽明心
學「作為人何謂正確, 例如道德良知 」，很想學習他高超的經營及
財務管理技巧 。之後偶然在讀書會上, 一位讀書友提到有否興趣將
盛和塾這個概念引入到香港, 結果我們於2019年把它引進香港。盛
和塾的概念其實包括經營的哲學以及實學, 實學來說比較容易: 就是
教曉同事理解數字、目標、經營理念。而哲學所解釋的事「作為人
何謂正確」 這樣東西我們一直都需要去學習, 而當我們把這概念引
入到我的公司。跟隨一位國學大師霍韜晦教授, 學習很多有關中國
文化當中的儒家思想, 令我們知道身為日本人的稻盛先生當中的稻
盛哲學也是學習和參照了儒家思想中的儒釋道。

稻盛哲學其中有一套教我們如何做好老闆和培養組識的系統, 十分
值得我們花時間研究。年青的時候, Ringo也目睹一些老闆逹到一定
成就後，就停下腳步，不思求變。《論語‧里仁》有云： 「見賢思
齊」, 我也時刻提醒自己, 不可固步自封，時刻求進求變，希望自己
能夠成為員工的榜樣。

洗衣店給人刻板的印象, 我們一直希望革新這個行業，增加客人
的體驗，不斷提升洗衣行業。
大約八年前，我們有一段時間常常面對聘請不到員工的問題, 之
後我們便探索如何在不需要人手的情況也可以經營生意。經過
一番思索後，便有了「陽光智能洗衣櫃」的概念。我們引入全
新的機器, 全程不需要客服，客人只需以自助形式用八達通付費,
洗衣機完成整個洗衣程序，便可以把衣服收走。科技能夠將整
個過程化繁為簡，不但節省大量人手開支，即使有多少衣服受
到損毀, 電腦也能即時顯示；科技讓管理變得更輕鬆, 當客人下
了單後, 我們能即時知悉衣服貨量, 方便廠房作出配合。

遍佈全港各區的自助洗衣

從《稻盛哲學》到《儒家思想》

Facebook : 盛和塾

經營理念

贈與訪問團隊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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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家精神 :

陽光總在風雨後
Ringo 小時候就已經有一個想法, 就是要做生意、要創業
。這是一個目標, 是男人的志氣, 是一個挑戰自己的方法
。回想當年創業初期都遇上了不少的辛酸, 例如當時
Ringo 和太太Apple 各自租只有50呎的舖位開始做生意,
面對很多不足夠的東西, 例如人手不足、經驗不足、機器
不足等等的問題。

當時創業是辛苦的, 放棄原本不錯的工作, 不是為了金錢,
是為了深信更好的事業。作為創業家我認為最緊要的是
心態, 相信「明天一定比今天好」。經歷過97、03、社會
運動、疫情, 這些艱難的情況, Alppe 和Ringo 都沒有選擇
放棄, 只要堅持不放棄, 明天一定會比今天好, 當經歷過後
, 就會知道這些艱難都是在鍛鍊我們的。 這些的經歷, 都
成為了Ringo 珍貴的資本。

在「陽光洗衣集團」工作已經八年的Patten 是機器銷售經理
，也是集團總監Apple的左右手。在分享管理層如何和員工
溝通時，有兩件事令他特別深刻：

1）兩位老闆如同自己父母一樣，因為他們經常關心同事，
例如Apple會經常煲湯，我都經常可以享用她暖心的湯。
Apple經常找機會和員工傾談，了解他們的家事。很多時候
也會分享自己的事，令到大家關係好緊密。因為平時都一
直和老闆保持聯繫，所以她的想法是很好容易會知道。所
以當公司有新的政策和訊息，傳達會比較順暢。雙方都會
知道要達到目標的情況。

2）公司有個理念是工作用人。公司經常有新的項目，黃生
和Apple經常會因應員工能力去轉換他們不同的工負責範疇
。例如我曾經為公司開展一個新品牌，
由接洽生意、設計和營運都由我一手包辦。這令公司同事
有向上發展的機會。當同事都知道工作上有發展的機會，
都會更用心去發展。如果新崗位同事不適應，公司也可以
調動去做他們更熟悉的工作。最重要是員工在工作上能夠
學習獲益和滿足感，除了成長之外也可以有發展的機會。

領導溝通 : 

以人為本
同心協力
在與同事溝通的方面,集團總監Apple 歸納了四個要點

1）制定政策時，一直抱住利他的精神，如果這件事是為別
人好，一定放優先處理。以此準則是很容易判斷一件事的
重要性和優先次序。因此我們和員工有共同的信念，認同
一件事應該如何做，大家都會同心協力去完成。
2）管理層想法最好能夠實踐，表達清晰很重要，設定目標
成效。
3）要令老闆和員工的心更加貼近：事事放心思在員工身上
，例如多點噓寒問暖，如果發現員工有表現不開心情緒我
會主動問候他們。有時我也會煲湯整大家一起分享。
4）每當有新項目，我們會設計一個項目不同階段（前、中
、後）模板的概念。我們開會時就會分配，員工會根據自
己興趣主動爭取項目中負責不同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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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日花絮

嘉賓與出版事務訪問團隊合照

嘉賓向會長介紹藏書

嘉賓向訪問團隊介紹公司環境

Apple 帶領參觀廠房

拍攝訪問現場

１８

Youtube : JCI Lion Rock
足本訪問：

>>>>按此<<<<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L5h6BSyw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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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活動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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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0年11月21-22號
地點: YHA 美荷樓青年宿舍

首席培訓導師: 
2021年國際青年商會市場推廣及
推銷委員會委員（亞洲及太平洋區）
余修賢參議員

培訓導師:
2021年總會副會長
鍾雅倫青商

1999年會長
招齊潔參議員

海港青年商會2008年會長
黃穎文參議員

東九龍青年商會2014年會長
游定邦參議員

紫荊青年商會2016年會長
黃濤參議員

2021年度獅子山青年商會董事局兩日一夜訓練營在各

培訓導師，前會長及會友的大力支持下順利完成。

在培訓導師帶領下，各董事局成員利用LEGO積木等輕

鬆手法了解各項管理會務方法，有效溝通技巧和項目

推展方法。活動中培訓導師 鼓勵學員積極交流，相互

學習，集思提出更多高效解決問題方案。

經過是次訓練營，現屆董事局已準備就緒演繹對來年

口號「五十薈賢，成就超然」，為青年人提供多元化

的發展機會，獅子山青年商會再創高峰！！

是次活動獲得多名前會長，參議員，總會指派執行委

員到場為大家打氣，令一班董事局成員大振士氣。

２２

2021年度董事局登峰訓練營

21

11

精彩回顧影片：>>>>按此<<<<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VM0W0PMg_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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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山青年商會2021年度董事局就職

典禮暨1月份月會於2021年1月23日(星

期六)順利舉行。今年典禮首次結合線

上線下模式，注入科技原素，為參與

嘉賓建構全新體驗。

是次典禮以「承先 · 啟後」為主題。

本會今年踏入50週年，以承傳、凝聚

長中青的緊密聯繫，延續獅子山承上

啟下、薪火相傳，為青年人提供發展

機會為理念。感謝籌委員各成員連月

來的籌備和計劃，令是次典禮順利完

成。

踏入金禧之年，今年會務主題「五十
薈賢 · 承䄂超然」，獅子山青年商會
的核心目標是培育未來青年領袖。

月會中董事局成員為大家一一介紹一
系列長青同嶄新的工作計劃：

董事局準備就緒，五十薈賢，承袖超然

2021年度董事局就職典禮暨一月月會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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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陳潔鈴青商致辭

總會會長楊穎琳參議員致辭

就職典禮籌委會主席傅燕清青商致辭

董事局宣誓情況

1976年會長及會務顧問陳大澤參議員
頒發委任狀給會長

專業攝影隊支援就職典禮網上廣播

年度董事局就職典禮暨一月月會

就職典禮籌委會團隊

主持張博文青商

第10屆「領袖導師計劃」，學員透過跟一眾商界，文化同
社福界領袖深度交流，讓學員從中更了解自己既發展方
向，裝備自己去應對疫境。

「領袖感染力培訓系列」，培養會友成為更具影響力的領
袖。

「KOL · 夢起航」的工作計劃，透過培訓同比賽，協助商
家推廣他們的生意，幫助青年人實現成為KOL的夢想。

「抗壓童盟」工作計劃探討小學生的壓力和焦慮指數，提
升大眾對小學生情緒問題的關注，共建和諧家庭，建設
「抗壓同盟」。

２５

董事局成員於月會中介紹來年工作計劃



登上獅子山11
15

“遠看像一頭威武的獅子屹立於石屎森林之中”的確是
大自然鬼斧神工之作。

獅子山除了是一個地標，更是一個獨特象徵意義的標
誌，承載香港人拼搏精神。

雖然全程有不少上斜路非路吃力，但隨住上山路景觀越
來越開揚，都市大自然美景融合令人心曠神怡。

會友一鼓作氣完成整個比賽。 身為香港人的你，加入獅
子山青商體現香港人精神！

26KM 獅子山人在獅子山

Hike Around the Lion Rock 

節目拍攝

第一集 録影製作節目將於
稍後時間播出,，敬請拭目期待！

嘉賓：
Hello Toby 營運總監

(hellotoby.com)
Mr. Derek Guo

全新網台節目

E+點

取其諧音：而家可以點。

在多變社會環境中，向青年人提供正面資
訊，如何可以裝備自己應付不穩定挑戰。
邀請不同業界老闆、潛在合作機構訪問。
訪問會友，之前曾參加工作計劃、個人事

業發展方向、個人專業范圍等。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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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hellotoby.com/


疫境自强 · 始於青商

本會青商簡介會 二月月會2
19

2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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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進新一年香港人面對疫情下種種未知的挑戰，應
該等待時機還是積極裝備自己大膽向前？本會有幸
邀請到葉景強先生King Sir (亦是本會2009年會長) 分
享如何逆境抓緊機遇同時他如何透過他在青商的訓
練成就今天的發展。
精彩内容可以在Facebook 重温！

嘉賓：葉景強先生 (King Sir)
2009年獅子山青年商會會長

團拜

轉乾坤行大運

一年一度賀新春的大日子
籌委會團隊為大家準備了一個隆重又喜慶的新年團
拜，現場參與的會友體驗到他們精心設計的神袐遊
戲，勝出者更獲得了精美禮品。
我們亦特設zoom網上直播給無法親自到場的會友一
同賀新年，感受現場熱鬧氣氛。

祝大家牛年氣沖天，會務亨通，大吉大利，身體康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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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年
較
少
見
，

咁招積, 咁醒目, 今年
Business Pioneer

係你啦!!!

這位學生咁和藹乖
巧, 大個幫人解決紛
爭至啱!

五十周年特輯

年輕的這是誰???

1. 本年總會指派執行委員陳森源 2. 2021 SDG Pioneer 羅美婷 3. 副會長粱君翔 4. 前會長及總會內地事務委員會主席梁淑瑜

今
年
見
得
特
別
多 1

3

2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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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埋呢張我就
要趕返屋企飲
靚湯水啦!

無論出版定出POST, 
交得比我都會係出色!

所
有IT

問
題
對
我
嚟
講

獅子山才子+電(子)
競(投冊)永遠榮譽會
長 (笑)

唔好同我講冇得交董
事局報告…

???
細味陳年細路相 - 與會友來個跨時空相認

籍著今年是本會５０周年，於回顧本會歷史的同時也是好機會 “回顧”一下各會員的 “歷史”，
希望籍此讓大家對其他會員有多一點的認識 ，令會員之間的闗係可以密切多一小步！

註：收集到的照片會分期刊到不同期數中，統粹抽籤決定，不分先後、職位或輩份！
歡迎各會員繼續提交照片！

5. 培訓及發展董事陳繼昇 6. 義務秘書長盧康寧 7. 行政董事莫皓麟 8. 副會長梁廣明 ９. 出版事務及公共關係董事吳曉聰

6

7

都
唔
係
問
題

8

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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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業達人 King Sir –

2009年會長葉景強參議員

• 香港經濟投資學院課程總監

• 香港按揭轉介董事總經理

• 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校外顧問

•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物業投資課程總監及講師

• 香港電台《e線金融網-King Sir會客室》主持

• TVB85財經台《日日有樓睇。每周有筍盤》嘉賓主持

• TVB節目《BenSir睇樓團》及《有樓萬事足》顧問

• ViuTV智富通《樓市有計King》主持

• iMoney智富雜誌、Yahoo!財經、星島海外網等專欄作家

• 暢銷著作共八本，最新有《上車買樓易》

• 於香港理工大學修讀工商管理博士課程

• 全港首位房地產投資課程講師，學員超過5,000人

透過所教授的物業投資系統，絕大部份學員都能成功上車及

達至財務自由

張博文 Boris -

2021年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副主席

• 香港事務律師，主要代表本地及跨國企業、私人客戶及慈

善組織處理合約及股東爭議、知識產權、僱傭法律、物業

信託、家事訴訟、人身傷亡及僱員補償等民事訴訟案件

• 曾為多間中小學、慈善組織、國際知名時裝品牌及保險團

隊擔任生涯規劃及法律講座分享嘉賓

• 線上教育平台CourseZ課程導師，講授《商務法律實戰指

南：拆解合約陷阱》

• 榮獲香港律師會公益法律服務及社區工作嘉許計劃(2019及

2020)公益律師獎金獎及Professional Volunteer Service 

Accreditation Recognition Programme （2018 – 19）

Grand Leadership Award

• 於2019年擔任本會青年事務董事及【童心解欺「零」

Buddy Not Bully】籌委會主席，向社會宣揚正面、關愛、

和諧的校園文化，該計劃獲得超過20間傳媒廣泛報道，並

榮獲2019年總會周年大會及2020年亞太大會Best Local 

Peace Project之殊榮

專業會友介紹本會人材濟濟，其中不乏專業人材及
企業創辦人，齊來認識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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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執行董事
義務秘書長

盧康寧

出版事務及
公共關係顧問

2017年會長黃永俊

出版事務及公共關係董事
吳曉聰

籌委會成員
準會員林庭敏

獅子山青年商會是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其中一個
最具活力的成員

本會集合一群18歲至40歲充滿熱誠與幹勁的青年，
秉承 「服務人群是人生最崇高的工作」的信條，鼓
勵會員透 過行動實踐「個人訓練，服務社會」。

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 (前身為香港青年商會) 於
1950年成立，是一個匯聚及 培育青年領袖及企業家
的國際性組織，隸屬於國際青年商會(JCI)。
總會之宗旨是提供不同的發展及訓練平台予青年人，
讓他們有正面的改變。
現時會員約2000多人，活躍會員年齡由 18至40歲，
分佈於21個分會。

會員透過籌辦多類型有意義的社會工作 計劃，從實
踐中學習，繼而提昇管理能 力及經驗，訓練自己成
為青年領袖，為 香港締造更美好的社區。

主編的話
匯聚50年青商
譜寫新時代脈搏

很榮幸可以參與新一期《動力》會刊制作，重拾對文字與版面設計工
作的熱忱。感謝義務秘書長與籌委會齊心協力籌備好新一屆會刊。

本會今年踏入金禧50之年，各工作計劃已準備上馬為青年人提供多元
化的發展機會。籌備計劃期間遇到不同挑戰。「五十薈賢，承袖超然
」，在會長帶領下本會不斷尋求突破，延續獅子山精神，無論高低起
伏，終會走出逆境陰霾。

每個人也都要明白自己的獨特，因為我們天生就不一樣，也因此世界
需要更多像你一樣包容異己的人。我們一起組成獨一無二的團隊。

本期領袖導師專訪 - 陽光洗衣集團創辦人江麗萍女士 Apple 與丈夫黃
達強先生 Ringo跟我們分享信念和創業經𠪴，勉勵年青人積分極追尋
自己夢想，因為「陽光總在風雨後」。請相信自己的心！享受當下此
刻存在的事物，用正念餵養心靈。

𝐒𝐮𝐫𝐫𝐨𝐮𝐧𝐝𝐲𝐨𝐮𝐫𝐬𝐞𝐥𝐟𝐰𝐢𝐭𝐡𝐏𝐨𝐬𝐢𝐭𝐢𝐯𝐞, 𝐄𝐧𝐞𝐫𝐠𝐞𝐭𝐢𝐜, 𝐒𝐮𝐜𝐜𝐞𝐬𝐬𝐟𝐮𝐥𝐏𝐞𝐨𝐩𝐥𝐞𝐚𝐧𝐝
𝐥𝐞𝐚𝐫𝐧 𝐟𝐫𝐨𝐦𝐭𝐡𝐞𝐦❤️

會長、義務秘書長和出版事務團隊相約
會務顧問陳大澤參議員，有幸可以到會
務顧問家中探訪，了解更多獅子山青商
的故事：包括五十年前創會軼事：
萬事起頭難，創會時期人力、物力資源
缺乏。1971年陳大澤參議員是創會董
事之一，回想當年有不少趣事。他分享
給年青人當深信一樣事物，就算大環境
不盡如意， 仍然繼續前行，經歷艱難
是必經的階段，過後就會份外回味。

編採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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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陳潔鈴

團隊探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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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我們

每次月會，身為會長的他亦會親力
親為招呼新加入賓客。訪問中提到
台灣姊妹會結緣經過，因從前未有
互聯網，每次要和台灣姊妹會溝通
需要長途電話，當年也只能到大東
電報局排隊打長途電話。平時間也
會有書信往來，每年也安排大約有
數次親身到台灣交流。

最後，陳大澤參議員分享了不少珍
貴的結盟文檔，契約和創會初期的
照片。實在大開眼界。時光飛快，
不知不覺間我們傾談至日落。南區
日落實在很美。



電子
入會表格
>>按我<<

JCI Lion Rock

https://bit.ly/2QnhA4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