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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彊域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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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編
的
話

第二期會刊動力終於面世啦，今期會刊雙封面的設計採用了「敢創・躍動

人生」標誌，並加上多張本會今年多項活動的相片。希望藉此抓著讀者的

注意力，使其得以知悉本會最新的動向。

除了有精美的排版和封面設計，會刊內容亦豐富充實：人物專

訪、探訪各姊妹會、亞太大會的報導、本會四大發展下的各

項活動……配合高質的照片，讀者實在不容錯過。

最後，在此感謝編輯組各成員和支持本會刊的各青商，在

大家同心協力下，本期會刊得以面世。

出版事務董事施朗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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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CI Lion Rock 獅子山青年商會

本會網址:http://www.jcilionrock.org.h k/

獅子山青年商會歷史及簡介

獅子山青年商會「JUNIOR CHAMBER INTERNATIONAL (Lion Rock)]」

成立於1971年，為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最具活力的分會之一，並曾於

1999年獲得亞太區最傑出分會獎。本會是以中文為法定語言的男女混合

分會。本會秉承青商的宗旨，藉著「個人發展」
、
「社會發展」
、
「商務事務」和

「國際事務」四大發展方向，訂立不同領域的工作計劃。會員可透過參與

各項工作計劃，學習及實踐管理技巧，並能增廣見聞及提升個人能力。用

行動實踐「訓練自己，服務社會」的青商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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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的話

總會會長的話

會之一，也邁進四十六周年。作為一個以培訓社會領袖為宗旨的組織，我們每年的工作計

致《動力》的讀者:

國際青年商會成立於1915年，至今已届102年，歷史悠久。本會作為香港國際青年商會分
劃超過二十多個，匯聚一班來自社會不同界別，年齡由18至40歲的年青人去關注社會不

同議題，發掘社會未被關注的事情，並透過創新意念，發揮積極公民力量，喚起社會關注。
有沒有想過工作以外，你的人生還有什麼可能性？擴闊人脈圈，探索更多機會？繼續提昇
個人領導力，增強競爭力？走訪不同國家，體會不同風俗文化？還是想找一些志同道合的

朋友做一些對社會有意義的事。當我於2009年加入獅子山青年商會的時候，神奇的事發

生了，我感謝透過這個平台讓我創造了很多正面的改變。我的生活不再只是工作，它讓我
有機會走出香港，走訪日本，馬來西亞，台灣，並得到當地青商朋友賓至如歸的招待，帶我
們深入認識他們的文化，體驗當地生活，甚至參加盛大的亞太大會及世界大會，讓我們認
識來自世界不同膚色，不同種族的青商。在這裡，我認識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並有機

會嘗試開創自己的公司；在這裡，與一班懷著激情的年青人組成核心管理團隊，加入董事
局，學習如何去管理一間非牟利組織，為社會，為自己創造更多的可能性。一切事情對我
來說都很新鮮，並讓每一個加入的年青人都可以找到屬於他們的舞台。

擔任會長是一種榮耀，非常感恩能夠得到一班董事局成員的信任，和你們走過一段美妙
的旅程，有笑有淚；我們一起創造了很多具有意義的的工作計劃，透過第二期的會刊，我

相信能夠將大家創造的精彩瞬間一一紀錄下來；會刊也是我們展示本會服務精神的一道
橋樑，讓更多有志的年青人認識我們。

「敢創・躍動人生」歡迎各位加入獅子山青年商會這個
大家庭，創造你的可能性。

黃永俊

讓和平來敲門

在許多人類最高價值當中，
「和平」永遠佔一席位。我們每天期待「和平」來敲門，但「和
平」不會自己來的，它正等待我們的邀請。

在主要對衝突、恐怖主義以及與鄰國關係的影響進行衡量的2017年全球和平指數，依

據聯合國以及國際組織的資料，對涵蓋國家及地區的和平程度及生活穩定程度作出評
分以及排名。冰島繼續蟬聯最和平國家。新西蘭和葡萄牙在它之後分列第二、第三。

經歷了恐怖主義襲擊的國家數量創下新高，達到23個，其中包括瑞典、法國和土耳其。
過去十年裏60%的國家恐怖主義威脅都顯著增大。敘利亞連續第五年在排行榜上墊
底。和平程度最低的另外四個國家分別是阿富汗、伊拉克、南蘇丹和也門。

原來，我們從沒有寄出那封邀請信。在各自修行，互信薄弱、族群對立的現實社會，我們
可以怎樣做讓和平來敲門?

國際青年商會(JCI)於2015年始發起了名為《PEACE IS POSSIBLE》(可見和平)運動，於
過去兩年推動全球年青人一起以關注行動、及承諾實踐達致可持續的和平世界。

世界各地很多社會徒有和好的意願，但沒有深入檢視過去的錯誤行為，對悲劇噤聲，不
想釐清真相，所以還未能達到和平。作為國際青年商會的會員及積極
公民，我們深信和平是開通自由之路的唯一方法，我們希望集

合微小力量從體質上勇敢改造自己，透過為貧窮的人、少數
族裔及傷健人仕發聲，凝聚多元，團結青年人正面影響
社會。

如果您也是一位和平支持者，歡迎您加入國際青年商
會，一同為建設持續和平社會出一分力量。

商會會長

獅子山青年

潘沁怡

總會會長

會香港
國際青年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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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指派執行委員的話

轉眼間出任獅子山青年商會的總會指派執行委員已經有8個多月時間，很欣賞這班今
年本著「敢創・躍動人生」的精神為社會帶來正面轉變的年青人。

社會發展組工作計劃「義不容『遲』2017 -『救救地球，一張就夠』」一系列活動廣泛呼

籲社會各界關注環保及可持續發展議題，嘉許禮及問卷調查已於8月順利完結並獲媒

體大篇幅報導，對於各界加強關注此議題的成果令人鼓舞。此系列工作計劃亦於6月份
於2017年蒙古亞太大會榮獲“Best Local Global Goals Project Award”
，足證工作計
劃的議題及成果得到其他青商跨地域的認同。

領袖才能組工作計畫「領袖導師計劃 -傳承・啓航」亦已進行得如火如荼，很多時候都能
夠透過會友的社交媒體看到他們跟隨導師亦師亦友的學習，增廣見聞，令自身的生活
體驗有所成長。

．IAIM baby massage class
．Handmade soap workshop
．DIY skincare workshop
．Aromatherapy consultation

國際事務組的姊妹會拜訪及交流亦同樣精彩，每次外訪回來總是聽到參加者津津有味
的回憶，結交不同國家及文化的朋友往往能令大家看得更高更遠，為將來成為領袖打
下更好的基礎。

感謝會長黃永俊及董事局的努力及支持，除上述精彩的工作計劃外亦帶領會員於這段
時間承辦及支持總會的工作，令青年商會的工作在社會各界更廣為人知。祝願獅子山
青年商會在2017年繼續培育青年領袖，為社會帶來更多
無限可能。

黃文瀚

長

員／總會副會

委
總會指派執行

Call us for more information
Flat 103, 1/F., Hung Tat Industrial Building,
43 Hung To Road, Kwun tong, KLN
852 3460 3597
kannes.wong@gmail.com

Kannes Wong 黃碧珍
Mobile : (852) 6461 6667
Email : kannes.won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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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International Affairs Director

人物專訪

余
遠
騁
博
士與

余博士於英國劍橋大學取得博士學

位，並成為能源經濟學家及氣候變化專

才。此外，他於美國Thunderbird商學院
取得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學位，並於

美國跨國企業擔任管理工作多年。余博

士亦參與「香港綠色建築議會」之專家小
組協助訂定行業標準，並參與空氣質素

指標檢討工作小組–能源與發電專家小
組之工作。

您
分
享
環
保
觀
點

・
「世界綠色組織」行政總裁
・香港城市大學特約教授及上海大學榮譽客席教授
・余遠騁博士為聯合國亞太經濟社會商業諮詢理事會 (UNESCAP)專責小組成員
・香港環境局轄下「能源諮詢委員會」委員
・
「惜食香港運動委員會」工商業界及其他機構減少廚餘良好作業小組委員
・聖雅各福群會轄下FOOD-CO諮詢委員會成員
・香港政府及瑞典馬爾默Malmo可持續發展合作約章工作小組成員
・香港社會效益分析師學會董事會成員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氣候項目主管

負責領導公眾及商業參與項目。他亦曾於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氣候專案擔任支持小組成員及
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廢物回收專案審批小組擔任成員。余博士除了就低碳經濟、低碳城市、
能源貧窮及社會創新等議題於各大報章撰寫評論文章外，亦於電視及電台主持環保節目。

08

2017 OCT

獅：獅子山青年商會

余：余遠騁博士

獅：為什麼會成立世界綠色組織？成立組織期間遇到什麼困難？

余：從事環保工作超過10年，我希望利用自己的經驗嘗試以不同方法推動環保，希望把
城市保育觀念帶到日常生活，從而貢獻社會，共同實施城市保育工作。

正如其他非牟利組織一樣，組織成立期間亦遇到不少困難，如面對資金和人才問

題。及在成立初期要如何取得伙伴的信任和企業的支持。幸好有不少企業願意成為
我們的綠色伙伴，一起推動環保工作。雖然現時市民對關注環境保護的意識有所提
高，但多只停留於「心動」階段，而未有「行動」
，故此我們仍要以不同活動大力推動
環保。

獅：世界綠色組織今年的主題及目標是什麼？

余：組織今年的主題是節能減廢，以「對抗氣候變化」
。在能源方面，我們最近發佈的「匯能
能源效益指數」便是通過學術模型分析用電數據，揭示現時香港用電情況和問題。

例如，今年私人住宅的用電量有所提升，原因是很多私人住宅提供24 小時的會所服務
和政府之前的電費津貼令大家用電量有所增加。

在減廢方面，我們曾為不同學校和商場進行廢物審計，然後提供一些工具及建議，幫助
他們從源頭減少廢物和進行廢物分類。

獅：
「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 – 綠色辦公室獎勵計劃」自2013年推出至今，已累積超

過330間辦公室和企業參加。未來計劃會如何擴展？可否分享計劃到至今遇過的難
題？

余：我們計劃會擴展至不同的企業，包括中小企業和非牟利機構。但有別於大企業，中

小企業和非牟利機構在推行企業環保的工作時，所遇到的人手不足、時間和財政預
算限制等問題，往往較大企業多。

「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
（SDG Goals）於2030年前要解決的17個環球目標中，其
獅：

中你對氣候變化(13)，有什麼看法？你覺得我們在哪方面可以立刻行動及秉承可持
續發展的方向？

余：除了減少用電和源頭廢物外，交通亦是重要的一環。儘管香港有90%市民均使用公

共交通工具，但我們可以更進一步，以步行(Green Walk)代替短途交通工具，推動香
港成為步行城市，這對大家的健康、城市的空氣質素和減碳排放都有莫大的益處。

獅：除了在推動企業社會責任上不遺餘力，其他例如校園教育、銀髮環保和社區創新發
明方面，都有很多不同的工作計劃，可否分享當中一些令你難忘的事？

余：難忘的事主要是來自計劃資金籌集和計劃內容，兩者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因為社會
不斷轉變，每年都要為計劃內容增值，令計劃更有持續性和吸引力，才能持續獲得
贊助經費及支持。猶幸有不少有心人士支持環保的工作，令我們得以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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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今年世界綠色組織與獅子山青年商會合辦了

減用抹手紙工作計劃，你期望這個旗艦活動可
達到什麼效果？

余：這個旗艦活動十分成功。除了引起社會廣泛討
論及媒體報導，成功建立了減用抹手紙的環保

意識外，更同時引起了業界的關注，現時已有逾
百間餐廳和商場響應減用抹手紙運動。這表示
大家開始將環保意識付諸實行，向成功邁向了
一大步。希望明年能延續減用抹手紙活動。

獅：都市固體廢物中，除了廚餘和膠袋，抹手紙的比重亦
不少，請問抹手紙對於保護環境的影響是什麼？

余：抹手紙雖然是再造材料，但原材料都是林木，間接增加樹木的砍伐，而且

在製造過程中需要耗用大量的水，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對環境造成負面的影響。很
多人誤以為抹手紙可以回收，但抹手紙因纖維太短和已經弄污，是不可以再回收造

紙。透過是次旗艦活動，在餐廳和商場貼上減用抺手紙的貼紙，能有效宣揚以上的環
保意識，起了一個教育作用。

獅：如果要在香港執行停用抹手紙方案，你認為最大的阻力或難題是什麼？

余：最大的阻力是逆轉使用抹手紙的習慣，市民需要較長時間去適應。現在市民大都習慣
使用餐廳和商場提供的抹手紙。如一刀切全港立即停用抹手紙，短期內在執行上是有
困難的。唯有以教育方式令大家在使用抹手紙的習慣上有所轉變，逐步減少，甚至停
用抺手紙。

獅：你認為政府和機構在環保的工作上可以擔任什麼角色？

余：現在政府在制定政策上不時遇到各方面的阻力，建議政府先用其他方法去推動環保
工作。例如政府可以出資資助不同機構的環保活動，透過非政府環保組織的環保計
劃，提高大家的環保觀念並開始實踐，最後再立法執行，令大家更容易接受。
獅：世界綠色組織跟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有
著緊密的合作關係，你最想在哪個方面繼
續合作？為什麼？

余：一直以來，我們和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

對年青人的

寄語:

和分會合作過不少活動，希望未來能在不

保護環境議題看似宏觀，但很多環境問題

青人參加環保計劃。

多關心保護環境的議題，提高自身的環保

同計劃和範疇上繼續合作，鼓勵更多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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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氣候變化實已逼在眉睫。希望年青人能
意識，付諸實行，再推己及人，感染身邊的
人一起行動。

人
物
專
訪

十大傑出青年 與您分享實現
張依勵

夢想的心路歷程

於2015年當選為「十大傑出青年」的張依勵博士向我們
「動力」團隊分享她的工作及實現夢想的心路歷程。

災後心理健康工作的難忘事

獅:作為國際紅十字會的資深導師及應急名冊會員，可
否解釋一下工作內容是什麼？

張: 國際紅十字會是一個捐血救人組織，遍佈全球一百
九十個國家。國際紅十字會有其資源網絡去協助一些

賑災工作，其中紅十字國際聯合會(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獅：獅子山青年商會

成為臨床心理學家的心路歷程

獅: 可否談談你成為臨床心理學家的心路歷程？
張: 我的志願是希望可以成為臨床心理學家。特別為災
區提供服務。

雖然於香港可修讀臨床心理學，但在事業出路上，我發
張：張依勵

現原來專門在災區提供心理輔導的臨床心理學家為數不
多，是我當時遇到的一個難題。

幸好，我的博士論文導師是為災後提供救援工作，她雖不是心理學家，但正因為我想

了解那個領域的工作，從導師身上，我知道在災難環境中如何照顧自己，亦需要適應
環境才可有效進行工作。

人生規劃與工作上的困難
獅: 怎樣看JCI這一個組織？

Societies)會聯同不同國家的紅十字會去供應物資及

張: JCI這個組織很特別，當選「十大傑青」後與青商會員接觸多了。因為大家同是青年

我在聯合會中亦是應急名冊(emergency roster)成

香港的年青人很有能力，問題是他們是否知道有一個可以讓他們發揮的地方。這個可

器材。

員，就是每當有需要時，便會從名冊中動員一些人去參
與支援工作。而我在亞太區亦擔任心理支援的專業顧
問(technical advisor)，培訓亞太區紅十字會會員在

心理支援上專業的能力，並到其他國家做專業支援和
培訓。

獅: 工作當中有什麼難忘的事情？
張: 最初在西非參與伊波拉疫症的心理支援工作時，
當地人並未相信伊波拉疫症是真確的，沒有實行太

多的防疫措施。但當有一位美國醫生被感染時，令全

世界的傳媒都廣泛報導，大家都感到震驚。感染個案

在當地的一個月內上升了5倍，世界衛生組織其後公

佈此疫症為「全球關注公共衛生」的一個危機。當時，

抵疫症國家的航班已經陸續取消，而我回港的航班又
取消了，幸得香港紅十字會同事幫我找另外一航班回

港。離開當日，正是利比利亞戒嚴實施的第一天，因為
當局不想太多人口流動而令病情擴散。這對我來說亦
是一個難忘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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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JCI是一個非常有活力的組織，並且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我亦欣賞這一群年青人
利用他們的寶貴時間去全心全力服務社會，這種態度十分難得。

能個人的問題，同時也可能是一個社會問題，所以有些人會認為提早發展生涯規劃或
教育小朋友，問問他們希望過一個怎樣的人生，會對青年人的發展有所幫助。這個可

以由青年人自己的角度出發去想，看看大環境有什麼資源配合他們，讓他們發揮所長。
獅: 怎樣看自己的人生規劃，當中是否找了很多途徑去達成
自己的工作？

張: 我看過相關資料，例如一些外國新聞，發現有很多的可能
性，宏觀看世界，並選擇一些不一樣的工作。透過課外閱讀或
與不同人互相交流後，便會找到自己對什麼地方最有熱情，
有什麼議題值得關注。當你對一些事情特別感興趣時，就自

然會多發掘，過程中當然不是一帆風順，一定會有高低起伏。
我能夠担當這工作，需要加上各方面的配合才能實踐，包括
家人的心理準備。

我曾經接收到利比亞的任務，監獄為政治囚犯做心理支援，
為期六星期。這是自己一直以來也很想做的事。由於當時政
局較差，最初跟家人說他們已經很擔心，之後看到利比亞被
空襲，又有很多戰爭的場面，我家人用了很多時間勸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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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我担任很多不同種類的工作，包括在中國內地，大型任務如地震、小型任務如遇上

泥石流、雪災、風災等救助工作，目的就是讓家人知道，原來自己都有作充足準備。我相
信令家人放心自己，有能力照顧到自己，令他們放心我的工作。所以這是我其中一樣覺
得感恩的事。

獅: 你會怎樣去克服在外地工作的困難？
張: 我們估算和管理所面對的危機和風險，在事前
跟同事和家人作出討論，亦同時關注在當地工作
的重要性。

有些人的錯覺是覺得疫症的處理是在當地設立一

間診所，當中有有治療中心、臨床醫療服務及化驗
室。可是人們忽略心理支援在伊波拉疫症控制中

也是很重要的一環。當地人也對疫症有一些誤解

及恐懼，不跟從政府的指引，如家人染上該疾病，家人便會離他而去。其實我相信誤解
和恐懼是可以透過溝通去解決的，我的工作就是要到當地去訓練一群輔導員，因為他
們需要給予前線人員心理輔導，特別是對處理前線屍體的工作人員，我相信對控制疫
症來說是很重要的一環。

獅: 你怎樣處理個人精神健康？
獅: 面對自己的局限及進行冥想，可以幫助面對及了解自己的情緒。我深信

「Mindfulness」是一個很高深的哲學，但也是一個很單純的練習。當練習過後會對自

己的工作有很大的幫助。有空間去消化每一日或每一次治療過後的感受和情緒，更加
認識自己。

將來計劃

獅: 你將來有什麼計劃？
張: 除了在香港推廣心理健康之外，還有在災區做心理健康的工作。根據統計，亞洲是

全球災禍頻生地區的首位。但災難管理及應變發展得較慢，尤其是心理支援部份。我想
多做一些前期備災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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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一

5月5日

2017

結
組
發展 夠 」總
續
就
持
會可 ，一 張
社
會
地球
年商
青
救
山
獅子
「救
作計劃
全年工

「智善同行」嘉年華

環保回收大作戰

一眾會友在嘉年華設立攤位遊戲，透過簡單的
垃圾分類遊戲作公眾教育及宣傳，成功將環保

活動三

5月21日

訊息傳遞給500個家庭共2000人。

綠色經濟論壇 之 都巿固體廢物收費

地區宣傳日
問卷調查及街頭諮詢站

企業如何應對垃圾徵費

獅子山青年商會及世界綠色組織主辦之「救救地球，一張就夠」綠色經濟

活動四
7月2日

超過20名會友在銅鑼灣街頭進行「都市人使用

論壇已於2017年5月5日順利舉行。是次活動全場爆滿，有超過120位企業

抹手紙習慣調查」及街頭諮詢。當日成功訪問

代表參加。當日請來環境保護署副署長吳文傑先生為大家剖析該計劃與

545人，Facebook專頁讚好及關注度單日內增

企業的關係，更邀請敍福樓集團執行董事黃傑龍先生、香港中華煤氣有

限公司環保工作委員會主席暨企業安全及風險管理總監鄺超靈先生、百本專業護

理服務有限公司主席關志康先生及世界綠色組織高級政策倡議及項目經理黃俊賢先生擔

加100%，並為超過2000名市民講解活動詳情。

任講者，分享垃圾收費相關資訊及應對措施。兩會即場公佈將於暑假推出「停用抺手紙關注
日」呼籲各界積極響應。

食肆環保體驗月

獅子山青年商會成功邀請香港餐飲聯

活動二

5月至8月

業協會為全力支持機構（該會在香港擁有超過1000個食
肆品牌會員）
，能夠有效在各區傳遞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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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環保教育工作坊

社會可持續發展組到訪了屯門劉德容紀念小

學，透過輕鬆互動的教育方式向現場330位小
學生傳達環保知識，直接宣揚「自備手巾仔」/

「BringYourOwnTowel (BYOT)」的理念。

「新聞發佈會暨嘉許禮」

活動五

本會主辦之「停用抹手紙關注日──新聞發佈

7月3日

會暨嘉許禮」已於 2017年8月13日於西九龍
中心順利舉行。是次活動全場爆滿，有超過

150位嘉賓包括企業代表、商場代表、食肆代表

活動七

8月13日

及會友參加，場面非常熱鬧。是日活動超過60多個媒體廣泛

小學生亦在乒乓球上畫上他們理想地球的面貌，

報導 – 包括報紙、網媒、電台、網台等等。

體驗箇中樂趣。

今年調查發現，每人每日平均使用的抹手紙總數量，由約8張減

至今年約6張，人均減少了2張，成績令人鼓勵。而且於公共洗手
間如廁及洗手後，今年合共有36%的受訪者選擇用自備手帕及
乾手機等方法乾手，較2016年的24%增加了12個百分點。相對

地選擇使用抹手紙乾手的受訪者亦有減少，即由2016年的69%，
減少至今年的57%，減少了12個百分點。

為了進一步推廣商民合作，兩會又成功邀請了302 間食肆，合共

於超過1,015個食肆點，將「減少使用抹手紙約章」的貼紙，張貼於

活動六

8月5日

洗手間的當眼位置，提醒市民「抹手紙不能回收

拜訪上市公司ESG
(環境,社會,管治)

綠‧識‧生活循環線

本年度社會可持續發展計劃的目標之一是提昇企
業的ESG（環境、社會、管治）的效能，推動環境保

護與企業管治對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影響力。
當日參觀碧瑤廢物處理及回收中心，了解廢物分

揀及回收過程，學習廢物管理的重要性，呼籲大眾
減少廢物產生，推動廢物回收和循環再造。

諗」
，以落實減少使用抹手紙。

活動八

日

8月14

使用前請諗一

「停用抹手紙關注日」

獅子山青年商會於2016 - 2017年期間進行
兩次「都市人使用抹手紙習慣調查」
，

並委託世界綠色組織進行分析，及於2016
年底向逾80間集團商戶及商場物業管理
公司進行「洗手間乾手習慣問卷調查」
，

並在本年1-6月期間在每間商戶進行量化評估及對照，整
體研究結果得出：

「全港市民停用抹手紙一天，即減少近75公噸（約5輛雙

層巴士重量）/ 近5千5百萬張（約40架雙層巴士載量）的抹
手紙，迅速減少堆田區的負荷，更能同時為地球「救回」近
1,300棵樹及150加侖水。」

主席感言

今年主題「救救地球．一張就夠」
，宣揚惜用「抹手紙」
，目標簡單而清晰，在
此再次呼籲大家每次使用一張，咪做大嘥鬼。

同時感謝過去一年一眾籌委會成員的努力，透過全年十個不同類型的工作
計劃將這個訊息成功傳遞至香港每一個角落。

義不容「遲」2017 ‧ 社會可持續發展工作計劃
「救救地球．一張就夠」籌委會主席林卓鋒

Jack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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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or is a professional firm which specializes in valuation and advisory
services for listed and private companies in Hong Kong.

2012年會長

Valor’s slogan, “Value With Virtues”, represents our belief that
valuation should be conducted in a trustworthy and moral fashion.

林明星參議員

Valuation for accounting and M&A references, in accordance with HKFRS:
◊ Purchase Price Allocation - Business Valuation, Goodwill & etc.

致意

◊ Impairment Test - Goodwill, Mineral Assets, Fixed Assets & etc.

◊ Intangible Asset - Trademarks, Customer Relationship, Patents & etc.

◊ Financial Instrument - Share Options, Warrants, Convertible Bonds,
Bonds, Financial Guarantees & etc.

◊ Investment Property - Residential, Office, Industrial, Hotel & etc.
ESG Report advisory services in accordance with HKEx Listing Rules:
◊ Report Planning & Stakeholders Engagement

◊ Data Collection, Research & Calculation of KPIs
◊ Report Writing & Design in Electronic Format

Contact Us

Unit C, 4/F,
China Insurance Building,
48 Cameron Road,
Tsim Sha Tsui,
Kowloon, Hong Kong

Tel:

+852 3468 8488
+86 150 1896 6550
Fax:
+852 3971 0998
Email:
info@valorappraisal.com
Website: www.valorapprais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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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出訪日本刈谷姊姊會
傳統文化交流

2017年國際事務交流第一站 - 台

灣台北三重市國際青年商會（3月
24-27日）
。
02

本會於4月19至22日到訪位於日本名古屋的

台灣姊妹會已與我們結盟超過40

刈谷市刈谷青年會議所。刈谷青年會議所由

年，情誼深厚，每年都會熱情款待

2010年開始與本會結盟，至今這麼多年有過

對方。

不少交流活動。今年我有幸參與其中，體驗這
次國際交流活動。這次旅程確實令我感到非

今年台灣姊妹會為我們準備了溫

常難忘。

暖又精彩的行程，令我們大開眼界!

03

04

行程當中令到我最為難忘的莫過於在議
事長淺山先生安排下的行程。第二日早

上我們到了刈谷市綜合文化中心體驗了

和菓子的製作。和菓子是日本傳統甜點，
外表精緻，顏色奪目。這次能夠體驗這一

款傳統甜點的製作真的很開心。這次體驗
05

06

完全令我明白到體驗不難，但要做好並不
是體驗一兩次就可以，學習運用技巧及訓

這次旅程亦讓會友體驗了日式地道戶外燒烤跟

樣，單有技巧缺了訓練，做事情也不能做

起進行室內攀石，大家都玩得非常開心。

練亦非常重要。套用到自己人生做事也一
好，兩者有了平衡才可以事半功倍。

07

旅程中本會會長以及社會發展事務的副會長和

董事都不忘為「救救地球，停用抹手紙」作宣傳，
姊妹會對我們的接待十分用心，不論在用餐或接送，紀念品更十分精
緻。這份真摯的友誼十分難得。除了吃喝玩樂，最重要是體會到台灣
最地道的人情味。

01 三重姊妹會非常貼心的接送
02 見識了當地政府鼓勵青年創新發展，
了解政府為當地青年提供的創業支援
03 參觀法鼓山
04 美味地道海鮮
05 特友會主席宴
06 姊妹會會慶
07 三重姊妹會送贈的會章

港式燒烤的不同，更與刈谷青年會議所的會友一

這次旅程大開眼界，見識不少，還結識了不少姊妹會會友。台灣多元
化發展及政府助青年人創業的措施都頗為完善，具十分大的參考價

更邀得議事長淺山先生及會友一同拍照，將這麼
有意義的事情推向國際。

是次日本刈谷青年會議所的文化交流團不但讓

會友體驗日本文化，亦令兩會會友之間的友誼再
加深一層。

值。比起紙上談兵我們可以見到台灣國際青年商會與台灣政府十分
積極於提供創業機會及支援給年青人，而台灣青商在社會累積了一
定的影響力，實實在在地體現到青商精神，十分值得我們學習。

希望每一次的姊妹會交流大家除了體驗當地文化，更會向姊妹會學

習，把優點帶回來，令香港青商不斷進步，貢獻社會，實踐青商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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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商國際事務其中一年一度盛事是亞太大會，今年

舉行的地點是於富有獨特文化的蒙古國烏蘭巴托，
並於6月8至12日順利舉行。今年國際青年商會香

8月拜訪馬來西亞

詩巫國際青商會

港總會共有228位代表參加，為最多參加者的地區

適逢姊妹會馬來西亞詩巫國際青年商會成立60周年，我

本會於亞太大會會議前，先安排了蒙古郊外2天

六十周年慶典，並於馬來西亞詩巫Kingwood 酒店舉行

之一。

遊，期間體驗蒙古包住宿、探訪遊牧家庭，了解日
常風俗習慣、策騎馬匹、觀賞奇山異石風光、參觀

藏傳佛教寺廟，會友們都盡興而歸，更加深對蒙古
的喜愛及認識。

亞太大會以盛大的開幕式掲幕，精彩的蒙古舞蹈、樂團表演
及騎兵策騎駿馬步入會場，盡顯獨特傳統及排場。各國代表
的會長以富有該國特色的造型出場，體現青商無遠弗屆。

們一行12人於8月4至8日到馬來西亞詩巫拜訪及慶祝其
會慶。

於六十周年慶典前，姊妹會先安排參觀拉讓江及長屋

原住民一天遊，期間探訪原住民的住所，並進行祝福的
儀式，了解日常風俗習慣、乘坐大艇觀賞沿河風光，

詩巫歷史博物館、品嚐到當地街頭小吃，會友們都盡
興而歸，更加深對長屋原住民的生活風俗的了解。

會議內容亦豐富，白天參加者可見證會議探討可持續發展
議題、參與官方課程提升個人技能及青商知識、欣賞亞太

情鎖開幕儀式、商務拜訪、擁愛分享-探

晚上有亞洲各國主題之夜，設置攤位遊戲及贈送特色禮

訪衛理福兒院、國際會務交流、禮貌拜

物，推廣各國特色。

形響的社區工作。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今年橫掃6大獎

進行Lock the love
開幕儀式，當地市長
進行剪綵，之後探訪
衛理福兒院

姊妹會再安排與其兄弟會國際聯辦-愛

區最佳公開演說及隊制辯論決賽。

最後一天舉行工作計劃頒獎典禮，表揚分會籌辦富正面

參觀詩巫歷史文物館，認識當地歷史背景

訪砂拉越第二財長兼國際貿易及電子
一落機受到馬來西亞詩巫國際青年商會貴賓式歡迎

項，其中本會的旗艦工作計劃，義不容「遲」之「救救地球-

商務部部長拿督斯里黃順河。

而令人期待的六十周年慶典，以盛大的開幕式揭幕，以
精彩的現代舞蹈、舞獅表演示人，各國姐妹會與兄弟步

停用抹手紙」的工作計劃榮獲“Best Local Global Goals

入會場。馬來西亞代表的會長以閃閃鑽石的主題造型

Project”獎項。當晚晚宴上，世界各地青商衣香鬢影，一同

出場，贈送特色禮物，推廣各國特色。

以歡笑聲完美告別晚宴。

各會友透過今次會議的參與，都能加深對青商的知識及國

際視野，也可以結識世界各地的會友，建立誇地域的友誼。
本會會友間通過連日來相處加深了認識及友誼，使日後籌
辦會務更能緊密合作。

馬來西亞詩巫國際青年商會成立60周年慶典主題「
SPARKLY DIAMOND」

最後兩天，轉機沙巴，大家都依依不捨。感謝姐

妹會前會長趙燕芳陪著我們，安排一切，上遊艇

自助晚餐，購物，沙巴的陽光與海灘、海底漫步、

水上活動、水清沙幼，大家都不忘宣傳「救救地球
一張就夠」的工作計劃。

沙巴陽光與海灘, 水清沙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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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事務組 呈獻 : 4月份月
會暨商業講座「回到未創時」

每月
月會

科技發展一日千里威脅到不少傳統行業，
同時亦帶來各種新機會。各科技產物之中

2月份月會暨「 走出你自己
的故事 來吧青商國際之旅」
2月份月會暨「 走出你自己的故事 來吧青商
國際之旅」已於2017年2月27日在Meet-

ing@ CausewayBay順利舉行。當晚邀請

到具豐富國際交流經驗的2013年會長陳俙

㕦參議員、國際事務顧問楊景欣青商以及監

事黃敬麟為我們分享有趣的國際交流經驗。
當晚籌委會成員簡單地介紹了各姊妹會。國
際事務顧問楊景欣青商與陳俙㕦參議員分
別與我們分享了日本姊妹會交流及參加世

界大會的經驗及心得。監事黃敬麟向我們分

享在參加交流活動時需注意的事項及禮儀。
國際交流提供非常難得機會擴闊視野，拓展
自己的機遇。另外更能夠學習不同國家的

處事方式，取長補短，增值自己。不要只做原
地踏步的井底之蛙跳出框框走出你自己的
故事吧！

手機佔據了我們日常生活最多時間。企業
到底如何能捉緊商機，從類似Pokemon

3月份月會
及青商簡介會

3月份月會及青商簡介會已於3月23日順利

舉行。我們很榮幸可以邀請到2012年會長林
明星參議員與我們的新朋友分享「學習」與「
領導」為主講嘉賓的關係及背後意義。他分

享在工作上及本會中體會到領導與學習兩

者「互不可少」
，而有效領導的特質是一種處
事的態度和技能，是一種責任，一種擔當。

主講嘉賓生動有趣的分享過後，隨即與新朋
友們進行小組活動，帶領新朋友認識青年商
會的四大發展機會。在小組組長詳細的介紹
下新朋友更有機會深入了解獅子山青年商

會在2017年的發展方向及各項活動讓新朋
友了解到獅子山青年商會是一個多元化的
發展平台。

當日我們共有3位新朋友成功入會成為獅子
山青年商會大家庭的一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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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的AR手機遊戲開始，過渡到電子書，再

發展成手機Apps開發者，四月月會暨商業

事務組專題講座「初創攻略・回到未創時」
邀請到香港著名初創企業Innopage的行
政總裁兼共同創辦人李勁華先生(Keith)

與我們分享其寶貴經驗。活動當天吸引了
超過四十位出席者。

Keith分享了他在成立科技公司初期到現
在所遇到的種種困難及如何克服包括缺
乏資金，雜誌負面報導，以至程式碼及設

計被盜去等難關，最終都因為他的堅持及
積極進取的工作態度而獲得賞識。現時公
司主攻設計及開發應用程式，帶領科技潮
流發展。此外，他亦開創獨特經營模式，鼓
勵員工利用20%的工作時間去自由設計

自己感興趣的程式，在沒有工作壓力及框
架的限制下，團隊成功開發出了不少被廣

5月份月會
及有機手工工作坊

5月份月會已於5月23日舉行，一眾籌委們
花了不少心思籌備製作，水晶皂和潤唇膏
體驗工作坊。國際事務董事黃碧珍為是次
體驗工作坊的分享嘉賓，亦讓會友上了一
課護膚品理論。

原來學習制造水晶皂一點也不難，水晶皀
的皀基是採用了石油的副產品再加熱而

成，可以為你的水晶皀加入天然色素、乾花
從而令到效果更好看。至於潤唇膏，只要調
校好「油蠟脂」的份量也是一個容易製作的
護膚品。

自己親手製作的水晶皂和潤唇膏真的比買
回來的感覺不一樣，是次月會確實是一個
好玩又環保的體驗。

泛應用的程式如選股(Ticker)及推介餐廳

(Foodbulous)的程式，更引來投資者的注

意。Keith指出商機不只局限於開發前所未
有「從零到一」的創新，也可以嘗試革新現

有的習慣模式，將不足之處加以改良，創造
成新的商機。

Keith: 在我創業
路上，遇過很多
失敗經歷，亦有
好多人勸我放棄
，
儘管如此，我還
是要堅持下去，
再
想想有什麼方法
可以扭轉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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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份月會暨商務分享會 說「好」無難度

6月份月會暨商務分享會「 GETTING TO

YES說「好」無難度」已於2017年6月22日

星期四順利舉行，當晚有超過30多位朋友
參加。

商務分享會有幸邀請到談判專家、國際演
講會中國區全國演講冠軍 - 林景昇先生

(Sean Lin)作為演講嘉賓。當晚他以一個輕
鬆好玩的形式帶出談判技巧，一改談判是
唇槍舌劍的觀念。

嘉賓以三個小練習令參與者深刻體會談判
秘訣，參加者還即場嘗試實踐「遊說五部

曲」
，可觸類旁通靈活運用到職場及日常生

活上，將一切難題迎刃而解達致雙贏局面。

8月份月會 - 創你所想．香港
本地創業家之創業方程式
八月份月會暨商務分享會－創你所想．香
港本地創業家之創業方程式，請來三位重

量級嘉賓全面地分享一個創業家從零到一
的創業方程式。

第一位嘉賓阿里巴巴創業者基金營運總監
呂紹勇先生，分享了創業者基金的成立目
的以及各項基金的投資指標，令各位準創
業家不需再就資金不足感到煩惱，可以放
心去準備實踐夢想。

第二位嘉賓Bless冷壓果汁創辦人張智恆

先生，在眾多人選擇科技創業的時代選擇
以最傳統的果汁行業發展。從察覺外地市
場技術可以引入香港，再由研發到借力宣
傳，遇到問題的解決方案都使一眾準創業
家大開眼界；當中將一支果汁做到一絲不
苟並獲取驗證，說明了造好一個品牌的重

2006年會長
謝淑文參議員
致意

要條件為「人有我優」
。

第三位嘉賓MAD Gaze智能眼鏡公司創辦
人鄭文輝先生，在科技創業上創出一個全
新的道路－智能眼鏡。鄭文輝先生分享了

7月份月會暨年度籌款活動
「泡泡獅子山」

2017年度籌款已於7月27日舉行，今年敢創
新活動 「泡泡獅子山」
，參加者需置身在人

由一名「打工仔」跳脫成為一名創業家從零
開始的心路歷程，及如何利用打工時的資
源去開始建立自己一流團隊。

是此活動吸引到超過100名參加者，當中包
括本會會員及大學生，參加者均表示嘉賓
分享精彩獨到，獲益良多！

型充氣球𥚃，透過互相碰撞，將足球射入對
方龍門。每場賽事過程都十分激烈、難分高
下。本會感謝各會友捐款及投入參與泡泡
足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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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會務興隆

2017年會長顧問

招齊潔參議員

陳斯漢青商
致意

致意

獅子山青年商會主辦

JCI Quiz Competition

領
袖
才
能
發
展

第六屆
領袖導師計劃開幕典禮
獅子山青年商會主辦的「第六屆領袖導師計劃」開幕典禮已於 2017年4月9日順利舉行。本會榮幸
本會派出3隊參加JCI Quiz比賽，包括出戰分會盃及會長盃。當天比賽競

爭激烈，經過一輪角逐，本會會長黃永俊、2013年會長陳俙㕦參議員及

2015年會長梁凱珊組成的團隊勇奪會長盃。而由董事林卓鋒、唐凱欣及

李殷霽組成的團隊更在二十隊中脫穎而出，奪得分會盃冠軍。大家在台

上喊出「Lion Rock，We are Champion」
，為是次活動劃上完美句號。

五星訓練營

五星訓練營是為新入會兩年內的青商會員而舉辦，目的是

要增加會員對青商的理念、架構及事務有更全面及深入的

認識。

活動已於2017年3月18至19日於西貢戶外康樂營舉行，由

本會和沙田青年商會合辦。本屆為第26屆主題是「西遊記之

JC真經」
。這次邀請了12位來自不同分會經驗豐富的導師為

我們介紹青商各範疇。內容不但涵蓋青商的架構、舉辦活動

的禮儀及四大發展亦訓練我們如何透過層層遞進的方式去

剖析社會議題，從而建立有效的工作計劃來喚起社會大眾的

關注。此外，導師擴闊學員們的國際視野成為積極的世界公民。除導師的講解外
來自不同分會的學員們分成小隊，晚上進行模擬工作計劃。各小隊用早前所學
的思考方式去剖析議題、搜集資料、發揮創意於第二天早上報告給導師予以
評分。這項活動使新會員領略到籌劃工作計劃時有可能遇到的挑戰，使工作
計劃真正實行時可安排得更全面。經過是次積極緊密的討論和合作來自
不同分會組員的友誼亦由此加深了。

兩天活動有超過60位會員參加，除了對青商有
更全面的認識亦加強了對青商的歸屬感，所
學到的軟硬技能大大提升參加者的個人能
力從而為實踐「訓練自己服務社會」的青
商精神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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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到勞工及福利局局長譚贛蘭小姐GBS，JP作為是次開幕典禮的主禮嘉賓。主禮嘉賓致詞時
與參加者分享她本人過往的工作經歷，帶出獲得導師指導的意義和重要性，並聯同總會會長潘
沁怡參議員、總會指派執行委員黃文瀚及眾位嘉賓會友見證下一同進行啟動禮。

配合今屆「傳承 · 啟航」的主題，眾位嘉賓把與航行有關的標誌如燈塔、飛機、熱氣球等安
放於台上，寓意學員得到領袖導師的指導下可以裝備自己，向自己的理想人生啟航。

前會長林明星參議員其後為我們主持領袖高峰會訪問其中3位導師，包括仙跡岩執行
董事何國偉先生、陽光洗衣便利店集團總監江麗萍小姐以及廣域度多媒體董事總經
理黃嘉輝先生。他們分享其成功之道及青年人如何有效作生涯規劃。一眾參加者於
問答環節踴躍發問，3位導師亦詳盡及熱心解答，使學員的思維大大開闊獲益良
多。學員們於茶聚時間及活動前後亦熱情地與導師們討論交流，活動氣氛欣喜
愉快。

本活動於當日更得到傳媒Now TV 及RTHK的採訪。

項目管理全面通
獅子山青年商會和騰龍青年商會合辦的領袖才能

發展工作坊《項目管理全面通》已於7月1日於銅鑼
灣Compass College順利舉行。當日有三十四名
來自不同分會的會員和朋友參加，座無虛席。是
次活動我們破天荒邀請到四位星級導師，分

別為騰龍青年商會2011年會長鄧顥懷、騰龍
青年商會2016年會長何卓銘、紫荊青年商
會2016年會長黃濤及經緯青年商會2014
年會長張淑明分享作為優秀的項目管理

獅子山青年商會和
騰龍青年商會合辦

者的不同元素，例如領袖的特質、項目
的使命及願景、公關宣傳的重點、公開
演說技巧等。四位前會長都分享了其
寶貴的經驗及見解，一整天的工作
坊十分充實，大家都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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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袖才能活動
大班之戰
獅子山青年商會主辦的第六屆領袖導師計
劃「傳承・啓航」8月份大型活動:大班之戰

已於8月5日於銅鑼灣Compass College順

利舉行。當日有二十一名來自本會的會員參
加，當中有十七位是本計劃學員。是次活動
我們很榮幸邀請了本計劃其中三位領袖導

01

師出席，分別為永添集團及樂食餐飲董事總

經理邱明德先生、鴻福堂集團主席謝寶逹先生以及仙跡岩董事何國偉先生，一同

參與業務模擬遊戲:大班之戰。過程由卓思管理顧問有限公司首席顧問Raymond
帶領，透過小組比賽及分享環節，讓眾會友對企業管理，帶領團隊方面都有深刻
反思。當天三位導師的分享相當精彩，令學員們受益匪淺。他們都以個人經驗勉
勵學員們，除了個人能力背景外，懂得信任圑隊，知人善任，堅持不懈，尋求突
破對企業經營亦非常重要。若你抱著一個夢，朝著目標出發，便會有相應的行
動引領你成功。

02

04

03

05

01 由顧問Raymond帶領眾人分享
02 其中一個遊戲環節-兩位大班
Jason及Thomas拗手瓜
03 由顧問Raymond(右一)帶領，勝利
隊伍與導師們合照
04 遊戲中的其中一位大班Thomas在
帶領其組員介紹公司
05 其中一環節播放指定音樂，各隊
發揮團隊精神創作舞步
06 學員們與三位導師何國偉先生(左二)﹑
謝寶逹先生(左四)及邱明德先生(左五)
的合照
034 2017 O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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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 Sir

《上車買樓必修班系列》

買樓其實好Easy

星級講者：KingSir葉景強 & Joyce李詠思
為你剖釋樓市走勢：

。未買樓的朋友，現在是否入市時機？

。已有物業的朋友，如何再購入另一層物業？

。今天應該買新樓還是買二手樓、那一區最有潛力?
。加息會否推冧樓市？

。香港樓市是否有泡沫？ 現在入市是否安全？

2017年度副會⾧
鍾⽂婷青商
致意

。各國持續量化寬鬆，作為香港人現今應如何部署？
日期 : 請登入www.econ.hk 查詢
時間：晚上7:00至10:00
費用 : 免費

地點：旺角登打士街56號栢裕商業中心2302室
Website報名: www.econ.hk

查詢 : ☎ 93554455（歡迎Whatsapp報名)

https://goo.gl/YSqkIy QR報名

本會絮

活動花

五星訓練營
五星訓練營日

之 Star Expres

營令會員增加
了對JCI 的
認識，更結識不
同分會的朋友
。不但透過
玩遊戲親身了
解團隊溝通的
技巧，更在參
與活動的過程
中表達自己的
想法，發現更
有自信的自己
。

一日日營就像
讓會員成長的
精華，在短時
間內讓我增加
對JCI的歸屬感
，建立基礎。
文：麥穎婷

採摘士多啤

s

迎新日

籌是次迎新
商會迎新日，從統
年
青
山
子
獅
為
日
5月29
首先多謝本會給予
學習到不少東西。
日的活動過程中，
宣傳活動的重
的機會，讓我學懂
動
活
次
是
籌
統
個
我一
參與的會友都十分
排等等。最後有份
要性，細節上的安
來的活動我也能
相當盡興，希望將
得
玩
，
排
安
地
場
喜愛
能樂在其中。
統籌活動，同時亦
夠成為籌委，學習
文：林彥彤

運動會

梨

在5月5日於灣仔運動場舉
行了青商運動會，
當天有很多獅子山青年
商會的會友參賽和到
場打氣，氣氛非常熱鬧。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本
會的運動會，感覺很熱血和
青春，勾起了我在
中學時期跟隊友接力比
賽的快樂回憶。
我非常期望下一年運動
會有更多的會友能參
與賽事和競逐更高的殊
榮。

親親草莓之
粉嶺齋菜美食團暨
3月12日為本會的
夠和不同的
有意義的活動，能
旅，這是一個非常
外享受新鮮
青商好友一齊到郊
到美食佳
空氣，同時亦品嘗
驗落田採
餚，更可以親身體
。
摘士多啤梨的樂趣
文：林彥彤

羽毛球比賽

本會於6月25日參加了由半島青年商
會舉辦的「羽眾童樂」羽毛球比賽，並

奪取佳績，全場矚目。當日比賽十分激
烈，各參加者出盡渾身解數去爭取勝

利。最後本會會長黃永俊及馬慶澤在
男雙項目取下季軍，蔡倩彤取下女單
項目季軍，謝翹峯取下男單項目季軍，
謝翹峯及蔡傑峰取下男雙項目亞軍，
文曉光及陳潔鈴取下混雙項目冠軍。

文：李俊榮

龍舟比賽

子，也是一眾龍舟
端午節除了是大家吃糉的日
現出來的大日子。
健兒揮灑熱血將練習成果表
俊榮，連同各分會
今年本會派出了謝翹峯及李
者除了感受到青
好友參與龍舟比賽。一眾參加
獲得了一份難能可
年人的熱血，也與一班戰友
項比賽周大福盃
貴的友誼，並在比賽當日的兩
及TVB盃中獲得佳績。
文：謝翹峯

文：謝翹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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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分會
其
及
會
總
絮
活動花

參觀中華人民共和
國外交部

ng Night

亞太大會Hong Ko

總會Nothin
g but coffe
e獅子山捐出
40個蚊帳

官捐贈計劃

支持總會器

總會Change Maker Forum

總會周年大會_本會榮獲最佳分會(優

異)

沙田青年商會30周年會慶
040 2017 OCT

接待總會副會長
Kong joo Kim參議
員

騰龍最佳僱員僱

主選舉

Run For Peace

慈善跑

會見總會榮譽顧問劉鳴偉

全力支持JCI Quiz

沙田龍舟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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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2月，機緣巧合，經朋友介紹加入了獅子山青年商會。
這裡給予我的機會成為不同活動的籌委, 在籌委會嘗試不同角色，令我有很多學
習，更清楚自己的不足。

會員喜事

除了參與籌備活動，本人還能參與商會舉辦的活動，例如領袖導師計劃，讓我有機
會認識到社會上的成功人士，學習其成功心法及做人處事，這些機會都十分珍貴。

楊焯怡

邱穎青

商

商

施佩儀青

于歸之喜

開張之

喜

最重要一點，透過參與及籌辦活動，能認識到不同界別的朋友，非常享受！
未來我在獅子山青年商會，我一定會十分珍惜每次參與或籌辦活動的機會，期望
在這裡會有另一番突破！

青年商會是一個具影響力國際青年積極組織，有機會接觸是我的榮幸。
Learning by doing 是我在青商的一個好重要的得著。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透過接觸世界，擴闊自己眼界，了解自己長處短處，貢獻社會，成就更好的自己。
青商人都是有責任心，誠信，會貢獻的人。
因為有青商，世界有一點點不同，多一點點愛，多一點點快樂。
我能成為其中一份子，感到自豪。
非常感謝我的好兄弟文曉光介紹獅子山青年商會給我認識。

李俊榮

在一個機緣巧合之下認識青商，與朋友參加一個飯聚之下認識。由慢慢認識JCI
是一個什麼組織，至今亦會介紹給身邊朋友，參加當中的活動，看到會友們無私
地解答你的問題，學習到互助精神。很高興能夠認識到大家，希望我可以這裡感
受到新的改變，帶給其他人。

劉博謙
本人從事人力資源及培訓工作，很高興可以加入獅子山這個大家庭，在短短的日
子參與及籌組不同活動，認識了不少新朋友，令我獲益良多。未來，希望繼續有機
會參與不同活動，貢獻社會。

蔡麗霞

很高興可以成為JCI獅子山青年商會的一分子。最初接觸這個機構覺得很陌生，
然後透過參加月會和擔任籌委，慢慢感受到這個大家庭的熱情。我在大家身上
看到了熱誠和投入，也鼓勵著我努力在這裡發展，期待透過參加更多工作計劃
和活動認識大家更多。

從事財富管理工作的我是一個充滿好奇心且動靜皆宜的人。動因為我喜歡打羽
毛球和健身，而靜因為我喜歡讀書和攝影。獅子山青年商會是一個
很好很自由的平台，讓我發揮所長和發掘潛能。

謝翹峯

陳潔鈴

麥穎婷

透過上屆總會會長關德仁參議員主講的青商簡介會，我認識了獅子山青年商會。
在這短短數月間，我參與籌備本會數個不同規模的工作計劃。透過着手執行籌備
工作、與各籌委員成員的緊密合作、以及指導董事們熱心地提供的寶貴意見，使
我對統籌工作及其他個人技能得到了顯著的提升。此外經會長黃永俊的介紹下，
我參加了第26屆5星訓練營，認識了很多來自各分會的會友使我贏得了很多寶貴
友誼。此外在訓練營𥚃所學習到的青商知識及人際網絡的建立定能使我於日後
籌辦工作計劃更得心應手。我希望所獲得的知識能為本會貢獻更多、並使我日後
的青商旅途更豐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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