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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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服務人群是人生最祟高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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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的話
2020 年是艱難和意想不到的一年，所有我們一早編排及開始籌備的計劃都要重新策劃，很多原定

實體的月會聚會也只能在網上舉行。 

感恩的是，憑著今年董事會團隊的努力，我們無懼挑戰、迎難而上，並在領袖導師計劃及珍惜眼前
人等多個工作計劃均取得突破及不俗的迴響。本會 2021 年董事局成員也在 9 月 13 日的周年大會順
利選出，而 10 月月會也能順利舉辦實體聚會。 

面對無法預料的事，我們能夠隨機應變、全力以赴去克服重重困難，並見證各董事局成員、會員及
出版事務組展現出對抗逆境的堅毅，足以令我自豪。

2020 年很快便會過去，我們也是時候來個總結，去回顧今年的努力，並去規劃明年的大計。

祝願我們平安渡過這個不尋常的艱難時期。敬祝各位身體健康！

動力編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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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的話
訓練自己，服務社會

服務人群是人生最祟高的工作

青商就是社會的縮影，我在青商裡成長及服務了超過五年，參與了超過 100 個不同的工作計劃，由小朋友
到老友記都是我們的服務對象。而本年的會務主題是「獅承袖．領同行」，以培育未來青年領袖為我們

的核心價值。

今年正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相信大家都曾經感受到無助，有一股無形的壓力。作為一個領袖，我們應該勇於
承擔，帶領身邊的年青人一同去為社會作出貢獻。每年，獅子山青年商會都會舉辦與當時社會有共鳴的主題去
倡儀一些重要的訊息，而今年面對的疫情，本會社會發展組創辦了名為「珍惜眼前人」的工作計劃，去喚醒大
家珍惜身邊所擁有的，”NOW or NEVER”，不要失去了才後悔莫及。

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第 55 屆總會周年大會於 2020 年 9 月 26 至 27 日圓滿結束，全體董事局成員及會員排
除萬難，迎難而上，創造一個又一個的創舉及奇蹟。最終本會社會發展組及領導才能發展組均在總會周年大會
取得驕人的成績：

‧Best of the Best ( 珍惜眼前人 /Love In Time) 

‧Best New Project ( 珍惜眼前人 /Love In Time) 

‧Best JCI Members Development Program ( 第九屆領袖導師計劃 – 
明日領袖。承「袖」未來 /Leaders for Tomorrow)

授人以魚，不如授之以漁

授人以漁，不如授人以欲

還記得年初在就職典禮時用了《老子》的故事作比喻，授人以魚不如授
之以漁，其道理很簡單，魚係目的，釣魚係手段，一條魚能解一時之餓，

卻不能解長久之飢；如果想永遠有魚食，就一定要學會釣魚的方法，
說的是傳授給人既有知識，不如傳授給人學習知識的方法。

但原來這個故事還有下文，就讓我在這裡為大家作
結。如果你們認為學習知識可以終身受用，那我告

訴你們最高的境界應當是授人以漁不如授人以欲。

一個偉大的領袖，其核心任務不在於教授人們怎
樣做事，而是幫助他們建立起對一個特定目標
的積極追求，也就是引導他們的合理慾望、健
康的方向發展。方向和目標一經確立，慾望的
問題自然就解決了，價值觀超越方法論，這才
是最重要的。至於方法的問題，聰明的當事
人往往都能自行解決；反過來，一個掌握了
方法的人，如果缺乏一個積極追求的態度，
其方法可能毫無用處，甚至用錯地方適得其
反。正所謂：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授
人以漁，不如授人以欲。

 林卓鋒
 會長
 獅子山青年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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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指派執行委員的話

獅子山青年商會踏入第四十九年，一貫予人
成熟穩重的感覺。在過往四十多位前會長

及會員的帶領與貢獻下，會務穩健成長並培育多
位傑出領袖，與今年全年主題《獅承袖 ‧ 領同
行》如出一徹，以培育未來青年領袖為主要目標。

2020 年實為青商會員帶來甚具挑戰的一年，不
止香港受到新冠肺炎肆虐影響，疫情還波及全
球，嚴重影響每個人的生活模式及經濟環境，有
些人在此情況或許會選擇坐以待斃，但在會長林
卓鋒的帶領下，各董事局成員仍能積極面對疫
情，順利推出不同的工作計劃及活動，讓會員有
足夠的體驗，培育成為明日領袖。其中旗艦工作
計劃《第九屆領袖導師計劃 - 明日領袖 ‧ 承袖
未來》破天荒邀請到十六位星級導師，與四十多
位學員互相交流及學習，盡顯承傳精神；另一全
新旗艦工作計劃《珍惜眼前人》因應現時社會情
況而推出，有感全球在疫情肆虐下，人生無常，
很多事情不能在預計之中，鼓勵社會大眾珍惜所
有，及時行動。在這艱難的環境下，為社會帶來
正面的訊息，同時為社會帶來正面的改變。

而上述兩個工作計劃亦得到社會大眾廣泛的認
同，在第五十五屆總會周年大會榮獲多項獎
項，包括「最傑出會員發展計劃 (Best JCI Members Development Program)」及「最傑出新工作
計劃 (Best New Project)」，其中《珍惜眼前人》更獲得最高榮譽的「最傑出工作計劃 (Best Of The 
Best)」殊榮！實在是各位會員共同努力的成果。

從會長林卓鋒、董事局成員及會員身上都充份感受到《獅承袖 ‧ 領同行》這份獅子山精神，大家無
懼任何挑戰，迎難而上，透過各工作計劃及活動，提供機會及訓練平台，帶領會員同行成為明日領袖。
冀望獅子山青年商會在新一屆董事局成員帶領下，在第五十周年再創高峰！

 李貝詩參議員
 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
 總會副會長
 總會指派執行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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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山青年商會於 2019 年 12 月 15 日舉辦
第四十八屆周年會慶，與會員、分會及姊

妹會會友分享過去一年的成果，場面熱鬧鼎盛。
當晚在全場來賓見證下，進行移交會長鏈儀式。

是次會慶主題為兒時卡通回憶，近一百位來賓施
展渾身解數，悉心扮演自己喜歡的卡通角色，有
嬌俏的美少女戰士及白雪公主、可愛的 Keroro
軍曹及胡迪、還有帶點神秘感的哈利波特等，再
配搭武器或道具，造型實在維肖維妙！當晚除了
有卡通照相區、遊戲時間及大抽獎環節外，還特
意播放一段段跨時代的卡通片主題曲，勾起大家
的童年回憶。而最令人引頸以待的大合唱環節哄
動全場，為晚宴掀起高潮。雖然我們與姐妹會的
會友來至不同的地方，說著不同的語言，但透過
大合唱一起唱出經典的卡通片主題曲，大家一起
載歌載舞，卡通人物就是大家的共同語言及集體
回憶。

本會衷心感謝日本刈谷姊妹會十位前會長、2019
年及 2020 年會長及會友專誠遠道而來道賀，共
同見證兩會締結十年的深厚情誼。

第四十八屆周年會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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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
2020 就職典禮

國際 青 年 商 會 香 港 總 會 2020 就 職 典 禮 於 
2020 年 1 月 4 日假香港演藝學院香港賽馬

會演藝劇院隆重舉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商務
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陳百里博士 , JP 及國際青年
商會 2020 年世界會長 Senator Itai Manyere 出
席並主禮。

本會會長林卓鋒牽領本會 25 位會員出席支持，
並在總會會長鄭永翔參議員及主禮嘉賓見證下宣
誓就任本會會長。本會 2018 年會長王銳豪參議
員亦在當天就任成為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副會
長。

本會全體董事局出席支持

本會共有 25 位會員出席總會就職典禮

本會會長林卓鋒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陳百里博
士 ,JP、本會會長林卓鋒、總會會長鄭永翔參議員、國際青
年商會 2020 年世界會長 Senator Itai Manyere ( 由左至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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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2020 年度董事局就職典禮

獅子山青年商會 2020 年度董事局就職典禮於
2020 年 1 月 19 日 ( 星期日 ) 假香港旺角希

爾頓花園酒店圓滿舉行，本會 1976 年會長兼會
務顧問陳大澤參議員蒞臨擔任主禮嘉賓。會長、
義務秘書長、義務財務長、各副會長及各董事宣
誓成為本會 2020 年董事局成員。上屆會長黃碧
珍由一眾前會長陪同下為新一屆會長林卓鋒戴上
會長鏈，象徵新會長正式就任。

會長林卓鋒致辭時，闡述今年本會「獅承袖．領
同行」的會務主題及核心價值。培育未來領袖是
本會今年的核心目標，卓越領袖帶領獅子山團隊
從理念走到實踐，一起去裁培更多會員成為未來
青年領袖，致力為社會帶來更多積極正面的改
變。

今年就職典禮儀式別出心裁，舞台前放置一個時
間寶箱，寶箱內載滿來賓為本會及董事局特意寫
上祝福字句的圓球，每一個祝福均推動我們齊心
協力，為本會創造佳績。典禮籌委特意訂製一盞
印有「獅承袖．領同行」的大型霓虹燈，在主禮
嘉賓填滿最後一層時間寶箱後進行隆重的亮燈儀
式，將全場氣氛推向高峰。本會感謝各界來賓撥
冗光臨，見證董事局正式就任的光輝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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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誠邀黎𧘲琛先生在月會中分享了抖音、小紅書等精彩的內
容和直播視頻的新常態，使我們對直播視頻有更豐富的認

知。Dr Peter Chiu 透過生動風趣的方法，分享了他豐富的營銷方
法，和 cold call 銷售的技巧，刷新了大家對銷售技巧的認知和理
解，並可以活用於我們工作中。

絕地求“商”營銷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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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屆領袖導師計劃

不知不覺，本會的旗艦工作計劃領袖導師計劃已經踏
入第九屆了。 

這項計劃創造一個平台給學員與社會翹楚導師交流，學
習領袖才能。透過導師傳承寶貴的人生經驗及知識，學
員可以提升領導決策及思考分析能力，擴闊不同領域的
視野及人際網絡，突破自我作多元化發展，成為正面積
極的青年。 

本屆領袖導師計劃邀請 16 位精英導師，人數為歷年最多，當中包括 ( 排名不分先後 ) ：

1.	 陳君洋先生  Arnold Chan 
 2019 年十大傑出青年；    

良師香港創辦人及行政總監

2.	 鄭綺文女士  Elaine Cheng 

 香港中小企業工商聯合會會長；   
高分控股集團創辦人

3.	 蔣東強先生  TK Chiang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總裁

4.	 趙傑文先生  Calvin Chiu 

 傑出青年協會上屆主席；    
香港防止虐待長者協會創辦人

5.	 何國偉博士  Kelvin Ho 

 仙跡岩創辦人及執行董事；
 香港恒生大學市場學系客席講師

6.	 江麗萍女士  Apple Kong 

 陽光洗衣集團總監

7.	 林浩宏先生  Franco Lam 
 史偉莎集團創辦人及主席

8.	 梁賀琪博士  June Leung 
 精英匯集團主席；遵理學校創辦人

9.	 李鑑峰先生  Simon Li 

 香港記憶學院創辦人及總監

10.	 伍桂麟先生  Pasu Ng 
 2019 年十大傑出青年；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生物醫學學院解剖室 
經理

11.	 鄧智傑教授  Jacky Tang 
 2017 年十大傑出青年；    

投資銀行董事總經理；

領導才能發展董事梁慧珊 ( 左 )、
會長林卓鋒 ( 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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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唐銘輝博士  Anson Tong 
 國際極光協會 ( 總部 ) 主席

13.	 黃偉雄先生  Addy Wong 

 中原地產代理有限公司亞太區主席兼行政總裁

14.	 邱桂雄先生  Joe Yau 

 Openrice 行政總裁

15.	 余嫿女士  Mary Yu 

 傑出青年協會前主席；時裝及旗袍設計師

16.	 袁志光先生  Peter Yuen 
 第一太平戴維斯董事總經理

領袖導師計劃是獅子山青年商會獨有的計劃，不少新加入的會員慕名而來，透過與導師們近距離的
交流，能夠獲益良多，開闊視野，從中為學員的生活帶來價值和成長。

計劃成功吸引 46 位會員及準會員參加，為歷年最多，當中更有 12 位準會員因此申請加入本會，成
功啟發更多青年人加入青商的大家庭，栽培自己成為明日領袖。

導師於開幕典禮與一眾來賓及學員分享寶貴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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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總會會長及
本會 1998 年會長曾鳳珠參議員專訪

香港菁英會的首位女主席曾鳳珠參議員，為鄒曾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的創始人之一，在 1998
年成為本會分會會長時獲得優秀分會會長獎項，並帶領本會獲得最傑出分會的榮譽；2005 年

擔任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會長時，更帶領團隊榮獲世界最傑出總會獎項。曾鳳珠參議員於今年再
次連任香港菁英會主席。

1. 回憶起你當初為何加入獅子山青年商會？

自大學畢業，我加入到羅兵咸會計事務所，
當時的上司是獅子山青年商會活躍會員，跟
隨她去了聚會後發現他們年紀和自己相近，
引起了興趣，慢慢便自然加入了。

2.  青商對你事業或人生有何幫助？

透過青商開會流程，我學到行政管理，及嚴
謹的開會流程。培訓模式及分會架構都很有
系統，使我在工作中也把青商有系統模式運
用到工作中。

3. 在青商旅程這麼多年，有沒有一件令你特別
深刻的事？

我加入青商一年後便獲邀擔任周年會慶的司
儀，但當時因準備不足而讀錯了不少嘉賓的
名字，不少流程步驟也出錯了，因此曾為此
事失眠。但到第二年，我竟仍獲邀再做司儀，
我決定加倍努力做足所有準備功夫，務求做
到最好。

4.  好多人都覺得會計好悶，你又有何看法？

我同意會計會給人沉悶的感覺，這類專業如
律師、醫生等要投放大量時間，要考取專業
資格及加上經驗的累積要四至五年。最開始
的時間要儲經驗，對於年青人來說不太吸引。
現今年青人不想受框架的限制，他們更傾向
快速的自我增值。

然而，會計知識可以應用到任何行業、任何
機構、甚至對管理個人及家庭財富都是可以
廣泛應用。會計法例、會計標準、披露守則
及相關條例都需時間浸淫，但會計行業不是
關於一份份冰冷的會計報告，而是需要與人
建立良好的溝通，懂得與客戶分析賬目及該
公司的管理問題，為客戶提供最合適的解決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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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現在的年青人都覺得香港欠缺上流力，你對
香港上流力如何看？

香港不是欠缺上流的機會，反而是部分年青
人欠缺向上流的決心和動力。機會是應自己
去爭取的。凡事找方法，當有目標，就應努
力去找方法做到。

6.  現時女性地位日趨提升，你認為現代社會女
性需具備什麼條件？

溫柔是女性領袖必備的條件。有時候在工作
或會務上，女性如懂得放下身段，給人訊息
需要協助，反而更容易深得人心，給人感覺
更好更舒服。處事時亦應多顧及對方的感受，
在對方遇上困難的時候給予信任與肯定，更
進一步鞏固彼此的合作關係。

7.  你於大學修讀心理學，為什麼反而投身會計
專業工作？心理學對你人生或事業上可有幫
助？ 

我原本想做心理醫生，多於想做會計師。因
為機緣巧係，我於兩年內考完所有會計專業
試，便一直從事會計行業到現在。

然而，我有時間就會上有關心理學的課程，
因我對研究行為心理學很有興趣，研究心理
學也使我的會計工作及青商生涯事半功倍。
心理學中有個叫登門檻效應 ( 得寸進尺效
應 )，當需提出一些較難接受的要求時，先從
小著手，讓對方先答應你一個微不足道的「小
請求」，之後再提出比較重要、較難以令人
一口答應的要求，對方會有比較高的機率同
意。將此概念應用到青商活動，若想找會員
幫忙，但知道他很大機會一口拒絕前，可先
邀請他由小事幫忙著手，或如有些會員不投
入，我會先和對方吃頓飯，了解對方的立場
才著手應對。

8.  請用簡單的一句說話來鼓勵我們獅子山青年
商會的會長。

不要令自己後悔，盡力做到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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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眼前人

新型肺炎疫情全港以至全球爆發，你可有想過，有些愛若不及
時說出來，到後來只會換來一生的遺憾？本會社會發展組推

出名為【珍惜眼前人】的工作計劃，邀得上屆傑青得主「無言老師」
遺體捐贈計劃發起人伍桂麟先生等人拍攝宣傳短片，鼓勵大家透
過筆墨，於特製名信片寫上感人肺腑的心聲，並將心意轉寄予摯
親，該系列宣傳短片的觀看人次已經超過十萬人，在社會引起廣
大迴響。

本會透過不同合作夥伴的協助，成功收集及寄出千張名信片。此
外，為了向全城傳遞人間有愛、愛無界限、愛要及時這個重要訊
息，本會動員 15 位會友一天之內為全港 88 個港鐵站及天星小輪
派發張貼於站內的宣傳海報，盼望向社會發放正面積極的能量，
讓和諧及友愛感染全世界。

在籌委會主席梁廣明及團隊的努力下，此計劃在第五十五屆總會
周年大會榮獲「最傑出新工作計劃 (Best New Project)」，更獲得
全場最高榮譽的「最傑出工作計劃 (Best Of The Best)」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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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事務

本會特設立獅子山體育會，希望透過各式各樣的運動項目凝聚會友，讓活力充沛的大家一起揮灑
汗水，塑造強健的體魄，一同享受獅子山的美好。

上屆會長黃碧珍及 2018 年會長王銳豪宴請 2018-2020 三連屆董事局成員享用大閘蟹晚宴，以慰
勞一眾為本會積極付出的會員。大家一邊享用大閘蟹大餐，蟹肉優質多膏金香肉甜，膏黃飽滿，
秋天品蟹是最佳選擇。是次聚會將會友們更加凝聚了在一起，一邊分享生活點滴，氣氛十分熱鬧。

會友們一起品嚐火鍋，大家打
邊爐時姿態盡露，雖然怕胖但
美食當前，還是先大快朵頤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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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月會

雖然今年遇到新冠疫情肆虐，很多原先規劃好的活動均無法如期進行，但憑著一班籌委的悉心安
排，本會仍成功舉辦多次實體或網上視像形式的月會，反應熱烈，希望透過不同的月會，啟發

大家時刻保持樂觀積極的心態，為會友帶來一絲絲的希望及暖意。

2 月月會
停工不停學，疫情期間我們更要充實自己，準備將來！本會國際
事務組呈獻二月月會暨國際菁英領袖主題培訓，邀請潘沁怡參
議員 (Senator Teresa Poon)(2021 年國際青年商會執行副會長及
2017 年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會長 ) 擔任培訓嘉賓，讓會友能
認識在國際層面上的領袖和在本地當一個領袖的分別，以及如何
以國際視野思考和解決問題，並應用在工作及日常生活中。

6 月月會
本次月會以桌遊為主題，透過
豐富經驗的專業團隊帶領，讓
大家透過遊戲方式學習決策
和執行力，在月會中大家反應
十分積極和投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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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月會
我們與太平山和沙田青年商
會舉辦了聯合月會和 BBQ 派
對，在疫情下，大家都倍感珍
惜相聚和聯誼的時光。

10 月月會
是次月會在觀塘派對房中進
行，大家都迎合主題，作出各
種有趣打扮，當晚除了有準會
員宣誓外，亦有美食和遊戲比
賽，所有會友及來賓都盡興而
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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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第四十九屆週年大會

本會第四十九屆會員週年大會於 2020 年 9 月 13 日假 The 
Wave 旺角圓滿舉行，吸引接近一百位本會會員、總會代表

及分會代表參與，由董事局報告今年各項工作計劃的成績及收穫，
並同時見證來年董事局成員的誕生。

會長林卓鋒於會上頒發感謝禮物予總會指派執行委員李貝詩參議
員，肯定她過去一年對本會的重大貢獻。出席是次會員週年大會
的來賓均可獲贈以本會史上第一隻吉祥物巫獅為設計概念之撲克
牌一副，此紀念品為首次發行，極具收藏價值。

2020 年副會長陳潔玲順利當選為本會 2021 年會長，其帶領的
2021 年度董事局以「五十薈賢 承袖超然」為主題，致力發掘會友
的潛能，為他們提供豐盛的發展機會，讓會友飛得更高更遠、成
就更超然的自己。祝願候任會長陳潔玲帶領獅子山青年商會邁向
五十周年，再創高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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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五屆總會週年大會

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第五十五屆週年大會經已圓滿結束，今年本會獲得多項殊榮，包括：

●	「最傑出會員發展計劃 (Best JCI Members Development Program)」( 第九屆領袖導師計劃 - 明
日領袖 ‧ 承袖未來 )

●	「最傑出新工作計劃 (Best New Project)」( 珍惜眼前人 )

●	「最傑出工作計劃 (Best Of The Best)」( 珍惜眼前人 )

總會副會長及本會 2018 年會長王銳豪參議員榮獲參議員資格，而會長林卓鋒成功當選為 2021 年總
會副會長。感謝所有出席總會週年大會的會友，一同見證及分享這個難忘時刻。感謝所有前會長及
全體獅子山會員一直以來的貢獻，讓獅子山的精神得以傳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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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喜訊



南華智能自動化有限公司專訪
新冠肺炎疫情塑造新常態生活方式，各行業的運作模式亦隨之改變。我們很榮幸邀得南華智能自

動化有限公司總經理杜嘉駿先生 (Winson) 為大家分享生意經，探討家族企業的生存之道。

Q.1	您同意「創業難，守業更難」嗎？

絕對同意。在現今的社會，任何人都可以用一部
手機創業，創業的門檻比以前低。然而，因應市
場出現更多競爭者，守業的困難比以前更大。家
族企業的下一代必須考慮目標是守住現有的業
務，還是守住公司本身。作為家族生意的第三代，
我積極考慮如何將公司的業務轉型，及開拓其他
新業務，這是家族企業現時面對的最大挑戰。

Q.2	您是如何發掘新的業務或新的市場定位？

我們公司本身專注較為傳統的工業自動化技術，
主要講求系統的穩定性，而不是研究高科技的產
品。然而，因應科技發展日新月異，部分一直沿
用近二十年的技術將慢慢被取代。工業自動化本
身全部是用拉線來連接我們的控制系統，因為拉
線相對穩定，但隨着無線及 5G 的技術愈來愈成
熟，工業自動化的系統已開始轉變，以進一步提
升效率。

我們時刻留意行業的全球趨勢及改變，再按照客
戶的實際需要讓他們接觸並試用新技術。有不少
客戶的工業系統已有二三十年歷史，面對黑客入
侵的風險愈來愈大，因此我們近年致力提高客戶
就防範黑客入侵工業網絡的意識，希望能在香港
成為行業的先驅。

Q.3	在疫情及外圍因素的影響下，公司有甚麼短
期及長期目標？

我們這個行業行頭狹窄，相對較難請人，新請的
員工需要培訓至少一兩年才可迎合公司的需要，
因此短期目標是保留現有的員工；長遠希望參與
定期維修保養等工作，或與軟件開發商加強合
作，為客戶訂製工業專用而須定期訂閱的軟件，
使公司每月均可賺取更穩定的現金流。

過往公司主要代理一個美國的品牌，但因應市場
變化及中美貿易戰等因素，單靠一個品牌對公司
的供應鏈將構成風險，因此我們正積極物色其他
品牌商討合作，從而減少風險。

Q.4	香港青年人應如何提升自己的競爭力？

現今的世界不再是在某方面有專長就可以生存，
因此，青年人應擴闊自己的視野。我以前是一名
核數師，當時以為只要懂得不同的會計準則就已
經足夠。然而，現時社會愈來愈重視科研創新，
新加坡等地的學校已將 Coding 及 Programming

等納入為必修課程，青年人須以全人發展為目
標，否則將很快被社會淘汰。此外，面對愈有挑
戰性的工作，青年人更應不辭勞苦去嘗試，才能
在 工 作 過 程 中
有所得著，磨練
自 己 的 溝 通 技
巧，培養自己的
內涵。

通 向 成 功 的 道
路， 絕 不 會 是
一 帆 風 順 的。
Winson 寄 語 大
家：「駿馬是跑
出來的，強兵是
打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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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會員申請表 (申請人必須18-40歲)

歡迎你成為準會員，加入我們的大家庭。
請將 1) 填妥之申請表格　2) 身份證影印本　3) 港幣伍佰元 (劃線支票抬頭「獅子山青年商會有限公司」並註明：入會費用) 
寄回：香港上環干諾道西21至24號海景商業大廈21樓。獅子山青年商會 - 會員事務部收。

有關收集及使用閣下個人資料的聲明 
獅子山青年商會的會員事務組將會把會員的個人資料作保密處理。我們或會將部分資料送到（香港或香港以外）受委派的
人士或職員作行政用途。我們亦可能進行核對程序（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香港法例第486章）所界定），並於獅子
山青年商會的非商業用途上使用申請人相關的資料及信息。 
另外，為確保您與獅子山青年商會有良好的聯繫，我們將會使用存於數據庫中閣下的個人資料，傳送任何相關活動、聚會
、訓練課程、募捐、捐款活動和其他活動的信息給您。這些活動包括獅子山青年商會、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及國際青年
商會所籌辦和/或支持的活動。
除非所作用途或為法例容許又或屬法例規定，否則我們不會用足以辨識你身份的方式，向他人披露你的資料。
獅子山青年商會只會保存您的個人資料以達到上述收集個人資料之目的。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香港法例第486章）閣下有權查閲及更改我們保存有關您的個人資料。如要求查閲或更改個人
資。請電郵至info@jcilionrock.org.hk. 
我在此聲明我已經閲讀及接受上述條款。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在此聲明我同意獅子山青年商會可傳送我在這份表格上填寫的個人資料給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作上述直接宣傳和行政
用途，包括姓名、出生日期、香港身分證號碼、地址及電話。他們可以郵遞、電子郵件、電話或其他方式傳送上述活動的
資訊給本人。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 _________(年) ____ (月)____(日)  

國籍: 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証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提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 M / F 

婚姻狀況: 已婚 / 末婚 住址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 (英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行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地址(英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育程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專業資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興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介紹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團體經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