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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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女青年商會簡介 

城市女青年商會是由城市青年商會贊助及支持成立的。有別於其他分會的誕生，本會成立之

時，從創會會長至創會會員，全屬非青年商會之會員，實屬「由零開始」。二零零七年四月，

在城市青年商會永遠名譽會長余振宇參議員帶領，與及眾城市兄弟支持及協助下，進入城市

女青年商會籌組階段，成為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臨時分會。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在

城市女青年商會的努力、總會及其他分會的支持下，順利於總會周年大會中被接納及通過，

正式成為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屬下第十九個分會。 

 

城市女青年商會為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屬下第十九個分會，是一個以中文為法定語言的全

女會。成立於二零零七年，秉承青商的宗旨，圍繞青商四大發展機會，推出不同類型的工作

計劃，讓會員從參與籌組工作計劃的過程中學習，向多方面發展，同時亦積極參與各分會、

總會，以至社會活動，增廣個人，以至分會的接觸層面，用行動實踐「服務社會，訓練自己」

的青商精神。城市女青年商會歡迎每一位充滿熱誠與幹勁的女士參與，同心努力，發掘所長，

讓城市女青年商會茁壯成長的同時，更走出社會，回饋社會。  

William Brownfield 

威廉布朗菲德 

 

Website: http://jcicitylady.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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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大會致辭 

 

「喜承初心」為二零二零年本會主題，目的是為會員向著所想所做的事而奮鬥。這八

個月來，我們舉辦不同的活動，無懼疫情的阻礙，一個又一個的按定下來的計劃為會

員提供不同的培訓機會，讓各位過著充實、無悔的一年。 

 

營造「喜」悅和諧氣氛，團結姊妹力量 

本年度我們攜手為社會帶來改變，結集會員及各方力量，透過本會的旗艦工作計劃，

帶動會員切切實實以行動方式回應社會上的不同需要。今年社會發展組別的旗艦工

作計劃【小手愛地球 - 童 FUN 同享】透過活動三部曲，教育小朋友環保意識，同時

培育愛惜及分享資源的觀念。透過玩具短片拍攝比賽及玩具回收捐贈到柬埔寨兒童，

讓兒童學習分享，體會「施比受更為有福」的正面價值觀，教育兒童「珍惜」，「欣賞」

及「關愛」的概念。同時，本會透過 【全港時尚專業女性選舉】表揚傑出女性在社

會上的貢獻，今年選舉以「瑰麗無雙-成就獨一無二的美麗的人生」為主題，鼓勵女

性突破自己的難關，迎難而上， 開創自己獨一無二的路。 

嚴禧華 

城市女青年商會 

2020 年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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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傳累積所得的經驗予新會友，延續青商精神 

我們著重會員的發展，更著重會員間的交流及傳承。【城．袖】是我們領導才能發展

範疇一系列的工作計劃，今年我們提供多達八個工作坊，旨在涵蓋不同會友的需要，

當中有【120 分鐘董事局訓練】、【主席訓練班】、【多元培訓工作坊】、【四會聯辦青商

認可課程】、【青商禮儀知識及會議程序法工作坊】、【如何運用珠寶提升個人形象及

創業分享工作坊】等等，對於本會在這個範疇的發展漸催成熟，我們藉著不同大小的

工作計劃和工作坊，帶起整個會內學習的氣氛，提昇會員的領導能力。當中我看到會

員踴躍參與本會舉辦的領導才能工作坊，同時亦在總會、甚至是 JCI.CC 的課堂中參

與深度的領袖培訓課程，了解不同國家及民族的文化，及令會員更能了解自己的力

量和潛能。 

 

毋忘入會「初心」，發展潛能 

會員的初心為本年設計不同範疇活動時的指標及方向。為了解各位姊妹入會的初心，

我們在一月進行了全面的問卷調查，超過八成的會友回覆。亦就著會員有興趣的範

疇及意見，設計出一系列的月會主題、聚會及培訓等。為更能了解新會友的想法，增

設了兩場【與會長聚餐】，讓本人能與會齡較淺的會友交流，加深互相的認識。城市

女青年商會十三年來，致力為會員提供不同發展機會，培訓會員成為明日領袖。本人

能擔任二零二零年會長，與會友團結地向著目標奮鬥，實在難能可貴。而看見會友在

各方面都能有所得著，發掘到屬於她們的青商寶藏，向著自己的初心發展潛能，這是

對我及董事局團隊最大的鼓勵。 

 

最後，本人謹代表二零二零年董事局，祝願各青商好友能向著自己的目標進發，並找

到成功的道路。謝謝大家! 

 

城市女青年商會會長 

嚴禧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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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大會獻辭 

 

「城市女青年商會」之創立，至今已步入第十四年，「城市女青年商會」自創會以

來，己建立良好的基礎。今年會員人數及質素，更達到挑戰性的目標；各項工作

計劃，均有出色的表現，此實為各前會長之英明領導，今年更在嚴禧華會長帶領

下，以 “喜承初心” 為主題 , 雖面對嚴峻的疫情，都能更成功完成旗艦工作活

動 “全港時尚專業女性選舉”。各董局成員及會員均全力以赴，才達到此驕人的

成績，嚴會長之領袖才能，實應嘉獎及肯定。 

 

「城市女青年商會」自在「城市青年商會」贊助及支持下，匯聚一群精力充沛、

年青有為、極具幹勁的女會員，秉承「城市」的優良傳統，「團結，和諧，齊心」，

穩步成長，更期望两會會員，均以兄妹相稱，無分彼此，全心全意為青商發展。

這確是「城市精神」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 

 

本人在此謹祝願「城市女青年商會」候任梁凯瑩會長及其董事局，帶領「城市女

青年商會」再創高峰，進入光輝之另一年。 

 

城市青年商會永遠名譽會長 

余振宇參議員                                    

余振宇參議員 

城市青年商會 

永遠名譽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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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大會獻辭 

 

今年突如其來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我相信完全沒有影響城市女青年商會各董事局

成員及會友的初心。 

 

大家最難忘的滋味，是那杯初見傾心的茶，苦澀的不適應，但恰恰襯托出了回甘的

驚喜。一杯再一杯，都是為了還原那場初遇。「喜・承・初心」無論遇上多大的挑

戰及考驗，不忘記初心前行，恰如初見，一切美好。 

 

今年，我們有著截然不同的生活、工作以及青商營運模式。樂見城市女青年商會營

造喜悅和諧氣氛，需在限聚令下，但仍團結姊妹力量，秉承優良傳統，運用創意及

資訊科技，給予會員發展，發掘潛能，在青商找到價值，培育更多領袖，推動青商

活動。 

 

鄭永翔參議員 

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

2020 年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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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興今年旗艦工作計劃「全港時尚專業女性選舉 2020」能夠克服各種困難，凝

聚各方力量，充分表現今年主題「瑰麗無雙 – 成就獨一無二的美麗人生」。今年

十位兼具時尚、專業及社會貢獻的傑出女性，一同宣揚女性賢慧、獨立及高雅的形

象。 恭喜籌委會的努力及創意令每一位委員能學習不少的應變危機管理，也特顯

大家的卓越領導才能。 同時舊會友透過傳授知識從以往主席身份轉為導師身份，

與新會友一同成長。 

 

小手愛地球《童FUN同享》短片拍攝比賽，能夠在線上線下令各小朋友可以參與，

以及令他們學習「珍惜」，「欣賞」及「關愛」，體會「施比受更為有福」的正面

價值觀，更傳播快樂。很高興的是當日網上直播有超過700個點擊率呢。 

今年在領導才能發展方面以「城．袖」為主題，通過舉辦一系列活動為會友提供不

同領導才能訓練，以增強會員不同方面的技巧，也響應總會的主題「Lead．Connect．

Achieve」。 

在此感謝城市女青年商會對總會的付出及支持，承辦今年的President Academy,雖然

有很多挑戰及考驗，但必定很完美成功完成呢。 感謝 貴會派出優秀前會長李貝詩

為總會副會長。此外，城市女青商會員也在總會以及多項工作計劃中擔當重要角色，

本人謹代表總會致以最衷心的謝意。 

 

最後本人感謝 會長嚴禧華對青商運動的付出及對總會及本人的支持和包容。新一

屆的董事局成員亦會在此會議中誕生!  祝願 會長候選人梁凱瑩及其候選團隊順

利當選，並帶領城市女青年商會在2021年再創高峰！ 

 

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 2020年會長 

鄭永翔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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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大會獻辭 

 

本年度受到疫情嚴情影響，計劃內的事情永遠趕不上變化，籌備活動時往往遇上

不同情度的限制，在這段困難日子中， 會長帶領著一班專業女性一起推動青商工

作，透過不同的工作計劃及領袖培訓課程為社會創造更多的領袖。 

 

會長以「喜承初心」為本年度的口號，發揮會友間互相影響的力量，將喜悅氣氛

帶入組織、與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作個人成長，無忘入會初心。 

 

在商業事務上「全港時尚專業女性選舉」已經踏入第十屆，選出兼具時尚、專業

及社會貢獻的傑出女性，鼓勵更多香港女性有積極正面的價值觀。 

 

社會發展旗艦工作計劃，「童Fun同享 - 小手愛地球2020」，小朋友們制作精彩玩

具捐贈短片分享及了解再生玩具的知識，延續玩具的生命力，將玩具分享給柬埔

寨小朋友， 為他們送上溫暖。 

謝啟豪 

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 

副會長及總會指派執行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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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領袖培訓的平台，培養年輕的領袖為重要目標之一，會長亦悉心安排一系列

領袖培訓工作計劃，「城·袖」系列工作坊，內容廣泛兼容實用性。 

 

本人祝願《城市女青年商會》會員周年大會完滿成功，新一屆董事局繼續緊守青

商的職責及使命，帶領各會員發揮到自己所能，2020及2021年董事局一起敢夢同

行。  

 

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 

副會長及總會指派執行委員 

 謝啟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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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董事局行政體系表 

 

 

 

 
 
 
 
 
 
 
 

2020 年工作計劃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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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論壇 

日期： 二零二零年九月五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三時三十分 

地點： 九龍油麻地城景國際酒店2樓水晶廳 

主席： 前會長李貝詩 

議程： 

(一)    主席宣佈開會 (時間： ) 

(二)    誦讀青商信條 (帶領： ) 

(三)    介紹嘉賓 

(四)     委任記錄秘書及計時員 

(五)    主席致開會辭 

(六)     會員詢問 

(七)    總結 

(八)    主席宣佈散會 

預選會 

日期： 二零二零年九月五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四時 

地點： 九龍油麻地城景國際酒店2樓水晶廳 

主席： 遴選委員會主席趙瑞萍 

議程： 

(一)  主席宣佈開會 (時間： ) 

(二)  誦讀青商信條 (帶領： ) 

(三)   介紹嘉賓 

(四)  委任法制顧問 

(五)  委任記錄秘書及計時員  

(六)   主席致開會辭 

(七)   二零二一年常務董事局候選人回答會員詢問 

(1) 秘書長候選人 

(2) 財務長候選人 

(3) 副會長候選人 

(4) 會長候選人 

(八)   總結 

(九)   主席宣佈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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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屆會員周年大會 

會議議程 

日期： 二零二零年九月五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四時三十分 

地點： 九龍油麻地城景國際酒店 2 樓水晶廳 

 

議程： 

 

(一)  主席宣佈開會 （時間： ） 

(二)  誦讀青商信條 （帶領：           ） 

(三)  介紹嘉賓 

(四)  委任法制顧問 

(五)  清點投票權 

(六)  通過是次會議議程（動議：／和議：） 

(七)  通過上次（二零一九年）會議記錄（動議：／和議：） 

(八)  新會員入會儀式 

(九)  接納及通過董事局成員報告 

 ❖ 會長嚴禧華報告 

 ❖ 上屆會長趙瑞萍報告  

清點投票權 

有效投票權總數共：  票 

 

超過  1/2 數：   票 

2/3 數：   票 

3/4 數：   票 

 

 

 ❖ 秘書長朱頴思報告 

 ❖ 財務長謝淑明報告 

 ❖ 副會長鍾凱程報告 

 ❖ 副會長司徒詠詩報告 

 ❖ 副會長梁凱瑩報告 

 ❖ 領導才能發展董事吳曉燕報告 

 ❖ 財務董事麥曉彤報告 

 ❖ 商務發展董事張立兒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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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國際事務董事徐家欣報告 

❖ 會員事務董事劉子瑭報告 

❖ 會員擴展董事李麗瑩報告 

❖ 商務發展董事姚燕君報告 

❖ 公共關係董事趙嘉儀報告 

❖ 資深青商會主席馮嘉盈報告 

❖ 姊妹會事務發展委員會主席袁慧

詩報告 

 

(十) 通過二零一九年度經審核之財務報

告 

(十一) 選舉二零二一年度常務董事局  

(十二) 委任二零二一年度義務核數師 

(十三) 委任二零二一年度義務法律顧問 

(十四) 其他事項及臨時動議 

(十五) 嘉賓致辭 

(十六) 下次開會日期、時間、地點 

(十七) 主席宣佈休會  （時間：       ） 

 

 

 

 

主席：嚴禧華 

  

 

 

 

秘書長：朱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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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屆會員周年大會 

選舉二零二一年度常務董事局成員程序 
日期： 二零二零年九月五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五時 

地點： 九龍油麻地城景國際酒店2樓水晶廳 

主席： 遴選委員會主席趙瑞萍 

議程： 

(一)  主席宣佈復會 (時間： ) 

(二)  委任記錄秘書 

(三)  委任選舉程序之法制顧問 

(四)  委任監票嘉賓 

(五)  委任計時員 

(六) 遴選委員會主席報告 

(七) 通過終止二零二一年度常務董事局成員競選提名 

(八) 公佈候選人名單 

(九) 清點投票權 (有效投票總數共__票，超過1/2：__票， 2/3：__票，3/4：__票） 

(十)  通過豁免事項 

(十一) 主席說明投票方法及競選程序 

(十二) 二零二一年度候選常務董事局成員的筆試及面試結果 

(十三) 常務董事局成員選舉  秘書長候選人（發表演辭之時限為三分鐘） 

       財務長候選人（發表演辭之時限為三分鐘） 

       副會長候選人（發表演辭之時限為三分鐘） 

       會長候選人  （發表演辭之時限為五分鐘） 

(十四) 嘉賓致辭 

(十五) 主席宣佈二零二一年度常務董事局選舉結果 

(十六) 動議事項: 通過撕毀所有選舉時使用之選票 

(十七) 遴選委員會主席致辭 

(十八) 通過休會五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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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會員周年大會 

會議記錄 

 

日期： 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四日（星期日） 

時間： 下午四時三十分 

地點： 九龍油麻地城景國際酒店2樓水晶廳 

主席： 趙瑞萍 

秘書： 黃翠玲 

 

出席：    

潘沁怡參議員 楊嘉欣 周賢秀參議員 邱翠婷 李貝詩 

梁逸翹 梁希彤 陳美玲 朱穎思 趙瑞萍 鍾凱程 嚴禧華 

謝淑明 楊小婷 王潔燕 袁慧詩 楊玉梅 吳曉燕 黃翠玲 

孫靄瑩 司徒詠詩 劉靜怡 李健彤 麥曉彤 鄭文馨  

陳本泳 周躍羚 呂敏 朱欣然 梁凱瑩 陳韻琪  

鄧伊琳 蕭學誼 趙嘉儀 李雅斯    

        

列席： 

王維旭參議員 陳曼華參議員 黃詩韻參議員 郭智嬈參議員 黎蒨璇參議員 

馮嘉盈 梁鍚大參議員 黃明偕參議員 鍾可成參議員 劉旭參議員 

KK Cheung Alex Fu 高松傑 EV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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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記錄： 

議程(一) 主席趙瑞萍宣佈開會時間為下午四時四十七分。 

議程(二) 由總會指派執行委員及總會副會長謝進熙帶領誦讀青商信條。 

議程(三) 介紹嘉賓 

    出席嘉賓： 

(1) 總會會長連冠豪參議員 

(2) 國際青年商會副會長及2017年總會會長潘沁怡參議員 

(3) 國際青年商會榮譽顧問及1979年總會會長余振宇參議員 

(4) 國際青年商會顧問、總會策略發展委員會主席及2008年總會會長鄧仕堅

參議員 

(5) 國際青年商會民間合作伙伴事務委員會(亞洲及太平洋區)委員及總會會

長候選人鄭永翔參議員 

(6) 國際青年商會基金(亞洲及太平洋區)委員譚麗時參議員 

(7) 國際青年商會亞太區參議會秘書長陳曼華參議員 

(8) 國際青年商會亞太區參議會財務長黃坤成參議員 

(9) 總會顧問團成員及2006年總會會長徐小龍參議員 

(10) 總會法制顧問楊穎琳參議員 

(11) 總會副會長（總會指派執行委員）及總會執行副會長候選人陸耀宗參

議員 

(12) 總會副會長顏婷婷參議員（總會指派執行委員） 

(13) 總會副會長謝進熙（總會指派執行委員） 

(14) 總會企業傳訊董事何坤坪 

(15) 總會國際事務董事及總會副會長候選人李貝詩 

(16) 總會可持續發展董事及香港女青年商會會長候選人方睫熒 

(17) 總會內地事務委員會主席及總會副會長候選人王銳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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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總會出版事務委員會主席邱翠婷 

(19) 總會法制顧問候選人李康詠參議員 

(20) 總會副會長候選人李昌祺 

(21) 總會董事候選人王師堯 

(22) 總會副會長候選人黃銳華 

(23) 城市青年商會會長李仲明 

(24) 維多利亞青年商會會長候選人陳盈盈 

(25) 半島青年商會會長候選人陳雋昆 

(26) 海港青年商會會長候選人盧苡嘉 

(27) 太平山青年商會會長候選人陳震威 

(28) 紫荊青年商會會長候選人甄倩儀 

(29) 北區青年商會會長候選人謝燿全 

(30) 浩洋青年商會會長候選人蔡詠梅 

(31) 沙田青年商會會長候選人黃珮欣 

(32) 城市青年商會會長候選人譚瑋琳 

(33) 荃灣青年商會會長候選人溫雅雯 

(34) 義務公關林查理參議員 

(35) 審計專員駱佩傑參議員 

(36) 本會2013年會長楊嘉欣 

(37) 本會2014年會長黃詩韻 

(38) 本會2015年會長郭智嬈參議員 

(39) 本會2016年會長周賢秀參議員 

(40) 本會2017年會長邱翠婷 

(41) 會務顧問王維旭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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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審計專員駱佩傑參議員 

(43) 資深會主席黎蒨璇參議員 

(44) 籌款事務顧問莫德明參議員 

(45) 秘書處顧問劉旭參議員 

(46) 財務處顧問許華達參議員 

(47) 出版事務顧問黃明偕參議員 

 

 

議程(四) 委任法制顧問 

1) 主席趙瑞萍委任王維旭參議員為法制顧問。 

 

議程(五) 清點投票權 

1) 秘書長黃翠玲宣佈截至 2019 年 8 月 24 日，本會有投票權會員人數共 60 人，

有效投票總數共 41 票，過半票數：21 票，2/3 票數：28 票，3/4 票數：31 票。 

2) 有效投票總數經法制顧問核實。 

3) 主席趙瑞萍宣佈出席會員法定人數符合憲章規定。 

 

議程(六) 通過是次會議議程 

1) 副會長楊小婷動議通過是次會議議程，副會長楊玉梅和議，上屆會長李貝詩動議

一項會議議程修改，將（議程十）通過 2018 年度經審核之財務報告之後加一項

議程清點投票權，財務長梁逸翹和議，沒有修改，沒有討論，沒有反對，一致通

過。 

 

議程(七)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1) 領導才能發展司徙詠詩動議通過上次會議記錄，副會長楊小婷和議，沒有修改，

沒有討論，沒有反對，一致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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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八) 新會員入會儀式 

主席趙瑞萍宣佈 2 位新會員入會，包括趙嘉儀及李雅斯，並進行入會儀式。 

 

議程(九) 通過及接納董事局成員報告 

1) 會長趙瑞萍報告 

刊登於周年大會報告書內第 38 至 47 頁，會長趙瑞萍動議城市女青年商會第十

三屆周年大會接納及通過報告書，財務長梁逸翹和議，沒有修改，沒有討論，

沒有反對，一致通過。 

2) 上屆會長李貝詩報告 

刊登於周年大會報告書內第 48 至 50 頁，上屆會長李貝詩動議城市女青年商會

第十三屆周年大會接納及通過報告書，張少玲和議，沒有修改，沒有討論，沒

有反對，一致通過。 

3) 秘書長黃翠玲報告 

刊登於周年大會報告書內第 51 至 54 頁，秘書長黃翠玲動議城市女青年商會第

十三屆周年大會接納及通過報告書，李健彤和議，沒有修改，沒有討論，沒有

反對，一致通過。 

4) 財務長梁逸翹報告 

刊登於周年大會報告書內第 55 至 58 頁，財務長梁逸翹動議城市女青年商會第

十三屆周年大會接納及通過報告書，副會長楊玉梅和議，沒有修改，沒有討論，

沒有反對，一致通過。 

5) 副會長楊小婷報告 

刊登於周年大會報告書內第 59 至 61 頁，副會長楊小婷動議城市女青年商會第

十三屆周年大會接納及通過報告書，李健彤和議，沒有修改，沒有討論，沒有

反對，一致通過。 

6) 副會長楊玉梅報告 

刊登於周年大會報告書內第 62 至 63 頁，副會長楊玉梅動議城市女青年商會第

十三屆周年大會接納及通過報告書，上屆會長李貝詩和議，沒有修改，沒有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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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沒有反對，一致通過。 

7) 副會長孫靄瑩報告 

刊登於周年大會報告書內第 64 至 68 頁，副會長孫靄瑩動議城市女青年商會第

十三屆周年大會接納及通過報告書，朱欣然和議，沒有修改，沒有討論，沒有

反對，一致通過。 

8) 會員擴展董事朱欣然報告 

刊登於周年大會報告書內第 69 至 70 頁，會員擴展董事朱欣然動議城市女青年

商會第十三屆周年大會接納及通過報告書，李健彤和議，沒有修改，沒有討論，

沒有反對，一致通過。 

9) 出版事務董事李健彤報告 

刊登於周年大會報告書內第 71 至 72 頁，出版事務董事李健彤動議城市女青年

商會第十三屆周年大會接納及通過報告書，司徒詠詩和議，沒有修改，沒有討

論，沒有反對，一致通過。 

10) 商務發展董事周躍羚報告 

刊登於周年大會報告書內第 73 至 75 頁，商務發展董事周躍羚動議城市女青年

商會第十三屆周年大會接納及通過報告書，財務長梁逸翹和議，沒有修改，沒

有討論，沒有反對，一致通過。 

11) 領導發展才能董事司徒詠詩報告 

刊登於周年大會報告書內第 76至 78 頁，領導發展才能董事司徒詠詩動議城市

女青年商會第十三屆周年大會接納及通過報告書，陳本泳和議，沒有修改，沒

有討論，沒有反對，一致通過。 

12) 財務董事劉雅雯報告 

刊登於周年大會報告書內第 79 至 82 頁，財務董事劉雅雯動議城市女青年商

會第十三屆周年大會接納及通過報告書，李健彤和議，沒有修改，沒有討論，

沒有反對，一致通過。 

13) 國際事務董事陳本泳報告 

刊登於周年大會報告書內第 83 至 84 頁，國際事務董事陳本泳動議城市女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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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商會第十三屆周年大會接納及通過報告書，副會長楊玉梅和議，沒有修改，

沒有討論，沒有反對，一致通過。 

14) 主席趙瑞萍動議休會五分鐘，秘書長黃翠玲和議，沒有修改，沒有討論，沒有反

對，一致通過。 

 

議程(十) 通過二零一八年度經審核之財務報告 

 



 
   
    

頁 24 
  



 
   
    

頁 25 
  



 
   
    

頁 26 
  



 
   
    

頁 27 
  



 
   
    

頁 28 
 



 
   
    

頁 29 
  



 
   
    

頁 30 
 



 
   
    

頁 31 
  



 
   
    

頁 32 
  



 
   
    

頁 33 
  



 
   
    

頁 34 
 

會長趙瑞萍動議城市女青年商會第十三屆周年大會接納及通過二零一八年度經

審核之財務報告，上屆會長李貝詩和議，沒有修改，沒有討論，沒有反對，一致

通過。 

 

議程(十一) 修改憲章 

現場總有效投票總數為 29 票,  3/4 票數為 22 票 

會長趙瑞萍動議城市女青年商會第十三屆周年大會接納及通過修改憲章，上屆會長

李貝詩和議，沒有修改，沒有討論，沒有反對，一致通過。 

 

議程(十二) 選舉二零二零年度常務董事 

1)   遴選委員會主席李貝詩宣布於下午 4 時 45 分復會。 

2)  遴選委員會主席李貝詩委任 陳韻琪 為記錄秘書。 

3) 遴選委員會主席李貝詩委任 本會2010年會長 陳曼華參議員王 為選舉程序之

法制顧問。 

4)  遴選委員會主席李貝詩委任 元朗青年商會上屆會長譚燕媚 及 經緯青年商會

上屆會長丁金寶 為監票員。 

5)  遴選委員會主席李貝詩委任 吳曉燕 為計時員。 

6)  遴選委員會主席李貝詩報告： 

本人十分榮幸被委任為城市女青年商會二零二零年度常務董事局遴選委員會

主席，負責執行常務董事局成員的選舉工作。 

本人希望藉此機會多謝城市青年商會前會長王維旭參議員、城市女青年商會

前會長周清心參議員、周賢秀參議員及邱翠婷擔任遴選委員會成員，感謝他

們各位盡心盡力，不辭勞苦協助是次遴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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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本會最新修訂之憲章第三十六條，於二零二零年度常務董事局成員選舉，

可競選職位為： 

(甲) 會長       一席 

(乙) 副會長  不多於五席 

(丙) 秘書長  一席 

(丁) 財務長  一席 

⚫ 候選人之資格必須符合本會會章所規定之基本條件。 

⚫ 候選人於 2019 年 7 月 26 日（星期五）下午六時前向遴選委員會主席遞交競選

表格及繳交會費 

⚫ 候選人必須出席本年度由本會舉辦之職員訓練班 及 由遴選委員會安排之遴

選試： 

⚫ 候選人亦必須參加由遴選委員會安排之「預選會」並接受會員詢問 

⚫ 候選人必須出席 2019 年 8 月 24 日（星期六）本年度周年大會(即今天) 並發表

競選演辭。會長候選人發表演辭之時限為五分鐘，其他每名常務董事局候選人

發表演辭之時限則為三分鐘。 

7) 遴選委員會主席李貝詩評述選舉綱要及細則，並動議通過終止二零二零年度

常務董事局成員提名，楊小婷 和議，一致通過。 

8)  公佈候選人名單： 

截至二零一九年七月二十六日(星期五)下午六時，遴選委員會一共收到六份提

名表格及申請人繳交會費之收據，並由遴選委員會審核候選人之資格後，於

二零一九年七月二十七日(星期六)公佈候選人名單，其名單如下： 

⚫ 會  長候選人一名 : 嚴禧華 

⚫ 秘書長候選人一名 : 朱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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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長候選人一名 : 謝淑明 

⚫ 副會長候選人三名 : 鍾凱程、司徒詠詩、梁凱瑩 

⚫ 各候選人已根據本會最新修訂之憲章第四十三及六十三條，分別出席二零一九

年八月二日(星期五) 由遴選委員會安排之遴選試及二零一九年八月十七日(星

期六)本會舉辦之職員訓練班。 

9) 清點投票權 

 經記錄秘書 陳韻琪 清點投票權後，投票權如下： 

i) 有效投票總數 ︰41 

ii) 過半數票數 ︰21 

iii) 2/3 票數 ︰28 

iv) 3/4 票數 ︰31 

有效投票總數經法制顧問陳曼華參議員核實，遴選委員會主席李貝詩宣佈出

席會員法定人數符合憲章規定。 

10) 通過豁免事項 

是次選舉並沒有豁免事項。 

11) 主席說明投票方法及競選程序 

主席李貝詩說明投票方法及競選程序。 

12) 二零二零年度候選常務董事局成員的筆試及面試結果如下： 

本遴選委員會於 2019 年 8 月 2 日(星期五)，就各候選人進行遴選試，內容包括

筆試及面試，從而了解候選人就會務運作、所屬範疇知識、價值觀、個性分

析、談吐及表達能力作出評估。以下綜合各候選人的成績，以作參考： 

筆試成績 

競選職

位 

候選人 青商常

識 

青商禮

儀 

職權責

任 

團隊管

理 

會議程

序 

憲章常

識 

秘書長 朱穎思 
優 良 常 良 常 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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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長 謝淑明 優 良 良 良 良 優 

副會長 鍾凱程 優 常 常 常 常 良 

副會長 司徒詠

詩 
優 良 常 良 常 優 

副會長 梁凱瑩 良 良 良 良 優 良 

會長 嚴禧華 優 優 良 優 良 優 

註: ＜60 劣     60-69 可      70-84 常     85-90 良     ＞90 優 

面試成績 ： 

秘書長候選人朱穎思 ： 面試成績 ： 良 

財務長候選人謝淑明 ： 面試成績 ： 良 

副會長候選人鍾凱程 ： 面試成績 ： 良 

副會長候選人司徒詠詩： 面試成績 ： 良 

副會長候選人梁凱瑩 ： 面試成績 ： 優 

會  長候選人嚴禧華 ： 面試成績 ： 優 

13) 常務董事局成員選舉 

秘書長候選人朱穎思、財務長候選人謝淑明、副會長候選人鍾凱程、司徒詠詩、梁

凱瑩各發表演辭三分鐘。會長候選人嚴禧華發表演辭五分鐘。 

14) 嘉賓致辭 

國際青年商會民間合作伙伴事務委員會(亞洲及太平洋區)委員及總會會長候選人鄭

永翔參議員︰ 

感謝城市女青年商會眾會員一直對總會的支持。總會明年的口號為「Lead, Connect. 

Achieve」，期望可以帶領各青商會員，連繫一起，一同達成目標，為自己及社會帶來

正面影響力。今年城市女青年商會於工作計劃《全港時尚專業女性選舉》及《絕膠吧》

都表現非常出色，最後預祝會長候選人嚴禧華及其內閣成員全票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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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青年商會副會長、2017 年總會會長及本會 2011 年會長潘沁怡參議員： 

感謝母會城市女青年商會對本人的栽培，提供不同的發展機會予各會員，使各會

員學習更多新知識。本人今年因擔任國際青年商會副會長一職，有機會去到不同

的國家交流，了解不同地方的青商文化，期待各位會員亦把握機會，擔任具挑戰

性的職務，擴闊自己視野。今年在會長趙瑞萍的帶領下，城市女青年商會推出了

很好的工作計劃，期望在總會周年大會有滿意的成績。最後，預祝各候選人順利

當選。 

總會顧問團成員及 2006 年總會會長徐小龍參議員： 

本人一直十分支持城市女青年商會，並見証大家在這十幾年間的成長，各工作計

劃亦日漸成熟，轉眼間又到新一屆常務董事局成員選舉，本人預祝城市女青年商

會今年取得輝煌成績外，亦預祝各候選人全票當選。 

15) 二零二零年度常務董事局選舉結果如下： 

候選人 贊成 反對 棄權 廢票 結果 

朱穎思 23 17 1 0 成功當選 

謝淑明 37 3 1 0 成功當選 

鍾凱程 28 10 1 2 成功當選 

司徒詠詩 39 2 0 0 成功當選 

梁凱瑩 38 1 1 1 成功當選 

嚴禧華 31 7 0 3 成功當選 

16) 遴選委員會主席李貝詩動議撕毀所有選舉時使用之選票，楊玉梅和議，一致通

過。 

17) 遴選委員會主席李貝詩致辭 

恭喜候任會長嚴禧華及其內閣成功當選城市女青年商會二零二零年常務董事

局，希望在候任會長嚴禧華領導下，凝聚新舊會員、上下一心、團結一致，為

本會帶來更輝煌的成績，實現2020年主題「喜承初心」。感謝遴選委員會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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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程序之法制顧問 陳曼華參議員、兩位同學元朗青年商會上屆會長譚燕媚 

及 經緯青年商會上屆會長丁金寶為監票員、記錄秘書 陳韻琪及 計時員吳曉

燕 的幫助，使這次選舉順利進行。 

18) 遴選委員會主席李貝詩動議休會 5 分鐘, 黃翠玲和議，一致通過。 

 

議程(十三) 委任二零二零年度義務核數師 

2020 年城市女青年商會候任會長嚴禧華動議城市女青年商會第十三屆周年大會接

納及通過委任錢君林參議員為本會 2020 年度義務核數師，出版事務董事李健彤和

議，沒有修改，沒有討論，沒有反對，一致通過。 

 

議程(十四) 委任二零二零年度義務法律顧問 

2020 年城市女青年商會候任會長嚴禧華動議城市女青年商會第十三屆周年大會接

納及通過委任鄭程律師為本會 2020 年度義務法律顧問，會員擴展董事朱欣然和議，

沒有修改，沒有討論，沒有反對，一致通過。 

 

議程(十五) 其他事項及臨時動議 

1) 秘書長黃翠玲動議城市女青年商會第十三屆周年大會接納及通過感謝秘書處顧

問劉旭參議員及社會發展顧問葉能參議員對本會的支持，國際事務董事陳本泳和

議，沒有修改，沒有討論，沒有反對，一致通過。 

2) 財務長梁逸翹動議城市女青年商會第十三屆周年大會接納及通過感謝財務處顧

問許華達參議員、籌款事務顧問莫德明參議員、國際事務顧問何珮珊參議員對本

會的支持，會員擴展董事朱欣然和議，沒有修改，沒有討論，沒有反對，一致通

過。 

3) 副會長楊小婷動議城市女青年商會第十三屆周年大會接納及通過感謝會員事務

顧問洪振興參議員及出版事務顧問黃明偕參議員對本會的支持，出版事務董事李

健彤和議，沒有修改，沒有討論，沒有反對，一致通過。 

4) 副會長楊玉梅動議城市女青年商會第十三屆周年大會接納及通過感謝商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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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郭智嬈參議員對本會的支持，副會長楊小婷和議，沒有修改，沒有討論，沒

有反對，一致通過。 

5) 副會長孫靄瑩動議城市女青年商會第十三屆周年大會接納及通過感謝領導才能

發展顧問陳思燦參議員對本會的支持、資訊科技顧問黎蒨璇參議員及義務公關林

查理參議員，出版事務董事李健彤和議，沒有修改，沒有討論，沒有反對，一致

通過。 

6) 會長趙瑞萍動議城市女青年商會第十三屆周年大會接納及通過感謝會長顧問陳

曼華參議員及周清心參議員對本會的支持，上屆會長李貝詩和議，沒有修改，沒

有討論，沒有反對，一致通過。 

7) 會長趙瑞萍動議城市女青年商會第十三屆周年大會接納及通過感謝會務顧問王

維旭參議員、黃詩韻參議員及周賢秀參議員對本會的支持，財務長梁逸翹和議，

沒有修改，沒有討論，沒有反對，一致通過。 

8) 會長趙瑞萍動議城市女青年商會第十三屆周年大會接納及通過感謝審計專員駱

佩傑參議員對本會的支持，上屆會長李貝詩和議，沒有修改，沒有討論，沒有反

對，一致通過。 

9) 會長趙瑞萍動議城市女青年商會第十三屆周年大會接納及通過感謝總會副會長

及總會指派封行委員謝進熙對本會的支持，秘書長黃翠玲和議，沒有修改，沒有

討論，沒有反對，一致通過。 

10) 會長趙瑞萍動議城市女青年商會第十三屆周年大會接納及通過感謝總會會長連

冠豪參議員對本會的支持，副會長楊小婷和議，沒有修改，沒有討論，沒有反對，

一致通過。 

11) 會長趙瑞萍動議城市女青年商會第十三屆周年大會接納及通過感謝資深會主席

黎倩璇參議員對本會的支持，副會長楊玉梅和議，沒有修改，沒有討論，沒有反

對，一致通過。 

12) 會長趙瑞萍動議城市女青年商會第十三屆周年大會接納及通過感謝義務法律顧

問鄭程律師對本會的支持，副會長孫藹瑩和議，沒有修改，沒有討論，沒有反對，

一致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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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會長趙瑞萍動議城市女青年商會第十三屆周年大會接納及通過感謝審義務核數

師錢君林參議員對本會的支持，出版事務董事李健彤和議，沒有修改，沒有討論，

沒有反對，一致通過。 

14) 會長趙瑞萍動議城市女青年商會第十三屆周年大會接納及通過感謝前總會會長

徐小龍參議員、鄧仕堅參議員、梁國柱參議員及潘沁怡參議員對本會的支持，財

務長梁逸翹和議，沒有修改，沒有討論，沒有反對，一致通過。 

15) 會長趙瑞萍動議城市女青年商會第十三屆周年大會接納及通過感謝國際青年商

會榮譽顧問余振宇參議員對本會的支持，秘書長黃翠玲和議，沒有修改，沒有討

論，沒有反對，一致通過。 

16) 會長趙瑞萍動議城市女青年商會第十三屆周年大會接納及通過感謝丈夫張敬健

及兒子張本澤對本會的支持，出版事務李健彤和議，沒有修改，沒有討論，沒有

反對，一致通過。 

 

議程(十六) 嘉賓致辭 

1) 總會指派執行委員謝進熙致辭 

今年好榮幸擔任城市女青年商會的NAEO，本會給予我專業，重視姊妹情的印

象，而且相當有義氣，每當一個範疇有困難，其他範疇的會員便會立即協助及

補位。另外，有感會長身兼多重身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回想自己當年擔任會

長時也是為人父親，所以她可樹立一個好榜樣予日後的會員知道，蹤使已為人

母，也可繼續為本會貢獻。亦要嘉許會長今年表現出色。 

本會今年亦創下會員新高，全有賴各董事局成員落力推薦及照顧新會員，值得

其他分會學習，會員事務並非只屬所屬範疇負責，應該由整個會所有成員一同

努力。至於３個旗鑑工作計劃都辦得有聲有色，值得表揚。 

 

2) 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商會會長連冠豪參議員致辭 

會長曾問了我的一個問題，是否有子女的女性都相對感性易喊，來到周年大會

都感受到會長喊是因為有經歷過，花了整整一整年與各董事局成員的付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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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青年商會，為了社會，好感謝會長對他的包容，會提點他。今年都有參與所

有城市女青年商會的活動，非常創新，而青年商會的初心是培養青年領袖，正

正做到了，希望下年能繼續承接到。再次感謝城市女青年商會今年的支持。 

 

3) 城市青年商會永遠榮譽顧問余振宇參議員致辭 

每年都會出席城市女青年商會周年大會，但今年喊的場面最多，會長的感受都

真切，只因為投入，而周年大會最希望達到的是檢討一年來的不足而有所改善，

恭喜會長今年是做得很成功的，當初考慮如何去支持會長時，大膽假設了到底

是媽媽的會長還是會長的媽媽，事實証明當初的選擇是正確的，例如將section 

88成功通過，將形象改變得更貼合NGO，也成為記錄中會員最多的一年，亦平

穩成為來年的IPP及家中成功的家庭主婦，會長今年的表現做得相當出色，再次

恭喜會長。在我的信念，希望做到和諧、團結、齊心，是一制兩國，兩個商會

都要做到這個左右銘。來年會面對很多困難或不定因素，站在NGO角色，必要

時將自己的要求降低，減少出錯，盡自己力量克服挑戰，去將青年商會發揚光

大，祝來年有更輝煌的一年。 

 

議程(十七) 下次開會日期、時間及地點 

秘書長黃翠玲動議休會至明年周年大會，領袖才能發展董事司徙詠詩和議，沒有修

改，沒有討論，沒有反對，一致通過。 

 

議程(十八) 主席宣佈休會 

主席趙瑞萍宣佈散會時間為晚上七時五十五分。 

 

 

 

 

主席：趙瑞萍  秘書長：黃翠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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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顧問團 

會務顧問團 

會長嚴禧華 

義務公關 
義務法律顧問 

審計專員 義務核數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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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今年以「喜・承・初心」為全年主題，旨在營造「喜」悅和諧氣氛，團結姊妹

力量；「承」傳累積所得的經驗予新會友，延續青商精神；毋忘入會「初心」，

發展潛能，在青商找到屬於自己的寶藏。。  

2. 組織體系  

2.1 執行董事局  

會長     ： 嚴禧華  

上屆會長 ： 趙瑞萍   

秘書長   ： 朱穎思   

財務長   ： 謝淑明  

副會長   ： 鍾凱程、司徒詠詩、梁凱瑩 

 2.2 委任董事  

領導才能發展董事  ： 吳曉燕 

財務董事          ： 麥曉彤 

商務發展董事      ： 張立兒 

會長嚴禧華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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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務董事      ： 徐家欣 

會員事務董事      ： 劉子瑭 

會員擴展董事      ： 李麗瑩 

商務發展董事      ： 姚燕君 

公共關係董事      ： 趙嘉儀  

2.3 委任幹事  

秘書幹事         ： 高穎芝  

出版事務幹事      ： 鄧伊琳  

財務幹事          ： 李雅斯 

2.4 顧問團  

會長顧問         ： 陳曼華參議員 

會長顧問         ： 周清心參議員 

會務顧問         ： 王維旭參議員  

會務顧問         ： 黃詩韻參議員 

會務顧問         ： 周賢秀參議員 

審計專員         ： 駱佩傑參議員 

商務發展顧問     ： 馮嘉盈  

會員事務顧問     ： 葉能參議員  

出版事務顧問     ： 黃明偕參議員  

社會發展顧問     ： 余振華參議員  

籌款事務顧問     ： 莫德明參議員  

國際事務顧問     ： 黎蒨璇參議員  

財務處顧問       ： 許華達參議員  

公共關係顧問   ： 姚維晉參議員 

記錄及獎勵顧問   ： 劉鴻昌參議員 

秘書處顧問       ： 郭智嬈參議員  

領導才能發展顧問 ： 劉旭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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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顧問     ： 何珮珊參議員  

義務公關         ： 林查理參議員 

 2.5 資深青商會  

主席             ： 馮嘉盈  

 2.6 姊妹會事務發展委員會主席 

主席             ： 袁慧詩  

2.7 總會指派執行委員  

總會指派執行委員 ： 總會副會長謝啟豪 

  

3. 會議  

3.1 執行董事局會議  

由二零二零年一月至八月共舉行八次會議。議事範疇包括：監察會務發展

方向是否按全年工作計劃進行、確保行政處理妥當、檢討人力及資源分

配、跟進及維持良好財政狀況。  

 3.2 董事局會議  

由二零二零年一月至八月已舉行八次會議。由於受疫情影響，主要會議地

點於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會址及網上視像會議，舉行日期分別於：1 月 6

日、2 月 3 日、3 月 9 日、4 月 6 日、5 月 4 日、6 月 8 日、7 月 6 日及 8 月

3 日。議事範疇包括： 各組別匯報工作計劃的進度、討論及議決重要事

項、維持會務發展方向正確。 

3.3 月會  

由於受疫情影響，除一月在油麻地城景國際酒店舉行，其餘月份以網上直

播形式舉行。由二零二零年一月至七月已經舉行七次月會。月會部份以會

議形式舉行，由會長在月會內向會員綜合匯報會務最新資訊，然後會員互

動及嘉賓分享環節，每次有不同主題，包括：  

1 月 15 日  一月份月會暨 2020 年度董事局就職典禮  

2 月 20 日  二月份月會 –柬式。柬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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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9 日  三月份月會 –如何把握「疫」市從危轉機？ 

4 月 14 日  四月份月會 –初創、初心 

5 月 21 日  五月份月會暨籌款晚宴 –春石五月香滿"城" 

6 月 18 日  六月份月會暨 2020 年度半年度頒獎典禮．毋忘初心·正念出發 

7 月 16 日  七月份月會 –一期一會 絆山聚城 

3.4 周年大會  

第十四屆會員周年大會定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五日 (星期六) 在油麻地城景國際二樓

及網上直播舉行。  

  

4. 財務  

4.1 統籌、制定及監督會內財政狀況，提供資料令各組別的支出能配合財政預算；  

4.2 完成二零一九年度經審核之財政收支報告；  

4.3 會務經費主要收入來自會費及籌款活動；  

4.4 二零二零年度會費為：普通會員港幣 1,320 元正、資深會員港幣 660 元正、準會

員港幣 500 元為期六個月；  

4.5 本年度之籌款活動為本會籌得會務經費港幣十五萬元正；  

4.6 本會支持 JCI Foundation 捐出美金 1,000 元正。  

  

5. 工作計劃及活動  

5.1   秘書處  

5.1.1 已於一月份完成向公司註冊處更新本會董事資料；  

5.1.2 統籌及安排每月常務董事局會議、董事局會議、月會及周年大會，並處理及定

時上載每月董事局會議及月會文件至雲端伺服器方便各董事局成員查閱；  

5.1.3 每月月會以不同會務範疇為題舉行及由所屬範疇之常務董事成員負責籌辦；  

5.1.4 每月提交董事局會議記錄予總會；  

5.1.5 籌辦於一月十五日舉行之一月份月會暨二零二零年度董事局交職典禮；  

5.1.6 籌辦於九月五日舉行之城市女青年商會第十四屆會員周年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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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 安排制作董事局成員名牌；  

5.1.8 安排印製董事局成員及顧問咭片；  

5.1.9  為會員提供印製卡片服務。 

 

5.2    財務處  

5.2.1  已完成公司註冊處 ND2A 之更改；  

5.2.2  已收五十六位會員及十位資深會員會費；  

5.2.3  整合中期支出報表，檢討半年財務支出；  

5.2.4  嚴格執行財務收支申領程序，並加快辦妥各項手續；  

5.2.5  除因受疫情影響的活動外，本年度各項工作計劃大部份均達到收支平衡。  

  

5.3    籌款事務  

5.3.1 於五月二十一日舉辦「春石五月香滿"城"」五月份月會暨籌款晚宴，當晚為本

會籌得港幣十五萬元正，超出預期籌款額，使本會有足夠經費營運今年訂下的

計劃；  

5.3.2 為協助籌款晚宴作品拍賣，已分別舉辦多場籌款工作坊，參與人數約有四十人；  

5.3.3 本會於柬埔寨亞太大會上捐款美金$1,000 予 JCI Foundation；  

  

5.4    國際事務  

5.4.1 二月份月會《柬式。柬單》於二月二十日完成。當晚邀請到 2020 年國際青年商

會基金及資金發展委員會委員(亞洲及太平洋區)楊穎琳參議員為分享嘉賓，分享

多年來參加亞太大會經驗及總會國際事務資訊，當晚更即場抽出由本會贊助亞

太大會註冊費用優惠之幸運兒五位；  

5.4.2 本會共有六位會員出席一月三日之世界會長接待晚宴，讓本會會員有幸與世界

會長及副會長進行交流；   

5.4.3 本會原有共十位會員參加柬埔寨亞太大會，惜由於疫情關係轉為線上直播參與； 

5.4.4 於七月十六日舉行七月份月會《一期一會 絆山聚城》。活動邀請到旅遊人 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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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為分享嘉賓，分享有關我們姊妹會所在地的山形縣的所見所聞，當晚共 2609

瀏覽人次。 

 

5.5    商務發展  

5.5.1 商務發展旗艦工作計劃「全港時尚專業女性選舉」以「瑰麗無雙，成就獨一無

二的美麗人生」為題，以玫瑰花瓣比喻每位女性獨一無二的美麗，鼓勵更多香

港女性活出自我，衝破沿路的荊棘，開創屬於自己的路； 

5.5.2 「全港時尚專業女性選舉 2020」今年為第十屆，以獨立、公平、公正的評審委

員會，每年選出不多於十位兼具時尚、專業及社會貢獻的傑出女性。得獎者們

獲社會一致認可 其傑出成就外，亦透過此活動平台，以自身的能力協助他人，

建立更多貢獻及服務社會 的渠道，讓更多社會有需要的人受惠；  

5.5.3「全港時尚專業女性選舉」開幕禮於三月八日順利舉行，一同鼓勵女性追求夢想，

為本年度選舉提名期展開序幕，提名期為三月八日至五月二十四日。當日更邀

請到藝人陸詩韻女士作為活動大使及分享個人追求創業夢及理想經歷，如何克

服困難，為自己理想闖出一片天。當日特設「時尚展覽廳」，收集歷得獎者的至

理名言；  

5.5.4 於六月二十七日進行面試及評審日，感謝首席評審李宗德博士 GBS, OStJ, JP、

評審龍子明先生 BBS,MH,JP、鄭文雅女士、鍾惠玲博士及趙傑文先生，以及獨立

會計師優誌執業會計有限公司合作，選出新一屆得獎者； 

5.5.5 因受疫情影響，「全港時尚專業女性選舉」頒獎禮於八月十六日晚上於網上直播

隆重舉行。活動大使陸詩韻女士更在現場分享身為現代女性在社會多元的角色，

勉勵大家為夢想努力。當晚瀏覽人次超過五百人見証十位得獎者誕生，她們都

來自不同專業界別的時尚女性，各有自己的抱負和理想，希望以自身的能力，

服務社會，為更多人帶來正面改變，得獎者名單如下 (排名不分先後)：  

1. 陳寶玲女士 醫生  

2. 陳雪麗女士 統計師  

3. 鄭敏樂女士 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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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林夏薇女士 藝人及企業家  

5. 李漢芝女士 醫生 Specialist in Pathology 

6. 李立娟女士 公司主席及聯合創辦人 

7. 李慧慈女士 董事 

8. 廖秀英女士 公司創辦人及主席 

9. 徐兆兒女士 公司董事總經理 

10. 楊嘉美女士 雕塑家及社區藝術策展人； 

5.5.6 「全港時尚專業女性選舉 2019」歷屆得獎者交流活動日預計於十月中舉行，視

乎政府政策及環境因素，屆時將邀請歷屆得獎者、歷屆評審及主席出席，希望

透過彼此認識及分享，能創建更多有利社會的項目，亦令現有的項目資源及構

想得以整合，使大眾對公益事務有更大的回響。 

5.5.7 於四月十四日舉行四月份月會《初創、初心》。活動邀請到 M patisserie 創辦人

文慧詩女士為分享嘉賓，分享如何踏出舒適圈追夢及其奮鬥故事，當晚共 1902

瀏覽人次。 

 

5.6    社會發展  

5.6.1 社會發展旗艦工作計劃「小手愛地球」之「同 FUN 同享」； 

5.6.2 「小手愛地球」是城市女青年商會社會發展組別的旗艦活動，由二零零九

年開始至今已踏入第十二個年頭。 

5.6.3 「同 FUN 同享」舉辦了多場活動讓公眾參與，希望透過小朋友和家長，宣

揚「保護地球，珍惜玩具及分享資源」的訊息，並通過一連串的活動，達

至以下目標: 

1) 增加社會對玩具棄置造成社會浪費的關注； 

2) 舉辦玩具再生工作坊，教育小朋友廢物重造玩具的概念； 

3)教導「分享資源」的概念； 

5.6.4 同 FUN 同享在今年先後舉辦: 

• <第一部曲: 玩具短片拍攝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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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玩具短片拍攝比賽讓香港兒童了解資源可貴，珍惜玩具， 減少浪費。 

• <第二部曲: 玩具再生工作坊> 

透過製作再生玩具，教育如何實踐環保、珍惜資源的概念。 

• <第三部曲: 玩具捐贈日> 

聯同贊助所得的文具及玩具，寄到柬埔寨的受惠機構及當地的孤兒，長期病患小朋

友及其他缺乏資源的家庭。教育兒童「施比受更為有福」的觀念，延續玩具的生命。 

 

5.7    出版事務  

5.7.1 直到今年八月，出版事務組別已出版了三期《幗萃》：一月號（第 34 期）、四月

號（第 35 期）及八月號（第 36 期）；  

5.7.2 本年，《幗萃》以「喜・承・初心」為主題，封面邀請了本地插畫師製作，並設

計緊扣本會事務及總會本年的的主題： 第 34 期：以「喜」、「Lead」為主題，第

35 期：以「承」、「Connect」為主題， 第 36 期：以「初心」、「Achieve」為主題； 

5.7.3 本年，出版事務組在(i) 內容及形式創新; (ii) 與其他範疇緊密合作; (iii) 增加派

發點; (iv) 鼓勵更多會員參與出版幗萃四方面為目標； 

5.7.4 三期《幗萃》的部分文章翻譯成英文，令海外會友能了解本會活動及運作； 

5.7.5《幗萃》已有超過 50 個派發點，包括共用空間、團體機構、友好合作單位，以

供公眾人士免費取閱，並於不同活動中派發給本會會員、其他青商會友、全港

時尚專業女性選舉得獎者、到訪活動之傳媒。 

 

5.8   資訊科技  

5.8.1 於一月一日更新本會在總會網頁的資料；  

5.8.2 不定期更新網頁；  

5.8.3 新增網頁 Google Analytics 外掛程式及 Facebook Tracking 外掛程式，以追蹤社交

平台到網站的轉化率；  

5.8.4 定期更新《幗萃》文章及修改主題；  

5.8.5 統一城市女青年商會一切電郵的格式，增加城市女青年商會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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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6 為各個範疇及工作計劃的活動製作電郵宣傳及代為廣發；  

5.8.7 為各範疇建立不同的電郵地址及群組，以便加強顧問及會員間的溝通；  

5.8.8 重整會員電郵列表；  

5.8.9 透過網上不同平台（包括總會）宣傳本會活動；  

5.8.10 協助製作工作計劃宣傳短片。  

5.8.11 重新設計及整理網頁頁面，加強城市女青年商會對外的形象； 

5.8.12 增設會長信箱、會員優惠、會員感言，拉近與會內外的距離、及會員與董事局

之間的聯繫，並提供會員專享優惠； 

  

5.9    會員事務  

5.9.1 截至八月五日，本月的會員人數為普通會員五十七人；資深會員十人；準會員

十一人；  

5.9.2 截至八年五日，本會共舉行了一次青商簡介會。簡介會於四月二十八日舉行，

分享嘉賓為本會前會長潘沁怡參議員； 

5.9.3 「人人有工開」是本年度會員事務的目標，務求每一位的會員都能在青商出任

不同的崗位和參與不同活動，並為她們制定青商生涯規劃。留員方面，透過各

類型小組活動，吸引不同年資的會員出席，互相認識、交流，促增進姊妹情誼，

同時發展多元興趣。已舉行之會員活動包括「櫻花曲奇工作坊」、「鑽石鑑賞工

作坊」、「線上狼人殺」；  

5.9.4 今年新增「會員優惠」，為會員提供不同商戶折扣優惠，為會員尋求更多會員福

利，而相關優惠會刊登於網頁內，會員可藉此宣傳自己生意，讓更多會員認識。 

5.9.5 今年派發了「初心問卷」，以了解會員入會初心及興趣，收集到九成會員回覆，

以助我們構思活動之用。 

5.9.6 今年新增「與會長聚餐」，活動至今共舉行了兩場聚餐，以了解準會員及新會員

興趣，並讓她們更了解本會架構。 

 

5.10   領導才能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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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1 領導才能發展今年以「城．袖」為主題，以一系列活動為會友提供不同領導才

能訓練，以增強會員各方面的個人技巧，在發揮個人潛能的同時亦集中培訓不

足之處；  

5.10.2 今年「城．袖」工作坊包括: 

⚫ 「城・袖」之一百二十分鐘董事局訓練 

在每月董事局會議中利用十分鐘的時間進行針對董事局成員的培訓，至今已舉

行了 8 場訓練，培訓內容包括: 財務報表處理、公關技巧、危機處理、新會員

接待技巧、有效之檢討技巧等等。 

⚫ 「城・袖」之主席培訓班 

⚫ 「城・袖」之多元培訓工作坊 

活動於六月十四日舉行，並邀請到全港時尚專業女性選舉得獎者及晉峰青年商

會前會長梁嘉恩作為主講導師，分享待人接物及籌劃活動的技巧，迅速提升會

員的項目管理技巧。  

⚫ 「城・袖」之青商禮儀知識及會議程序法工作坊 

活動於八月二十五日舉行工作坊邀請到國際青年商會副會長潘沁怡參議員，教

授會員一般青商禮儀知識及會議程序法之基本法則及留意事項，令會員在主持

會議期間更能得心應手。 

5.10.3 本會於六月二十八日聯同維多利亞青年商會、港島青年商會、北區青年商會舉

辦 JCI Admin X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課程，活動滿額報名，共有三十多位不

同分會會友參加； 

5.10.4 本會聯同獅子山青年商會舉辦 2020 President Academy 會長學堂，因受疫情影

響，令日期形式有所改動。透過籌備領導發展活動能為會員自我增值及增強與

其他青商會友的交流；  

5.10.5 本會共有兩位會員參加Hello JC、兩位會員參加 JCI NEXT、一位會員參與Trainer 

Mentorship Program 及一位會員參與會長學堂 President Academy；  

5.10.6 領導才能發展組別鼓勵會員參加總會舉辦的公開演講比賽工作坊、分會及海

外分會舉辦的青商認可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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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公共關係  

5.11.1 於二月一日農曆新年時與城市青年商會舉辦了「新春大團拜」，參加的城市女

青商約二十人； 

5.11.2 對總會方面，本會的目標是聯繫本會與總會及分會的關係。本會積極鼓勵會友

參與各項總會活動。本會積極鼓勵會友參與總會周年大會，報名已達十九名；  

5.11.3 本會共有六名會員及準會員報名參與五月四至二十四日 JC Sports Begin @ 

Home Challenge；  

5.11.4 於三月十九日舉行三月份月會《如何把握「疫」市從危轉機？》活動邀請到藍

悅公關創辦人李欣蓓女士為分享嘉賓，分享如何把握疫市機會，當晚共 671 瀏

覽人次。 

5.11.5 本會現正籌備十三周年會慶，晚宴於十二月十四日假油麻地城景國際舉行。  

 

5.12   紀錄及獎勵  

5.12.1 協助各工作計劃提交工作檔案冊；  

5.12.2 協助跟進總會效率指數； 

5.12.3 參與總會於二月二十八日及七月七日舉行的兩次競投冊工作坊；  

5.12.4 舉辦於八月二日的競投冊工作坊，邀請到會長顧問王維旭參議員為講者，讓各

競投冊小組能更了解撰寫競投冊的技巧與內容； 

5.12.5 統籌總會周年大會競投冊討論會議及準備事宜；  

5.12.6 於六月十八日舉行的六月份月會暨半年頒獎禮《毋忘初心·正念出發》，獎項名

單如下︰最投入準會員       ：梁詠心 

最投入準會員 (優異) ：周淑華  

最投入新會員       ：湯淑君 

最投入會員         ：李健彤  

我最喜愛司儀       ：麥曉彤 

最傑出幹事         ：姚燕君 

最傑出幹事 (優異)   ：劉子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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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受歡迎月會       ：五月份月會暨籌款晚會《春石 5 月香滿"城"》 

5.12.6 將籌備全年總結，於會慶頒發獎項及感謝狀予計劃主席及顧問。 

 

6.  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及其他分會之參與 

⚫ 國際青年商會亞太區參議會秘書長陳曼華參議員 

⚫ 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 Global Affairs 顧問潘沁怡參議員 

⚫ 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副會長李貝詩 

⚫ 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領導發展委員會副主席楊嘉欣 

⚫ 總會國際事務幹事楊玉梅 

⚫ 總會出版事務幹事王家琪 

⚫ 總會十大傑出青年選舉小組籌委會成員高穎芝 

⚫ 總會十大傑出青年選舉小組籌委會成員李建彤 

⚫ 總會七十周年籌委會副主席趙瑞萍 

⚫ 總會七十周年籌委會成員朱欣然 

⚫ 柬埔寨亞太大會 Hong Kong Night 籌委會主席黃翠玲 

 

7.  總結及鳴謝 

十分榮幸能擔任城市女青年商會第十三屆會長。今年的情況，令每一個活動、每一個

決策都充滿著挑戰。既是一會之首，每個決策考慮到整個會的聲譽、每位會員的感

受、會外人對本會的意見。感恩有一班非常優秀的董事局成員，大家由組班開始承諾

要了解會員的初心、要齊上齊落、要保持會內團結歡樂的氣氛，同會員一同成長。感

謝大家一起同行，一同向會員兌現每一個承諾。從上任以來，便堅負著我同各位姊妹

的承諾。承諾成為你們的燈塔。只要你們有想嘗試的事情，我和團隊都盡力為你們找

到方向。如我在會長的話中提到，我的團隊就如沙漠中的仙人掌森林、如永恒不滅的

火炬、如色彩斑斕的拉鍊，她們的美麗、團結、堅持，都因今年所渡過的每個挑戰完

美呈現出來。感謝你們有顆熾熱的心，感謝你們勇敢地為著自己的初心而奮鬥。你們

的活踴就是我任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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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特別多謝一直在旁指導的會長顧問陳曼華參議員、周清心參議員；會務顧問王

維旭參議員、黃詩韻參議員、周賢秀參議員傾囊相授，讓我順利帶領城市姊妹走得更

高更遠。另外，感謝義務法律顧問鄭程律師、義務核數師錢君林參議員、審計專員駱

佩傑參議員、義務公關林查理參議員的提點及指導。 

感謝範疇顧問秘書處顧問郭智嬈參議員、財務處顧問許華達參議員、籌款事務顧問

莫德明參議員、出版事務顧問黃明偕參議員、領導才能發展顧問劉旭參議員、國際事

務顧問黎蒨璇參議員、會員事務顧問葉能參議員、公共關係顧問姚維晉參議員、商務

發展顧問馮嘉盈、社會發展顧問余振華參議員、紀錄及獎勵顧問劉鴻昌參議員、資訊

科技顧問何珮珊參議員提供各方面的協助，讓會員可以更有效透過青商這個平台學

習及成長。顧問團的架構及安排，由上而下、由左至右包圍著城市女青年商會的行政

核心及各範疇，有系統之餘亦盡顯細心關懷，充分感受到城市「和諧、團結、齊心」

的精神。 

同時非常感謝各董事局成員的努力付出，與本人一起走過「喜・承・初心」的一年。

包括上屆長趙瑞萍、秘書長朱穎思、財務長謝淑明、副會長鍾凱程、司徒詠詩、梁凱

瑩；董事麥曉彤、吳曉燕、徐家欣、劉子瑭、李麗瑩、趙嘉儀、陳立兒、姚燕君、幹

事高穎芝、李雅斯、鄧伊琳，感恩有各位姊妹同行。另外，亦萬分感謝總會會長鄭永

翔參議員的領導、總會指派執行委員謝啟豪亦師亦友在旁給予意見，以及各熜會董

事局成員的協助。最後，更要感謝國際青年商會榮譽顧問余振宇參議員及國際青年

商會顧問團主席鄧仕堅參議員對我的信任與支持，給予我這難忘的一年。 

會長生活既充實又富挑戰性，尤其在今年的疫情下，我深深感受到一個團隊必須要

同步同行，才可走得順。這一年我學會了解團隊、同行者的初心，提供機會讓她們好

好發揮自己潛能，在青商找到價值。見到她們的成長，是我會長生涯中最大的滿足

感。「一個人走得快，一班人可以走得更遠」感恩在這段日子裡到各位對我的信任、

支持及愛護。多謝大家！ 

 

會長 

嚴禧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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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城市女青年商會以「喜・承・初心」為全年主題，在會長嚴禧華的帶領下，各

會員透過舉辦大大小小的工作計劃，實現服務社會、訓練自己的目標；今年是

特別具有挑戰的一年，但我們繼續迎難而上，承傳過往經驗，在會務上展現專

業一面；為社會盡一己之力作出貢獻。 

 

2 上年度周年大會後之工作 

2.1 會員事務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會員人數：普通會員 64 人，準會員 10 

人，資深會員 8 人。 

2.2 財務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銀行結餘如下： 

港元儲蓄帳戶：  454,653.88 港元(HKD) 

港元往來帳戶：  108,108.32 港元(HKD)  

上屆會長趙瑞萍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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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結(等值) ：  562,762.22 港元(HKD) 

 

3 工作計劃及活動 

以下工作計劃及活動已於去年底完滿舉行： 

十月份  十月份董事局會議 

             城市及城市女青年商會十月份聯合月會 

十一月份   十一月份董事局會議 

十一月份月會「共享衣櫥．簡緻美奢」 

聯合董事局職員訓練營 

十二月份     十二月聯合董事局會議 

十二周年會慶 

 

4 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第五十二屆周年大會榮獲獎項 

最佳分會 (56-90 人) (優異獎)   城市女青年商會 

最傑出可持續發展工作計劃       絕膠吧 

最佳企業及傳訊工作計劃           2019 全港時尚專業女性選舉 

最傑出出版刊物              幗萃 

 

5 城市女青年商會全年頒獎禮獎項 

• 最佳司儀 – 姚燕君 

• 最傑出小型工作計劃籌委優異獎 – 張煥琪 

• 最傑出小型工作計劃籌委 – 蕭學誼 

• 最傑出大型工作計劃籌委優異獎 – 趙嘉儀 

• 最傑出大型工作計劃籌委 – 鄧依琳 

• 最傑出小型工作計劃主席 – 李健彤 

• 最傑出小型工作計劃主席 – 張立兒 

• 最傑出小型工作計劃 優異獎 – 三月份月會暨籌款晚宴《凝夢城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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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知情深》 

• 最傑出小型工作計劃 – 二月份月會《食濟唔肥‧發達唔奇》 

• 最投入準會員 優異獎 – 李雅斯 

• 最投入準會員 – 趙嘉儀 

• 最投入新會員 優異獎 – 姚燕君 

• 最投入新會員 – 高穎芝 

• 最投入會員 優異獎 – 袁慧詩 

• 最投入會員 – 梁凱瑩 

• 最傑出幹事 優異獎 – 行政幹事 張少玲 

• 最傑出幹事 - 資訊科技幹事 呂敏 

• 最傑出董事 優異獎 – 商務發展董事 周躍羚 

• 最傑出常務董事 – 黃翠玲 

 

6 工作匯報 

6.1 本人被委任為二零二一年度常務董事局遴選委員主席，委員有會長顧問王維旭

參議員、會長顧問周清心參議員、會務顧問周賢秀參議員及前會長李貝詩。 

6.2 有關二零一九年城市女青年商會帳目已完成，並經董事局通過，並將會提交核

數財務報告至周年大會通過。 

 

7 總結及鳴謝 

「每個轉變都是更好的開始」  

自 2013 年加入城女青年商會，每一年在不同崗位都有新的嘗試及面對不同挑戰，

而在完成會長的一年任期後，今年就擔當著上屆會長的位置，學習成為輔助董事

局運作的角色，在承傳經驗予董事局成員的同時，亦鼓勵會員有發揮及展現才能

的空間。 

 

在 2020 年，是一個動盪又極具有挑戰性的一年，城市姊妹繼續手牽手、心連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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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結一致地完成一個又一個工作計劃，創造一個又一個美好回憶，雖然會員之間

的見面少了，但反而令大家更珍重見面和相聚的時間。今年多個旗艦工作計劃，

更成功引起了社會大眾對活動的關注，並加強對本會的認識。深感身為城市女青

年商會其中的一份子是我的驕傲！在此，恭賀會長嚴禧華及董事局成就了「喜・

承・初心」的一年。 

 

上屆會長  

趙瑞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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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處團隊及顧問 

出版事務團隊及顧問 

秘書長朱頴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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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本人非常榮幸同時感激會長嚴禧華的邀請擔任 2020 年度城市女青年

商會秘書長一職，負責秘書長及出版事務二個範疇。秘書處致力與各

董事局成員及會員維持緊密的合作關係，務求讓各項行政事務及會

內外資訊得以在高效高透明度下順暢進行。同時，今年更大膽提出月

會買三送一優惠，希望鼓勵更多會員喜樂投入。出版事務方面，目標

是秉承卓越的會刊傳承本會的文化，推廣幗萃給更多讀者。 

 

2. 組織體系 

秘書長   ：朱穎思 

秘書處顧問 ：郭智嬈參議員 

出版事務顧問      ：黃明偕參議員 

秘書幹事 ：高穎芝 

出版事務幹事  : 鄧伊琳 

 

秘書長朱頴思 

報告 

(秘書處及出版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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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匯報 

3.1 秘書處 

3.1.1關於本會行政 

• 統籌常務董事局會議、董事局會議、月會及周年大會。 

• 處理及定時上載每月董事局會議及月會議議程及記錄至雲端伺服器

方便各董事局成員查閱。 

• 每月按時提交董事局會議記錄給總會。 

• 整理憲章、公司註冊等需要文件及通知總會有關職員。 

• 定期更新會員名單及活動出席表。 

• 整理嘉賓介紹名單。 

• 與城景國際磋商會議場地合約。 

• 處理申請「商界展關懷」文件及相關事議。 

3.1.2 關於本會文件 

• 制定會議報告格式及各類會議文件範本及於本會新網頁內提供工

作計劃文件樣本予會員參考。 

• 整理及年中更新了城市女青年商會行政體系表及全年工作一覽表。 

• 訂制選任狀及委任狀連證書冊。 

• 寄出周年大會通知書及授權表格。 

• 製作會員周年大會報告書。 

• 協助 5 THX 的出信及聯絡機構及協助第 2,3,4,5 次的物資派發，分

配。 

• 整理及追收硬盤資料，由 2007 年至 2019 年所有過去記錄，標準化

文件夾名稱和歸檔，並製作手冊進行以備將來使用。 

3.1.3 關於會務物資 

• 製作董事局成員名牌，印製董事局成員及顧問咭片。 

• 印製月會門卷。 

• 為響應環保，將董事局會議橫額改為電子橫額。 

•  執拾整理總會會櫃及城景國際之會櫃。 

•  向一些會友派發防疫帽及防疫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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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關於工作計劃 

• 推出月會買三送一優惠 

定期發宣傳電郵、whatsapp 通知董事局及會員有關優惠詳情，更製作

宣傳相架。雖然由二且到八月月會因疫情無法舉行實體月會，因而今

年買了月會買三送一優惠的會員未能享用，但希望疫情過後大家可以

聚一聚。 

• 每月月會雖由線下轉為線上，但仍然堅持以不同會務範疇為題舉行

及由所屬範疇之常務董事成員負責籌辦。 

• 籌辦二零二零年度董事局就職典禮暨一月份月會 

就職典禮於1月15日（星期三）晚假城景國際酒店圓滿舉行，當晚共有

超過100位嘉賓出席，當中有88位出席晚宴。當中包括: 主禮嘉賓城市

青年商會永遠名譽會長 余振宇參議員、國際青年商會顧問鄧仕堅參

議員、總會會長 鄭永翔參議員、總會指派執行委員 謝啟豪、總會董

事局成員、各分會會長及一衆青商會友參加。當日嘉賓都能感受到董

事局喜承初心的團結，對澳洲山火嘅社會議題關心及為一眾董事局成

員高興。當晚嘅所有禮物包也極受歡迎，差不多所有來賓都拿走。感

謝籌委會及主席的努力。 

籌委會主席              : 會員高穎芝 

指導董事            :  本人 

司庫及註冊主委           : 會員劉子瑭 

節目及場地主委          : 會員李麗瑩 

秘書及總務主委          : 會員湯淑君 

• 籌辦城市女青年商會第十四屆會員周年大會  

會員周年大會於9月5日（星期六）下午三時半假城景國際酒店舉行。

會員周年大會中，會員可從執行董事局及委員會會報告了解本會全

年運作，讓會員確切了解本會業務及工作計劃的成果。會員可以同

時運用投票權選出2021年執行董事局成員，及向候選人了解未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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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方向，提出諮詢及意見，選出適合人選委以重任。  

是次的會員周年大會跟往年的有差別，由於疫情及政府防疫條例之

下，取消了晚宴及場內提供茶點的安排，以及合乎條例列明之人數。 

 感謝籌委會及主席的努力。 

籌委會主席              : 會員鍾思雅 

指導董事            : 本人 , 會員高穎芝 

司庫及註冊主委           : 會員陳壁芯 

節目及場地主委          : 會員林楚琼 

秘書及總務主委          : 會員張婧 

  

3.2 出版事務 

3.2.1 《幗萃》為本會的會刊: 目的是向會員及社會大眾介紹本會、香港總會、

國際青年商會活動及動態。繼承城市女青年商會傳統，《幗萃》豐富內

容、專訪人物、會員專欄等，承擔著公眾與本會的橋樑。 

3.2.1.1 本年度《幗萃》以「喜承初心」為主題，截至 2010 年 8 月份為

止，共出版了 3 期《幗萃》分別於一月、四月、八月出版。 

各期《幗萃》的主題及封面專訪人物如下： 

⚫ 1月號「喜」 

《逆境變成經驗 重現喜悅笑容》 江旻惠 - 香港重劍女將 

⚫ 4月號「承」 

《傳承醫德、不忘初心、放眼世界》鄭敏樂醫生 - 2019傑青 

⚫ 8月號「初心」 

《做人要貼地 學會欣賞自己的成績 從失敗經驗重拾自己初心》

陸詩韻 – 2020 全港時尚專業女性選舉活動大使 

3.2.2 《幗萃》順利出版，全賴二位會員作為《幗萃》三期的主編，也做了一

個完美的主編傳承，令會刊更多元化，把會員的潛能發揮出來。同時亦

感謝會員的支持，小記者協助編輯工作，董事局的全力配合，與及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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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明偕參議員的指導。 

⚫ 1月號「喜」    主編 : 會員劉靜怡 

⚫ 4月號「承」    主編 : 會員劉靜怡 

⚫ 8月號「初心」  主編 : 會員鄧伊琳 

3.2.3 今年《幗萃》的封面為兩面 : 一面是人物專訪，另一面是一幅插晝。 

有別於以往，三期《幗萃》的插晝配合了今年主題「喜承初心」，三期

封面不但各自呼應「喜」、「承」和「初心」的主題，更能拼湊成一幅大

圖畫，而且封面背後其實間接地以會的名義做了善事。插晝封面設計的

支出，插晝師伍穎儀已全數用於購買文具和顏色筆送贈內地學童。 

人物專訪封面方面, 訪問了江旻惠 - 香港重劍女將分享喜悅笑容、鄭

敏樂醫生 - 2019傑青分享傳承醫德、不忘初心、陸詩韻 – 2020 全港

時尚專業女性選舉活動大使分享從創業失敗經驗重拾自己初心創立自

己品牌[道] 。 

3.2.4 另外，人物專訪今年更作出多方面的嘗試，不但訪問了全港時尚專業女

性選舉的得獎者香港蛋糕藝術師文慧詩，更訪問了十大傑青鄭敏樂醫

生 及後成為今年的得獎者。出版事務互相支持其他範疇，得到雙贏的

局面。 

3.2.5 今年亦首次邀請了月會的分享嘉賓撰稿專欄，包括都市遊魂 Ken Liu 及

正向心理培訓導師及教練 林暖祺。亦首次邀請受訪及有關訪問的公司

提供優惠給本會會員。 

3.2.6 我們並以郵寄及於不同活動中派發給青商會友、歷屆的全港時尚專業

女性選舉的得獎者、到訪活動之傳媒及友好合作單位；同時擺放於不同

派發點，以供公眾人士免費取閱。另外，電子書版亦上載本會新網站，

不單為環保，更方便向公眾宣傳本會的最新動態。 

3.2.7 今年《幗萃》把內容分拆上上載於面書上，由一月至八月共有35篇或以

上報道。另外內容也上載於 http://jcicityladyslink.com/ladieslink/,  

而 全 本 可 以 在 更 新 的 本 會 網 站 可 以 下 載

http://jcicityladyslink.com/ladieslink/


 
   
    

頁 68 
 

http://jcicityladyslink.com/ladieslink/。 

3.2.8 今年會刊共有以下贊助：總會會長 鄭永翔參議員、總會指派執行委員 

謝啟豪、全港時尚專業女性選舉的得獎者饒珮君。 

3.2.9 於本年二月、五月及八月分別交稿予總會出版事務 Harbour Light，簡介

本會不同的工作計劃及活動。 

3.2.10 今年亦更在年中時推出了問卷調查，希望收集意見提升會刊質素，繼續

帶更多精彩內容給大家！ 

 

4. 總結及鳴謝 

在此，感謝會長嚴禧華、上屆會長趙瑞萍、會長顧問陳曼華參議員及周清心參

議員、會務顧問王維旭參議員、黃詩韻參議員及周賢秀參議員、秘書處顧問郭

智嬈參議員、出版事務顧問黃明偕參議員用心指導和鼓勵，能擔任秘書長的職

位，與姊妹們一同合作，互相扶持和學習，令我對大家進一步認識重燃初心。 

今年是我入會8年以來最艱難的一年，由年初一直到現在疫情的返覆，真是心怕

最後幗萃未能如期出版，而更多會務上的文書工作受到影響。幸而，感謝各位

的支持及鼓勵，尤其是需要感謝兩位主編劉靜怡的鼎力支持及出版事務幹事鄧

伊琳。沒有她們的主導及積極承擔的毅力，未必能夠推動我繼續堅持完成今年

的任務。另外秘書處方面需要感謝秘書幹事高穎芝，沒有你陪我一起分擔工作

分擔心情 ，二話不說幫手聯絡各種各樣我期望得到的人脈事情，未必能夠完成

秘書處沉重的工作。以及今年會員周年大會所有曾經幫過我們的會友，深深體

會出只要每人做多一點點就能夠令事情完整地完成。能夠與你們一同共事是我

的榮幸，我的喜悅，希望你們也有同樣的感覺。 

在餘下的幾個月任期，我會繼續全力做到最好。並衷心希望各位今年在青商生

涯內能夠得到喜悅、傳承今年的經驗給他人、勿忘初心。 

 

秘書長    

朱頴思 

http://jcicityladyslink.com/ladies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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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處團隊及顧問 

財務長謝淑明 

資訊科技顧問 

記錄及獎勵顧問 

籌款事務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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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感謝會長嚴禧華的邀請，擔任 2020 年城市女青年商會財務長一職。財務處

是具挑戰性的工作，對內的行政工作及對外溝通同樣重要，亦致力與各董

事局成員維持緊密的合作關係，務求制定及管理會費交收程序，提供清晰

的財務資訊，讓各組別之財政事務得以暢順進行，並透過籌款活動籌募會

務經費，以配合會務發展。另外，本人亦透過參與會務及各工作計劃，接

受到很多新的挑戰，為本人在青商留下美好的回憶。 

2.        組織體系 

財務長 ：謝淑明 

財務處顧問 ：許華達參議員 

籌款事務顧問 ：莫德明參議員 

記錄及獎勵顧問 ：劉鴻昌參議員 

   資訊科技顧問 ：何珮珊參議員 

財務長謝淑明 

報告 

(財務處、籌款事務、 

資訊科技、記錄及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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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董事 ：麥曉彤 

財務幹事 : 李雅斯 

3. 工作匯報 

3.1  財務處 

3.3.3 關於本會財務事宜 

• 已於一月制定財務處手冊，確立財務處程序需知，提供報表系統、

申請支出、收據樣本 

• 已完成公司註冊處 Form ND2A 之更改(可在政府公司註冊登記網頁

查閱) 

• 於三月尾完成銀行轉換簽名手續 

• 截至30/8/2020，銀行收支帳目： 

往來賬戶 HK$455,660.75 

結單儲蓄戶口 HK$107,921.80 

總共：HK$563,582.55 

3.3.4 會費 

• 在2019年11月已把會費付款通知書電郵予所有會員，感謝各位會友

的支持，撇除明確表明退會意向的會員，截至8月15日已經收到95.5%

會費。 

• 已經在本年一月、四月及七月按時向總會繳交三個季度的會費。 

3.3.5 電子支付系統 

• 在一月尾已開通 Payme Business 收費系統，以便利會友繳付餐費。但

由於疫情關係，暫時並未曾採用。 

3.3.6 核對各工作計劃收入及支出狀況 

• 詳細記錄銀行戶口收入及支出 

• 每月檢測各個範圍支出狀況 

• 各工作計劃及各範疇報銷，90% 於提交到財務處的一星期內處理，

所有申請一個月內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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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財務處提供附加服務替會員入票，以便利會員，即使未能見面

交付支票，也可以確保會員盡快收到報銷費用。 

 

3.2 籌款事務 

3.2.1 二零二零年五月月會暨籌款晚會<春石五月香滿“城”>已於五月二

十一日晚上順利舉行。 

3.2.2 繼承本會傳統，本年的籌款物品為擴香石。工作坊已分別於二零一

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二零二零年一月十一日及一月十八日舉行，由

於受疫情影響，最終取消了兩場工作坊，感謝各城市姊妹抽空出席。 

3.2.3 由籌備工作坊到籌款晚會歷時五個月，為籌募本年本會活動經費，

各姐妹鼎力參與制作每件擴香石，每件拍賣品充滿每位姐妹的心意

及祝福。 

3.2.4 整個活動得以順利舉行，除了感激會長嚴禧華、籌款事務顧問莫德

明參議員、前會長陳曼華參議員的指導外，亦多謝財務董事麥曉彤、

財務幹事李雅斯及董事局成員的協助，以及拍賣官財務董事麥曉彤

青商及城市青年商會鄧中維青商帶動當晚現場氣氛；此外，亦有賴

各籌委會成員的努力和付出，抱著共同信念去籌備這個令人難忘的

活動，讓本人藉此機會再次感謝她們，包括主席梁凱淇、副主席鍾

思雅、司庫及宣傳主委梁詠心及節目及場地主委陳璧芯。 

3.2.5 籌款目標為$137,139，非常感激每位參與籌款晚會及踴躍參加競投的

前會長、顧問及各位分會會長，令當晚超額完成籌款目標，最終為城

市女青年商會籌得港幣$150,000。為響應支持JC Foundation，本會捐

獻善款USD 1,000，希望能為青商活動出一份力。 

3.2.6 籌款晚會完成後，派發及跟進收款事宜。共有52位買家，財務處已全

數發出付款通知書。 

3.2.7 截至7月31日，合共收到$106,250, 尚欠$4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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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資訊科技 

3.3.1 今年資訊科技組別在多方面都有突破性的發展，感謝會長嚴禧華、

顧問及董事局成員的意見及協助，對落實改革網站、豐富Facebook

專頁內容及增加其他網上媒體上有很大幫助。 

3.3.2 更新網頁 

• 1月1日 – 零晨完成更新2020年資料，包括： 

◆ 會長的話； 

◆ 董事局相片； 

◆ 行政體系表及各董事局成員相片、入會經過及青商經歷資料； 

◆ 全年工作計劃表； 

◆ 歷屆會長及獎項； 

• 不定期更新網頁及 Facebook； 

3.3.3 增設其他網上媒體如Instagram 及LinkedIn，並定期更新。 

3.3.4 重新設計城市女青年商會主網頁頁面，給人煥然一新的感覺，亦於活動上

載及資料管理系統上進行大改革，並於6月中正式上架 ，並不定期更新。 

3.3.5 新增網頁Google Analytics外掛程式。 

3.3.6 於一月一日更新總會網頁及總會APPS上資料。 

3.3.7 定期更新總會網頁及總會APPS上活動內容及資訊。 

3.3.8 統一城市女青年商會一切電郵的格式，增加城市女青年商會的形象。 

3.3.9 為各個範疇及工作計劃的活動製作電郵宣傳及代為廣發。 

3.3.10 為各範疇建立不同的電郵地址及群組，以便加強顧問及會員間的溝通。 

3.3.11 重整會員電郵列表。 

3.3.12 製作城市女青年商會電郵設定教學並發送給新會員； 

3.3.13 協助各工作計劃進行直播。 

 

3.4 紀錄及獎勵 

3.4.1 確立會內獎項項目及評審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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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繼續推行每季之星計劃，嘉許一些積極參與青商活動的會員，考慮

範疇包括於工作計劃的表現、參與月會次數、參與其他青商活動次數，

獎項名單如下︰ 

第一季季度 會員組別 

第一名：湯淑君  

第二名：梁凱淇 

第三名：楊玉梅及李健彤 

準會員組別 

周淑華 

第二季季度 會員組別 

第一名: 張煥琪  

第二名: 鍾思雅 

準會員組別 

梁詠心 

 

3.4.2 二零二零年六月份月會暨半年頒獎禮「毋忘初心‧正念出發」，已於六月

十八日晚線上順利舉行。 

整個活動得以順利舉行，除了感激會長嚴禧華、紀錄及獎勵顧問劉鴻昌參

議員的指導外，亦多謝各籌委會成員的努力和付出，抱著共同信念去籌備

這個令人難忘的活動，讓本人藉此機會再次感謝她們，包括主席李雅斯、

秘書及場地主委勞敏婷、司庫、宣傳及節目主委林楚琼以及司儀李麗瑩。 

3.4.3 半年頒獎禮 

• 簡單而隆重的半年頒獎禮於六月份月會中舉行，獎項名單如下︰ 

最投入準會員  梁詠心及周淑華 

最投入新會員 湯淑君 

最投入會員 李健彤 

最傑出幹事 姚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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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傑出幹事 (優異) 劉子瑭 

我最喜愛司儀 麥曉彤 

最受歡迎月會 五月份月會暨籌款晚會《春石5月香滿"城"》 

 

3.4.4 籌備年終頒獎禮 

跟進總會效率指數，按時提醒各範疇提交所需資料給總會相關組別，如下： 

 提醒會長出席聯合董事會會議、提交年中評估表及總會周年大會報告 

 提醒會員事務每月更新會員人數及更新會員資料 

 提醒會員事務安排新會員參加Hello JC及JCI Next 

 提醒出版事務定時提交Harbour Lights所需資料 

 提醒資訊科技提交工作計劃相片予總會網頁及提交資料予總會社交平台 

 提醒各董事局成員出席聯合董事會會議 

 協助安排會員出席各項總會活動 

3.4.5 競投冊工作坊 

 於8月2日舉行城市女青年商會競投冊工作坊，當晚邀請到會長顧問王維旭

參議員為講者，讓各競投冊小組能更了解撰寫競投冊的技巧與內容，共有

17位會員出席。 

 總會於2月28日及7月7日舉行的兩次競投冊工作坊，分別有4位及5位會員

出席。 

3.4.6 遞交總會周年大會競投冊、亞太大會及世界大會競投冊 

3.4.7 截止 7 月 31 日，收集各活動工作計劃檔案 

1.  2020 年董事局就職典禮暨一月份月會 P 

2.  二月份月會 P 

3.  三月份月會 P 

4.  四月份月會 P 

5.  五月份月會暨籌款晚會 P 

6.  六月份月會暨半年頒獎禮 P 

7.  七月份月會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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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全港時尚專業女性選舉  未完成 

9.  小手愛地球 未完成 

所需文件 - 財務收支報告（加簽） 

- 第一次會議及檢討會會議記錄 

 

 

4 總結及鳴謝 

感謝會長嚴禧華、上屆會長趙瑞萍、會長顧問前會長陳曼華參議員、前會長周清

心參議員、會務顧問前會長黃維旭參議員、前會長黃詩韻參議員、前會長周賢秀

參議員、財務處顧問許華達參議員、籌款事務顧問莫德明參議員、資訊科技顧問

何珮珊參議員及紀錄及獎勵顧問劉鴻昌參議員的悉心指導及幫助。亦特別感謝財

務董事麥曉彤及財務幹事李雅斯的付出及努力，共同面對及完成不同的挑戰，彼

此建立深厚友誼。今年是極具挑戰性的一年，多謝一眾董事局姊妹們，在這段日

子互相扶持，度過不同起伏與挑戰，讓我成長了不少，亦留下很多快樂的回憶。

謹祝願各位會友身體健康，投入本會活動之餘亦不忘入會的「初心」。 

 

財務長                                                                                                                                                       

謝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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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務團隊及顧問 

副會長鍾凱程 

社會發展團隊及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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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再次擔任副會長一職，多謝會長嚴禧華的信任及邀請加入2020年城市女青

年商會副會長一職。國際事務、社會發展及青年事務全是我最喜愛的範疇，

今年有緣份與一班董事局成員並肩同行，在疫情持續影響下，大家不忘初心，

喜樂面對。環境如何改變，我們亦處之泰然，以九秒九速度去尋求方案。留

港一年破釜沈舟，透過不同網上工作坊，連繫了世界各地的會友，讓我豐富

了自己青商的閱歷，確實是收穫豐富的一年。 

2. 組織體系 

副會長 ：鍾凱程 

國際事務顧問 ：黎蒨璇參議員 

社會發展顧問 ︰余振華參議員 

國際事務董事 ：徐家欣 

社會發展– 2020 童 FUN 同享主席 ：張煥琪 

3. 工作匯報 

3.1 國際事務 

副會長鍾凱程 

報告 

(國際事務及社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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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二月份月會 

 國際事務範疇二月份月會《柬式。柬單》於2月20日完成，因疫情關係，

以網上形1式進行。當晚邀請到國際青年商會基金及資金發展委員會(亞

洲及太平洋區)委員楊穎琳參議員為分享嘉賓，分享多年來參加亞太大

會及其他會議的體驗。 

 當晚抽出亞太大會減免註冊費幸運兒。  

3.1.2 七月份月會 

• 國際事務範疇七月份月會《一期一會 絆山聚城》於 7 月 16 日完成，因

疫情關係，以網上形 1 式進行。 

3.2. 社會發展 

3.2.1. 今年社會發展組別的旗艦工作計劃「小手愛地球 - 童 FUN 同享」透過活動

三部曲，教育小朋友環保意識, 同時培育愛惜及分享資源的觀念。 

目標: 踏入第 11 年，今年度以玩具短片拍攝比賽及玩具回收捐贈日，讓兒

童學習分享，體會「施比受更為有福」的正面價值觀，教育兒童「珍惜」，

「欣賞」及「關愛」的概念。舊玩具不一定需要丟棄, 轉送更有需要的家庭，

既環保又可延續玩具的生命及價值。 

影響: 透過玩具再生工作坊電影拍攝比賽 讓香港兒童了解資源可貴, 珍惜

玩具, 減少浪費 

合作機構: 香港女童軍, 再生玩具店 

3.2.2. <第一部曲: 玩具短片拍攝比賽> 

本會收到超過 50 位小朋友參加比賽， 在決賽評審當日，小朋友跟評審團分享

捐贈玩具的目的及如何延續玩具的生命。 

最後 5 隊能夠進入決賽評審日，於 2020 年 6 月 13 日順利完成。我們很榮幸

邀請到香港女童軍總會(公關關係)副總監- 黃凱迪女士，再生玩具店創辦人- 

黎俊業先生及城市女青年商會- 嚴禧華會長擔任當日的評審嘉賓。 

疫情的影響，評審日以 Facebook 現場直播，5 位進入決賽的參賽小朋友進行

問答環節，進一步闡述他們兒時玩具的故事，亦承諾日後在購買玩具前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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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三思而後行。 

當日網上直播有超過 700 個點擊率. 而 Facebook 投票時間亦於 6 月 27

號晚上已經截止, 反應非常熱烈!  

3.2.3. <第二部曲: 玩具再生工作坊> 

二部曲承接及延續「愛惜」及「分享資源」的理念。與由再生玩具店合

作，8 月 22 日以網上形式為 20 名香港小女童軍成員提供製作再生玩具

工作坊。 

活動目的旨在孕育小小積極公民身份，教育如何實踐環保、珍惜資源

的概念。由小培養環保意識，從個人推廣至家庭，為香港家庭紮根正

確價值觀。 

3.2.4. <第三部曲: 玩具捐贈日> 

玩具捐贈日將會在 9 月初完成，經籌委會嚴緊篩選及消毒後，玩具直

接寄到柬埔寨的受惠機構，並分派給約 200 位當地的孤兒，長期病患

小朋友及其他缺乏資源的家庭。成功將愛心轉贈到另一角落，延續玩

具的生命。 

 

4. 總結及鳴謝 

感謝會長嚴禧華、顧問團隊的悉心指導及幫助，使本人順利完成會務。同時感謝

國際事務董事徐家欣、小手愛地球主席張煥琪的積極參與，一同創造了一個難忘

的 2020 年。要放棄談可容易，能夠堅持到最後才是可貴。正面積極的我，面對

疫情更能訓練自己遇強越強。2020 年我遇上了幾個重要的機會，加上青商豐盛的

一頁，為我刻上一個美好的印記。姊妹…喜承初心。每日記住初心，勿忘初衷，

每天都有精彩的故事發生。 

 

副會長 

鍾凱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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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司徒詠

詩 

商務發展團隊及顧問 

公共關係團隊及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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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感謝會長嚴禧華的邀請及信任，擔任2020年城市女青年商會副會長一職。

今年擔任了商務發展及公共關係的崗位，今年有幸參與指導及參與本會旗

艦工作計劃「全港時尚專業女性選舉」。與團隊們創造了很多不可能， 結

識了不同範疇的專業女性及合作伙伴，度過了充實的一年。透過參與會務、

其他分會活動、各工作計劃，更了解自己在青商的道路方向，希望可以在

這裡發揮所長，與姊妹們一同成長。 

2. 組織體系 

副會長 ：司徒詠詩 

商務發展顧問 ：馮嘉盈 

公共關係顧問   : 姚維晉參議員 

商務發展董事 ：張立兒 

商務發展董事 ：姚燕君 

公共關係董事  : 趙嘉儀 

副會長司徒詠詩 

報告 

(商務發展及公共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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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匯報 

3.1. 商務發展 

3.1.1 「全港時尚專業女性選舉」由本會主辦的旗艦工作計劃，選舉由2011年

首屆至今已是第十屆。一直以獨立、公平、公正的評審委員會，每年選

出不多於十位兼具時尚、專業及社會貢獻的傑出女性，宣揚女性賢慧、

獨立及高雅的形象。並希望能令大眾重新認識時尚女性的定義當中包括

涵養、談吐、工作上的專業及對社會貢獻等，並利用自身力量感染其他

女性，為社會帶來積極正面改變。得獎者們獲社會一致認可其傑出成就

外，亦透過此活動平台，以自身的能力協助他人，建立更多貢獻及服務

社會的渠道，在未來讓更多社會有需要的人受惠。 

3.1.2 「全港時尚專業女性選舉2020」今年此活動有幸獲得和富社會企業、香

港青年商會基、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壹集團、江美儀大律師、香港

創科發展協會、M Patisserie、Media 360 Asia Limited、Amazing Built L

imited、藍悅傳訊、全球引力移民有限公司以 及芷弟兵的支持，合共

贊助港幣7萬8千元正；並獲得不同企業及機構的贊助，包括 場 地

贊助置富都會及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禮品贊助寶衛師及99ml；直播平

台贊助 Oppa System Limited；受惠機構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獨立

會計師優誌執業會計師有限公司；設計夥伴日月研究所；公關策略伙伴

藍悅傳訊；支持機構32間。今年合共51間企業或機構曾參與及支持是次

活動。 

3.1.3   今年選舉以「瑰麗無雙- 成就獨一無二的美麗的人生」為主題。以玫瑰

花幼小的莖長滿尖利的刺，彷彿保護著即將要盛開的花蕾。想必我們人

生中也有機會遇上不同的 挫折和困難，當能夠突破自己迎難而上， 自

己手心的花卉將會盛放得更璀璨。作為 一個時尚女性，能夠從不同

經歷中成長，走出獨一無二的人生，更顯得瑰麗奪目。 

3.1.4 本年此計劃希望能做到「回顧」的元素。藉此舉辦了十週年重點活動: 「時

尚展覽廳」。於開幕典禮向公眾展出的「時尚展覽廳」展板凝聚69位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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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前得獎者，透過展示過往所有得獎者的照片 ，帶領公眾一同回味她

當初的得獎回憶。透過得獎者的感染力，撰寫其勉勵金句，向公眾呼籲

及鼓勵身邊更多有潛力的時尚女性去參選。「全港時尚專業女性選舉」

期望能鼓勵更多香港女性以積極正面的價值觀，欣賞每一位女性獨一無

二的美麗及自信。 

3.1.5 開幕禮 

日期:3月8日、地點:紅磡置富都會中庭(7樓) 

是次活動有30個線上報導和21個報章報導。包括:JESSICA、東方日報、東

網、chairmenHK 等等。此外當日接近100位青商好友及嘉賓出席，當中包

括主禮嘉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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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大使陸詩韻女士、評審、贊助商、支持機構及總會及各分會會友，一

同為全港時尚專業女性選舉2020揭開序幕，提名期由此正式展開至5月24

日。本活動亦邀請了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作受惠機構。希望能集合各位

前得獎者及今屆得獎者的能量，鼓勵受眾在遇上不同的挫折和困難，能夠

突破自己迎難而上，同時達致傳承的目的。 

3.1.6 口罩日-5個THX GIVE ME 5 

 日期:3月14日及3月21日 

地點:油尖旺區的清潔站及清潔工人職工會 

由於香港疫情的關係，有見及此,本會聯同商務發展組別籌備了「5個

THX GIVE ME 5」活動。我們發現香港的清潔工人工時較長 , 工作環境

相對細菌較多。因此希望透過結合一眾時尚得獎者及本會會員的力量，

一同向香港的清潔工人派發口罩及消毒搓手液，讓他們有足夠的防疫物

資，同時以表意感謝他們為香港服務，保持我們社區清潔。此活動有4位

時尚前得獎者、約15名會友以及5位新朋友到場幫忙派發防疫物資。活動

第一天3月14日亦有幸邀請到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

長陳百里博.JP 一同出席到油尖旺區的清潔站為清潔工人送上物資。 

3.1.7 3月份月會採取以網上形式舉行，感謝公共關係組別的安排，邀請到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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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時尚得獎者及公關專家李欣蓓女士成為月會分享嘉賓，主題《如何把

握「疫」市從危轉機？》。 

3.1.8 4月份月會是以商務發展為月會大方向。同樣由於疫情關係，商務發展組別

決定月會於4月14日以網上直播形式舉行。此活動亦十分榮幸邀請到 20

19年時尚得獎者文慧詩 女士成為分享嘉賓，主《初創、初心》，分享

她的創業心路歷程、分析打工和創業的利弊、如何面對挫敗和疫境、鼓

勵現今的女性勇於追夢，成為你心目中最出色的自己。活動於本會FAC

EBOOK專頁以直播形式舉行，當日有超過100位朋友觀看直播，感謝各

位支持。 

3.1.9 6月份商務發展組別與領導才能組別十分榮幸邀請到晉峰青年商會前會長

2015年得獎者梁嘉恩女士成為多元培訓工作坊分享嘉賓，讓大家快速掌

握待人接物技巧及其重要性，與不同團體合作的溝通心得，深入淺出籌

劃活動小技巧。此活動學員對象是本會的董事局成員、工作計劃主席及

籌委會成員，課程名額20位。感謝會友支持,  是次活動報名人數很

快便額滿。每位參加者在過程都非常專心和投入參與討論，每一位都表

達是次活動讓他們獲益良多，感謝導師的付出。 

3.1.10 評審日 

日期:6月27日、地點:九龍塘又一村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一樓賽馬會社會

服務大樓五位專業評審於評審日當日透過進行面試形式最後選出10位得

獎者。評審團包括：首席評審和富社會企業會長李宗德博士 GBS, 

OStJ,J.P、香港學生活動基金會主席龍子明先生 BBS,M.H,J.P、傑出青年

協會主席周定宇先生、再生會名譽會長鍾惠玲博士及香港華人女子高爾

夫球總會主席及香港小姐冠軍鄭文雅女士。評審來自不同界別，而他們

在其行業都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感謝他們歷年來一直為本選舉付

出。同時在此感謝獨立義務會計師優誌執業會計師有限公司在過程中的

協助，令選舉公平、公正地進行，最後選出十位在社會中具時尚、專

業、社會貢獻遠達至平衡而傑出的時尚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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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1 頒獎禮 

 日期:8月16日 

 形式:線上 facebook 直播 

由於疫情的問題，為顧及每一位來賓的安全，全港時尚專業女性選舉2020

頒獎禮由線下改線上形式進行，在8月16日晚上在全港時尚專業女性選舉及

城市女青年商會的 facebook 進行首次線上直播以公佈今年的得獎者名單及

向一眾得獎者及其提名人頒發獎座。透過線上直播形式, 讓大眾都能一同見

証今屆時尚得獎者的誕生。 

 

3.2    公共關係 

3.2.1 聯辦聯誼活動   

3.2.1.1 城市新春團拜本年於2月1日舉行，當日本會全體董事局成員、工作計劃

主席、多位前會長、顧問共同出席。   

3.2.1.2 四會聯辦歡樂時光(荃灣青年商會、半島青年商會、騰龍青年商會及城市

女青年商會)此活動原定於4月23日舉行，由於疫情的關係此活動將延期。 

3.2.1.3 製作新款會衣 

由於本會的會衣已沒有存貨贈予新會員，本年公共發展組別安排印製新

款會衣，共105件。 

3.2.1.4 邀請會友出席總會及各分會活動 

3.2.1.5 總會就職典禮於1月4日舉行，當日全體董事局成員一同出席，與其他20

個分會共同見証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就職的重要時刻。 

3.2.1.6 1月份各分會就職典禮，邀請及安排董事局成員出席支持。 

3.2.1.7 JC Sports Challenge@Home Challenge 2020於5月4日至5月24日期間舉行，

是次活動本會有8位會員參與，其中一位參加者秘書長朱穎思更順利完

成 LEVEL 3的挑戰。 

3.2.1.8 第55屆總會周年大會於9月25日至27日舉行，暫時本會有18位會友報名出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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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9 各分會會，當邀請會友及一眾董事局成員出席支持。 

3.2.1.10 總會70周年會慶將於11月14日舉行，邀請會友及一眾董事局成員出席支

持。 

3.2.2 十三周年會慶 

將於12月14日假城景國際酒店2樓宴會廳舉行。(由於疫情的關係,活動舉行

形式可能有所變動)。 

感謝會員黃翠玲答應擔任十三周年會慶主席 

3.2.3  三月份月會 

由於疫情關係，3月份月會於3月19日以線上直播形式舉行，公共關係組別

十分榮幸邀請到2015年全港時尚專業女性選舉得獎者李欣蓓女士成為3月

月會分享嘉賓，主題《如何把握「疫」市從危轉機？》，分享從「疫」市尋

找機會，女性遇上不同的挫折和困難，當能夠突破自己迎難而上。活動於

本會 FACEBOOK 專頁以直播形式舉行，當日有超過100位朋友觀看直播，

感謝各位支持。 

 

總結及鳴謝 

在此感謝會長嚴禧華、上屆會長趙瑞萍、會長顧問陳曼華參議員、周清心參議員、

周賢秀參議員、會務顧問王維旭參議員、黃詩韻參議員的悉心指導及幫助，同時

感謝董事張立兒、姚燕君及趙嘉儀的答應和信任，加入了我的團隊，與我今年共

同面對及完成各項的挑戰。 

 

2020年相信是最具挑戰的一年，由於疫情的關係，很多的會務和計劃都充滿著變

數。「全港時尚專業女性選舉」本年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觸和負責的工作計劃, 當初

答應會長接手商務發展這個範疇其實都充滿著擔心、疑慮，怕自己會應付不來，

未能給予團隊最好的意見和指導。然而，對我來說壓力就是動力，就是你要更努

力的動力。「做你沒做過的事情叫成長，做你不願意做的事情叫改變，做你不敢

做的事情叫突破。」再一次感謝會長你一直對我的肯定、信任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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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由於疫情的影響，商務發展組別的頒獎禮需首次以線上形式進行，是一大新

挑戰和嘗試而「時尚展覽廳」和「回顧」的理念都是今年的新元素。感謝我兩位

商務發展董事張立兒、姚燕君你們對我的信任和付出，一同把不可能變為可能，

今年辛苦你們了! 謝謝你們與我一起努力，最終都能把此計劃超額完成! 學主席所

說「We are the Best Team! BA Buddies!」，一切盡在不言中! 

 

公共關係方面，線下的月會改為線上直播形式、期間已計劃好的活動亦有所變動、

12月的一大計劃「十三周年會慶」亦可能存在了許多變數。感謝公共關係董事趙

嘉儀你一直的努力! 謝謝你一直以不同方式地支持我!有你的協助，我總是很放心。 

 

美國管理大師湯姆‧畢德士(Tom Peters)曾說：「領導者不創造跟隨者，他們只創

造更多的領導者。」在我心目中妳們不是跟隨者，而我最好的同行者，同樣也是

我的領導者。從你們身上，我也學慬得的也很多，你們讓我學會了如何成為更好

的領導者。同樣也希望你們將來都能成為一個出色的領導者，成就最出色的自己，

正如今年時尚主題一樣: 成就屬於你們的美麗人生。 

 

「沒有妳們， 我什麼都不是」。今年與你們每一位的經歷，建立的感情和友誼， 

都是我最大的禮物!  

 

副會長 

司徒詠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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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事務及擴展團隊及顧問 

副會長梁凱瑩

詩 

領導才能發展團隊及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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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感謝會長嚴禧華的邀請，擔任2020年城市女青年商會副會長一職。會員事務、

會員擴展及領導才能發展三個範疇的工作其實環環相扣，都是「以人為本」。

通過了解會員的初心及目標，提供發展機會給她們創造積極正面的改變，成為

明日領袖。擔任副會長的過程中，加強了我的同理心，亦提升了我的溝通能力，

而且最重要的是讓我能和不同會友建立友誼，在青商路上一同成長。十分感謝

這一年一起合作過的青商，這一年實在獲益良多。 

2. 組織體系 

副會長 ：梁凱瑩 

領導才能發展顧問 ：劉旭參議員 

會員事務顧問  : 葉能參議員 

領導才能發展董事 ：吳曉燕 

會員事務董事 ：劉子瑭 

會員擴展董事  : 李麗瑩 

副會長梁凱瑩 

報告 

(會員事務、會員擴展及 

領導才能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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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匯報 

3.1 會員事務 

3.1.1 截至二零二零年七月三十一日，會員人數為普通會員 55 人；資深會員 10

人；準會員 9 人。到七月為止已有 1 名會員復會及有 3 名會員加入成為

會員，另有 3 名已通過面試的準會員將會在八月入會，一共 7 位。 

3.1.2 為了解各位會員參加青商的初心，我們在一月進行了全面的問卷調查，

超過八成的會友回覆。希望知道大家有興趣的範疇，以及對月會，聚會，

興趣班及培訓等的意見，從而可以更針對大家的需要舉辦適合會友的活

動。 

3.1.3 關心會員，增加大家歸屬感，會員事務組別在會員生日當月在 WhatsApp

送上生日祝福，並邀請會員參與自己生日月份的月會及享有即時減$80

優惠。另外我們亦聯同資訊科技組別，在生日當天在 Facebook 出帖再次

送上生日祝福，讓大家感到窩心。 

3.1.4 輕鬆聚會是增員及留員的策略。本會在三月舉辦櫻花曲奇興趣班，之後

亦在五月舉辦線上狼人殺，透過各類型小組活動，吸引不同年資的會員

出席，互相認識、交流，促增進姊妹情誼。 

3.1.5 本會亦於一月及七月舉辦了兩場「與會長聚餐」，主要對象是新朋友，準

會員及新入會會員。希望通過小組聚會，讓會齡較淺的會友有機會和會

長有直接的交流，可以了解青商不同的發展機會及加深互相的認識。有

一位新朋友亦因為是次聚會便決定加入成為準會員。 

3.1.6 有見我們逐漸多會員成為媽媽，今年我們透過媽媽 Whatsapp 郡組增加大

家的交流，互相分享育兒資訊及心得。在一月時我們舉辦了一次媽媽郡

組親子聚會，去了參觀人體消化大冒險體驗館。希望除了平時的會務，

我們亦在不同方面有聯繫，增加姊妹情。 

3.1.7 本會共有 2 位會員參加線上五星訓練營 Hello JC，包括高穎芝及徐家欣。 

 

3.2 會員擴展 



 
   
    

頁 92 
 

3.2.1 截至二零二零年七月三十一日，本會共舉行了一次青商簡介會及參加了總

會一次青商簡介會。本會青商簡介會的主題是「青商能帶給大家的價值」，

分享嘉賓是前總會會長潘沁怡參議員，因疫情關係，只以小組形式進行，

出席人次為十人。另外本會亦有準會員參加總會在五月的線上青商簡介會。 

3.2.2 本會活動配合「1+1 優惠計劃」，只要帶新朋友出席活動，雙方可即時減 50

元。希望推動會員及準會員帶新朋友參加本會活動，透過與會員接觸，認

識本會，從而加入成為會員。 

 

3.3 領導才能發展 

3.3.1. 領導才能發展組別以「城．袖」為主題，通過舉辦一系列活動為會友提供

不同領導才能訓練，以增強會員各方面的個人技巧，發揮個人潛能，培育

她們成為未來的領袖。今年「城．袖」工作坊包括: 一百二十分鐘董事局訓

練，主席訓練班，珠寶及創業分享工作坊，多元培訓工作坊，青商禮儀知

識及會議程序法工作坊等。 

3.3.2. 「城．袖」針對不同會友 (新舊會員，籌委會主席，董事局成員) 的需要，

提供多元化的培訓，幫助大家在日常生活及處理青商事務上更得手應心。

我們希望各位青商可以在參加我們的培訓時，除了有知識上的提昇，亦能

促進會員之間的交流，從而加強她們的歸屬感。 

3.3.3. 「城・袖」之一百二十分鐘董事局訓練: 

在每月董事局會議中利用十分鐘的時間進行針對董事局成員的培訓，至今

已舉行了八場訓練，培訓內容多元化，希望幫助董事局成員處理會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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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主席訓練班:  

日期: 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一日 

本會於一月時邀請了過往五屆的前時尙專業女性選舉的主席及指導副會

長和一聚會員分享籌辦大型項目的技巧及心得。顧問劉旭參議員亦講解

了如何可以做好主席的角色，大家都獲益良多。當日有大約二十位會友

參加，大家都十分踴躍發問及分享。我們談及的內容包括如何分配工作

及如果鼓勵籌委會成員，如何尋找贊助商，指導副會長可以在工作上如

何和主席配合等。 

3.3.5. 如何運用珠寶提升個人形象及創業分享工作坊:  

日期: 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四日 

我們邀請了年輕鑽戒品牌Chellery Jewellery創辦人鄧敏芝小姐為我們的會

員分享珠寶鑑賞的知識及如何配搭以提升個人形象。本身為會計師的創

辦人鄧敏芝小姐亦有分享當時放棄穩定職業而決定創業的心路歷情。當

日有大約十二位會員及新朋友參加，大家在輕鬆的氣氛下學習及交流。 

3.3.6. 多元培訓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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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二零二零年六月十四日 

適逢今年是我們旗艦工作計劃時尚專業女性選舉的十週年，我們領導才

能發展組別聯同商務發展組別舉辦多元培訓工作坊。我們邀請了前全港

時尚專業女性選舉得獎者及前十大傑出青年選舉籌委會主席梁嘉恩小姐

講解待人接物技巧及深入淺出地分享籌劃活動的心得。參加者大約有二

十名，包括準會員及會員，大家都學習到很多實用的知識。 

3.3.7. 四會聯辦青商認可課程: JCI Admin,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日期: 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八日 

我們今年聯同維多利亞青年商會、港島青年商會及北區青年商會聯合舉

辦青商認可課程 JCI Admin, Effective Communication。今次培訓是以線上

形式舉行，活動共有四十五位不同分會會友參加。 

3.3.8. 青商禮儀知識及會議程序法工作坊 

日期: 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五日 

我們邀請了前總會會長潘沁怡參議員為今年及下年二零二一年的董事局

成員講解青商禮儀知識，及教授大家一般會議程序法之基本法則及留意

事項，令大家在基本知識上再加以強化，希望日後在處理會務及作為指

導角色時能得手應手。 

3.3.9. 2020 會長學堂 

本會聯同獅子山青年商會舉辦 2020 會長學堂，本來活動日期為七月二

十五至二十六日，但受疫情影響，令日期形式有所改動。但透過與其他

分會舉辦活動，會員在過程中亦能提升籌備活動的技巧及有機會和其他

分會的會友有所交流。 

3.3.10. 領導才能發展組別鼓勵會員參加總會及其他分會舉辦的各類培訓: 

本會共有一位會員(楊玉梅)參與 Trainer Mentorship Program、兩位會員 -

朱穎思及梁凱瑩參加 JCINext 及一位會員梁凱瑩報名參與 2020 會長學堂

；會員亦積極參與香港及其他國際分會舉辦的青商認可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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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總結及鳴謝 

感謝會長嚴禧華、上屆會長趙瑞萍、會長顧問前會長陳曼華參議員、前會長周清

心參議員、會務顧問葉能參議員、前會長黃詩韻參議員、前會長周賢秀參議員、

會員事務顧問及領導才能發展顧問劉旭參議員的悉心指導及幫助，使本人順利完

成會務。同時感謝會員事務董事劉子瑭、會員擴展董事李麗瑩及領導才能發展董

事吳曉燕的積極參與，大家各展所長、互相配合，共同完成不同的挑戰。 

 

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的確讓原本的計劃有所調整，但人生就是這樣，永遠都充

滿變數。但我慶幸能在這麼特別的一年擔任副會長一職，學習好何處理危機及應

變，這是十分寶貴的一課。我深深體會到「路是人行出來的」，只要我們有意向

去完成一件事，方法總比困難多。正正因為這個逆境，讓我們可以開放更多可能

性，突破以往的做法。感激今年有機會與一班董事局成員及各位會友一起合作，

互相扶持，度過不同挑戰，並創造了很多難忘快樂的回憶。 

 

副會長 

梁凱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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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感謝會長嚴禧華及副會長梁凱瑩邀請本人擔任二零二零年城市女青年商會

領導才能發展董事一職，並感謝各位對本人之信任及支持，給予我珍貴的學

習機會，嘗試更多新的挑戰，很高興能繼續與各位姐妹創造更多回憶。 

2. 組織體系 

領導才能發展顧問 : 劉旭參議員 

副會長 : 梁凱瑩 

領導才能發展董事 : 吳曉燕 

3.  工作匯報 

今年領導才能發展組別透過各種工作坊、訓練班及訓練營，讓會員能

透過多元化渠道學習領袖才能；同時透過籌備各類型活動，讓會員能

學以致用，培育更多未來領袖。今年本會主題是「喜承初心」, 領導才

能發展組別希望透過不同講者及嘉賓的經驗分享，將領導才能傳承給

會員，成就更多出色的領袖！ 

      領導才能發展組別制訂了幾個計劃進行。 

領導才能發展董事

吳曉燕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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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分鐘董事局訓練」 於2020年每月的董事局會議進行10 分鐘訓練，

邀請各範疇的經驗人士包括前會長及前董事局成員提供訓練。希望透過每

月簡單而精準的10 分鐘董事局訓練，加強一眾董事局成員各方面的知識，

達到溫故知新。 

月份 內容及主題 分享嘉賓 

一月 如何籌辦新一年計劃 前會長王維旭參議員 

二月 招呼新朋友技巧 前會長邱翠婷及會員事務組別 

三月 如何做好SO角色 前會長周賢秀參議員 

四月 如何使用mailchimp 資訊科技組別 

五月 如何撰寫董事局報告 前會長王維旭參議員 

六月 發放新聞稿及與傳媒溝通注意事項 前副會長楊玉梅 

七月 如果增加Social Media 宣傳效果 前副會長王潔燕 

八月  中期會務檢討及分享討論環節 秘書長朱穎詩及財務長謝淑明 

• 領導才能發展組別於1月21日舉辨了「城袖 - 主席訓練班」，成功邀請本會

旗艦計劃「全港時尚專業女性選舉」過往5屆主席及指導副會長，聯同顧問

一同將籌備計劃時的寶貴經驗傳承予會員。當晚反應非常熱烈，各會員積

極發問及討論。 

• 「私家訓練營」原訂於2月29日至3月1日舉行，活動目的是希望透過輕鬆而

精彩的訓練營，讓一眾姐妹能寓學習於娛樂，既能獲取更多領袖技能，同

時增進姐妹情，創造更多寶貴愉快回憶。 

• 「如何運用珠寶提昇個人形象及創業訓練」於5月24日成功舉行，本會有幸

邀請到年輕鑽戒品牌Chellery Jewellery創辦人鄧敏芝小姐 Cherry親身與會

員分享如何運用珠寶提昇個人形象，以及她的創業心路歷程。當日有超過

11位會員﹑準會員及新朋友參與，大家十分雀躍，並與Cheery 交流創業心

得，獲益良多。 

• 領導才能發展組別聯同商務發展組別於6月14日合辦了「多元培訓工作坊」，

成功邀請到「全港時尚專業女性選舉」前得獎者兼「十大傑出青年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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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主席梁嘉恩Yoee Leung作分享嘉賓。內容包括：快速了解與不同持分者

的溝通心得﹑如何在活動中照顧好活動嘉賓/歷屆得獎者﹑如何有效安排及

分配活動人手，以及策劃活動的注意事項。各位姐妹當日獲益良多，氣氛

非常好。 

• 本會聯同維多利亞青年商會、北區青年商會、港島青年商會於 6 月 28 日舉辦

JCI course-JCI Admin, Effective Communication，本會財務幹事李雅斯及會員鍾思

雅是籌委會成員，有 5 位會員參加 JCI Admin，1 位會員參加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 會長學堂訓練營原訂於7月25日至26日舉行，由本會聯同獅子山青年商會

合辦，本會有3位會員及準員參與籌委會，包括會員林楚琼Celia﹑準會員勞

敏婷Elena及司徒恆昕Kody。希望藉此難能可貴機會讓不同層面的姐妹對總

會計劃有更深入了解，並讓她們透過這個最高層次之一的會長學堂訓練營，

學習成功領袖才能。 

• 於8月25日舉行「青商禮儀及知識強化培訓」，有幸邀請到前總會會長兼前

本會會長潘沁怡參議員Teresa為 2020年及2021年董事局成員加強JCI 知識，

以及會議程序法，為大家溫故知新。 

4. 總結及鳴謝 

再次感謝會長及副會長 Jojo 的信任及支持，給予本人機會成為領導才能發展董

事，繼續在 City Lady 成長及學習。在每一次的活動當中，除了有機會接觸更多

會員及新會員，本人亦能透過每位講者寶貴及精彩的分享學到更多領袖才能及

知識。今年是特別的一年，我們都經歷了百年難得一遇的境況，這個回憶是特

別的，突如其來的事情特別多，感受特別深，每個計劃都與以往特別不同，我

們也成長及學習得特別快。希望大家都能透過這次特別的經驗，發掘到更多以

往沒有特別去想像的技能及創意，並繼續發掘自身價值，透過 JCI 及 City Lady

的各種活動增值自己，共同成長！ 

領導才能發展董事 

吳曉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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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感謝會長嚴禧華和財務長謝淑明的邀請，讓本人擔任2020年城市女青年商會財

務處董事一職。2020是充滿挑戰的一年，在這裡感激大家給予寶貴的學習機會，

讓我在青商大家庭裡學習到更多方面的處事方法，這些經驗都是難能可貴。 

2. 組織體系 

財務處顧問      : 許華達參議員 

籌款事務顧問    : 莫德明參議員 

財務長   : 謝淑明 

財務董事   : 麥曉彤 

財務幹事   : 李雅斯 

3.   工作匯報 

3.1   財務處 

3.1.1 核對各工作計劃收入及支出狀況 

• 詳細記錄銀行戶口收入及支出 

• 每月檢測各個範圍支出狀況 

財務董事麥曉彤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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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工作計劃及各範疇報銷，90% 於提交到財務處的一星期內處理，所

有申請一個月內處理。 

• 今年財務處提供附加服務替會員入票，以便利會員，即使未能見面交

付支票，也可以確保會員盡快收到報銷費用。 

 

3.2  籌款事務 

3.2.1 二零二零年五月月會暨籌款晚宴<春石 5 月香滿”城”>已於五月二十一

日晚上於城市女青年商會面書上順利舉行。由籌備工作坊到籌款晚會歷時五個

月，為籌募本年本會活動經費，各姊妹積極參與制作擴香石，每件獨一無二的

拍賣品都充滿著姊妹們的心意和祝福。 

3.2.2 今年本會延續手作優良傳統，舉辦了擴香石工作坊，讓會友發揮藝術才能、

聯誼感情之外，更可為籌募會務經費出一分力。雖然疫情關係令部分工作坊被

迫取消，但最後在各位姊妹合作下，所有拍賣品都能如期完成製作。在此感謝

曾經抽空出席工作坊的每一位。 

3.2.3 整個活動得以順利舉行，除了感激會長嚴禧華、籌款事務顧問莫德明參議

員、前會長陳曼華參議員、亦多謝財務長謝淑明、財務幹事李雅斯及各董事局

成員的協助，以及主席梁凱淇帶領一眾籌委會成員，包括副主席鍾思雅、司庫

及宣傳主委梁詠心及節目及場地主委陳璧芯。，以及我的拍賣官拍檔(城市青年

商會鄧中維)帶動現場氣氛。此外，本人欲藉此機會感謝各籌委會成員，大家一

起抱著共同信念，成就這個不一樣的籌款活動。雖然疫情令很多計劃需要臨時

作出改變，但大家都沒有放棄，一同越過難關，相信這次經歷能為各位留下難

忘的回憶。 

3.2.4 本年度籌款目標為$137,139，非常感激參與網上拍賣的每一位，以及踴躍

參與競投的前會長，顧問及各位分會會長，最終為城市女青年商會籌得合共

$150,000 港幣，超額完成籌款目標。 

3.2.5 籌款晚宴完成後，派發及跟進收款事宜。共有 52 位買家，財務處已全數

發出付款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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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截至 7 月 31 日，合共收到$106,250，尚欠$41,750。 

4. 總結及鳴謝 

感謝會長嚴禧華、上屆會長趙瑞萍、會長顧問前會長陳曼華參議員、前會長周清

心參議員、會務顧問前會長黃維旭參議員、前會長黃詩韻參議員、前會長周賢秀

參議員、財務處顧問許華達參議員、籌款事務顧問莫德明參議員的悉心指導及幫

助。在此再次感謝財務長謝淑明對本人的信任，邀請本人加入董事局成為財務處

董事。亦感謝財務董事李雅斯一同合作，完成一年一度籌款晚會。感謝青商給予

我一個成長的機會，籌備活動的過程是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不但從中學習到人

與人之間溝通的技巧，亦能訓練危機處理，最重要是可以建立出一份姊妹情。很

榮幸沿途有各位姊妹支持，期待未能能夠以不同的身分繼續參與工作計劃，帶著

這份「初心」為社會及自己帶來更多積極正面的改變。 

財務董事 

麥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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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言 

感謝會長嚴禧華及副會長司徒詠詩的邀請及信任，讓本人有機會擔任城市女

青年商會商務發展董事一職。今年有幸參與指導及參與本會旗艦項目「全港

時尚專業女性選舉」，此旗艦項目今年已經踏入第十周年。在疫情期間，與團

隊成就更多的不可能，並結識不同範疇的專業女性、各支持機構、及合作機

構，機會難得及獲益良多。 

2. 組織體系 

商務發展顧問 ：馮嘉盈 

副會長 ：司徒詠詩 

商務發展董事 ：張立兒 

商務發展董事 ：姚燕君 

3. 工作匯報 

3.1 本年活動有幸獲得和富社會企業、香港青年商會基金會、香港青年交流促

進聯會、江美儀大律師、壹集團、香港創科發展協會、芷弟兵、全球引力

移民有限公司、藍悅傳訊、M Patisserie 及 Media 360 Asia Limited 支持，合

商務發展董事 

張立兒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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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贊助港幣 7 萬 8 千元正；並獲得不同企業及機構的贊助，包括場地贊助

置富都會及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產品贊助 Well Belief Trading Limited 及

99ml；直播平台贊助 Oppa System Limited；受惠機構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獨立會計師優誌執業會計師有限公司；設計夥伴日月研究所；公關策略伙

伴藍悅傳訊；支持機構 32 間機構今年共 51 間企業/機構曾參與及支持是次

活動。 

3.2 於 3 月線上月會，公共關係組別邀請到 2015 年得獎者李欣蓓女士成為 3 月月會

分享嘉賓，主題《如何把握「疫」市從危轉機？》，分享從「疫」市尋找機會，

女性遇上不同的挫折和困難，當能夠突破自己迎難而上；於 4 月線上月會，商

務發展組別亦十分榮幸邀請到 2019 年得獎者文慧詩女士成為 4 月月會分享嘉

賓，主題《初創、初心》，分享她的創業心路歷程，鼓勵從不同經歷中成長的女

性，走出獨一無二的人生。 

3.3 活動開幕禮於 3 月 8 紅磡置富都會中庭(7 樓) 順利舉行，為全港時尚專業女性選

舉 2020 揭開序幕，提名期由此正式展開至 5 月 24 日。開幕禮當日在接待處安

排來賓量體溫及填健康申報表，同時感謝禮品贊助 Well Belief Trading Limited 送

上洗手液，以保障大家安全。本活動有幸邀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商務及經濟

發展局副局長 陳百里博士為主禮嘉賓，並邀請活動大使陸詩韻女士出席，分享

個創業經歷及鼓勵女性在現今社會的積極正面價值。在場設置贊助機構 99ml 香

水吧，給來賓製作獨一無二屬於自己的香水，同時邀請前得獎者在台上一同製

作香水，將香水給今年得獎者，並由今年得獎者送給受惠機構浸信會愛羣社會

服務處的受惠者，目的達致傳承，鼓勵受眾在遇上不同的挫折和困難，當能夠

突破自己迎難而上。是次活動有 30 個線上報導和 21 個報章報導。 

3.4 今年評審日於 6 月 27日在九龍塘又一村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一樓號的賽馬會社

會服務大樓順利舉行，評審團包括：首席評審和富社會企業會長李宗德博士 GBS, 

OStJ, J.P、香港學生活動基金會主席龍子明先生 BBS,M.H,J.P、傑出青年協會主

席周定宇先生、再生會名譽會長鍾惠玲博士及香港華人女子高爾夫球總會主席

及香港小姐冠軍鄭文雅女士。各評審及評審代表單位歷年來一直為本選舉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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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一職，富有經驗；評審來自不同界別，而他們在其行業都具有舉足輕重的

影響力。在此感謝獨立義務會計師優誌執業會計師有限公司在過程中的協助及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借出評審日場地。選舉以公平、公正進行，最後選出十位

在社會中具時尚、專業、社會貢獻遠達至平衡而傑出的女性。 

3.5 今年提供多個不同平台的廣告，包括：幗萃、facebook、Instagram、MTR 電子屏

幕、星島日報、的士、頒獎禮特刊及「時尚展覽廳」展版。鼓勵女性積極正面

觀，並宣揚女性賢慧、獨立及高雅的形象。 

3.6 於 6 月商務發展組別十分榮幸邀請到晉峰青年商會前會長及 2015 年得獎者梁

嘉恩女士成為多元培訓工作坊分享嘉賓，讓大家快速掌握待人接物技巧及其重

要性，與不同團體合作的溝通心得，深入淺出籌劃活動小技巧，主要出席的人

為董事局會員及城市女青年商會的會員，令各人獲益良多。 

3.7 為全港時尚專業女性選舉頒獎禮由線下改線上，在 8 月 16 日晚上在 facebook 進

行首次線上直播公佈今年的得獎者。在次感謝直播平台贊助 Oppa System Limited

及場地租借 Round Media Int. Company Limited 的協助。 

4 總結及鳴謝 

在此感謝會長嚴禧華、上屆會長趙瑞萍、會長顧問陳曼華參議員、周清心參議

員、周賢秀參議員、會務顧問王維旭參議員、黃詩韻參議員的悉心指導及幫助，

同時感謝副會長司徒詠詩、籌委會主席姚燕君及籌委會的付出及參與，共同面

對及完成不同挑戰或轉變。 

這一年是經歷最深刻的一年，在疫情下，要籌備活動比以往更困難，以往亦從未

試過籌備線上活動，由線下走到線上，亦要做兩手準備。引用書上一句話：「Do 

the things that you think you cannot. 」今年作為指導角色，最能感受得到，面對每

次不同挑戰或轉變，都要和團隊重整角度及方向，並了解團隊各人的思想，相

信團隊能成就更多的不可能。謹祝願各會友能突破自己，迎難而上，在青商及

社會帶來積極正面的影響。 

商務發展董事 

張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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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感謝會長嚴禧華及副會長鍾凱程邀請，擔任 2020 年城市女青年商會國際董事一

職，讓我可以在新的崗位上「服務社會，訓練自己」。特別在這難得不平凡的一

年，面對急促的變化，充滿挑戰。能夠和一眾姊妹經歷，順利過渡各種難關，

亦是與有榮焉。 

2. 組織體系 

國際事務顧問 : 黎蒨璇參議員 

副會長 : 鍾凱程 

國際事務董事 : 徐家欣 

3.  工作匯報 

3.1. 4位會員參加於1月3日舉辦的Oversea Guests Reception Dinner，並致送禮物給

世界會長。 

3.2. 本會二月月會主題為「柬式。柬單」，旨在宣傳六月份於柬埔寨舉行的亞太

大會，由會員湯淑君Winky擔任主席，帶領一眾籌委會成員黄嘉慧Christal 及 

李樂芯 Sum籌辦。 

國際事務董事 

徐家欣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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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新冠肺炎病例增加，加上政府實施限聚令，月會由原訂於城景國際酒店

舉辦改為以Facebook線上直播的形式進行。 

月會當晚有幸邀請到 國際青年商會基金及資金發展委員會(亞洲及太平洋

區)委員 楊穎琳參議員 為大家分享她參與、協助籌備亞太大會曾遇到的趣

事，以及一些關於亞太大會的資訊。同時，於當晚抽出六位幸運兒送出柬埔

寨亞太大會注冊費用減免優惠。 

根據紀錄 ， 月會當晚Facebook線上直播觀看人數最高鋒達32人。截至八月

初，總接觸人數超過1700人，總觀看次數超過800次。 

3.3. 於柬埔寨亞太大會早鳥優惠截止日期3月9日前，一共收到11位會員報名參加

。 

3.4. 有鑑於新冠肺炎在世界各地的疫情並未緩和，柬埔寨亞太大會籌委會於3月

底宣布柬埔寨亞太大會的舉辦日期由6月11-14日更改為8月20-23日，早鳥優

惠截止日期延期至5月12日，同時開放申請退還或轉讓已繳交的注冊費。通

知會員有關柬埔寨亞太大會的最新安排後，分別有2位會員提出退還柬埔寨

亞太大會注冊費及1位會員報名參加柬埔寨亞太大會。 

3.5.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持續，柬埔寨亞太大會籌委會於6月中宣布取消本年度的

亞太大會並全數退還注冊費。有關退款於7月中收妥並且已安排於8月內退

回予會員。 

3.6. 本會七月月會主題為「一期一會，絆山聚城」，藉介紹日本山形的吃喝玩樂

體驗讓會員了解本會姊妹會山形青年會議所的所在地，以吸引會員積極參

加與姊妹會相關的活動，並由會員擴展幹事李麗瑩Carrie擔任主席，帶領一

眾籌委會成員李健彤Venus、楊雅雯Jacky及張婧Janice籌辦。 

由於七月初新冠肺炎病例突然大幅增加，政府再次實施限聚令，巳在籌備當

中的月會需於短時間內由線下改為線上進行。幸得奧巴系統有限公司

(OPPA System Ltd.)贊助，七月月會能以全新直播技術，無縫整合各種平台的

互動。分享嘉賓 Blogger Ken Liu以直播、短片及相片為大家介紹山形的特

色景點和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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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紀錄，月會當晚經Webinar連結和Facebook線上直播觀看的總人數達42人

。截至八月初，總接觸人數超過2500人，總觀看次數超過700次。 

3.7. 經會長和山形姊妹會會長初步聯繫後，正構思與策劃和山形姊妹會的線上

聯誼活動。 

3. 總結及鳴謝 

不經不覺今年已經過了一大半，不管會務上及生活上，很多原定計劃都因為疫情

的緣固而更改。從正面的角度看，這些突如其來的改變當中隱藏不少難得的機會。

去年底，受到邀請擔任國際事務董事一職時，我已經請假及買了機票，預定與眾

姊妹參加柬埔寨亞太大會。然而，因為疫情的不明朗因素，不單柬埔寨亞太大會

取消了，其他地區或分會的大小會議大部分也取消或改到線上進行。以往如果不

是跑 Grand Slam，或許難得參與其他地區的 Conference，而今年大家都可以安坐家

中觀看其他地區的 Conference 開幕儀式和頒獎禮，或者參加其中的培訓課程。因

為現實中需要減少接觸，各種活動紛紛搬到線上進行，我們也可以更容易留意到

其他分會的活動或參與其中。 

即使不用見面，活動、會議還是可以順利進行。大家被逼著進步，在短短半年內

學習了新的科技或應用程式。 

 

本年度的活動能得以順利舉行，除了感謝早前提及的月會籌委會成員的幫忙，亦

十分感謝會長嚴禧華、前會長趙瑞萍、會務顧問王維旭參議員、會長顧問陳曼華

參議員、會長顧問周清心參議員、國際事務顧問黎蒨璇參議員、副會長鍾凱程及

各位前輩的意見和指導。同時亦想藉機會感謝董事局的姊妹們的支援和協助，成

就不平凡的一年。  

國際事務董事 

徐家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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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好感謝副會長梁凱瑩的邀請，擔任 2020 年城市女青年商會會員事務董事一職。

成為會員事務董事對不善辭令的自己是具有挑戰性的。十分感謝青商讓我能接觸

不同類型的人才，帶來不同的刺激，增添相處的樂趣和加深青商禮儀。 

2.       組織體系 

會員事務顧問 ：葉能參議員 

副會長 ：梁凱瑩 

會員事務董事 ：劉子瑭 

會員擴展董事 ：李麗瑩 

3. 工作匯報 

3.1 截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會員人。 數為普通會員 55 人；資深會員 10 人；準

會員 9 人。包括 1 位復會＋3 名新會員（黃嘉慧 Christal+梁詠心 Summie＋陳壁芯 

Emma) 。 

    準會員完成面試記錄如下： 

 6 月份準會員面試：1 位 （黃嘉慧 Chrystal Wong） 

會員事務董事 

劉子瑭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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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份準會員面試有 3 位（林楚琼 Celia, 陳壁芯 Emma,周淑華 Floris） 

 8 月份準會員面試有 1 位（楊雅雯 Jackie）。 

   月會通過成為會員記錄如下： 

 4 月份 李樂芯 Sammy 復會 

 6 月份 黃嘉慧 Chrystal 

 7 月份 梁詠心 Summie, 陳壁芯 Emma 

3.2  截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本會已舉辦了一場青商簡介會。舉行日期為 4 月

28 日，由曾經擔任「2011 城市女青年商會會長」、「2017 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

會會長」，2019 年亦是「國際青年商會副會長」的潘沁怡參議員作青商簡介會

嘉賓。 

出席人數：為 4 人，2 人為新朋友及 2 人為準會員。 

3.3  截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本會曾於 1 月 18 日和 7 月 5 日舉辦了兩場「與會

長午餐」活動，透過午餐聚會的時間讓新朋友，準會員和新會員都能互相認識

及增加交流機會，亦更了解青商，當然聚會氣氛良好。 

第一場聚會出席記錄： 

共 4 位董事局成員 和 4 位（會員 Winky,準會員 Kody&Floris， Summie (from 

meet up) ）即日收取一份準會員申請表格。 

第二次聚會出席記錄： 

共 3 位董事局成員 和 2 位（會員 Christal 及準會員 Emma 聚餐） 

3.4  本會在本年頭起動了媽媽 whatsapp 群組「CLJC BBs Club」，提供多一個資

訊平台，分享湊仔經和交流親子資訊，盡力體貼媽媽的需要。另外，本會亦曾

於 1 月 19 日舉辦了首次媽媽聚會，當日參加「人體消化大冒險」體驗展，走入

2 米高便便攀石牆、2 米高屁股滑梯及巨型馬桶，認識了解更多消化系統的日

常運作。 當日會友和寶寶們都在笑聲中渡過，玩得十分高興！  

參與出席活動：共 3 個家庭  

3.5 在政府實施限聚令等措施期間，本會亦舉行首次「線上狼人殺」以推動會

員和準會員能聚在一起，透過遊戲促進姊妹們之間的情誼和默契。當晚活動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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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十分熱烈，眾人在愉快的渡過 3 小時。 

參加出席活動：當日多達 12 人（包括觀戰者） 其中包括 1 名準會友和 2 名新朋

友。 

3.6  正所謂 「一份祝福，一份誠意」我們一直關懷各會員，其中每月月頭透過

what app 送上各會員生日祝福和月會$80 優惠。當然，當天生日祝福亦會於 what 

app 會員群組內發出。另一方面，會員事務亦會為準會員及新朋友提供本會活動

的新資訊，讓新朋友及新會員了解青商。我們為掌握及了解當前會員對今年提供

會員發展，培訓和興趣活動的想法。於本年發出初心問卷調查。有賴會友積極回

應及支持，最終 56 名會員收到 46 位回覆。而問卷結果亦於 3 月份董事局會議上

公佈，以便制定未來的活動方針，務求為會員提供更適切的服務。 

4. 總結及鳴謝 

今次是本人首次加入董事局擔任會員事務幹事。自首次董事局開會以來，各董事局

的姊妹們給予我的印象是有準備，積極和正面的。都令我十分雀躍地，有動力地收

集資料，準備籌備各樣的活動給予本會會友。 

可惜面對今年疫情迅速發展以及政府公佈多項限制社交措施包括限聚令收緊等，身

上多了一份壓力。皆因多項準備中的活動都需一一取消，少了聚會機會，增添招募

新會員的難度和少了與會員見面相處的機會。 

上半年經過團隊的建議和共同配合，創造機遇，順利完成媽媽聚會，與會長午聚，

線上狼人殺和「青商簡介」等活動。再此，感謝各董事局成員對我的付出作出肯

定，更讓小妹晉升為董事。期望下半年與姊妹們共同攜手抗疫並肩同行。 

會員事務董事 

劉子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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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感謝副會長梁凱瑩的邀請，擔任 2020 年城市女青年商會會員擴長董事一職。良

好的人際關係從來都不容易建立，而面對素未謀面的新朋友，短時間內認識了

解對方，實在不易。感謝青商讓我有機會接觸各行各業的人才，並能與之相識，

拓闊了圈子之餘亦學習到不少寶貴的經驗。 

2. 組織體系 

會員事務顧問 ：葉能參議員 

副會長 ：梁凱瑩 

會員擴展董事 ：李麗瑩 

會員事務董事 ：劉子瑭 

3. 工作匯報 

3.1 截至2020年7月31日，會員人數為普通會員55人；資深會員10人；準會員9人。本

年度加入3名新會員。 

3.2  截至2020年7月31日，本會共舉行了一次青商簡介會。舉行日期為4月28日，分享

嘉賓為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2017總會會長潘沁怡參議員。出席人次為4人，2人

會員擴展董事 

李麗瑩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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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新朋友及2人為準會員，即日收到2張準會員申請表。另外，本會參加了一次總

會網上青商簡介會。舉行日期為5月30日，出席人次為1人，已是準會員。 

3.3 截至2020年7月31日，本會共舉行了兩次「與會長午餐」。舉行日期分別為1月18日

及7月5日。第一次午餐出席人次為4人，1人為會員，2人為準會員，1人為新朋友，

即日收到1張準會員申請表。第二次午餐出席人次為2人，1人為會員，1人為準會

員。 

3.4 截至2020年7月31日，本會共舉行了兩場會員聯誼活動。第一場為「初春櫻花曲

奇工作坊」，興趣班配合「1+1優惠計劃」，推動會員及準會員帶新朋友參加本會

活動，透過與會員接觸，認識本會，從而加入成為會員。出席人次為2人，1人為

會員，1人為新朋友。另一場為「網上狼人殺」，出席人次為3人，1人為準會員，

2人為新朋友。 

3.5 今年亦嘗試開拓不同的網上宣傳渠道，包括meetup、Facebook等。有2人透過Face

book聯絡本會。有1人透過meetup聯絡本會，已在7月成為正式會員。 

4. 總結及鳴謝 

首次加入董事局便擔任會員擴展董事一職，起初亦感到顫顫競競。一方便自覺溝

通技巧拙劣，怕未能代表本會與新朋友好好溝通。另一方便亦怕時間上未能好好

分配，顧此失彼。然而，感謝副會長梁凱瑩的誠意邀請，讓我有機會在青商接受

此挑戰。本來興高采烈的上任，但本年初便爆發新冠肺炎，打亂了原本的計劃。

受到疫情影響，線下活動幾乎完全取消，增加了「會員擴展」這任務的難度。 

雖然面對種種挑戰，但各董事局成員都抱著積極樂觀的心態迎接困難。年初開拓

線上渠道招收新會員，趁著年中疫情暫緩便隨即舉行櫻花曲奇班、青商簡介會，

同時亦善用線上工具與會員聯誼，舉行「網上狼人殺」當晚氣氛亦相當愉快，亦

讓各參與會員更認識彼此，留下美好回憶。感謝會長嚴禧華及副會長梁凱瑩的帶

領，亦感謝會員事務董事劉子瑭的協助，讓我今年在青商獲益良多。 

會員擴展董事 

李麗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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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言 

感謝會長嚴禧華及副會長司徒詠詩的邀請及信任，讓本人有機會擔任城市女

青年商會商務發展董事一職，今年本人有幸成為「全港時尚專業女性選舉

2020」工作計劃籌委會主席一職，感恩有一班積極﹑有熱誠及能力超卓的籌

委，在副會長司徒詠詩、顧問馮嘉盈及董事張立兒的指導下，結識到一眾專

業評審、社會賢達、各合作或支持機構，及不同範疇的專業女性，拓闊眼界，

學習到不同的溝通及工作技巧，實在是過了非常充實的一年。透過籌備選舉，

切實了解自己的強項和弱項，並與姊妹們一同成長。 

2. 組織體系 

商務發展顧問   ：馮嘉盈 

副會長    ：司徒詠詩 

商務發展董事   ：張立兒 

商務發展董事   ：姚燕君 

3. 工作匯報 

3.1 「全港時尚專業女性選舉」是城市女青年商會自2011年起每年的旗艦工作

商務發展董事 

姚燕君 

報告 

 



 
   
    

頁 114 
 

計劃之一，活動由2011年首屆選舉至今已是第十屆，以獨立、公平、公正的

評審委員會及獨立會計師，每年選出不多於十位兼具時尚、專業及社會貢

獻的傑出女性，希望透過嘉許一眾於各領域俱出色的女性模範，推動社會

欣賞女性的價值和對社會的貢獻。直至今年第十屆，本活動已成功選出七

十九位時尚專業女性，得獎者喜獲社會各界高度認同。今次選舉得以成功，

實有賴首席評審李宗德博士 GBS, OStJ, JP﹑評審龍子明先生 BBS,MH,JP﹑

鍾惠玲博士﹑鄭文雅女士﹑周定宇先生，以及優誌執業會計師有限公司，嚴

選出今年十位傑出時尚女性。 

3.2 今年以「瑰麗無雙 - 成就獨一無二的美麗人生」為主題。主題中的玫瑰花

充滿著尖利的刺，彷彿保護著即將要盛開的花蕾。我們人生中也有機會遇

上不同的挫折和困難，能夠從不同經歷中成長，自己手心的花卉必定會盛

放得更璀璨。今年活動期望能鼓勵更多香港女性以積極正面的價值觀，欣

賞每一位女性的獨特美。 

3.3 今年活動正式踏入第 10 周年，在籌備的過程中，看到過往九屆選舉的點點

滴滴，令十週年萌生了回顧歷屆得獎者的念頭，希望真正做到回顧及逐年

傳承下去，因而產生了《時尚展覽廳》展板這個概念。連同今年的得獎者，

以菲林設計展示了由第一屆至第十屆所有時尚得獎者的照片，並成功邀請

到多位前得獎者及今屆所有得獎者撰寫勉勵公眾的金句或格言，以鼓勵女

社並為社會帶來正面的影響。 

3.4 於 3 月份，活動亦邀請及確認了時尚義工服務日的受惠機構: 浸信會愛羣

社會服務處。計劃於時尚義工服務日籌備香水調製工作坊，透過今年得獎

者勉勵分享及與受惠機構婦女一同參與香水調配，鼓勵社會各界婦女提升

自信心，在遇上不同的挫折和困難，當能夠突破自己迎難而上。 

3.5 5 個 THX GIVE ME 5 口罩防護物資派發日 

日期:3 月 14 日及 3 月 21 日 

由於香港疫情的關係, 有見及此, 本會聯同商務發展組別籌備了「5 個 THX 

GIVE ME 5」活動。我們發現香港的清潔工人工時較長, 工作環境相對細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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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多。因此希望透 過結合一眾時尚得獎者及本會會員的力量, 一同向

香港的清潔工人派發口罩, 讓他們有足夠的防疫物資, 同時以表意感謝他

們為我們服務, 保持香港清潔。除了本會會長、總會指派執行委員、時尚籌

委會成員及 15 位本會會友積極參與外，商務發展組別更成功邀請到經濟及

商務發展局副局長陳百里博士及 4 位時尚歷屆前得獎者參與是次義工活動，

一同為社會服務，派發口罩給清潔工人，更把當天花絮錄製成短卡並會於

8 月 16 日線上直播頒獎禮播放。 

3.6 今年評審日於 6 月 27 日在九龍塘又一村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一樓號的賽馬會

社會服務大樓順利舉行，評審團包括：首席評審和富社會企業會長李宗德博

士 GBS, OStJ, J.P、香港學生活動基金會主席龍子明先生 BBS,M.H,J.P、傑出青

年協會主席周定宇先生、再生會名譽會長鍾惠玲博士及香港華人女子高爾夫

球總會主席及香港小姐冠軍鄭文雅女士。今年誕生的得獎者來自不同界別，

包括:  

(1) 陳寶玲醫生 DR. CATHERINE CHAN  

  界別: 專業及學術界 

  職業:醫生 

金句:"Women are gifted with intuition and courage. Follow your instincts and 

Fearlessly pave your own roads!” 

(2) 陳雪麗女士 KITTY CHAN 

   界別：專業及學術界 

   職業:統計師 

   金句：慧心青眼，雅態芳思。不慕繁華，依子空谷。 

(3) 鄭敏樂醫生 DR.MINA CHENG 

   界別：專業及學術界 

   職業:Associated Consultant, Department of Surgery, Queen Elizabeth Hospital 

   金句：知足，知不足，有為，有不為。活在當下，愛得及時。 

(4) 林夏薇女士 ROSINA 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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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別：藝術及文化界 

 職業:藝人及企業家 

 金句：把握夢想、勇往前行，敬業奉獻，創新人生。 

(5) 李漢芝醫生 DR.HENCHER LEE 

 界別：專業及學術界 

 職業:Specialist in Pathology 

 金句：信自己一雙手，可以開創無限可能。 

(6) 李立娟女士 VIVIAN LEE 

 界別：專業及學術界 

 職業:公司主席及聯合創辦人 

 金句：「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勇于開始，才能找到成功的路。 

(7) 李慧慈女士 IRIS LEE 

 界別：專業及學術界 

 職業:董事 

 金句：希望用愛心鼓勵生命！生命燃點快樂！ 

(8) 廖秀英女士 SUYI LIU 

 界別：工商環保及創意產業界 

 職業:公司創辦人及主席 

 金句：別人做到的事，我也一定能做到。 

(9) 徐兆兒女士 APRIL TSUI 

 界別：專業及學術界 

職業:公司董事總經理 

金句：保持善良、寬容，充滿勇氣、智慧，上善若水，綻放精彩。 

(10) 楊嘉美女士 MAY YEUNG 

 界別：藝術及文化界 

 職業: 雕塑家及社區藝術策展人 

金句：面對困難，微笑灑下勇敢種子；花若盛開，蝴蝶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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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今年提供多個不同平台的廣告，包括：幗萃、facebook、Instagram、MTR 電

子屏幕、星島日報、的士、頒獎禮特刊及「時尚展覽廳」展版。 

3.8 為全港時尚專業女性選舉頒獎禮由線下改線上，在8月 16日晚上在 facebook

進行首次線上直播公佈今年的得獎者。在次感謝直播平台贊助 Oppa System 

Limited 及場地租借 Round Media Int. Company Limited 的協助。 

3.9 本年度由以下籌委會成員組成:場地主委及副主席(頒獎典禮)周淑華、秘書

及司庫主委湯淑君、註冊主委林楚琼及總務主委黃嘉慧擔此重任。 

4 總結及鳴謝 

感謝會長嚴禧華、上屆會長趙瑞萍、會務顧問王維旭參議員、黃詩韻參議員、會

長顧問陳曼華參議員、周清心參議員、周賢秀參議員的悉心指導及幫助。整個選

舉活動能順利完成，本人在此再次衷心感謝籌委會這一年的無私付出，並感謝

會長嚴禧華、副主席司徒詠詩、董事張立兒、商務發展顧問馮嘉盈的指導。 

踏入 JCI 城市女青年商會短短的兩年，透過積極參與不同的工作計劃，由最初只

以新會員身份參與活動、嘗試擔任司儀、加入成為籌委會成員，甚至今年勇敢嘗

試，加入董事局並成為大型旗艦工作計劃的主席。每個崗位都令我學習到很多。

今年受到疫情的影響，很多不同形式的公眾活動都延期及取消，對於前所末有

的狀況，我雖感到擔心及緊張，但很感激我的一眾籌委會成員，會長，副會長、

指導董事及顧問，陪著我一起迎難而上，做足防疫措施及籌備不同的後備方案。

透過大家的努力，從開幕禮、招募候選人，我們收到踴躍的提名及報名，到評審

日當天眼看着一眾優秀的時尚女性競逐這個殊榮，那份感動實在由心中流露出

來的。今年在工作、家庭、會務上都令我成長了不少，衷心感激每一位沿途支持

及鼓勵我的伯樂及好友。 

我謹祝願各會友身心健康，在城市女青年商會中成就更好的自己及他人，回饋

社會。 

商務發展董事 

姚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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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感謝副會長司徒詠詩的邀請及信任，擔任 2020 年城市女青年商會公共關係董

事一職。雖然加入城市女青年商會日子不久，但有幸參與了會務、其他分會活

動及各工作計劃，也結識了不同範疇的時尚女性及合作伙伴，讓我更融入青商

的大家庭。希望未來在青商的日子能發揮所長，創造更多不可能。 

2. 組織體系 

公共關係顧問 : 姚維晉參議員 

副會長 : 副會長司徒詠詩 

公共關係董事 : 趙嘉儀 

3. 工作匯報 

3.1  聯辦聯誼活動  

3.1.1 於 2 月 1 日農曆新年時與城市青年商會舉辦了「城市新春團拜」，參

加的城市女青商超過二十人；當日本會全體董事局成員、工作計劃主席、

多位前會長、顧問共同出席。雖然疫情關係，但我們也堅持做好防疫工作，

讓大家在安全的環境中團年。 

公共關係董事 

趙嘉儀 

報告 

 



 
   
    

頁 119 
 

 

3.1.2 分會方面，本會的目標是與各分會聯合舉辦活動並積極參與聯誼各分會的

活動，使本會會員與分會會員有更多交流。本會統籌之四會聯辦歡樂時光 (荃

灣青年商會、半島青年商會、騰龍青年商會及城市女青年商會) 此活動原定於

4 月 23 日舉行，由於疫情的關係此活動將延期，有關詳情將會公佈。 

3.2 邀請會友出席總會及各分會活動 

3.2.1 總會就職典禮於 1 月 4 日香港演藝學院舉行，當日全體董事局成員一同出

席，與其他 20 個分會共同見証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就職的重要時刻。 

3.2.2 1 月份各分會就職典禮，邀請及安排董事局成員出席支持。 

3.2.3 JC Sports Challenge @ Home Challenge 由半島青年商會舉辦，於 2020 於 5 月

4 日至 5 月 24 日期間舉行，本會積極鼓勵會友參與，是次活動本會有 8 位會員

參與，其中一位參加者秘書長朱穎思更順利完成 LEVEL 3 的挑戰。 

3.2.4 對總會方面，本會的目標是聯繫本會與總會及分會的關係。第 55 屆總會

周年大會於本年 9 月 25 日至 27 日舉行，本會積極鼓勵會友參與總會周年大會，

目前報名人名已達十八名； 

3.2.5 各分會，亦邀請會友及一眾董事局成員出席支持。 

3.2.6 總會 70 周年會慶將於 11 月 14 日舉行，邀請會友及一眾董事局成員出席

支持。 

3.3 三月份月會 

由於疫情關係，3 月份月會於 3 月 19 日以線上直播形式舉行，公共關係組別十

分榮幸邀請到 2015 年全港時尚專業女性選舉得獎者李欣蓓女士 成為 3月月會

分享嘉賓，主題《如何把握「疫」市從危轉機？》，分享從「疫」市尋找機會，

女性遇上不同的挫折和困難，當能夠突破自己迎難而上。活動於本會

FACEBOOK 專頁以直播形式舉行，當日活動順利舉行，有超過 100 位觀眾觀看

直播，感謝各位支持。除此之外，亦感謝籌委會成員黃嘉慧幫忙籌備和副會長

司徒詠詩的幫忙任活動主持一職。 

3.4 十三周年會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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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現正籌備十二周年會慶，晚宴於十二月十三日於城景國際酒店 2樓

宴會廳舉行。(由於疫情的關係, 活動舉行形式可能有所變動)。亦感謝

會員黃翠玲答應擔任十三周年會慶主席。 

4. 總結及鳴謝 

在此感謝會長嚴禧華、上屆會長趙瑞萍、會長顧問陳曼華參議員、周清心參議員、周

賢秀參議員、會務顧問王維旭參議員、黃詩韻參議員及公共關係顧問姚維晉參議員

的悉心指導及幫助，也再次感謝副會長司徒詠詩的邀請及信任，讓我加入她的團隊，

完成今年名項活動及挑戰。 

雖然加入青商大家庭不久，但在城市女青年商會這裡讓我很快找到歸屬感，加上各

會友，特別是副會長司徒詠詩一直以來的悉心指導及幫助，讓我對今年公共關係上

的職務很快上手；然而今年面對的困難重重，由於疫情關係，很多年前已計劃的線下

活動一改再改，不過整個團隊並沒有放棄，把線下的活動改為線上直播形式，不停想

辦法加入線上互動元素，務求讓網上活動也能發揮得淋漓盡致。 

經歷過今年的重重難關，我更領悟了一句說話：「當你經歷過一些困難後，眼前的風

景已經和從前的不一樣！」人生漫長，有時面對困境，我們得到的未必是絕境，而是

讓自己跳岀舒適圏，尋找解決方法的成長機會，我們更要好好珍惜這段時光，特別是

這段時侯跟你共同奮鬥的戰友。 

這份友誼，更是無價的！ 

 

公共關係董事 

趙嘉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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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本人非常榮幸成為2020年城市女青年商會資深會主席，本着資深青商精神「吃喝

玩樂」，帶領着一班資深會會員投入青商生活的另一面。自2007入會以來，我從

青商得着不少，有擔當董事局成員所得著的管理和應變能力、有籌劃不同活動所

得著的滿足感、亦有在青商生活中所得著的寶貴友誼等。十多年後嘅今天我希望

以另一個身份再次投入青商，為本會服務，繼續延續和宣揚青商精神和宗旨。 

 

2. 工作匯報 

2.1 會員目標 

• 鼓勵資深會會員積極參與本會和總會活動，以提升歸屬感 

• 舉辦輕鬆有趣的活動，以達致「吃喝玩樂」的宗旨 

• 提升資深青商會員和普通會員的互動和經驗分享，以達致傳承的目的 

2.2 會員人數 

現本會資深會員人數為 11 人 

2.3 出席活動 

1/11 2020 總會及分會資深青商與教父教母午宴 

1/15 城市女青年商會一月份就職典禮 

資深青商會 

主席 馮嘉盈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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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城市及城市女青年商會新春團拜 

6/20 與資深青商會友 high tea 茶聚 

 

4. 總結及鳴謝 

本會現有約十餘位資深會會員，她們不但在青商有著豐富嘅經驗，於自己的工

作範疇上亦有著出色的表現。從今年籌劃的歡樂聚餐中，彼此分享自己家庭和

工作上的一些點點滴滴之外，亦不時勾起一些當年參與工作計劃時的趣事。因

疫情關係，今年年頭作出的預算雖然未能一一實行，我想藉此機會多謝一些曾

經給過我意見和支持的前會長們和前主席，及再次多謝大家對我的信任委任

本人為資深青商會主席。祝大家身體健康，事事順利！ 

 

資深青商會主席 

馮嘉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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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感謝前會長邱翠婷的邀請，讓我擔任 2020 年城市女青年商會姊妹會事務發

展委員會主席一職。主要職責是透過各種形式，讓會友與台灣嘉義國際青年

商會會友接觸，雙方探討會否結為姊妹會。 

2. 組織體系 

委員會主席   ：袁慧詩 

委員會顧問 ：邱翠婷前會長 

委員會成員 ：王潔燕、鄭文馨、周躍羚 

    3. 工作匯報 

3.1. 2019年接待台灣嘉義國際青年商會 

日期：2019年12月12至14日 

到訪人數：成員9位，家屬3位，共12位 

行程： 

第一天行程：機場接送往城景國際→午餐(女人街食飯公司)→尖沙咀

1881→尖沙咀海榜星光大道→渡海小輪→中環摩天輪→參觀 JCIHK 總會

→本會與嘉義青年商會交流會議→山形及嘉義歡迎晚餐 

第二天行程：山形及嘉義聯誼早茶→山頂遊→地道茶餐廳午餐→中環碼頭

集合回城景國際→自由活動→城市女青年商會12周年會慶及晚宴→宵夜 

姊妹會事務發展委員會

主席 袁慧詩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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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行程：退房→參觀黃大仙祠→尖沙咀太平館餐廳午餐→送四位成員

到尖沙咀中港碼頭往澳門→東涌都會城購物→機場送別 

3.1.2. 財政簡報： 

餐飲費用$3447 

交通費用$6290.3 

3.1.3. 總結 

幾天相處及交流裡，認識到台灣嘉義國際青年商會的架構、文化、他們舉

行的旗艦活動、他們與外地分會的合作模式等等。來訪的成員都十分熱情

隨和，與城市女青年商會會友建立了友誼。 

3.1.4. 完成是次接待台灣嘉義青年商會財政報告。 

3.1.5.  完成城市女嘉義青年商會第一次交流會議的會議記錄。 

3.2.  2020年前住台灣，探訪嘉義青年商會 

經過2019年12月12日兩會的交流會議，原先決定2020年3月27日至3月29日到訪台

灣嘉義國際青年商會，但因20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嚴重，決定取消。鼓勵各位姊

妹跟嘉義國際青商的會友繼續在社交媒體和即時通訊軟件互動交流。 

4 總結及鳴謝 

感謝會長嚴禧華、前會長潘心怡參議員及邱翠婷、上屆會長趙瑞萍的悉心指導

及幫助。這是一個很好的訓練機會，讓我嘗試一下國際事務發展。很開心會友黃

潔燕(Amy)、周躍羚(Athena) 、鄭文馨(Mandy)一口答應加入姊妹會事務發展委員

會，她們都擁有很強的親和力和組織力，並在在 2019 年 12 月接待台灣嘉義國

際青年商會時展現出來。當時亦感受到全會上下一心，一眾前會長及姊妹一起

參與接待工作，促進兩會交流及建立友誼。很可惜，踏入 2020 年，因 2019 新型

冠狀病毒疫情嚴重，未能進行更多實體交流，互相了解。期盼疫情盡快過去，國

際青年商會活動能恢復正常，特別明年亞太大會在台中舉行，實在是一個難得

的機會，讓兩會會友接觸，促進交流。 

姊妹會事務發展委員會主席 

袁慧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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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名錄 (＊沒有投票權 ) 

會員編號 姓名  會員編號 姓名 

1 梁海蘊 * 116 邱翠婷 

3 馮嘉盈 * 118 鍾凱程 

6 蔡華珊 * 124 謝淑明 

10 關詠欣 * 126 黃可欣 

19 周清心 * 129 楊小婷 

48 陳曼華 * 130 李啟晨 

51 何珮珊 * 131 李樂芯 

52 潘沁怡  132 嚴禧華 

53 楊嘉欣  140 鍾思雅 

60 黎蒨璇 * 149 王潔燕 

63 陳韻琪  152 潘艷梅 

75 郭智嬈 * 153 王家琪 

77 黃詩韻 * 154 袁慧詩 

87 杜光子  156 楊玉梅 

90 周賢秀  157 吳曉燕 

91 梁逸翹 * 159 孫靄瑩 

93 梁凱淇  163 司徒詠詩 

96 陳美玲  167 梁凱瑩 

106 朱穎思  168 劉靜怡 

108 趙瑞萍  169 李健彤 

111 李貝詩  171 麥曉彤 

114 屈麗儀  172 鄭文馨 

115 袁愷儀 * 173 黃翠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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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編號 姓名    

174 劉子瑭    

176 周躍羚    

177 呂敏    

178 朱欣然    

180 劉雅雯    

183 鄧伊琳    

184 張少玲    

186 李麗瑩    

187 張立兒    

189 張煥琪    

191 蕭學誼    

193 徐家欣    

194 阮敬婷    

196 高潁芝    

197 姚燕君    

198 趙嘉儀    

199 李雅斯    

200 湯淑君    

201 黃嘉慧    

202 梁詠心 *   

203 陳壁芯 *   

204 

205 

206 

林楚琼 

周淑華 

楊雅雯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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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委會主席致謝辭 

本人謹代表籌委會感謝各位賞面，抽空出席城市女青年商會第十四屆會員周年大會，共同慶祝

本屆董事局的成績，及見證新一屆董事局的誕生。 

更感恩的是有前會長，會長，秘書處顧問郭智嬈參議員，指導秘書長朱穎思，指導秘書幹事高

穎芝的耐心回應，和一眾籌委會成員：陳壁芯、林楚琼和張婧風雨同路。本人在她們身上學到

很多，也有幸得有各位各施其職，動用了個人的人脈、時間、資源，籌辦是次會員周年大會。

更重要的是我相信透過本次的籌備過程，籌委會成員的關係更進一層樓，亦是本人對籌委會唯

一必須達到的要求。本人十分感謝籌委會各位成員的付出，以及十分高興在籌備過程中大家

都贏得了友誼。 

籌委會主席 

鍾思雅 

會員周年大會籌委會 

秘書及宣傳主委 

張婧 

指導秘書長 

朱頴思 

指導秘書幹事

高穎芝 

秘書顧問 

郭智嬈參議員 
主席  鍾思雅 

司庫及註冊主委 

陳壁芯 

節目及場地主委 

林楚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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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jcicitylady.org.hk/ 

jci_citylady 

 

JCI City Lady 城市女青年商會

城市女青年商會 JCI City Lad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