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屆

香港青年服務領袖獎
HK Youth Service Leader Award

(NGO)
我話事 共創造



15 參與青少年團體

少年警訊、

民眾安全服務隊少年團、

香港女童軍總會、

香港少年領袖團、

香港升旗隊總會、

香港交通安全隊、

香港青少年軍總會、

香港紅十字會(制服團)、

香港航空青年團、

香港基督女少年軍、

香港基督少年軍、

香港海事青年團、

香港童軍總會、

香港聖約翰救傷隊少青團、

醫療輔助隊(少年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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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獎勵及培育熱心社會服務的21-30歲之青年領袖

• 建立由青年主導、商界支持的領袖培訓及社會服

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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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年服務領袖獎獎勵計劃

榮譽主席： 高永文 GBS, JP

榮譽顧問： 胡定旭 GBS, JP

黎棟國 GBS, JP

黃紹開

顧問： 劉鳴煒 GBS, JP
霍啟剛 JP
蔡海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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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s.org.hk/zh/people/mr-chua-hoi-wai/


我話事共創造 大使

青年大使：方力申 宣傳大使：江旻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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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aper.wenweipo.com/2013/11/23/EN1311230033.htm


參與者&評審標準

參與者

• 由15參與機構提名3位組織內積極參與服務並熱心回饋社
會的21－30歲之青年領袖。

評審標準

• 有心有力熱心服務社會的青年領袖

– 有心：服務社會的熱誠和過往的貢獻

– 有力：領袖技巧、溝通能力等個人素質及在領袖培訓
計劃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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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計劃

• HK$2000奬勵、獎座、証書、「社會領袖培訓計劃」、「海外社會服
務之旅」。

• 「社會領袖培訓計劃」（所有參加者）：透過公司探訪和「與局長
/CEO對話」的機會去體會不同的領袖魅力和影響力、如何計畫個人
事業和策劃社會服務；學習團隊管理、市場策劃、公關技巧、危機
管理等實用的在職技巧。

• 「海外社會服務之旅」（得奬者）：得奬的青年領袖可以與來自其
他青少年團體的得奬者共同策劃及參與海外社會服務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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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評審委員會：

馬時亨 GBS, JP、劉鳴煒 GBS, JP、霍啟剛JP、蔡海偉、方奕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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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評審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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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創辦人:
陳智思, GBS, JP

香港總商會總裁:
袁莎妮, JP

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
梁卓偉, GBS

會德豐主席:
吳宗權

國際扶輪3450區
區總監:
彭志宏

http://pcbaward.com/cfm/other.cfm?html=judge2


第三屆評審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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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年事務
委員會主席:
劉鳴煒, GBS, JP

香港民政事務局
政治助理:
黎穎瑜

國際扶輪3450區

區總監:

馮興宏, SBS, JP

霍英東集團
副總裁:
霍啟山

朗廷酒店集團
企業可持續發展總監:
吳嘉雯



第四屆評審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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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委員會主席:
霍啟剛先生, JP

教育局
局長政治助理:
施俊輝先生

資深傳媒從業員:
車淑梅小姐,MH

東華三院行政總監:
蘇祐安先生, MH, JP

大灣區共同家園
青年公益基金
副行政總裁:
龔明明小姐

國際扶輪3450區
地區總監:
周基業先生



第四屆香港青年服務領袖獎時間表

2021年10月22日

2021年12月31日

發佈會及開始提名

截止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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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香港青年服務領袖獎時間表

2021年10月22日

2021年12月31日

2022年1月16日

2022年2月26-27日

發佈會及開始提名

截止提名

簡介會

領袖挑戰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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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袖挑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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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奇訓練營

迎新營硬碰六十年一遇寒流
青年服務領袖接受冰點挑戰



第四屆香港青年服務領袖獎時間表

2021年10月22日

2021年12月31日

2022年1月16日

2022年2月26-27日

2022年3-11月

發佈會及開始提名

截止提名

簡介會

領袖挑戰營

「社會領袖培訓計劃」

• 本地社會服務

• 企業參訪

• 座談會

• <與 CEO 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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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社會服務

帶領少數族裔年青人服務偏遠地區的獨居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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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服務日--「我係小偵探」

第二屆「青年服務領袖獎勵計劃」服務組青年領袖們用了短短一
個月，籌劃了本地服務活動-----「情深義重」《我係小偵探》。

小學生 (來自深水埗和東涌的低收入和新移民家庭)

小偵探領袖 -中學生



本地服務日--「傳恩有你」

青年領袖帶領一眾
中學生及小學生為
獨居長者送上關懷
愛心



義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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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G 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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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參訪

• 國際企業/ 傳播及時品牌建造行業：奧美

• 政府資助組織/ 體育行業：香港體育學院

• 中國國際企業/ 高科技行業：華為

• 香港國際企業/ 服務性行業：國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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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oogle.com.hk/url?url=http://www.cnii.com.cn/industry/2014-03/21/content_1328116.htm&rct=j&frm=1&q=&esrc=s&sa=U&ei=w0jjU_9zy-zwBZnsgJAN&ved=0CBUQ9QEwAA&usg=AFQjCNFzwy53joeomBm9mVOaeo3gLw2lHw
http://www.gccps.edu.hk/website/article/article_detail?channel_id=544&article_id=226
http://wiki.mbalib.com/wiki/%E9%A6%99%E6%B8%AF%E5%9B%BD%E6%B3%B0%E8%88%AA%E7%A9%BA%E5%85%AC%E5%8F%B8


公司探訪 –領英 (Linkedin) 及
建立個人品牌 (Self Branding By Sharon 

Cheung)



事業發展＆社會服務

• 成功的履歷及面試之訣

– 譚堅客席副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市場學系)

• 傑青專業發展及社會服務分享

– 容樹恆醫生(2009年香港十大傑出青年得獎者)

• 創業家之路

– 廖偉芬女士(HABITU咖啡連鎖店創辦人)

• 中國事業發展分享

– 金孝賢先生 (東亞銀行深圳分行行長兼區域總監)

• 社會服務的啟發

– 陳凱港警司(香港警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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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CEO 對話>

• <與 CEO 對話>

– 馬時亨教授GBS, JP (前任香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 公營和私營機構的領袖素質

• <與局長對話>

– 高永文局長 BBS, JP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

– 成功管理危機的領袖素質

• <與創業者對話>

– 施永青先生 (中原地產創辦人)

– 人才管理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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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局長對話 II–陳家強教授
與港青講楚「一帶一路」與香港發展機遇

「第二屆青年服務領袖獎獎勵計劃」積極籌劃高階領袖培訓
課程予青年服務領袖，《與局長對話系列II》好榮幸邀請現
任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教授，與我們分享城中熱話
----「一帶一路」與香港青年的機遇。飯局對話於九月六日
晚假座中環中總舉行，由於講題與香港未來經濟發展息息相
關，獲多個團體的嘉賓、青年人及學生支持，包括多個香港
制服團體及各區扶輪社領導、中區扶輪社社友等，場面非常
熱鬧。

「一帶一路」，由習近平主席倡議，主張貫通亞洲、歐洲和
非洲經濟走廊，通過推動區內國與國之間的基礎建設，實現
「五通」：即政策、設施、貿易、資金及和民生，是國家未
來對外發展重要戰略國策。

陳教授解釋「一帶一路」是中國長遠政治經濟發展的願景藍
圖。中國近年經濟高速發展，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不能
長期單靠出口支持經濟持績發展，國內經濟發展穩定，資金
充裕，是適時拓展海外市場的好時機。中國央央大國，有著
豐富文化歷史背景，目睹中亞地區多個新興經濟體系，發展
臨界樽頸，需要發展交通網絡及基建設施……等，來配合未
來經濟發展，可謂商機無限。其次，加強國與國之間的民生
互通，推動共融互信發展，有助穩定區內政治及國與國間和
平共處。年青新一代應把握這些機遇，為長遠經濟和社會發
展，加添新動力！



第四屆香港青年服務領袖獎時間表

2021年10月22日

2021年12月31日

2022年1月16日

2022年2月26-27日

2022年3-11月

2022年12月

發佈會及開始提名

截止提名

簡介會

領袖挑戰營

「社會領袖培訓計劃」

評選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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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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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服務領袖評選日 –專業評審團選出卓越領袖

評審團對各參賽者給予高度評價，雖然評選過程艱巨，但獲得的結果十分鼓舞人。獎勵計劃榮譽創辦人陳智思表示，他
很樂見計劃不斷進步，得獎者加入籌委會後，熱心推動以青年人主導的服務平台，服務社會上有需要的弱勢社群。他指
出，籌委會三年來眾志成城，汲取經驗，不斷優化計劃，為香港社會注入新動力及正能量，充分體現創會初心。

梁卓偉形容遴選過程非常難忘，他欣賞參賽者為制服團體付出了時間和愛心，評選出色領袖殊不容易，候選人均是隊內
精英份子，盡展領導才能及服務社會的熱忱。方敏生讚揚參賽者的努力和表現，他們為制服團體及計劃不斷開拓視野，
關愛社會有需要的社群，值得嘉許。她勉勵青年服務領袖繼續自我增值，以生命影響生命，努力回饋社會。袁莎妮認為，
香港不乏出色及有才能的年青人，但年青人要走出自我中心的圈子，才能展現卓越才能，發揮團隊力量，體現「我話事，
共創造」精神。她希望商界繼續支持計劃，提供更多機會予青年人。彭志宏說，在會見「服務組」及「培訓組」青年服務領
袖時，覺得他們充分展現了組織及策劃能力，並透過計劃的多元培訓項目，開拓視野。他期望計劃不斷茁壯成長，發掘
更多有心有力的年青人。

參賽者感謝主辦機構為他們提供一個既有培訓又可服務社會的平台，以及認識其他制服團體的青年服務領袖，互相學
習，建立友誼。

2016年8月19日，第二屆香港青年服務領袖獎獎勵計劃在城市大
學梁高玉德演講廳舉行「青年領袖評選日」活動，由全港十四個青
少年制服團體甄選出共二十七位有潛質的青年服務領袖。評審委
員會由社會出色領袖及知名人士組成，包括行政會議成員陳智思
、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梁卓偉、香港總商會總裁袁莎妮、香港大學
社會科學學院教授方敏生及國際扶輪3450區2015-2016區總監彭

志宏等。

about:blank


第四屆香港青年服務領袖獎時間表

2021年10月22日

2021年12月31日

2022年2月26-27日

2022年3-11月

2022年12月

2023年1月

發佈會及開始提名

截止提名

領袖挑戰營

「社會領袖培訓計劃」

評選日

頒獎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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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頒獎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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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頒獎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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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頒獎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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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香港青年服務領袖獎時間表

2021年10月22日

2021年12月31日

2022年2月26-27日

2022年3-11月

2022年12月

2023年1月

2023年

發佈會及開始提名

截止提名

領袖挑戰營

「社會領袖培訓計劃」

評選日

頒獎禮

「海外社會服務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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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爾海外社會服務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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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蒲寨海外社會服務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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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究海外社會服務之旅」

37



第四屆香港青年服務領袖獎時間表

2021年10月22日

2021年12月31日

2022年2月26-27日

2022年3-11月

2022年12月

2023年1月

2023年

發佈會及開始提名

截止提名

領袖挑戰營

「社會領袖培訓計劃」

評選日

頒獎禮

「海外社會服務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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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ing Committee

• Edmond Chan, Chairman

• Moray Lam, Co-founder

• Fonia Wong, Founder

• Polly Ng, Co-founder

• Bonnie Wong, Vice Chairman

• Barry Cheung, award Co-Chair

• Alisa Kwan, Award Co-Chair

• Yanice Mak, Training Chair

• Fanny Lau, PR Chair

• Jackson Lam, Corporate Chair

• Raymond Yeung, Innovation Chair

• Annie Or, Secretary 

• Constant Mo, Treasurer

• Tiffany, Giselle, Yukki

• Clara, Jennifer, Ellen Lee

• Shing, Kaylie, Leon, Rex, Emily, Gary, Janet 

• Sunny, Julie, Kitty, Alan, Edward, Irene

• Mat, Jenny, Krates, Karrie, Annabelle, Tho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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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 www.facebook.com/hkyslaofficial

Website: www.hkysla.org

Email: info@hkysla.org

Thanks for your kind Support!
40

http://www.hkysla.org/
mailto:info@hkysla.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