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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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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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的話
來一場綠色旅程吧！「行動帶來改變」的信念，正與本年度總會「Be the change」
的理念不謀而合。環保是全球持續關注議題，涉及的範圍甚廣，首要改變的是自身
的行為。你們會定期關心環保資訊嗎？你們有沒有發現近來也多了不同企業正在推
廣環保綠色理念呢？
疫情持續多年，新型冠狀病毒全球大流行，徹底顛覆人類習以為常的運作模式。新
冠肺炎蔓延到世界各地，地球在人類活動停頓下，使自然得到恢復的機會，你有關
注嗎？全球疫情底下，交通工具與工廠停頓，減少了碳排放，又會否讓各國人民作
出省思？

陳頌然

海港青年商會會長

環保是每一個人都做得到的事，但我們如何能在日常中實踐，讓環保就是生活？先
要有意識，才能改善。不要輕視地球的任何轉變，許多環境現狀，已經遠比想像
中來得嚴重。我們的未來，是由我們一同共建。別讓環保淪為口號。
本年度海港青年商會透過 RISE 事務組，舉辦《踏上綠途》工作計劃，推動「RISE
星期三」，定期發放香港本土綠色資訊，讓更多香港市民意識到環保的重要，齊來
攜手踏上綠途，讓環保理念能可持續發展。
最後，別忘了今年的會務主題「超凡燃夢．勇闖高峰」，實踐夢想需要燃點，不論
面前有多少阻礙，仍要跨越高山低谷，才能成就高峰。

總會會長的話
回想我們去年當選不久，香港社會喜迎生活回歸正常，無不磨拳擦掌，冷不防新
冠肺炎的第五波來襲，這到底算是意料之內，還是意料之外呢？
當自律的防疫工作是無可避免時，或者這正好給予大家放慢腳步的機會，檢視一下
作為青年領袖，我們能為社會、為自己做些甚麼。而針對疫下及後疫情的復甦，我
們的國際總部（WHQ）正在大力推動 JCI RISE。

JCI RISE 的 四 個 元 素：Rebuild（重 建），Invest（投 資），Sustain（持 續）及
Evolve（提升），絕對是我們能力之內的事。例如，在重建社會經濟方面，我們不
一定處於被動狀態，貴會的《青年有 SAY，燃夢高飛》工作計劃，就起了推動小
店經濟的作用，當中的漣漪效應會讓其他中小企受惠，不容小看。

楊甘琳參議員

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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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投資，也不一定是金融層面的投資炒賣。在這個艱難時期，我們應該轉為投資
自己，學習新知識，認識新朋友。這些舉動未必會令我們有直接的收入，但投資
自己就是讓自己有蓄勢待發的條件，當時機一到，就能振翅高飛。
常言道，思想影響行為，行為影響結果。催化社會的演變和地球的可持續性，往
往出於我們的善念。就讓我們一起攜手，愛惜生活，愛護地球。在陳頌然會長的
陽光氣息照耀下，讓我們種下的美好種子發芽。

總會指派執行委員的話
來到 2022 年，全球暖化、糧食不足、新冠病毒變種等問題尚未解決；同時亦要
面臨俄烏戰爭、全球經濟下行等各種難題。在這樣的大環境，我們更需要團結一致，
眾志成城，共同面對各種挑戰！我相信青商正正是一個很好的平台，讓會員為這世
界出一分力！
疫情期間，雖然大部份時間未能舉辦實體活動，但亦無阻海港青年商會上下一心，
發揮創意和作出各種新嘗試。在我看來，是十分令人鼓舞的！

疫情來到第三年，抗疫早已經成為習慣。疫症局限了人與人之間的接觸，口罩更
阻擋我們的笑容。社會發展組別將舉辦《國際兒童藝術節》，以「情緒童探索」為題，
協助家長了解孩子在疫情下的不同情緒，學習紓緩各種情緒的方法，從而建立更
深厚的親子關係。

黃皓欣參議員

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副會長

過去兩年，疫情對全球經濟衝擊持續擴大，不少行業需要打破固有模式，同時亦
有一批人把握到機會，在疫情下逆市成功變陣！喜見 RISE 事務組定期為會員發佈
企業發展綠色經濟的成功之道；同時商業發展組亦會舉辦《青年有 SAY，燃夢高飛》
為題的海港創業市集，既推廣香港獨有文化，又提供生意管理專才與年青創業家
的交流機會，從而在疫情下為年青人灌輸創業和營商思維！
除此之外，海港青年商會亦十分重視會員發展以及其歸屬感。在疫情爆發期間，
董事局非常用心籌備多個線上月會及活動，大家即使足不出戶，亦能感受海港大
家庭滿滿的愛。
最後，祝願各會員身體安康，疫情無阻我們繼續「超凡燃夢，勇創高峰」！

監事會的話
各位會友，大家還好嗎？相信大家近來對於「百毒不侵、身體健康」這個祝願
並不陌生。香港新冠疫情仍然未受控制，還存在很多未知之數。生活在疫情
之下，我們無可否認其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和生活模式，甚至是整個經
濟體系。

但與此同時，我們亦應藉此想一想：近年來各種新型病毒是否在某程度上反映
了人類一直以來對生態圈的破壞及影響。因此，我們更應時刻緊記環保減廢，
愛惜地球賦予我們一切的資源，從根本上一起減慢環境惡化，改善生活。

麥翠瑋

海港青年商會監事

而面對生活上各種掣肘，你或許認為憑一人之力，很難發揮作用。但海港青
年商會正正是一個良好的平台，讓會友們可以透過籌辦工作計劃或不同類型
的活動，暨發展個人所長，訓練團隊合作精神，同時亦可透過各種方式引起
社會對於環保議題的關注，帶領社會一起向前踏進可持續發展之路。
相信海港董事局在 2022 年，定能帶領會友們在重重困難下，一起攜手共創更
美好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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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黑暗：

青商援助烏難民

俄烏大戰衝突不斷，大量難民正在離開烏克蘭。（圖片授權：維基共享資源 CC-BY-4.0 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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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後最大衝突

目前最受全世界關心的大事，當然是俄羅斯與烏克蘭的衝突。在東歐標準時
間 2022 年 2 月 24 日淩晨，俄羅斯總統普京宣佈「特別軍事行動」，俄軍隨
即進入烏克蘭境內。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大的軍事衝突。
由於戰事仍在進行中，所以各方的統計數字並不一致。綜合各方數據：截止
4 月 10 日為止，烏克蘭軍有 2,000 至 14,000 人陣亡，而俄軍則有 30,000 至
40,000 人陣亡。雖然數字差距甚大，但無可否認，戰事中已有多人喪生。
雖然國際青年商會（Junior Chamber International, JCI）是一個政治中立的
組織，一向不參與國際政治事務，但促進世界和平、團結各國青年，也是這
個組織的目標之一。在開戰後的數週，不少國家的總會都有救援行動。
在這篇特別報導裡，我們會刊登國際青年商會世界總會，對這次戰爭的官方
聲明。除此以外，我們也會報導兩個參戰國（即俄羅斯與烏克蘭）的青商總
會的反應。最後，我們亦會報導歐洲各國總會的相關救援行動。

圖片授權：維基共享資源 CC-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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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總會（JCI Ukraine）

首先，當然要報導烏克蘭總會的反應。在東歐標準時間
2022 年 2 月 24 日晚上九時，烏克蘭總會會長 Maksym
Maslennikov 在社交媒體上，以英語發表講話。這是在開
戰不足二十四小時內，所發佈的官方聲明。演講內容的部
分翻譯如下：

烏克蘭總會會長 Maksym Maslennikov 在社交媒體上，以英語發表講話。
（圖片來源：烏克蘭總會社交媒體）

各位青商及全世界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 2022 年國際青年商會烏克蘭總會會長。這是來自
烏克蘭總會的官方影片。首先，我非常感謝來自世界
各地的祝福及慰問。今天，這些善意都支持了我們。
我要感謝你們的所有幫助。對此，我深表謝意。
關於烏克蘭目前的局勢：今天凌晨，烏克蘭遭到俄羅
斯軍隊的襲擊。很不幸，這些都是真的。目前所有青
商都很安全，我們的家人也很安全。我們相信我們的
軍隊，我們相信我們的未來，我們相信我們的國家。
你們可以捐款給我們的基金。這基金旨在幫助本地人
搬到更安全的地方。他們現在需要食物、衣服和住宿
的日常支持。我們將盡最大努力幫助他們搬家、養活
孩子以及解決其他日常問題。連結可以在影片描述欄
找到。
請與我們保持聯繫，並為烏克蘭祈禱。謝謝你們。
在大約兩星期後的 3 月 8 日，烏克蘭總會再在社交媒體
發文，報導烏克蘭的最新情況，包括俄軍佔領了扎波羅
熱核電站。他們引述總統澤倫斯基警告：若果這個核電
站爆炸，它會帶來的災害，將會比切爾諾貝爾更大。
在地方分會方面，青商們都為救災而努力。例如，位於烏
東的 JCI Dnipro，他們在當地一個商場成立義工總部，連
日來除了為災民收集物資，也不斷訓練義工做基本工作，
例如是維修水電、照明設施的技術。

烏東青商分會 JCI Dnipro 正在為災民籌集物資。
（圖片來源：JCI Dnipro
社交媒體）

俄羅斯總會（JCI Russia）

此外，我們也看看戰爭另一方的俄羅斯。在莫斯科標準
時間 2022 年 2 月 25 日下午二時左右，俄羅斯總會就這
次 戰 爭，發 表 了 官 方 聲 明。俄 羅 斯 總 會 會 長 Olga
Khaustova 稱，俄羅斯青商一向支持和平。全文如下：
各位親愛的青商朋友們，

國際青年商會創始人蓋森比亞（Henry Giessenbier Jr）
曾說過：

「這個組織的靈魂，是建立人格及公民意識的基礎之
上。我希望在未來之時，能夠向世人發出和平的訊
息，在世上建立長久的安定。」
俄羅斯青商支持世界和平！我們祈禱，這一切都能早
日結束，沒有人受傷！
我謹代表俄羅斯青商，懇請您理解：世界各地的青商
成員，都遵循相同的信條，以及信奉相同的原則。
用我們創始人的話來說，青商代表的是和平。

因此，我也懇請您銘記並珍惜，我們多年來培養的
友誼。
不要讓當前的事件，影響我們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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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青商為災民籌備的物資（圖片來源：JCI Russia 社交媒體）

國際青年商會俄羅斯總會
2022 年會長
Olga Khaustova

此後，在 3 月 6 日，俄羅斯總會在社交媒體宣佈，他們
現正籌募救援物資，協助到達俄羅斯南部的烏克蘭難民：
在這個困難時期，俄羅斯青商團結起來，向從烏克蘭到俄
羅斯的婦女和兒童，提供人道援助。我們購買了食品和衛
生用品等的援助物資，將被轉移到莫斯科的慈善機構「母
親之家」，然後運送到俄羅斯南部地區，那裡現正有很多
烏克蘭人抵達。
俄 羅 斯 的 青 商 參 議 員，亦 會 向 青 商 項 目「Bags to
School」捐款。這個項目將會提供所有必要的學習用品，
來幫助來自烏克蘭的兒童接受教育。

世界總會（JCI）

在 2022 年 2 月 25 日，幾乎在同一時間，國際青年商會世
界總會亦發表了官方聲明。與俄羅斯總會一樣，他們呼籲
全球的青商要團結一致，不要因為個別政府的行動，而敵
視當地的人民。全文的中文翻譯如下：
正在烏克蘭發展的局勢，對我們正造成極大的痛苦，
更使烏克蘭青商及許多其他人身陷險境。我們希望，
他們可以順利度過即將發生的衝突。
我們必須堅持：
「人類的親愛精神，沒有彊域的限制。」

我們必須支持我們的青商大家庭，因為我們的友誼，
不會被任何的衝突及分歧所破壞。對於我們這個家庭
的許多成員來說，在可見的將來，或會充滿危險和困
擾。作為一個組織，我們的團結是至關重要的。

世界各地的每位青商，都必須堅持我們創始人的世界
和平願景。這是繁榮社會的基礎。在每個發生衝突的
地方，青商都會履行我們的領導職責，重建經濟和社
會，以及支持受影響的人。
同樣重要的是，要記住：政府的行動，不一定代表
個別成員或國家分會的想法。
作為積極的青年領袖，我們都應不分國界，支持我們
的會員，扶助經濟重建。我們都是同一個國際青年商
會，只要我們這個大家庭團結一致，任何挑戰都難不
到我們。

領導是我們的職責。現在這一點，比以往任何時候
都更重要。

俄羅斯總會的官方聲明（圖片來源：JCI Russia 社交媒體）

俄羅斯總會 2022 年會長 Olga Khaustova
（圖片來源：JCI Russia 社交媒體）

世界總會的官方聲明（圖片來源：JCI 社交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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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歐洲國家總會
摩爾多瓦總會

先 說 一 下 在 烏 克 蘭 旁 邊 的 摩 爾 多 瓦。地 方 分 會 JCI
Ungheni 一直在與當地餐館和商店合作，迎接抵達摩爾
多瓦邊境的烏克蘭難民。他們提供溫暖的飯菜、衛生用
品、兒童用品，在某些情況下盡可能提供住宿。在 2 月
28 日，JCI Ungheni 在社交媒體發佈：
親愛的 Ungheni 人們：
Ungheni 地區的難民局勢越來越緊張，越來越難滿
足這些有需要的人的需求！

羅馬尼亞總會的官方宣傳（圖片來源：羅馬尼亞總會社交媒體）

Ungheni 的義工繼續表現出團結，並提供各種免費服
務，但我們不知道這種情況能持續多久。因此，我們
請求您的幫助！有必須滿足的需求，而我們手頭的財
力是不夠的！
任 何 有 能 力 提 供 經 濟 援 助 的 人，您 都 可 以 向 JCI
Ungheni 賬戶捐款，可以快速準確地，為該地區的
難民提供所需的物品！
我們不知道明天會帶來甚麼，但今天我們必須幫助
最需要我們的人！
謝謝大家的參與！

JCI Suceava 救援行動（圖片來源：JCI Suceava 社交媒體）

羅馬尼亞總會

在同樣是接壤著烏克蘭的羅馬尼亞，當地青商亦有救援行
動。不少羅馬尼亞的地方分會，包括 JCI Suceava，正在
努力幫助剛抵達的難民。JCI Suceava 除了與難民接觸之
外，也為他們製作了一份歡迎指南。
同時，羅馬尼亞的青商，正在與不同的場地合作，為新到
的難民尋找暫時的落腳點。在 3 月 7 日，JCI Suceava 在
社交媒體中說：「在 Milishauti 市的體育館裡，目前有數
百名來自烏克蘭的難民學生滯留。」
在 3 月 10 日，JCI Suceava 在社交媒體中說：「感謝荷蘭
及羅馬尼亞的青商，今天收到他們送來的毯子、藥品和乾
糧。捐款已送予烏克蘭的難民，部分食物很快就會送到烏
克蘭的一個中心，那裡目前有大約 2,000 名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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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I Ungheni 救援行動（圖片來源：JCI Ungheni 社交媒體）

此外，羅馬尼亞青商發起了「JCI Borderless」，是該國
協助烏克蘭難民的總行動。他們現在接受捐款。還有，羅
馬尼亞的世界傑出青年得獎者 Fransesco Magaldi，亦在
協助羅馬尼亞青商，並在個人社交網站幫手宣傳。

比利時總會（JCI Belgium）

就算不是接壤的國家，不少地區的青商，都有發起不同的
行動，支援今次戰爭中的災民。例如：比利時的英語分會
JCI THOE，舉辦了一個名為「Stand With Ukraine」的網
上募捐行動。活動介紹部分翻譯如下：
烏克蘭正面臨人道主義危機，他們急需幫助！
目前，烏克蘭平民缺乏水、食物、藥品、毯子和衛
生用品等大量物資。
這次籌款活動旨在將這些物資提供給有需要的人。
這些資金將用於購買最必要的物資，並為有需要的人
提供交通工具。我們會確保這些物資，能夠到達他們
的手中。
除了捐錢，你也可以直接提供物資。由於當地市場
出現故障，我們幾乎沒法往烏克蘭匯款，資金主要
用於購買貨物，並將貨物運送到烏克蘭。
請今天捐款並 #StandWithJCIUkraine。
其他國家總會

數個歐洲國家的總會，包括荷蘭、克羅地亞、及瑞士等，
亦加入了一個名叫「JCI Help For Ukraine」的募捐行動。
他們的籌款目標是 25,000 歐元，目前距離目標，大約只
差四分之一。他們的官方活動介紹如下：
烏克蘭人民目前生活在緊急情況中，他們的生活簡
直天翻地覆。許多人在逃跑，或被關在防空洞裡。
國際青年商會正收集必要的資源（例如是醫療用品和衛
生用品等）
，以幫助這場影響超過 700 萬人的人道主義
災難。
作為青商會員、志願者或捐贈者，我們會向你們講
解，可以如何提供幫助。此外，我們會提供清楚的
說明，以確保所收集的貨物最終到達正確的位置。

法國分會 JCI Bergerac 籌募行動（圖片來源：JCI Bergerac 社交媒體）

結語

國際青年商會世界總會，是在 1944 年正式成立。
這也是諾曼地登陸的同一年，亦即是第二次世界大
戰完結的前一年。因此，這個組織的其中一個成立
目的，就是促進世界和平，讓各國的青年共同建設
未來。
在國際青年商會的信條裡，有一句話是：
「人類的親
愛精神，沒有彊域的限制。」在今次的俄烏衝突裡，
不同國家的青年，都盡了青年積極公民的責任，提
供了不同形式的援助，為當地的難民送上關懷。
國際關係日益緊張，各種衝突漸漸表面化。在紛亂
之中，我們很容易忘記，其他國家的人民，就算他
們是不同的種族、語言、文化，也是我們的兄弟姐
妹。希望青商會員可以團結一致，一起戰勝這次的
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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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抗疫，

環保可以不理？

疫下的環保災害

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使即棄用品的使用量大增。為了
抗疫，各國政府、商家及民眾追求「清潔」和「隔離」，
外賣餐具、網購包裝以及個人防護裝備的使用量大增。
但有沒有人想過，這樣會對我們的環境造成多少破壞？
過去兩年，已有無數的調查指出，疫情使香港的即棄廢
物暴增。例如，香港海洋公園保育基金在去年指出，疫
情令市民日益依賴外賣和外送服務，導致自 2017 年起，
香港人連續三年減用塑膠的趨勢，出現大逆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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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塑膠之外，另一個較少受注意的問題，就是廚餘。
根據環保署去年的「香港固體廢物監察報告」，家居廚餘
有上升之勢。除了是因為禁堂食，也有人推測：可能有
市民因恐慌而囤積食物，結果自己吃不完而丟棄。
長此下去，香港的自然環境，必會遭受嚴重的後果。例
如：香港的三大堆填區，快將爆滿。就算連同擴建部分，
也只能支持到 2030 年的前後。另一方面，石鼓洲焚化爐
尚未竣工，到底最終能帶來多少幫助，現時無從判斷。

RISE 模式振經濟

在 2020 年，國際青年商會展開了全球性行動 RISE，推動疫情後
的經濟復甦。RISE 這四個字母是縮寫自重建（Rebuild）、投資
（Invest）、持續（Sustain）及提升（Evolve），也就是我們振興
疫後經濟的四大步驟。
RISE 的其中一個重要目標，就是建立可持續發展的商業模式：在
恢復商業活動的同時，也不能一如以往地，以破壞環境換取經濟
增長。如以上所述，我們應該檢討疫情所帶來的環境破壞，採取
更可持續的營商手法。
之前兩次施政報告，都提及了綠色經濟，以及《氣候行動藍圖
2050》。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稱：「作為中國的國際城市，香港一直
積極參與世界各地應對氣候變化的工作��我們將致力爭取於
2050 年前實現碳中和。」
由此可見，這不但與國際青年商會的 RISE 一致，也符合香港政府
的長遠發展政策。因此，我們必須「重建」青年創業的信心，「投
資」綠色行業及科技，「持續」提供創業上的支持，從而「提升」
本地的綠色工業。

香港的環保英雄

推動香港的環保發展，不單止是政府的工作，企業及市民也有同
樣的責任。有一班本地的年輕人，投身於香港的環保事業，為我
們爭取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未來。我們希望更多人能認識他們，使
他們得到更廣泛的支持。
今期我們請來了兩位環保創業家。第一位是 Invisible Company
聯合創辦人吳珈蔚（Devana Ng）。這間公司製造的可生物降解的
水溶性袋，可以被微生物分解成二氧化碳及水，以取代目前普遍
使用的膠袋。
第 二 位 是 Breer 的 聯 合 創 辦 人 及 行 政 總 裁 布 思 家（Anushka
Purohit）。這間公司收集賣剩的麵包來釀造啤酒，曾榮獲多個獎
項，包括 2021 年《城市創科大挑戰》中大學／大專組的「環境
可持續發展」類別的冠軍。
我們希望這兩位年輕人的故事，可以加深讀者對本地環保事業的
了解。與此同時，大家也不妨想想：在疫情之下，我們人類受到
病毒侵襲，固然很困擾；但對於大自然來說，我們是否也好像病
毒一樣，不斷在進行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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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不止是一句口號
疫下膠袋用量增

「在疫情期間，有非政府機構做了一項研究。他們分析了一些 2019 至 2020 年的網購
數據，結果發現，光是在一個網購平台，香港人一年已用了一億個膠袋。但在這一億
次的使用裡，有多少人真的會把膠袋回收再造呢？」

受訪嘉賓：
Invisible Company
聯合創辦人吳珈蔚
（Devana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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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疫情對環保的影響，誰不會想到膠袋？尤其是在 2022 年初，香港疫情大爆發，不
但有很多大型連鎖餐廳取消堂食，很多超級市場也提早關門。因此，外賣和網購的需
求大增，引致即棄包裝袋的使用，也大幅增加。
去年 12 月，有關注團體發表《免廢外賣⸺香港管理外賣包裝的挑戰》研究報告，估
計在實施檢疫措施和限聚令後，本地酒店業及送餐平台的外賣訂單升超過 50%，並推
算外賣包裝的棄置量，或由 39 億件大增至 58 億件。
因此，我們今天請來了 Invisible Company 的聯合創辦人吳珈蔚，一起探討這個問題。
這間公司生產可生物降解的環保包裝袋，減少即棄廢物對環境的影響。到底在疫情的影
響之下，香港的環保包裝袋產業，對我們有多重要？

推廣水溶性物料

「我 們 的 公 司 在 2020 年 2 月 成 立，當 時 的 名 字 叫
Distinctive Action。同年 5 月，我們推出了我們的產品
Invisible Bag。在 2021 年 5 月，我們的公司名字便改成
Invisible Company。我們希望向公眾推廣水溶性物料的
環保包裝。

For Immediate Release

Invisible Company Introduces The Plastic-free &
Water-soluble #INVISIBLEBAG Replacing Conventional Plastic Packaging

「其實這種水溶性物料，早就存在於市場上。最常見的例
子，就是在超級市場裡常見的洗衣球。這些洗衣球外面有
一層薄膜。當你把洗衣球放進洗衣機裡，那層薄膜遇到水
的時候，便會自動溶化，將裡面的洗衣液釋放出來。」
「我們的部分產品，不是完全由我們想出來，而是因應客
戶的意見才推出。例如，有一位客戶告訴我們：『我經常
用到寵物的糞便袋，但市面上有售的，都是塑膠製造。』
於是，我們便推出了水溶性物料的糞便袋。
「現在我們的產品，主要是企業對企業，例如是衣服的包
裝袋，以及送貨用的防撞泡泡紙。我們也有企業對客戶的
產品，例如是剛提到的寵物糞便袋。目前，我們正在研究
食物的包裝袋，以應付疫下日增的外賣需求。」

What is #INVISIBLEBAG?
A Responsible Packaging Connecting A Sustainable Community
#INVISIBLEBAG is water-soluble, compostable, biodegradable, proven to be non-toxic and leaves no harmful
residue on earth. It does not contain PP, PE, PS, PVC plastic and does not form microplastic. #INVISIBLEBAG is
made of a water-soluble and biodegradable combination of Polyvinyl Alcohol (known as PVA), starch, glycerin
and water. We also use eco-friendly ink, which does not contain heavy-metal ions and benzene, and it is proven
that it does not have chronic toxicity or estrogen, and is non-harmful to the environment. It is an alternative
solution for manufacturers and brands to replace the conventional plastic packaging.
#INVISIBLEBAG is proven to biodegrade 85% - 95% after a 90 day period under high-solids anaerobic-digestion
conditions, which was certiﬁed by the US Standard ASTM D5511. It is also certiﬁed compostable according to
the US Standard ASTM D6400 and the European Standard EN13432. The ASTM D5511 determines whether a
material is biodegradable under high-solids anaerobic-digestion conditions. The result shows more than 85%
biodegradation in 90 days. While the ASTM D6400 is the North American equivalent of the European EN 13432,

辭職創業第一步

最初，這間公司是如何開始的呢？「在 2018 年，當我
們兩夫妻還在打工的時候，已經非常熱衷環保。例如
我們會把廢物分類，以及到郊野收拾垃圾等。不過，
我們漸漸想：就算我們天天清理垃圾，對環保又有多
少實際幫助呢？」
「於是，我們開始思考：我們有一個源頭減廢的方案嗎？
我們可以給消費者提供一個環保的選擇嗎？我們花了不
少的時間搜集資料，發現外國一早已有這些環保包裝的
行業。為何我們不能在香港做這樣的生意呢？」
然而，吳珈蔚與她的丈夫，原來的職業都和環保無關。
她之前是做市場推廣的，而她的丈夫是做商務發展與營
運的。儘管如此，在一番計劃與籌備之後，在 2020 年
初，她決定辭去原有的工作，全心投入這間公司。
當初決定要辭職、放棄穩定的收入前，有沒有甚麼顧慮？
「當然會有不同的顧慮。但我們在辭職前，其實已用了半
年的時間做資料搜集，研究市場的情況，以及問朋友的意
見。所以，在開始的時候，我還是有信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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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物流公司合作

新興物料的難處

在文章開始的時候，引用了一些調查數據，顯示疫情之 「在成本上，與傳統塑膠比較，環保產品是不可同日而語
下，即棄廢物顯著增加。其實，單憑常識也可以知道： 的。在這個市場上，傳統塑膠已經存在了五、六十年，
當每個人都叫外賣和網購時，一定會多用了包裝物料。 是非常的成熟。你想想，你身邊的東西，有甚麼不是塑
因此，若不提高消費者及商戶的意識，便難以達到減廢 膠的？就是你現在用的電腦，已經是用塑膠造的了。」
目的。
「當一個市場太成熟的時候，還沒有被廣泛使用的新興物
「不是每一個用膠袋的人，也會有減廢回收的意識。因 料，就很難去作比較。加上疫情的關係，全球供應鏈受
此，光是在消費者的教育上，我們有很多的工作可以做。 到影響，我們產品的每件成本，難免也會有所改變。所
其次，商戶是否也可以採用一些環保的包裝，去讓所有 以，這個價錢上的差別，目前確是很難避免的。」
的消費者知道，其實他們也可以減少塑膠的用量？」
「但也正因如此，我們非常感激我們的每一位客戶。他們
在 2021 年 10 月，本地智能櫃品牌 Alfred 引進了他們的 願意付出的價錢，比正常膠袋高幾倍，只為把環保推廣
水溶性袋，取代了沿用的可降解膠袋。據報，該款膠袋 給他們的顧客。將來，當越來越多人使用水溶性袋的時
雖然「可降解」，但仍需 12 個月才能分解，而且會殘留 候，希望價錢便能下降，令我們的客戶更容易負擔。」
微膠粒。相反，水溶性袋只會被分解成二氧化碳及水。
除 了 Alfred 之 外，本 地 初 創、國 際 網 購 轉 運 公 司
話雖如此，物流公司的負責人承認，使用水溶性袋的成 Buyandship 也加入支持。這種水溶性速遞袋，將會用在
本並不低。若使用傳統膠袋，每個成本只需約 0.5 元。但 寄予香港、台灣、菲律賓、馬來西亞及新加坡的包裹。
如果使用水溶性袋，成本則約每個 3 元，是傳統膠袋的 6 他們的創辦人表示，希望藉此將綠色生活的概念，宣揚
倍。故此，他們有意在袋上印廣告，以扺銷成本的增加。 給他們的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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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帶來的影響

在上一節提過，疫情使原材料的價格上升，使製造成本增
加。但原來，除了成本之外，還有其他運作上的麻煩。例
如，近期貨櫃短缺、貨運變得緩慢，使很多原本有意購買
產品的人，也因為要等待太久，而導致熱情減退。
「例如，我們想出口我們的產品到其他國家。疫情下的運費
提高了，成本也上升了，使原本有興趣的海外買家卻步。
再者，運送的時間也增加了。原本可能只要一個月，現在
可能要兩、三個月，這對市場需求有很大影響。」
除此以外，疫情亦促成了在家工作的模式。對於公司的團
隊溝通，也帶來了不便：
「我們的辦公室是開放式的。以
前每當我想到一件事，便能立即說出來，然後大家一起討
論。但在家工作的話，就少了這種即時的互動性。」
這種情況，突顯了把公司工作雲端化的重要：
「我習慣把
工作檔案，上載到雲端硬碟去。尤其是在家工作的時候，
公司和家裡是不同的電腦，如果不用雲端，就很難工作。
再者，若要與同事分享工作檔案，也方便得多。」

香港的環保意識

不過，從好的方面看，疫情也提高了香港人的環保意識：
「因為疫情，我們多了使用即棄塑膠。例如，有人在防疫
隔離時拍照，發現全部用品都是塑膠。還有口罩、即棄
餐具等的大量使用，都提高了環保的警覺。」
其實，環保意識的高低，與自小的教育有密切的關係：「
例如，在某些國家，環保回收分類不是陌生的事。小孩
子很小便會接觸，家長也會常常提到。當大家的成長氛
圍不一樣的時候，對環保的關注度也自然不一樣。」
本港的很多政策，都未完全跟上環保的步伐，其中一個
例子便是膠袋：「以超級市場的即棄膠袋為例，外國有法
例規定，成份中必須要有生物源的物料，例如是植物澱
粉等。在這一方面，香港暫時未有相似的法例。」
不過，香港政府也不是完全沒有努力過。例如，政府在大
嶼山設立了 O·PARK，是香港首個有機資源回收中心，每
天能夠處理 200 公噸已作源頭分類的廚餘。但這麼多年
來，廚餘的回收量總是未達應有水平。為何會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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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也要講效益

「如果你問香港的餐廳：『其實香港有 O·PARK 的啊，為
何你們不把廚餘送到那裡去，而要丟到堆填區？』他們的
回覆通常是：不是他們不想送去，而是他們沒有人手。
除非你是大集團，否則難以負擔這種人手成本。」
「由於我的公司屬於可持續發展的行業，所以我很關心香
港的可持續發展情況。我的個人看法是：無論我們有多
好的環保基礎設施，但如果沒有考慮到運作上的細節，
例如是商業上的成本效益等，其實很難會有成效。」
在屯門環保園裡，曾經有一個華南廚餘廠。雖然政府給
了他們很多補貼，但營運了七年半，回收量都沒達標，
最終被逼關閉。主要原因，就是因為他們生產的飼料，
在農業式微的香港裡，根本沒有市場，因而難以維持
營運。
「我只能說：其實香港政府不是沒有幫忙，可惜到最終落
實的時候，方法不夠實際。」因此，財政上的補助固然
重要，但如果不能借助市場的力量，以消費者需求來支
持營運，任何環保行動最終只會變成「大白象工程 」。

淺談「綠在區區」

不過，政府在環保方面，也不是沒有成功的。吳珈蔚最欣
賞的，就是「綠在區區」計劃。
「綠在區區」是環保署在
香港建立的回收網絡。每個回收站都接收多種回收物，包
括廢紙、金屬、塑膠、玻璃樽、光管及充電池等。
「我覺得『綠在區區』把回收帶到了本港的不同地區，讓
更多人認識了環保。它提高了市民的回收意識，因為它
們不單止有傳統的『三色回收』，還有其他不同的物料。
對於本地的環保教育來說，這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綠在區區」與一般回收箱，有很大的不同。很多街邊的
回收箱，不但疏於清潔，而且時常被當作垃圾筒一樣，
把不能回收的廢物也丟進去。相反，在「綠在區區」回
收站裡，不但店面整潔，也有專人在場協助市民。
「此外，他們也有很多不同的做法，鼓勵市民參與回收行
動。例如，他們推出了智能積分卡，市民可以憑卡賺取
電子積分及兌換禮品。這些都能提高市民的環保意識，
將減廢回收的習慣，逐步融入日常生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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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我覺得環保這件事情，不只是一句口號或一場運動。
它應該融合在你的思維裡面：你每做任何一件事情，
你都會想想，這是否符合環保的原則。你不用刻意去
搞甚麼的活動，或做甚麼的動作，才能在生活中落實
環保。」
「要推廣環保和可持續發展，不能單靠任何一個人或機構
的力量，而是需要社區的共同參與。光是我們單方面宣
揚環保有多好，是不夠的。大家一定要攜手合作、互相
幫忙，一起去推廣這種思維，才會有更多人去接受。」

「其實每一間企業都有力量，去推動一項運動，或帶來一
個改變。所以，企業不應猶豫走出第一步。就算你不是
全盤採用環保物料，只要你在某部分的產品或運作上開
始使用，也能提高環保意識，改變消費者習慣。」
「如果我們繼續紙上談兵，空說不做，是不會有任何改變
的。我們的最終目的﹐是希望讓更多人把環保融入生活。
只有當更多的人支持環保消費，讓環保產品普及化，才能
令價格下降，使環保的工業能夠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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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啤酒，也能撐環保！
回收麵包釀啤酒

「在我還年少的時候，每當我遇見某些問題，我常常會想：『等到我長大了的時候，我
便會去把它解決。』但這種想法是不對的，為何要等到某個年紀才能開始？踏進了創業
的世界後，我才明白到：其實我現在就能立即帶來改變。」

受訪嘉賓：
Breer 聯合創辦人及
行政總裁布思家
（Anushka Puroh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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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尚未大學畢業的布思家（Anushka Purohit）
，是香港科技大學的非華裔學生。年
紀輕輕的她，已經成就不凡。在 2020 年，當她在美國作交換生的時候，就以一個高科
技醫療項目，贏得聯合國世界信息峰會大獎（Ｗorld Summit Award）。
在香港，布思家與另外三名科大的非華裔學生，展開了一個名為 Breer 的項目。這個項
目以買剩的麵包來釀造啤酒，以改善香港的廚餘問題。在 2021 年，這個項目獲得《城市
創科大挑戰》中大學／大專組的「環境可持續發展」類別的冠軍。
到底以麵包來釀造的啤酒，味道是怎麼樣的，可以有多少種不同的口味？此外，面對著
充斥超級市場的不同大品牌，幾個大學生製作的產品，又有沒有生存的空間？最後，當
布思家與她的團隊大學畢業之後，這個項目會何去何從？

從社創比賽開始

在布思家念科大的第二年，她接觸到創行（Enactus）的
社會創新比賽。創行成立於 1975 年，在全球 37 個國家
及地區開設分部。幾十年來，他們都會舉辦社創比賽，鼓
勵大學生實踐企業家的精神，為社會帶來正面的影響。
要參加這個這個社創比賽，就要針對一個社會問題，並
尋找解決方法。布思家立即想到，她小時候常常看見很
多食肆，都會把賣不出的食物倒掉，非常浪費。所以，
她意識到食物浪費是本港不容忽視的問題，並決定要以
此為題。
但怎樣才能解決這個問題呢？有一天，當布思家與朋友
在喝啤酒的時候，她忽然想到：其實麵包與啤酒的材料
非常相似，可不可以用麵包來釀造啤酒呢？於是，她與
她的朋友決定把這個主意付諸實行，成為這次參加比賽
的計劃。
不過，以麵包來釀造啤酒，這個主意在香港可謂前所未
見。為了把這個計劃付諸實行，她們四處尋找可以專業
委託代工（OEM）的酒廠，讓她們可以自行造酒。同時，
她們也開始接洽不同的麵包店，看看誰可跟她們合作。

到處敲門找合作

「我們只是幾個大學生。別人聽到我們的請求後，難免會
有很多疑問。這幾個大學生真的懂得如何釀造啤酒嗎？
我怎知她們不會拿了麵包就跑掉了？我覺得，剛剛開始
的時候，他們心裡都會覺得不太可能，所以不是很想相
信我們。」
再者，作為幾個非華裔學生，本地人在第一次接觸時，都
會感到有些隔膜。例如，他們會想：她會說廣東話嗎？「
我會跟他們說，其實我會說廣東話的，我也是香港人來
的。這樣，他們就會覺得親切一點。」
為了增加成功的機會，布思家的策略是專攻一個可能性較
高的目標。她們先鎖定一間較有機會的麵包店，然後定期
去找老闆談合作。
「我曾經做過一些資料搜集，知道那間
餐廳的老闆喜歡啤酒，所以才決定找他們請求合作。」
最終，經過多次的接洽，布思家獲得對方有條件同意合
作：他們願意提供兩公斤的麵包，但她們要把製成品拿
去給他們品嚐。如果他們覺得完成品可以接受，雙方便
可繼續合作。否則，就請她們以後不要再回去找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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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的成功感

可幸的是，當年布思家參加的社創比賽，只須先提交計
劃書，到了勝出之後，才開始執行計劃。結果她們也真
的贏了冠軍，得到了獎金。換言之，她們可以在沒有財
政壓力的情況下進行試驗。就算最終造酒失敗，她們也
沒有金錢上的損失。

科大的創業中心

Breer 可以正式成為一間公司，其實背後有一批幕後功
臣。他們不但向這個項目給予了資金，也提供了其他方
面的援助（如法律諮詢等），讓布思家在起步時能夠事
半 功 倍。他 們 就 是 香 港 科 技 大 學 的 創 業 中 心（
Entrepreneurship Centre）。

那麼，布思家第一次的製成品是否成功呢？「用今天的標 「我記得我最初找創業中心的時候，是想問如何在香港
準來看，我覺得不算成功，但當時我的想法有點不同。 成立一間公司。結果，他們的代表回覆我的時候，和我講
那時，我只是想知道：麵包真的可以釀製啤酒嗎？那次的 了接近一個小時的電話，非常詳細地講解所有的步驟。
嘗試證明：原來真是可以做到的！所以，當時我已覺得非 這是我與創業中心合作的第一次，也是最難忘的一次
常成功。」
經驗。 」
到了今天，他們已經實驗過不同的材料，創造出不同的
味道。「例如，我們有一個地中海風味的啤酒。在它的原
材料裡面，我們放了一些馬鈴薯和蔬菜。比起一般用白
麵包造的啤酒，它的味道會比較甜，而酒精濃度也會高
一點。」
漸漸地，布思家與她的朋友開始思考，把這個項目發展為
公司的可能性。不過，真正的商業世界，與大學的社創比
賽，是完全不同的事。幾個沒有營商經驗的大學生，有沒
有能力把一個課外活動的項目，變成一個能夠自給自足的
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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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中心的另外一個大幫助，就是替他們尋找義工。在
科大裡，校方設立了一些制度，去鼓勵學生參加義工。
創業中心協助布思家把運送麵包的工作，也加入到義工
的範圍，讓她們可以得到不少的免費勞動力。
說到香港的初創生態，很多人都說香港遠不如其他地方。
例如，有全球初創生態系統報告指，香港初創生態系統，
落 後 於 其 他 亞 洲 城 市，包 括 北 京、上 海、東 京、首 爾、
新加坡、班加羅爾等。布思家自己的看法又如何呢？

香港的初創文化

「我覺得香港的初創文化已經非常不錯。在外國，
如果你想搞初創，通常你是需要已經畢業，並且
全心全意地去投入工作。因為很多時候，如果別
人要投資你的初創，他們會要求得到公司的部分
股權，而不是純粹給你錢支持你。」
「相反，在香港，你不一定要畢業了才能開始。你
可以一面讀書、一面參與你的初創。在這裡，你可
以有數碼港投資創業基金、香港科技園創投基金等
的途徑，可以申請資助。只要你有一個想法，並且
肯付出和堅持，你總可以找到開始的方法。」
「之所以有這樣的分別，我覺得是因為外國的初創
人士較多。政府和企業沒有那麼多資源，去資助
每一個有志於創業的人。相反，香港在這方面的
需求較少，反而政府願意多用資源去大力扶持。
只要你說你肯去做，都有機會得到資助。」
得到了資金的幫助，另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團
隊。原來，除了布思家以外，其餘三位的隊友，
都不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而且，另外三人都互
不認識，只是經她介紹才撮合在一起。到底她們
在合作和相處的時候，有沒有遇到甚麼問題？

各司其職的團隊

「最初參加那個社創比賽時，我只是想組隊，所
以找來了三個最熟悉的朋友。一開始時，由於我
沒有想過這個項目會變成一間公司、或一件長遠
的事情，所以當時我沒有特別考慮，到底他們會
不會喜歡對方、可不可以一起相處等等。」
「不過，我真的覺得自己很好運。如果他們真的
相處不來，或者有甚麼爭執的話，整個團隊的
氣氛將會很不同。」布思家稱，正因他們三個都
是她的朋友，所以她很了解他們性格和愛好，
使她更容易發揮中間人的角色，促進合作。」

不同的性格，使他們擔任不同的崗位。例如，其中一位隊友
很喜歡初創文化，對任何事情都很仔細，所以他成為了營運
總監；另一位本身是讀市場推廣的，所以他成為了市場總
監；最後一位則是讀經濟的，所以成為了財務總監。
不過，再過一兩年，他們很快便會畢業，離開學園。屆時，
沒有了大學的援助以及比賽獎金，他們便要靠自己的實力，
才能在市場上立足。那麼，面對各大啤酒及本地手工啤酒品
牌，他們到底有甚麼方法，在競爭之下突圍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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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市被禁酒照賣

「其實在疫情下，我們更需正視廚餘的問題。對餐廳來
說，食物的需求變得更難估計。例如大家都叫外賣的時
候，可能今個星期很多人叫披薩，但下星期就叫別的東
西。萬一餐廳估計錯誤，賣不出的食物便要丟棄，會產
生更多的廚餘。」
但這些食肆的限制，對 Breer 的影響不大，因為她們一
開始便遇上了疫情。她們最初推出產品的時候，剛好就
在第一次後禁晚市的時期，那時已經很難做餐廳的生意。
所以，他們的主要顧客，由始至終都不是餐廳，而是便利
店或超市的個人消費者。
在顧客需求方面，布思家還是充滿信心。「其實很多香港
人都喜歡飲啤酒。即使現在人們無法經常見面，他們仍
會買些啤酒回家喝。再者，香港也有很多關於啤酒的短
訊群組，裡面的成員經常分享飲啤酒的心得，因此需求
是仍然存在的。」

善用科技做宣傳

除 了 滿 腔 的 創 業 熱 誠，布 思 家 也 很 熱 衷 於 科 技。早 在
2020 年，她在美國作交換生的時候，便參與了一個名叫
CoronAI 的醫療檢測裝置，協助病人在居家的情況下，提
早發現感染疫症的可能性。這個項目最終贏得聯合國世
界信息峰會大獎。
本身讀工程的她，也是編寫程式的高手。除了 Breer 之
外，她目前協助一個叫 StayK 的本地活動平台，幫他們
製作網站及手機程式。布思家相信她可以借助科技的力
量，把她的產品推廣給客戶，讓全香港都認識 Breer 這
個品牌。
「我覺得現在科技很方便，當人們上網看見有興趣的東
西，便會繼續搜尋來看。」相比起其他手工啤酒品牌，布
思家認為他們比較熟練社交媒體的宣傳，而且他們在每
個產品上，都印了一個二維碼，讓人可以立即知道他們
的故事。
話雖如此，香港經濟近來受到疫情困擾，餐飲及酒吧業
更是大受打擊。例如，截至 2021 年初，便有 15% 的酒
吧結業。在這種情況下，各行業對啤酒的需求是否會減
少？對於這幾位大學生來說，他們有甚麼方法可以「疫」市
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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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半年便會大學畢業，布思家很希望 Breer 可以繼續
營運下去：「自己做自己的老闆，我很喜歡這個想法。不
過我也明白，產品要有市場的需求，才是最重要的。如
果市場最後證實我們可以全職去做，我會非常樂意全職
地投入。」

飲啤酒也幫香港

說到對她最有啟發的電視節目，布思家提到美國廣播公
司的《創業鯊魚幫》（Shark Tank）。她很欣賞節目裡的
「鯊魚」（即評判），因為她覺得這些「鯊魚」本身都是非
常成功的創業人士，他們有很多經驗也值得她學習。
她最喜歡的「鯊魚」是馬克庫班（Mark Cuban）：「因為
我覺得他為人不但非常貼地，而且也很喜歡科技。我也
對科技很有興趣。」除此以外，她也喜歡看小說。其中一
個最喜歡的作者，是寫《百年孤寂》的馬奎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在整個訪問過程，布思家不止一次提到，她雖然是印度
裔，但她在香港土生土長，覺得自己是一個香港人，認
為香港就是自己的家。而她也提過，自己最初成立 Breer
之目的，就是希望幫助她成長的地方。
「我想別人明白：飲啤酒也可以幫香港！提起『可持續發
展』，人們總覺得自己要犧牲這個那個，才可以做到。其
實不是這樣。『可持續發展』應該是給我們更多的選擇：
你可以照買你喜歡的東西，但選擇支持一個『可持續發
展』的商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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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疫共存：目前的英國生活
平行時空

本年第一季，香港疫情嚴峻。超級市場的
食品被搶購一空，多間食肆結業或停業。
就連學童，都要在冬天就要「放暑假」。
但原來，在不少的其他國家，生活早已正
常化：沒有限聚令，也不用戴口罩！

受訪嘉賓：
海港青年商會
2021 年監事
林岐恩（Bonnie）

「在去年十二月左右，Omicron 變種在英國
爆發。最初，政府也有一些防範的戒備，
例如是在公眾地方戴口罩等等。然而，隨
著疫苗覆蓋率提高，政府決定放寛措施。現
在英國的生活已經正常化。」
今期請到我們的 2021 年監事林岐恩與我
們分享。目前，她正在英國進修，已在當
地居住了幾個月的時間。在這幾個月來，
香港的疫情大爆發，進入 2003 年以來最蕭
條的時期。然而，在彼岸的曼徹斯特市，
一切就如平行時空一樣。
「現在這裡沒有人戴口罩。」在這次視像
訪問途中，鏡頭被轉到身後的人群。那是
曼徹斯特大學的飯堂：沒有人戴口罩、沒
有社交距離、沒有透明隔板。只見一群學
生們在吃飯聊天，好不熱鬧。
在這一篇的訪問裡，我們會探討：現在英
國的日常生活，和香港有甚麼的分別；一
個香港人來到英國生活，通常遇到的最大
挑戰是甚麼；以及，如果香港人想移民到
英國定居，有甚麼事情需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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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跑步

早在移居英國之前，她已經是一名跑步愛好
者。她經常參加國際青年商會的不同跑步活
動。自然地，來到英國，她也繼續跑步。不
過，她發現曼城與香港的跑步環境，有很多
不同的地方。
在香港，很多人都喜歡到公共運動場裡跑步，
例如是跑馬地運動場、九龍灣運動場等。
「但
在這裡，運動場的數目不但很少，而且進場要
收費。」因此，現在她大多都是在街上跑步。
她覺得，曼城的戶外環境很不錯。「這裡的高
樓比較少，交通比較不繁忙，在戶外跑步其
實挺不錯的。」不過她也指出，部分的路面情
況有待改善。若在夜間跑步，一不留神便會
跌倒。
英國的環境，也讓她有一項新的運動習慣：
踏單車。「這裡的公共交通，和香港有很大
分別。巴士和火車班次，不但不如香港般頻
密，而且不太準時。因此，現在我上學，主
要都是踏單車。」
與香港不同，以單車代步在英國已成氣候。「
英國的法例，很保護踏單車的人。在這裡的
人眼中，踏單車的人也是道路使用者之一。
即使單車的速度較慢，其他的道路使用者都
要尊重他們。」

食住在英

搬到一個新的地方居住，都要先解決兩大問題：食和住。
先說說住的問題。剛到英國的時候，大約只是住了一個星
期出租民宿，便很快找到心儀的單位，立即搬進去居住。
「我沒有花很長的時間格價，覺得價錢合理便搬進去。我
住出租民宿的成本，遠比我出來租單位貴。若果我遲了
搬走，就算真的找到便宜一點的地方，時間上我還是損
失了。」
既然是大學生，為甚麼不住學生宿舍呢？「其實學生宿舍
的價錢也差不多。我住在現在的單位，雖然離校園遠一
點，但不用和其他人分享廚房和廁所等，感覺上私人的
空間比較多。」
在英國，很多的消費物價都比香港貴，最明顯的就是三
餐。在曼城裡，出外吃飯的話，一餐大概要十多英鎊，
足足是香港的兩倍價錢。因此，現在她寧願在家裡煮，
也不出外吃飯。
「不過，這裡的超級市場有很多『預先煮好』的食品選
擇，非常方便。例如，超級市場常常賣一些很大包的沙
律，只是賣一兩英鎊，便可以吃很長的時間。這種選擇，
在香港可說是比較少見。」

包容差異

近來移民成為了香港的城中熱話，而英國更是不少人的
移民選擇。不過，兩地在日常生活及文化上，確實有很
多非常不同的地方，需要時間適應。對此，她覺得最重
要的，是包容文化的差異。
「在這裡，很多商店很早便會關門。到了星期日，他們更
會在下午便會打烊。在聖誕節等重要節日，更是幾乎全
城都不營業。這與你在香港，一出街便是商場、四處都
是食肆，是有很大的差別。」
「如果你不事先了解這裡的生活模式，你會覺得這裡很不
方便：生活的節奏很慢、巴士很久也沒有一班，晚上沒
有甚麼娛樂。但在這裡，正是因為人們注重工作與生活
的平衡，才會有這樣的文化。」
「所以，若然你決定要來，就不要處處拿香港比較。是你
自己決定要來的，這個地方沒有必要因為你而改變。要
是你總是執著以前是怎樣怎樣，你就會覺得很痛苦，難
以融入這個新地方的生活。」
有人說：「一個人的一生中，總要在他鄉中生活一次。」
旅居異地，最難得的就是經歷不同的生活，體驗不同的
文化。只要你肯拋棄成見，以開放的態度來接受新事物，
不論你身處何方，也會一樣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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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出香港，尋找機遇
2022 年亞太大會
（Asia-Paciﬁc Conference, ASPAC）

亞太大會是國際青年商會每年的盛事之一。今年的亞太大會於 2022
年 5 月 26 日至 29 日（為期 4 天）在日本堺高石舉行。亞太大會的
參加者可以：
˙認識不同國家的國際青年商會的會員
˙參與主辦城市的文化之旅，深入了解堺高石
˙體驗由各個亞太總會舉辦的各國文化之夜
˙欣賞亞太各國精英在演講和辯論比賽中決戰
˙參加不同的研討會和工作坊，提升技能
報名已在 4 月 7 日截止。在 3 月 31 日或以前已報名的朋友，會得
到 價 值 港 幣 過 千 元 的 NFT 特 別 禮 物！這 個 NFT 禮 物 的 設 計 公 司
BlueArt，曾替不少時裝界的大戶服務，例如是 Hermès 和 Fendi
等，真是非常難得！

CREATIVE
YOUNG
ENTREPRENEUR

The Creative Young Entrepreneur (CYE) program is a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created from the ground up by JCI to encourage, honor and celebrate
exceptional young entrepreneurs and the role of innovation in their entrepreneurial climb to global success.

Purpose
The CYE Program helps foster entrepreneurship.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nspiring and promoting participants to create innovative
new businesses, and therefore jobs, in line with the JCI RISE Initiative to tackle the
economic challenges caused by the COVID-19 pandemic.

Who can apply?
Registrants must be aged 18

to 40. CYE is open not only to current JCI members, but

to any and all interested applicants within the age range! Business must be fully operational. Submission is in English, Only 1 submission of a business venture is permitted per
person

FEE
The application fee is $100

USD and includes full access to the Global Entrepreneur

Masterclass videos

1st Place: $5,000 USD and access to World Congress
2nd Place: Access to World Congress CYE

What would you get apart from the prize?
All participants who register for CYE will receive complimentary training and mentoring. This
training, delivered by jury members who are top entrepreneurs, CEOs, and angel investors from
each area, is for everyone who pays the application fee, providing a huge return on investment
that will supercharge the future earning potential of applicants’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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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青年企業家由國際青年商會舉辦，是一個全球性的創業比賽。參
賽者必須是 18 到 40 歲，但不一定要是國際青年商會的會員。比賽詳
情如下：
˙登記費用：100 美元
˙首名獎項：40,000 美元及 2022 年世界大會的免費門票
˙次名獎項：2022 年世界大會之 CYE 決賽免費門票
˙截止日期：2022 年 5 月 2 日晚上 11:59
另外有規則如下：

Prize (sponsored by 2022 JCI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Pheng Kouch)

JCIHK reserves the right to screen applications anytime using its own discretion

創意青年企業家
（Creative Young Entrepreneurs, CYE）

Google Form

˙參賽的企業必須已經全面投入營運
˙現時參賽者未需付款，只須填妥旁邊萬維碼的表格
˙每位參賽者只有提交一份申請
˙每個分會可提交超過一份申請
關於比賽詳情及報名表格，請掃瞄旁邊的萬維碼。

線上活動，不斷精彩放送！
雖然在 2022 年初，本港受到嚴峻的疫情挑戰，不少的大型活動都被逼取消或延期，但是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的
活動，卻沒有間斷！在過去兩個月，香港總會舉辦了以下活動：

《可持續發展先鋒》啟動禮

《可持續發展先鋒》（SDG Pioneer）的啟動禮，在 3 月 5
日圓滿結束！這個活動今年已是第三年舉行，目標是匯聚
各國青年的創意，以國際性比賽的形式，向全世界推廣
聯合國的十七個可持續發展目標！
因疫情關係，今年啟動禮以線上形式進行。國際青年商會
蒙古總會的副會長、iHotel Global 行政總裁 Zolbadral
Batmunkh，擔任是次啟動禮主禮嘉賓。在致詞時，他與
香港的會友分享了自己對可持續發展的看法。
今 次 活 動，是 由 嘉 泓 物 流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CN
Logistics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冠 名 贊 助。

他們派出了三位代表，講述目前商界在環保減廢上的情
況，並分享企業如何能為可持續發展作出貢獻。
這次啟動禮亦邀請到國際可持續發展協進會創會主席葉
榮鏗先生、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協會協理副會長楊慕
貞博士，以及世界綠色組織行政總裁余遠騁博士，為大
家作分享。這三個組織也是今次活動的支持機構。
《可持續發展先鋒》是一個國際性的青商賽事。每個地方
分會，都能派出一個隊伍參賽，推廣十七個可持續發展
目標。每個地方分會，都可派出隊伍參賽，推廣十七個
可持續發展目標。勝出國家比賽後，便能晉身國際階段
的比賽。本會已派出幾位會員參加今年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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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商官方課程
「探索」及「發現」

本會及城市青年商會承辦了的兩個青商官方課程：
「探索」
（JCI Explore）及「發現」
（JCI Discover）
。
這兩個課程已在 2 月 26 日圓滿結束。活動以 ZOOM
線上形式進行，吸引了過百名的青商會員參加。
這兩個課程的宗旨，是協助我們的會員，發掘青商
的核心價值。會員除了可以認識青商使命，還可了
解青商提供的發展及培訓機會，以及能夠為社會帶
來的影響和改變。
兩位首席培訓導師都是本會的會員，包括：總會國
際事務董事劉浩榮，以及去年總會商業發展董事符
旋。他們在青商之內，不但已經有非常豐富的青商
經驗，也曾在本會往屆的董事局內，擔任過不少重
要的職位。
除此以外，我們亦感謝四位助理培訓導師，包括吳
加垚（海港青年商會）、鄧中維（城市青年商會）、
鄧業逞（海港青年商會）及黃金敏（海港青年商
會），協助兩位首席培訓導師的工作，使今次的活
動順利完成。
其實，在這兩個訓練活動裡，不但是所有的學員有
所得益，就算是作為導師的參加者，也可以從中學
習怎樣去帶領活動和引導學生。這就是青商的價值：
讓青年人嘗試不同的崗位，體驗不同的工作，以發
掘他們的潛能。
錯過了以上的活動，又很想參加培訓？本會的個人
發展組將會推出更多實用又有趣的網上訓練課程，
使你待在家中抗疫也不會悶！請密切留意本會的社
交媒體，留意最新發佈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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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I Explore

JCI Discover

2022 年國際兒童藝術節
海港青年商會的國際兒童繪畫比賽暨公開攝影比賽，
已有四十二年歷史。今年，活動將會有所提升，發展
為 2022 年國際兒童藝術節。除了繪畫及攝影外，我們
將以不同的藝術，給家長提供不一樣的親子機會！
本屆國際兒童藝術節主題為「情緒童探索」。配合國
際青年商會的 JCI RISE 行動，協助家長了解、探索並
接受兒童在疫情下的不同情緒，並學習紓緩情緒的方
法。這個活動共有四個目標，分別是：
一 ) 讓兒童認識及探索情緒
二 ) 協助建立兒童正面情緒
三 ) 讓家長學習尊重和接納
四 ) 提供親子活動的機會
此外，我們正在邀請網絡媒體拍攝宣傳影片，亦會加
強與雜誌及兒童雜誌、電視台及電台的廣告宣傳。我
們也希望與其他國家分會及跨國企業合作，增加本地
及海外展覽作品，進而將活動帶到全球各大洲。
受眾：香港及海外 4 - 15 歲兒童以及其家庭成員
國際兒童藝術節 2022 計劃活動 ( 三月至七月 )
一 ) 兒童心理健康問卷調查
二 ) 國際兒童藝術節開幕典禮暨兒童心理健康論壇
三 ) 第四十三屆國際兒童繪畫比賽
四 ) 國際兒童公開攝影比賽
五 ) 國際兒童藝術線上交流
六 ) 國際兒童藝術展演
七 ) 國際兒童繪畫比賽閉幕典禮暨展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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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港青年商會活動預告
由海港青年商會舉辦的《國際兒童藝
術節2022》開幕典禮暨兒童心理健康
論壇將於4月24日（星期日）14:00至
16:00舉行，當日會有活動簡介及宣傳
片首播，大家記得和我們一起收看！

《消費也消「廢」》旨在推廣綠色經濟，
促進可持續消費。除了可以認識本地
環保初創，更可以聽他們分享創業心
得。活動將會在八月舉行，詳細的日期
地點，將在本會社交媒體公佈！

由海港青年商會舉辦的《青年有Say，
燃夢高飛》即將舉行香港特色青年創
業市集，連結生意專才與青年人，為青
年人提供專業商業指導，提供創業實
戰機會。將在本會社交媒體公佈詳情！

追蹤我們的社交媒體:
https://linktr.ee/jciharbou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