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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Style》青年領袖培訓計劃 
主要演講嘉賓 
(排名不分先後)（初擬） 

 

 

首尚文化行政總裁 

陳德姿小姐 

 
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 

張展鴻教授 

 

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 

區志堅教授 

 

馬震寧先生 

（2008年青年領袖、 

HKU SPACE師友計劃導師） 

 

吳偉業先生 

（2009年青年領袖、 

註冊心理學家） 

 

  

 

 合辦 
領袖教育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 

 

 

  

 

 
浙江大學港澳臺事務辦公室副主任劉鄭一尊鑑： 

 

誠邀支持「《香港 Style》青年領袖培訓計劃」 

 

  領袖教育由一群獲海港青年商會選為「青年領袖」之得獎人組成。機構

主要負責人為「80 後」有志青年，從事教育、政策研究等工作，目標透過有

「80 後」特色的領袖培訓、生命教育、心理發展等培訓課程，協助中學生自

我了解，發掘個人潛能，啟發他們成為「明日領袖」。 
 

我們意識到繁榮城市世風日下，不良價值觀於社會氾濫，深層次矛盾與

日俱增，令社會愈來愈不和諧。不少「90 後」覺得沒有或不懂得爭取「向上

游」機會，因此激發他們內心負面情緒，並很可能帶來嚴重的後果。有見及

此，我們透過分享「80 後」的人生經驗，啟發青少年，提高他們的「抗逆

力」。進而發掘年輕人領袖天份，並培訓他們成為領袖人才。我們的信念為

「香港領袖，通識造就」。 
 
  我們現正與香港中文大學心理學系評估培訓中心合辦「90 後青少年領袖

培訓計劃  暨  香港青少年領袖選舉」，目標是發掘領袖人才、增強學生「多元

智能」和培訓一班關心社會，明辨是非，理性議政及提出建設性建議的青

年。而是次「《香港 Style》青年領袖培訓計劃」合辦單位為香港大學附屬學

院，旨在讓內地學生感受香港全球化脈搏，體驗「一國兩制」特色，發掘兩

岸的挑戰與機遇。同時，獲獎的 80 後「香港青年領袖」分享成功點滴，鼓勵

新一代對社會要有承擔和責任感，並培養全球化思維，應付千變萬化的國際

社會。 
 
 
素聞 貴校為全國第三大學府，辦學十分卓越，人才輩出。為推動中

港學生交流鼓勵同學把握在學時間，國外或周邊地區多多考察、遊學等，力

求以「真切的見到」，將所學到的理論加以實踐和昇華。同時，同學可藉著這

機會理解香港的「一國兩制」之餘，以及化解中港矛盾，本人誠邀 貴校支

持是次領袖培訓活動，代為將活動本活動資訊轉達給校內同學。活動截止日

期為：3 月 29 日。敬盼 閣下能答應，祈請示覆。 

 

如 有 任 何 疑 問 ， 歡 迎 隨 時 與 本 人 聯 絡 （ 電 郵 ：

siumamasuccess@yahoo.com.hk 或電話：9615 2111），謝謝！  

 

敬祝  

崇祺  

   

領袖教育-領袖培訓中心主任 

馬震寧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二月十八日 

《香港 Style》青年領袖培訓計劃 (遊學團) 
80 後青年領袖  培育  90 後青年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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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無我有」特色 

90 後青少年領袖培訓計劃 (遊學團) 
~80 後青年領袖  培育  90 後青年領袖~ 

香港中文大學畢業生帶隊 
參觀香港頂尖大學， 

了解入學資訊 
 

後金融海嘯，著名學者 
全方位分析國際大變局 

80 後「青年領袖」遙距師友

計劃，導師：獲獎「青年領

袖」，前上市公司管理層 

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碩士

畢業生帶隊考察 
「香港傳統文化」 體驗國際大都會與 

全球化發展，理解香港在

國際經濟發展中的角色 
 
 

真實體會香港繁華的 
另一面 

80 後獲獎「青年領袖」 
分享會 

 

 

掌握新世代核心能力應付

全球化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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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日程（初擬，可配合內地學校曆表作調整） 
日期 時間 培訓/拜訪 

2013 年 4 月 27 日（六） 9:00am 抵達香港，並回青年旅舍稍作休息 
 10:00am-11:00am 《香港 Style》青年領袖培訓計劃開幕禮 

演講嘉賓：吳偉業先生（2009 年青年領袖）、馬震寧先生

（2008 年青年領袖） 
地點：香港大學附屬學院 

 11:00am-1:00pm 講題(1)：古今中外領袖成功史 
演講嘉賓：區志堅教授（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 
地點：香港大學附屬學院 

 1:00pm-2:00pm 午膳 
 2:30pm-5:30pm 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 
 6:00pm-7:00pm 晚餐 
 7:00pm-9:00pm 夜遊維多利亞港／「幻彩詠香江」 
 9:00pm 回青年旅舍休息 
2013 年 4 月 28 日（日） 10:00am-12:00pm 講題(2)：了解中港文化‧掌握內地機遇 

演講嘉賓：區志堅教授（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 
地點：香港大學附屬學院 

 12:00pm-1:00pm 午膳 
 1:00pm-3:00pm 講題(3)：香港未來十年的挑戰與機遇 

演講嘉賓：吳偉業先生（2009 年青年領袖）、馬震寧先生

（2008 年青年領袖） 
地點：香港大學附屬學院 

 3:00pm-5:30pm 參觀「香港大學」 
 6:00pm-7:00pm 晚餐 
 7:30pm-9:00pm 欣賞太平山夜景 
 9:00pm 回青年旅舍休息 
2013 年 4 月 29 日（一） 10:00am-12:00pm 講題(4)：認識城市發展中保護文化遺產的意義 

演講嘉賓：張展鴻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系主任） 
地點：香港大學附屬學院 

 12:00pm-1:00pm 午膳 
 1:00pm-3:00pm 參觀「香港中文大學」 
 3:30pm-5:30pm 遊「屏山文物徑」 
 6:00pm-7:00pm 品賞盆菜宴 
 8:00pm-9:30pm 講題(5)：兩岸政經互動與香港角色 

演講嘉賓：劉銳紹先生（著名時事評論員） 
地點：香港大學附屬學院 

 9:30pm 回青年旅舍休息 
2013 年 4 月 30 日（二） 10:00am-12:00pm 講題(6)：新媒體的威力 

演講嘉賓：陳志豪先生（香港青年智庫主席） 
地點：香港大學附屬學院 

 12:00pm-1:00pm 午膳 
 1:00pm-3:00pm 講題(7)：新世代核心能力 

演講嘉賓：陳德姿小姐（首尚文化行政總裁） 
地點：香港大學附屬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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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pm-5:30pm 參觀香港立法會 
 6:00pm-7:00pm 晚餐 
 7:30pm-9:00pm 到誠品書店、二樓書店購書 
 9:00pm 回青年旅舍休息 
2013 年 5 月 1 日（一） 10:00am-12:00pm 講題(8)：環球經濟危機與中港經濟發展 

演講嘉賓：王澤基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應用金融學教授） 
地點：香港大學附屬學院 

 12:00pm-1:00pm 午膳 
 1:00pm-3:00pm 80 後「青年領袖」分享會 暨 全體分享會 

地點：香港大學附屬學院 
 3:00pm-5:30pm 參觀香港交易所 
 6:00pm-7:00pm 晚餐 
 7:30pm 離開香港 

目標 
• 立足香港國際大都會，感受全球化脈搏，發掘兩岸三地的挑戰與機遇 

• 透過在香港的領袖培訓，培養全球化思維，應付千變萬化的國際社會 

• 邀請獲獎的 80 後「香港青年領袖」分享成功點滴，鼓勵新一代對社會要有承擔和責任感 

• 設 80 後「青年領袖」遙距師友計劃，讓中港兩地年輕人可持續交流 

• 歸納新世代必備核心能力，教導年輕人如何自我提升，努力面對學習上、職場上、人生中所遇到

的各種挑戰 

• 提供考察活動，了解香港繁華和傳統一面 

• 參觀香港頂尖大學，搶先了解入學資訊，以及感受香港學習生活 
 
《香港 Style》青年領袖培訓計劃開幕禮 
邀請香港青年領袖或具社會地位人士擔任分享會主講嘉賓，分享他們的人生經驗及成為「領袖」的

心路歷程，並啟發青少年如何具備「承擔、視野、通識、創新」的未來領袖人才，讓青少年學員從

社會領袖的分享中汲取成功秘訣 
• 主禮嘉賓：多位獲海港青年商會選為「香港青年領袖」、區志堅教授（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初

擬） 
• 黎振宇先生主講「90 後領袖特質」、馬震寧先生主講「如何在本計劃內取得成功？」（初擬） 
• 地點：香港大學附屬學院 
 
80 後「青年領袖」分享會 暨 全體分享會 
• 本年度主講嘉賓：獲海港青年商會選為香港青年領袖的吳偉業先生(2009 年)、馬震寧先生(2008

年)等（初擬） 
 
 
 
 
80 後「青年領袖」遙距師友計劃 
• 開設社交群組，匯聚中港「明日領袖」，讓中港兩地年輕人可持續交流，鼓勵年輕人一代不斷自

我提升 
• 導師：香港青年智庫主席陳志豪先生、吳偉業先生（2009 年青年領袖）、馬震寧先生（2008 年青

年領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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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對象 
• 大學生 
 
活動地點 
•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 
 
學費 
• 人民幣¥5000 (5 天)（由於活動日期為「五一黃金週」，香港酒店價格或有上調壓力，故計劃收費

可能會微調） 
 
活動人數 
• 不多於 300 人 
 
截止報名 
• 2013 年 3 月 29 日 
 
承辦機構 
• 康泰旅遊（初擬） 
 
網址 
• http://leadereducation.wix.com/hk 
 
其他 
• 主辦機構將因應需要增刪修訂各項活動的細則及規定，並將於適當時候通知各參加者。大會將保

留最後之決定權 
 

 
※參加者可獲頒發證書※ 

http://leadereducation.wix.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