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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雖然正值悠長暑假而本港又兩度遭受颱風吹襲，
長 但本會依然積極為會員籌辦多項嶄新活動，並獲會員踴躍參與。其中重點活動包括：
7月17日舉行獲獎公關案例分享會，由「第六屆中國最佳公共關係案例大賽」中榮獲金獎的三家
的 香港機構代表，與本會會員分享其成功案例。
(香港) 有限公司、 生銀行及香港水務署。
話 該三家機構分別是中國銀行
8月27日參觀《蘋果日報》 (只限本會會員參加) ，由該報館的專人帶領下，參觀各項設施，並從
編輯部及製作部領導人口中，認識該報館的獨特運作模式。
踏入秋冬季節，本會亦將繼續努力，其中包括應邀出席
《香港經濟日報》於9月9日舉行的
「CEPA中小企進軍中國市場行動日」，並於會上
發言（見第6頁）。此外，本會代表亦將於10月25日
應邀向澳門理工學院的學生發表演說。
與此同時，本會的活動小組委員會亦積極籌劃各項
培訓課程，其中包括與香港市務學會於9月25日
合辦「危機傳訊」專題研討會，由本會的譚彩鳳擔任
講者。此外，我們亦計劃於年底前，與香港總商會
合辦一項共有四部分的企業社會責任課程。
本會繼於六月安排北京考察交流團取得美滿成果，
最近獲邀請與上海的中國國際公關協會及香港的
職業訓練局，就今年第四季舉辦到上海及北京訪問
活動進行磋商。
最後，歡迎各位會員提供寶貴意見，令本會的
活動內容更加豐富精采，對各位更具價值。
石嘉麗

本會副會長崔綺雲公關案例分享會上，向會員和業界報告
北京考察交流團的成果，高舉香港業界贏得的金獎獎座喜
上眉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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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公關案例金獎得主
香

港公共關係專業人員協會於2004年7月17日
舉行了「第六屆中國最佳公共關係案例大賽香港
金獎案例分享暨2004年北京考察交流團簡報會」，
邀請了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香港水務署和 生
銀行等三家榮獲金獎的香港機構，派代表與會員和
業界分享其成功的案例。

中銀(香港)上市營銷策略成功的原因有：
●

先做好內部溝通，群策群力，上下一心

明確掌握本身品牌的特性，發揮潛在優勢
（如中銀在香港銀行界的影響力及跟香港人生活
息息相關，在香港擁有的知名度等）

●

獲金獎的三個案例分別是：

●

參考同業案例，吸取經驗

中銀香港
「逆市創佳績－中銀香港(控股)全方位上市營銷
活動案例」

●

掌握市場信息，做好準備，細緻執行

「齊護食水共建未來–食水系統優質維修認
可計劃案例」

香港水務署
「齊護食水共建未來－食水系統優質維修認可
計劃案例」
生銀行
「攜手同步勉勵青年踏正路 —
撲滅青少年罪行比賽案例」。

緊接著中銀的案例分析是由香港水務署高級
工程師/公共關係孫國強先生介紹「齊護食水共建
未來 —食水系統優質維修認可計劃案例」。
這個計劃鼓勵樓宇業主妥善維修食水系統，於
2002年7月推行。計劃是自願參加，非牟利性質，申請
者無需費用，所有樓宇業主及管理公司均可參與。

生銀行協助警方

與業界分享成功的秘訣
「攜手同步勉勵青年踏正路－ 生銀行協助警方撲
滅青少年罪行比賽案例」
生銀行早在70年代已非常重視青少年的發展，其良好
企業公民的形象深入民心。從1994年起 生銀行贊助
每兩年舉辦一次的「協助警方撲滅青少年罪行比賽」。
生銀行之協助警方撲滅青少年罪行比賽2002的主題
是透過家長、學校和警方攜手同步，勉勵青年踏正路。
比賽的形式是透過不同組別 (中小學生、大專生、學校及
家庭成員)進行，包括填字遊戲、作文、滅罪宣傳短片製作、
滅罪常識問答等。賽後選出14位優勝者代表香港前住
澳洲及新西蘭作親善訪問。
生銀行與警方對這個比賽作出廣泛宣傳，包括：
●

●

●

●

●

雖然當天是星期六的下午，而且前一天還掛八號
風球，出席率仍相當高。首先介紹案例的是中國
香港的代表：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總裁辦公室
副總經理文曉鈴小姐和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企業傳訊處副主管葉麗麗小姐。

食水系統優質維修認可計劃的目的是：
●

●

●

●

兩位女士不愧是公關高手，深知在週末下午要先
抓住參加人士的注意，特別帶來中銀員工親自製造的
日本草餅與出席研討會的參加者分享，頓時為研討會
帶來了輕鬆的氣氛。接著，兩位女士以一問一答的
方式向大家做了一場非常精彩的案例分析。

●

增強香港人對水質的信心
提升樓宇管理公司的能力
滿足用戶對水質的要求
給予樓宇管理公司認可
讓用戶自行評估食水系統狀況

計劃推出以前，港人一般對東江水的水質信心
不高；傳媒經常刊登有關東江水的負面新聞。水務署
有見及此，在2000年4月1日正式成立水質事務諮詢
委員會。

●

●

●

學校推廣 (海報、表格)
少年警訊
電視推廣 (警訊、TVB滅罪節目)
戶外廣告
報章特輯
網站及網上遊戲
形象健康的藝人出席各項活動
宣傳品設計以時尚卡通人物為中心

生銀行的企業傳訊部高級公共事務經理何卓惠
表示，銀行協助警方舉辦撲滅罪行活動，是警方
與商業機構成功合作的好例子。

於2002年舉行的比賽獲得空前成功，參加人數高達
112,224人，較上屆超出百分之三十四， 生銀行得以
進一步鞏固良好企業公民的形象。
生銀行協助警方撲滅青少年罪行比賽是警方與商業
機構成功合作的好例子。
其成功因素有：
警方與 生均對香港青少年發展非常重視
長遠而和諧的合作關係
善用資源及現有宣傳渠道以減低成本
（警訊、少年警訊、 生總行場地及 生同事負責設計
宣傳品等）
定時檢討活動內容
●

「逆勢創佳績－中銀香港(控股)全方位上市
營銷活動案例」

在2002年2月1日水質事務諮詢委員會轄下大廈
水質工作小組正式成立，並於6月至7月進行有關大廈
水質的客戶意見調查。2002年7月22日「食水系統
優質維修認可計劃」正式推出，2003年6月28日東深
密封管道正式啟用。「食水系統優質維修認可計劃」
已先後在2002年12月9日及2003年7月30日舉行頒發
證書典禮。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在2002年7月成功完成
全球最大的招股，是中國金融界股份改革的重要里程
碑。這次參賽是以招股前的上市營銷活動為案例。
在上市前10個月，中銀
剛完成香港有史以來
最大的銀行合併。準備上
市期間，香港股市曾跌破
一萬點，市場上還流傳著
有關中銀的負面消息。面
對多項挑戰，中銀(香港)定
出了一個涵蓋業務宣傳，
企業形象，商業贊助和慈
善活動的上市營銷策略，
中銀代表帶來了中銀員工
親自製造的日本草餅，出席 清楚定出目標受眾，然後
研討會的參加者有口福了！
全方位出擊。

水務署採取低成本高效益的公關策略，選擇花費少
效益大的宣傳活動取得外界，包括水質事務委員會、
客戶聯絡小組、環保人士和專業團體的認可，並容許
成功申請者藉此宣傳以達雙贏效果。
「食水系統優質維修認可計劃」在短短兩年內取得
很好的成績。超過1700棟大廈取得證書，超過44萬食
水用戶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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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天
慧

分享得獎個案之後，中銀代表文曉鈴（中）和
葉麗麗（左）更向本會贈送一份極具意義的
紀念品。

●

●

●

●

新元素及創意

在研討會當天， 生銀行的企業傳訊部高級公共事務經理
何卓惠小姐邀請了警察公共關係科的劉業成高級警司出席一
同介紹案例，足見雙方的合作無間。警方的代表也向參加人
士介紹了警察公共關係科跟企業傳訊的分別以及警方跟私人
機構合作的方式。
案例分享過後，本會副會長崔綺雲博士向會員和業界報告
北京考察交流團的成果和她擔任第六屆中國最佳公共關係案
例大賽評判的經驗和趣聞，讓眾參加者過了一個非常充實的
週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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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務署代表孫國強 (左) 與林文鵬 (中) 表示
「食水系統優質維修認可計劃」在短短兩年內
已令超過四十四萬食水用戶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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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在2002年7月成功完成
全球最大的招股，是中國金融界股份改革的重要里程
碑。這次參賽是以招股前的上市營銷活動為案例。
在上市前10個月，中銀
剛完成香港有史以來
最大的銀行合併。準備上
市期間，香港股市曾跌破
一萬點，市場上還流傳著
有關中銀的負面消息。面
對多項挑戰，中銀(香港)定
出了一個涵蓋業務宣傳，
企業形象，商業贊助和慈
善活動的上市營銷策略，
中銀代表帶來了中銀員工
親自製造的日本草餅，出席 清楚定出目標受眾，然後
研討會的參加者有口福了！
全方位出擊。

水務署採取低成本高效益的公關策略，選擇花費少
效益大的宣傳活動取得外界，包括水質事務委員會、
客戶聯絡小組、環保人士和專業團體的認可，並容許
成功申請者藉此宣傳以達雙贏效果。
「食水系統優質維修認可計劃」在短短兩年內取得
很好的成績。超過1700棟大廈取得證書，超過44萬食
水用戶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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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慧

分享得獎個案之後，中銀代表文曉鈴（中）和
葉麗麗（左）更向本會贈送一份極具意義的
紀念品。

●

●

●

●

新元素及創意

在研討會當天， 生銀行的企業傳訊部高級公共事務經理
何卓惠小姐邀請了警察公共關係科的劉業成高級警司出席一
同介紹案例，足見雙方的合作無間。警方的代表也向參加人
士介紹了警察公共關係科跟企業傳訊的分別以及警方跟私人
機構合作的方式。
案例分享過後，本會副會長崔綺雲博士向會員和業界報告
北京考察交流團的成果和她擔任第六屆中國最佳公共關係案
例大賽評判的經驗和趣聞，讓眾參加者過了一個非常充實的
週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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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務署代表孫國強 (左) 與林文鵬 (中) 表示
「食水系統優質維修認可計劃」在短短兩年內
已令超過四十四萬食水用戶受惠。

「蘋果園」遊記
每天晚上約8時起，某果園都會進入作戰狀態，

黎
婉
珊

蘋果日報的財經版副總編輯陳伯添先生與我們
分享經驗時表示報業的工作爭分奪秒，真的就像打仗
一樣。

著手「趕製蘋果」。而我們一行30人，就在8月
27日八時，深入蘋果日報的製作基地，探索「蘋果」
的製作流程。

陳氏說：「蘋果日報每天印製報紙34萬份，而首批
第一版的報紙最早可在凌晨一時多於旺角及灣仔買
得到。而每天那個時間，均會出現人龍排隊購買第一
份報紙，因此我們亦不敢怠慢。市場上競爭激烈，
我們每天與時間競賽，今天別人比我們快五分鐘把
報紙送到，明天我們可能比別人快15分鐘。」

推開門即傳來隆隆巨響，眼下就是5台像雙層火車
一樣的巨型印刷機，滾筒不停的轉動，而旁邊的工作
人員則不斷從運輸帶上一疊疊排列整齊的報章抽出
印製樣本，監察印刷的質素。蘋果日報向來印刷
精美，尤其注重相片的印刷效果，原來除了印刷所用
的墨及紙質外，滾筒的轉速，甚至廠房內的溫度及
濕度均經過特別調較，另外在處理文字方面，亦要
同時確保三至四個版面的位置精確無誤，才能得到
清晰的印刷效果。

對於會員問及截稿的時間，陳氏補充說:「當然
越早提供資料，工作人員便能有更多時間準備，但
若在晚上12時後收到有關突發事件的資料，相信
仍可趕及在改版的報張上刊登。」

另外我們亦到不同的部門，包括美術部及突發組
參觀，了解他們工作的情況。突發組基地的牆上貼著
一大幅香港的街道圖，那就像是工作人員採訪突發
新聞的戰略部陣圖，「指揮官」在地圖上面貼上
磁石，於不同的地方部署「兵力」，以便第一時間
調派記者到現場採訪新聞。

公關人員與傳媒合作無間，是此參觀「蘋果的
種植過程」，相信能增加我們對報業運作的認識，
促進彼此的合作關係。

我們非常感謝蘋果日報財經版副總編輯
陳伯添先生與我們分享經驗。

陳伯添耐心地向我們講解蘋果日報的
出版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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