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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公關從業人員如何重整行業旗鼓？ 

Clara以兒子創作的短片為生活實例，帶出現今多媒體

網絡的使用及普及性。現代電子數碼信息流動快，持

份者可於短時間製作高品質內容(Content)與大眾分享。

Clara亦提到，一張點題的圖片更勝千言萬語，並以不

同案例分析圖像內容在與媒體和其他持份者溝通的角

色。除了圖像，利用信息圖(Infographics)亦是新趨勢，

將複雜的資訊以簡單易明的圖像表達，比傳統文字表

達更能有效傳遞訊息。 

在數碼媒體愈來愈普及的新時代，公關、廣告和數碼營銷之間的界線愈趨模糊，公關從業員一直以來都是與媒體

和其他持份者溝通的重要橋樑，然而，社交媒體的興起，改變了人際與社群溝通的模式，對傳統公關模式造成莫

大衝擊。2014年12月2日，PRPA榮幸邀請到奧美公共關係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石嘉麗女士（Clara Shek）擔任午餐

分享會主講嘉賓，Clara任職公關多年，早前更於PRPA主辦的第二屆香港公共關係獎（2014）中獲頒〈卓越公關

專業人員大獎〉，今次與大家分享和探討公關行業在新時代的角色。 

改變模式說故事  

以短片圖像連結不同持份者 

  面對日新月異的科技發展，傳統公關處於十字路口。Clara與

一眾公關從業員分享其公關之路的經驗及感受。 

特約記者: 楊玉梅、周翠清、鍾文薏 

在十字路口的公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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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用時下熱話 引起輿論留下深刻印記 

Clara提出「活在當下，寫在當下」的概念，她認為現代

專業的公關從業員要時刻留心時下最熱門話題，並作出

即時反應，將公關訊息更有效傳遞，提升公關效果。她

亦勉勵公關從業員要多從生活例子中學習，留心社會最

新資訊，令公關提案更能迎合目標群組的口味。 

公關行業的新趨向 

在大數據普及下，愈來愈多跨界別、跨部門合作，Clara

建議公關從業員要提高自身競爭力，一定要擴充專業知

識範疇，突破傳統公關模式。她舉例說明：一個時裝零

售商利用大數據來引起顧客興趣、協助他們輕鬆找到心

儀商品的陳列位置、促使顧客更容易去抉擇和透過社交

網絡與友人分享。Clara亦帶出「So-lo-mo」虛實緊密結

合的概念，So即social（社會性），lo即local（本地

性），mo即mobile（移動性），鼓勵公關從業員隨著新

技術的開發和新趨勢的出現，重新審視訊息接收者和傳

遞者的關係。 

無懼大數據 配合新技術令演繹更精彩 

如今媒體都具有社交性，加上社交媒體普及，公關行業要跟上時代，Clara認為從業員不可再抱被動的心態，而應

找緊機會，迅速將最火熱的話題和持份者分享，著眼於傳播內容(Content Development)及危機處理(Crisis Manage-

ment)的專業，提升公關行業的優勢。 

她引用WestJet去年聖誕宣傳活動的例子，提出他們如何構思和實踐一個溫暖人心的送禮行動，不單感動顧客，還

締造了美好的分享內容，從而獲得往後更大的收益。 

   是次分享會反應熱烈，現場座無虛席。 

 Clara 勉勵公關從業員要多從生活例子中學習，留心社會最

新資訊，令公關提案更能迎合目標群組的口味。 

 PRPA 會長張一心女士向

Clara 致送紀念品。 

 

Clara 與張一心女士（右四）及執

行委員會成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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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足澳門古蹟保育歷程   
探索博彩娛樂公關之道  

不 論是私營或公營企業，企業社會責任已成為其不可或缺的一

環。除了教育、環保、扶貧等常見方向外，文化及古蹟保育

亦在近年愈發受到重視。澳門的「澳門歷史城區」馳名國際，在申

請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以及整體發展、管理及維護的成功有

目共睹，值得借鑒。此外，澳門獨有的博彩娛樂業亦衍生出香港公

關業界鮮有接觸的獨特生態，企業在推廣博彩同時教育消費者負責

任博彩意識，具爭議的業務性質與品牌及其形象建立的衝突值得參

考。 

有見及此，香港公共關係專業人員協會（PRPA）於2014年11月21

日舉辦了「澳門交流考察團」，帶領香港公關界的專業人員到澳門

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了解「澳門歷史城區」的古蹟及其發展的成

功故事，及後到蜚聲國際的銀河娛樂集團的旗鑑項目「澳門銀河」

綜合渡假城參觀及交流。 

特約記者: 葉韋廷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的代表除了領團參觀「澳門歷史城區」

的各個特色古蹟外，亦與考察團分享及交流城區發展的歷程及面對

過的各種難題。由多個獨立建築組成的「澳門歷史建築群」拓展成

一整個歷史城區時，城區景觀保護與建築物向高空發展的需要衍生

嚴重矛盾，但歷史城區的整體發展卻十分順利。關鍵是完善且具前

瞻性的計劃──以主動的事前溝通進行協商及了解各業主的情況，

推廣城區發展後的潛在商機，支援經濟有困難的業主維護建築，再

以明確的條例限制及進行監管。正因為計劃預測到不同階段的潛在

危機，才能後發先至，在問題蘊釀之際就及時化解。 

完善計劃為基 軟硬兼施應對 
 考察團在大三巴前拍照留念 

 考察團在「澳門歷史城區」參觀各特色古

蹟，了解城區的發展歷程。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

府文化局講述澳門

的古蹟保育歷程，

公關在整個過程中

相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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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河娛樂集團國際知名，不但是亞洲其中一所最具規模的綜合娛樂渡假發展及營運公司，更在經營博彩業務同時

成功維持企業的良好形象，致力改變博彩業傳統給人的負面形象，在設施設計以至公關策略都細心斟酌，務求建

立品牌形象。對外方面，除了在向社會宣揚多元文化、培育本地青少年和推廣體育運動外，集團過千人的義工隊

亦不時參與及組織社區及慈善活動；對內則重視員工的培訓和發展，鼓勵員工注重身心健康及作息平衡。集團總

辦事處公共關係副總裁林志成先生分享：「銀娛在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時強調宣傳負責任博彩，這是對員工和顧客

均十分重要的訊息，我們會在後勤區和娛樂場當眼處展示標語和服務熱線，建立『陽光博彩』。」他又說：「對

於慈善事業的理解，銀娛一直恪守「取諸社會，用諸社會」的理念回應社會的需要。我們所追求的，不僅僅是業

務的拓展，而是希望為澳門市民提供理想的工作選擇、為員工提供舒適的工作環境、為經濟發展及社會和諧出一

分力。」 

勇於推廣正面意識 建立企業良心形象  

考察團參觀「澳門銀河」的設施，圖為高級私人會所「紅伶」。 

  

 銀河娛樂集團總辦事處公共關係副總裁林志成先生與考察

團成員交流，探討公關在如何在建立企業形象中擔當重要角

色。 

銀河娛樂集團總辦事處公共關係副總裁林志成先生致送紀念品

予香港公共關係專業人員協會，由會長張一心女士代表接受。

  

 考察團於「澳門銀河」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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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上公關青雲路 2014 

熟悉業內動向 把握成功要訣 特約記者：林其中 蔣諾情 曾可欣 

PRPA於11月7日在香港城市大學舉辦了本年度的「踏上公關青雲路」講座，吸引逾百名師生及在職人士參加。

是次講座有幸邀請到三位來自不同界別的資深公關專業人員分享工作經驗和心得，他們分別為香港醫院管理局機

構傳訊總行政經理葉根銓先生，香港國際貨櫃碼頭企業傳訊總監李少媚女士，以及香港公共關係獎2014〈新進

公關專業人員大獎〉得獎者、奧美公共關係有限公司資深助理林振煒先生。 

李少媚女士任職香港國際貨櫃碼頭企業傳訊總監，亦曾出任傳媒工作者，明白公關

與傳媒的關係。李指出，公關與傳媒並非站在對立面，有幾方面性質十分相近。李

認為公關與傳媒都需要「知彼知己，百戰百勝」前瞻性的態度，因為兩者皆是希望

將資訊能夠有效讓大眾或顧客接收，而透過了解受眾的態度，自然可以事半功倍。

李亦剖析公關遇上輿論時，當然應盡早停止輿論繼續惡化，更理想的是具前瞻性地

預早準備，減低輿論發生的機會，不可心存僥幸。李亦指出，傳媒有時少不免向公

關詢問敏感性問題，當公關足夠了解傳媒，站在傳媒立場出發，可減少公關發生尷

尬情況。周全的準備是公關這個專業成敗的關鍵。 

葉根銓先生曾在多份報章擔任採訪和撰寫社評工作，亦曾任

職香港賽馬會公共事務經理，現任職醫院管理局機構傳訊總

行政經理，熟悉傳媒公關行業。 葉指出作為公營機構的公關

與私營機構有明顯的分別，公營機構的公關不但要對外應付

傳媒的提問， 亦要兼顧對內同事的意見及感受，葉覺得對內

溝通往往比對外溝通更重要，因為內部意見一致， 對外解說

才會有公信力。 葉解釋醫院管理局每年服務人次以百萬計，

難免有出錯， 而公營機構要平衡內外之間的矛盾。當發生醫

療事故時，葉首先對內與同事溝通，了解事情及對內通報，繼而對外處理病人及其家屬的訴求，表現醫管局的責任

感，避免由技術層面問題演變為道德問題。 

 嘉賓講者葉根銓先生解答台下與會者發問。 

 

 是次講座吸引逾百師生及在職人

士參與。參加者爭相發問，向講者請

教公關的經驗。 

內外溝通 平衡矛盾 

 李少媚女士與參加者分享個人

見解及經驗。 

知彼知己 百戰百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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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意動向 多作嘗試 把握機會 
林振煒先生是今屆〈新進公關專業人員大獎〉得獎者，備受業界認同。林

先生當日不但分享日常營銷工作外，更講解近年媒體上的轉變。他指出，

幾年前業內主要是環繞傳統媒體，如閱覽報刊、聯絡新聞媒體等，但近年

社交媒體的重要性提昇，如主要透過 Facebook 發佈的網絡傳媒「環球膠

報」、「100 毛」等。國際上，不少大品牌亦趨向採用社交媒體，遊覽這

些社交媒體亦是林先生日常工作之一。他亦指出，現時公關從業員工作範

圍廣泛，不單單只有公關、新

聞元素，亦牽涉廣告等不同範

疇，難以劃一界定。因此公關從業員應考慮背後顧客的真正需要，從而

反思概念是否有效幫助顧客，最後才制訂推廣方向。 

林先生更分享自已成為公關從業員的過程， 勉勵在場學生在大學多作

嘗試，尋找自已的道路。他以自己為例，他在大學主修營銷，但同時選

修不同的課程，如拍攝、劇本寫作等，因此接觸社交媒體，定下公關之

路。之後他在一次講座後，大膽把握機會，向講者遞上履歷表，並成功

獲得一份公關工作，而該名講者正是現在林先生的上司。 

中 國 公 共 關 係 市 場 發 展 史 概 要  
作者為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教授；中國國際公共關係協會常務

理事、副秘書長、學術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家職業資格工作

委員會公關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國際公關協會（IPRA）會員。 

文: 郭惠民 

根 據全球權威公關行業資訊機構《霍爾姆斯報告》

(The Holmes Report)2013 年發佈的年度調查

數據， 2012 年全球公關行業收入接近 110 億美元，增

長近 8%，增長率與前兩年基本持平，主要由亞太市場帶

動。中國本土公關公司─藍色光標則在全球公關公司榜

單中，躍升至第 19 位，進入全球 20 強，繼續蟬聯亞洲

最大的公關公司， 同時以公關業務 38.9%的增長率在

20 強中繼續排名第一。 

中國公關行業市場統計標準與國際相近，無論是 1999

年最初公佈的 10 億元人民幣， 還是 2012 年的 303 億

元人民幣，其實都是首先核算若干大公司(後來的 TOP

公司)的營業收入或營業額，然後再以它們所佔市場份

額，推算整個市場規模。中國公關行業調查報告顯示，

這些年 TOP 公司的營業額約佔整個市場的 40%， 考慮

到中國市場難以統計的眾多地方小公關公司的營業情

況，比照全球市場，目前有關中國公關市場規模的估算

有一定的合理性。 

303 億元人民幣(約 50 億美元)的中國公關市場約佔全

球公關市場 110 億美元的 45%。2012 年中國廣告市場

經營額 4,698 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 50.32%(超過公關

市場增長率)，廣告業市場總體規模已躍居世界第二位。

藍色光標 2010 年上市時還是一家標準的公關公司，

2011 年隨著大舉併購廣告公司，公關和廣告業務收入

比例約為 2:1，2012 年比例則達到近 1:1。2013 年 4 月

藍色光標併購博傑廣告，當年廣告收入估計首超公關服

務收入。實際上不少中資本土公關公司的公關和廣告業

務混合的局面早已存在，所謂公關第一，廣告第二，這

只是公關的公關。 

 嘉賓講者林振煒先生透過不同個案，向

台下聽眾講解社交媒體。 

 PRPA 副會長梁綺蓮女士(右一)及執委會成

員李少媚女士感謝嘉賓講者葉根銓先生及林振

煒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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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2013 年《霍爾姆斯報告》指出，較高增

長的公司普遍包含大量的併購，而靠業務驅動有機增長

的機構僅 3.3%。2013 年 4 月，藍色光標提出了公司發

展「十年十倍」的戰略目標，即 2012 年營業收入為 20

億元人民幣，到 2022 年公司營業收入將至少達到 200

億元人民幣，而其增長來源則為更積極的併購，尤其是

在數位化領域。 2013 年 10 月藍色光標旗下藍色光標公

共關係機構正式更名為藍色光標數位行銷機構，以加速

藍色光標向數位整合行銷服務的轉型。這些做法基本與

《霍爾姆斯報告》描述的國際狀況類似，該報告指出全

球排名較前的英美公關公司均在數位化和社交媒體上

作出重大投資。 

前 20 年中國公關市場發展大致可概括為「國際化與本

土化」，或者說中國公關市場上中外公關公司的實力比

較和轉換。 

無論是國際公關公司的本土化，還是本土公關公司的國

際化，本質上都是「跨國本土化」以及對拓展或擴大市

場的需求，當然對於中資本土公關公司而言，首先是一

個接軌學習的過程。2013 年由於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與

轉型，尤其是國際國內經濟市場發生的變化和中國社會

進一步變革的需求，中國公關業進入一個結構調整期。

告別了多年的高增長率，中國公關產業必須以創新引領

新一輪的增長。 

未來十年，中國公關市場的發展至少有四大趨勢或四大

挑戰，值得關注。首先是傳播整合。整合行銷、整合傳

播雖不是全新的概念，但整合卻是當今傳播業界的主基

調。無論是線上、線下，新、舊媒體的使用，還是公關

與廣告，實際上早已相互滲透融通。向傳播整合轉型升

級，作為一大趨勢，乃不爭的事實。 

第二是數位化數據化的業務突破。互聯網技術的更新換

代，已令當今的 IT(Information Technology)信息技術

時代， 走向未來的 DT(DataTechnology)數據技術時代。

如果說，IT 側重在控制，DT 側重在激活，如何激活因互

聯網產生的大數據，並讓其產生價值，而非為其所困，需

要有效地引入互聯網思維的理念。互聯網思維的本質就

是平等對話和充份交流，從根本上顛覆了傳統公關由精

英策劃以操縱、控制大眾行為的思維模式。 

第三是國際化與海外市場拓展。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高

速增長， 在國際經濟市場上的地位逐漸提升，其對世界

經濟的貢獻正日益增大。特別是 2007 年美國次按危機

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更加劇了世界經濟的重新洗牌。 

隨著愈來愈多的中國企業和品牌走出去，中國公關能發

揮怎樣的作用?中國公關市場如何真正與國際市場接軌? 

海外市場的拓展對中國公關及其市場又會產生哪些影

響? 實有賴中國公關從業員的前瞻性思考和市場性佈

局。 

第四是全面深化改革對中國公共關係的影響。中國公共

關係如何從經濟市場領域走向更廣泛的社會治理建設領

域， 如何從企業服務領域走向公共服務領域，如何在政

府公關、民意溝通、危機管理，以及國家形象、國家軟實

力建設、 公共和民間外交等領域發揮更大的作用，尚有

巨大空間和潛力。 它也將重構中國公關市場的新格局，

關鍵是如何把握機遇， 積極參與，主動融入中國社會變

革的主流。 

(全文完) 

 

（編者按：此文原刊於「國際公關」雜誌 2014 年第 2 期。

由於原文較長，本刊編輯將文章稍為刪節，並分兩期刊出。

此為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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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陰飛逝，2014轉眼間已經過去。回顧過去一年，香港在媒

體、時事和娛樂界等都經歷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當中的擾攘

希望在2015年能露出曙光，甚或得以順利解決。 

隨著全球不同數碼平台的建立，現今資訊流通非常發達，很多

消息或新聞已變成實時發放，公關從業員如何能善用數碼平

台，實是一門學問和一大挑戰，感謝奧美公關Clara在這課題

上給我們的分享, 令我們獲益良多。 

PRPA一如以往數年，為有意從事公關行業的大專生舉辦講

座，除PRPA的執行委員會成員外，還邀請嘉賓講者，與學生

們分別分享他們於不同的公關範疇中所擔當的角色、日常的工

作和寶貴經驗，希望學生們能多角度了解公關工作，好讓他們

畢業後能好好安排自己的職業生涯。很高興醫院管理局的葉根

銓先生，於百忙中撥冗分享。 

PRPA於較早前到訪澳門，我們非常感謝文化局詳盡介紹澳門

如何成功將「澳門歷史城區」納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香

港現在也談保育和活化古蹟，澳門的經驗實值得我們借鏡。另

銀河娛樂亦對我們的到訪熱情招待，實在萬分感激，Buddy分

享博彩業的公關工作，令我們感到新奇和有趣。是次交流考察

團在澳門的各項安排，得到澳門水廠的協助，PRPA在此向他

們表示謝意。 

最後，祝願各位於2015年身體健康、工作愉快、萬事順遂！ 

成為會員 

香 港公共關係專業人員協會於1995年成立，致力推動公關行業的發展，鼓勵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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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可於www.prpa.com.hk下載。 

如 欲 查 詢 有 關 本 會 會 籍 或 迎 新 活 動 詳 情 ， 請 與 會 員 事 務 執 委 許 翠 鳳 

agnes.hui@prpa.com.hk 或 本會行政員Mani Huen：enquiry@prpa.com.hk 聯

絡。 

＊合資格成為「專業會員」者必須從事公關工作並具有不少於兩年相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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