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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PA 25 周年慶祝晚宴 
特約記者 ：梁蕊雅 

P RPA 25 周年慶祝晚宴於 10月 30日圓滿結束，

為 25 周年的慶祝活動畫上完美句號。慶祝晚

宴有多位重量級嘉賓出席，一起見證 PRPA 25 周年

的重要時刻。回顧過去 25 年，有賴創會成員、歷任

顧問、導向委員會及執行委員會會長、副會長一直

對 PRPA 的支持，推動 PRPA 一直向前，貢獻香港公

關界。 

疫情雖然稍有緩和，但限聚令下仍然難以舉行盛大的慶祝晚宴，因此 PRPA 發揮公關靈活的本色，將晚宴移師至   

溫馨的社會企業餐館――「廚尊」舉行，在疫情中與社會同行，同時亦感謝市區重建局全力贊助場地，助晚宴順利

舉行。 

 

PRPA 25 年來一直致力在不同範疇提高公關行業的專業

水平，促進業內交流。晚宴上一眾嘉賓首先一起欣賞特 

別為 25 周年製作的精華片段，回顧 25 年來 PRPA 舉辦  

的活動及成就。隨後更有 25 周年活動籌委會主席關則輝

先生致詞（另文），感謝所有 25 年來為 PRPA 出心出力的

一眾會員。晚宴設有頒授儀式，由 PRPA 顧問陳祖澤博士

頒發榮譽會員予公關界巨頭盧子健先生及曾立基先生，

以肯定他們對公關界的貢獻。 

與此同時，今年晚宴主題為「薪火相傳」，以響應 PRPA 

25 年來一直推動行業的發展，為公關行業培訓生力軍， 

令行業生生不息。而 25 周年銀禧紀念活動的其中重要環

節為推動「公關專業承諾」，希望提升業界專業水平及操

守，致力傳揚秉持誠信、事實、適當披露、公正及對公眾

負責的專業態度工作。「公關專業承諾」除了得到公關界

及商界的支持，更得到學界的認同。所以 PRPA 藉著慶祝

晚宴，特意頒發紀念水晶座以答謝各大院校支持。 

 

一眾嘉賓到場支持 PRPA 25 周年的慶祝晚宴 

 

PRPA 顧問陳祖澤博士（中）頒發榮譽會員予盧子健先生（左）

及曾立基先生（右） 

 

PRPA 答謝一眾大專院校代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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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PA 25 周年銀禧紀念活動在晚宴結束後告一段落。本會再次感謝出席的所有嘉賓，展望將來，PRPA 會繼續向前，

致力提升公關的專業水平，貢獻香港公關界，邁向下一個更精彩的 25 年。 

1. PRPA會長尹美玉女士於晚宴中致詞 

2. 晚宴司儀由 PRPA導向委員會主席陳燕玲女士伙拍執行委員會增選委員梁蕊雅小姐，秉承「薪火相傳」的主題 

3. 25 周年籌委會主席關則輝先生與來賓自拍留念 

4. 一眾嘉賓與「廚尊」店員合影 

5. PRPA歷任會長（左起）葉衛國先生、石嘉麗女士、鍾慕貞女士、關則輝先生、尹美玉女士、張一心女士 

6. PRPA創會會員（左起）關則輝先生、鍾慕貞女士、雷淑雯女士、莫淑儀女士、鄭景鴻先生 

7. 嘉賓一起互相祝酒分享 PRPA 25 周年的喜悅 

8. 到場嘉賓均獲大會贈送非洲紫羅蘭盆栽，寓意 PRPA從種子培養成欣欣向榮的紫羅蘭花，薪火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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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PA 的初心 

1995年初，十位公關人員深感應當成立一個具代表性的

香港公共關係專業人員組織，以提高公關行業的專業地

位及從業員的水平，並加深公眾對公關專業的認受性和

認識。 

 

有了清晰的目標，十位創會會員（何子源、張林森、莫

淑儀、 鍾慕貞、 譚彩鳳、 雷淑雯、 鄭景鴻、 關月嫦、 

池文皓、關則輝）便全力投入籌組工作，夙夜匪懈，確

立協會會章、組織架構及行政管理，經歷半年的不懈努

力，一切就緒，協會根據公司條例註册名為「香港公共

關係專業人員協會」（The Hong Kong Public Relations 

Professionals’Association 簡稱 PRPA），並選出鍾慕貞

為創會會長，而協會刊物《雙關》亦於翌年首度刊發。 

 

值得一提的是，協會除了自身要求極高的管治水平，不

斷積極自我完善外，從創會伊始，便十分注重推動公關

人員的專業水平和操守，在會章列明這是協會成立的其

中一個目的，而會章第 47節還特別提及 Code of Eth-

ics，矢志維持會員嚴謹的操守和紀律要求。 

 

茁壯成長 

PRPA 在過去 25 年得到創會會員、顧問、導向委員會、

歷屆會長及執行委員會仝人的無私付出，以及公關從業

員及業界的支持下，茁壯成長，成為香港極具代表性的

公關專業組織，並獲中國內地和亞太區各公關翹楚組織

的支持。 

 

疫情下的銀禧 

香 港公共關係專業人員協會（PRPA）今年踏進 25 周年，在 1995年 7月舉行的正式成立暨執行委員會就職典

禮，歷歷在目，恍如昨天。我有幸參與 PRPA 創會，以及 20、25 周年的慶祝籌備工作，謹藉此分享點滴。 

此外，協會持續邀請業界精英舉辦研討會、工作坊等，

提升從業員水平，並促進業界交流。已先後舉辦四屆的

「香港公共關係獎」更被視為公關界的奧斯卡獎，其舉

足輕重可見一斑。協會亦加強與大學聯繫，培育公關人

材，實踐傳承專業。 

 

秉持專業精神 

因應嚴峻疫情及經濟環境，25 周年活動籌委會決定不舉

辦大型慶祝活動，將焦點定在推動公關專業傳承，並推

出香港首個 「公關專業承諾」，讓公關從業員簽署約章，

承諾秉持誠信、事實、準確、公正及負責任的態度工作。

業界反應熱烈，眾多從業員身體力行簽署約章以示支

持；海外公關組織亦相繼認同 PRPA 推動專業承諾，對

協會在提高從業員專業操守所作的努力表示欣賞。 

 

秉持公關專業精神和水平應是歷經時間考驗的，籌委會

因此決定將這個簽署約章和作出承諾定為協會長期的

活動，也是協會持續推動的重點。 

 

 

25周年慶祝活動籌委會主席關則輝先生致詞 

 : 已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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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周年的重點活動，是舉辦系列Webinar包括兩個重量

級研討會，剖析公關行業在疫情下的應對之道，檢視由

此產生的新常態，並探討行業的發展趨勢、從業員未來

面對的挑戰及增值之道。分享的業界精英包括: 

～本會顧問兼縱橫公關集團主席曾立基先生 

～本會顧問兼奧美公共關係國際集團董事總經理    

石嘉麗女士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公司事務總監蔡少綿女士 

～蘇杭街一號創辦人羅永聰先生 

 

嘉賓講者在研討會上分享自身機構和為客戶制訂應對

疫情和危機的舉措，並闡釋具前瞻性的公關發展趨勢，

特別是在新媒體廣泛及極速應用下帶來的衝擊等，講者

坦率的分享和精闢的觀點，加上熱烈的互動答問，都令 

Webinar 參加者獲益良多，亦強化 PRPA 在行業中領頭

的角色。 

 

薪火相傳 

同樣地，要讓專業精神傳承下去，培育公關專才和新晋

從業員便更形重要，因此，籌委會決定推出師友計劃，

名為「PR On Call 25 Hours」，既突顯公關人員無分晝

夜工作的特色，也帶出今年是 PRPA 25 周年銀禧新里

程。師友計劃與多所大學和大專院校合作，將正就讀公

關課程的大學生與資深公關人員配對，透過到工作間實

際體驗並與公關團隊交流、出席公關活動、交流經驗、

分享心得等，讓經驗、專業精神和最佳守則傳承。 

 

展望前景 

社會的政治、經濟正急劇變化，國際形勢風高浪急，加

上疫情的起伏，新常態湧現，都對公關行業和人員帶來

嚴峻的考驗，但也帶來契機，衹要我們能夠勇於面對轉

變，甚至預視新的趨勢，不斷提升自己的能力，以正向

的心態應對，機遇總比挑戰多。 

PRPA 走過四分一世紀，迎來銀禧紀念，一步一腳印，依

然充滿活力，不斷自我完善。我期望協會仝人上下一心，

團結一致，勇於變革，為公關專業帶來新氣象，既在機

構內扮演具策略性的角色，也更備受社會認同。 

 

我在此衷心感謝 25 周年籌委會仝人（莫淑儀、鍾慕貞、

陳燕玲、譚錦儀、楊美怡、鄭景鴻、林奕鈿、尹美玉、

潘志蘊、梁蕊雅），無懼疫情，以最佳心思和努力籌辦

各項銀禧活動，大家無私付出，心繫 PRPA，教人感動。

我們在嚴峻疫情下舉行了十多次視像會議，跨越界限，

克服困難，以一貫公關人員的專業認真態度，作最佳的

準備，並隨疫情從容應變。 

PRPA 在疫情下的銀禧紀念既深刻也難忘，在行業的專

業地位更形鞏固，並進一步提高公眾對公關專業的認識

和認受性，而「專業與傳承」將會是 PRPA 一直延續下

去的精神。 

 

25 週年籌委會成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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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於疫情關係，PRPA 把 9 月 25日「對公關行業的重整與再思」研討會移師線上舉行。當日我們邀請到

PRPA 成員，以及多位在業內經驗豐富、創意無限的管理層嘉賓，與我們分享在疫情與社會轉型之下，

公關行業能如何在逆境中冒現生機，繼續為不同品牌和企業在社會上綻放光芒。是次會議由 PRPA 導向     

委員會主席陳燕玲女士（Elaine）主持，並邀請到三位嘉賓共襄盛會，分別是港鐵公司事務總監蔡少綿女士

（Linda），蘇杭街一號創辦人之一、前財政司司長政治助理羅永聰先生以及奧美公共關係有限公司董事總經

理兼 PRPA 顧問石嘉麗女士（Clara）。 

研討會上探討的首個話題是在疫情之下，公關公司需要

面對額外的挑戰和應對方法。石嘉麗女士指出，在高壓

環境下，人性的美好與醜惡盡顯，例如疫情初期口罩供

應失衡，有的囤積居奇，有的卻願盡己綿力共享資源。

世界固然善惡俱存，但個人和公司仍然可以作出代表自

己的選擇。港鐵公司的蔡少綿女士則指出，身為公司內

部的公關部門，在逆境下如何作出選擇，對於規模龐大、

資源眾多、影響力廣的公司更是別具意義。但當需要動

用公司資源為社會服務的同時，至關重要的是在公司內

部與董事會磋商，讓他們了解為何投資於這些項目。她

以港鐵公司為例，一面盡職調動車務，疏導乘客，同時

也使用霧化機器人清潔車廂，為眾多乘客提供安心旅

途，甚至向租戶提供租金優惠，也為廣大市民自 7月開

始提供 8 折車費，這些都是經過與高層商議之後出台的

政策。此外，在推出政策的同時，同樣重要的是將這些

政策宣揚開去，提高大眾關注。她指出疫情其實對於主

業相當「貼地」的港鐵公司也影響深遠，正如是次研討

會一樣，港鐵股東大會甚至簽約儀式也需移師網上進

行，催化

了公司的

網 絡 時

代。羅永

聰先生也

認同此方

法能動用

特約記者 ：潘以信 

港鐵公司事務總監蔡少綿女士分享見解 

較少資源去接觸更多客人，從而突破公關公司面對客戶

預算縮減，但接洽客群需求不變的基本需要。 

 

政治升溫 科技改革 

當日探討的另一議題是社

會問題以及地緣政治風險

上升對於公關工作的影

響。羅永聰先生認為，由 

於本地甚至國際社會在不

同議題上日趨兩極化，社

交媒體上出現大量假消

息。要解決這現象並不容

易。曾從事《明報》記者的

他表示，鑒於新聞量多，過往要求 1小時內作出反應已

經不合時宜，現在處理突發事件的反應時間應以15分鐘 

為目標，方能追上時代步伐。在處理問題方面，媒體及

公關更應留意事件的影響以及「轉身時機和速度」，而

這需要科技協助，「掃描分析」可能之影響，已非如以

往可以單靠人手解決。曾任政治助理的他表示，以往  

AO（政務主任）處理事情的模式不再適用，皆因當時多

數事件都有明顯民意主導，但現在卻未必有既定方法處

理，《花木蘭》電影便是一例。他認為公關人員目前需

要考慮三層矛盾，分別是國際大環境、社會兩極化、   

客戶商業利益，方能選取適當策略應對。 

 

蘇杭街一號創辦人羅永聰 

先生分享見解 

對公關行業的重整與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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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既然進步，科技改革自也不能放緩。羅永聰先生指

出，在新媒體冒起的世代，傳統媒體影響力早已降低，

「社群碎片化」的事實更令習慣使用單一媒體的機構雪

上加霜」；加上陸續有不同社交軟件在不同地區被禁，

讓社群繼續粉碎。他認為內地近期新興的「全民帶貨」

推廣模式值得參考。以前品牌起用一位代言人，只要影

響力夠強就可以紅遍全國，但現在這模式已經不適用。 

今時今日，公關反而傾向選擇將大合約分拆，以較低價

錢聘用多位代言，以求更精準地接觸更多社群。他認為

這種模式對於技術投入要求更高，也需要運用大量「小

注小注買」測試成效和找出最佳的合作夥伴。 

 

善用年輕人力量 

研討會也談到團隊建設的問題：羅永聰先生表示，中小

型公司可以較輕鬆方式處理事情，而且簡單直接的是就

說是，不是就說不是。身為公司創辦人，他鼓勵討論，

認為領導者認真聆聽是重要的團隊元素。蔡少綿女士則

認為如何培養專業以外的 big picture（大局觀）同樣重

要，畢竟未必凡事都能集合不同部門的所有團隊一起

做，因此更需要員工宏觀地貢獻最適合的部份。她認為

在不同工作中靈活運用不同世代的意見，會讓工作執行

得更好。石嘉麗女士也指出，Y 世代和 Z 世代通常對微 

觀管理反感，我們應放手讓他們處理工作；同時，年輕

人有自己的價值觀，也希望

公司之價值能和自己價值

觀相似。因此，管理層應賦

予信任，教導了他們基本功

夫後，他們大部分都能「自

動波」做到。她也指出新世

代有需要改進的地方，例如

本身的可依賴性以及臨場

發揮創意的能力。畢竟公關

工作就是需要同時運用左、

 

奧美公共關係有限公司董

事總經理石嘉麗女士分享見解 

右腦，需要創意解決問題之餘也需要統計分析的能力。

至於有什麼辦法讓公司在逆境下仍有資源吸納新血

呢？羅永聰先生指招聘實習生便是最好的辦法：「請一

位全職資深員工的薪金支出，不如聘用三、四位實習生，

這樣豈不是已經很有效的提高了生產力和創新能力

嗎？而這一切的代價只是多了那麼一點的行政成本，賺

回來的可是行業中最為珍貴的創意和後起之秀！」 

 

疫情後公關機遇 

主持人陳

燕玲女士

及後再提

出一個與

公關行業

息息相關

的問題：

疫情中有

出現新的顧客行為模式嗎？石嘉麗女士指出，未來三項

公關行業需要注意的機遇：（一）大數據、（二）人工

智能和（三）顧客體驗。她認爲公關在 10年前開展的社

交媒體熱潮中落後了，導致現在從事社交媒體的人未必

是公關的從業人員，而是給了其他專業例如市場部。現

在潮流再次轉捩之時，便是公關奪回頭籌之機。羅永聰

也分享了一個新想法，就是以類似以物易物方式，使用

多平台

流通的 

「代幣」

交換服

務，提高

生產流

動性。他

以自身

為 例， 

研討會主持人陳燕玲女士（右）提出問題 

PRPA 顧問關則輝先生（右一）、執行委員會主席  

尹美玉女士（左二）及主持人陳燕玲女士（右二）與   

眾嘉賓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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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與客人商討服務費用的時候，在這麼一個特殊情

況下也不再限制於金錢，反而接受以服務交換服務。他

表示 Facebook 在中國雖然未能落地，但其實內地企業

投入不少資源到其香港 Facebook 專頁做推廣，也讓這

種平台更具價值和流動性，從而達到一石二鳥之舉。他

表示，公關行業的根本在於穿針引線，而靈活性正是行

業生存之道。 

 

到了研討會尾聲，主持人陳燕玲女士將目光投放到大灣

區的發展，並邀請嘉賓發表對大灣區的看法和工作時需

要注意的跨文化點滴。羅永聰先生認為香港人的優勢在

於具備英語能力和國際視野，能有效協助內地公司發展

國際網絡。但是就目前的中國國際關係而言，我們或許

需要重新審視怎樣才能開拓國際市場。此外，我們也需

要了解國內公司如何運作，以及他們的媒體生態，這一

切都跟香港差天共地，判若雲泥。石嘉麗也女士指出如

何避開地雷是一個重要課題，因為如果一家公司要在香

港立足，他們面對的是如何同時處理多個群體之間的微

妙關係。石女士建議公司應緊守自身價值，以公司價值

觀主導，而不是受市場或其他因素影響決定。她舉《花

木蘭》電影的爭議爲例子，正是因為迪士尼的公司價值

受到挑戰，而且並未能合理解畫，才會導致現在的風波。 

 

研討會在一片掌聲中圓滿結束。一眾參加者都表示從是

次研討會中獲益良多，並會在不久的將來帶著這些新思

維，為所屬公司，為公關同仁同創新一頁！ 

要 成 功

舉行網上

串流研討

會: 燈光、

攝影、音響

缺 一 不

可！ 

各大院校全力支持 培育新晉年青公關 

為 慶祝 PRPA 成立 25 周年，PRPA 首度舉辦「PR On Call 25 小時」師友計劃，致力培育公關新血，為新一代

年輕人與各業界的公關進行師友配對，以影子工作機會向業界的公關專才學習，有助他們更了解公關的   

實際工作。此計劃得到學界的大力支持，九間本地大學及大專院校向 PRPA 積極推薦同學參與。 

 

師友互相配對 尋找合適導師 

23位被挑選的同學與 11位來自各行各業的公關界別同業進

行配對。我們安排了網上面談，並在過程中了解同學對公關

行業的工作熱誠、未來工作發展意向、參與計劃的期望    

等等，以此甄選參與計劃的學生，體驗 25 小時的影子公關 

工作。透過「PR On Call 25 小時計劃」，同學可把知識活學

活用，在導師指導下更能發揮所長。 

 

一眾同學與部分導師在網上聚首，準備啟動「PR On Call 

25 小時」師友計劃 

特約記者 ：梁瑋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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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關業界導師 推動學生發展 

「PR On Call 25 小時」師友計劃於本年 11月開展，計劃得到創意無限公關推廣有限公司董事尹美玉女士、奧美公

共關係有限公司管理董事石嘉麗女士、越世代數碼及市務傳訊有限公司總經理陳燕玲女士、香港公平貿易聯盟   

董事張一心女士、九龍倉集團企業傳訊主管許翠鳳女士、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項目經理莫淑儀女士、緃橫公共關係  

顧問集團主席曾立基先生、瑞銀集團企業傳訊總監楊惠卿女士、恒隆地產有限公司集團傳訊及投資者關係董事   

關則輝先生、葉氏化工集團有限公司人力資源及企業傳訊總監謝憶珠女士及市區重建局社區建設總經理譚錦儀  

女士的鼎力支持，成為本計劃的導師，指導和提供機會給來自不同院校並有志於公關界發展的同學。通過這師友  

計劃，我們期望讓同學們學習更多在職場上如何擔當公關的角色，了解更多行內的工作實況，使他們可裝備自己，

成為公關界的新力軍，達致 PRPA 成立 25 周年的目標――「薪火相傳」。 

歡迎新會員 
業界的支持對 PRPA 十分重要，我們歡迎以下新會員（2020年 8月至 11月）加入： 

(以姓氏或公司名稱筆劃/英文字母順序排名) 

專業會員 

李婉兒 （Michelle） Synergis Holdings Ltd. 

林明賢 （Anita） John Swire & Son 

黃旖旎 （Annie）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蔡培炘 （Tiffany） Chow Tai Fook Enterprises Limited 

附屬會員 

袁慧兒 （Doris） Kwoon Chung Bus Holdings Limited 

學生會員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李思言（Christy）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張芷穎（Stephanie） 梁頌萍   

Hong Kong Shue Yan University   

林筠茹（Elaine） 黃曉君 萬璟禧（Kelvin）  

The Hang Se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吳宛蓉 陳曉彤（Alice）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 SPEED 

文嘉欣 李紫森（Jessica） 歐焯儀（Jess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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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新常態下  

        如何安全使用網上會議預防網絡罪案？ 

特約記者 ：趙翠怡 

P RPA 於 10 月 15 日舉辦網上研討會，邀得 UDomain 的 CEO 范建文先生（Eric）擔任主講嘉賓。Eric 從

事資訊科技行業超過 15 年，憑著其專業知識與我們分享在家工作的新常態下，如何提防網絡騙案，以

及更安全地使用網上會議軟件。 

買到假口罩？收到釣魚郵件？ Eric 即場分享拆解秘訣 

可能不少上班族現時仍然在家工作，網上購物的機

會也多了，例如在網上購買口罩等必需品，不過稍

有疏忽便會入了假冒網站，甚至提供信用咭資料進

行付款，又或者點擊了釣魚網站，以致電腦中毒，

個人資料被盜竊。此外，因應業務性質，我們可能

會收到上司的電郵，要求我們在家工作時進行匯款

轉賬的交易。這時我們應該如何確認對方的身份 

真偽？ Eric 建議我們應該仔細查看網站的網址， 

騙徒有可能會建立與真網址或電郵地址極相似的假冒網址魚目混珠，因此大家應該先核對網址、與上司確認，再  

進行交易。Eric 也提醒我們，網址中 http 的安全程度比 https 低，如果大家遇到 http 的網址，應要加倍小心。 

 

預防網絡騙案 提高在家工作的效率 

在預防網絡盜竊方面，Eric 建議我們應盡早啟用雙重認證，因為普通密碼的安全強度不足，而且有很多人習慣一個

密碼應用在全部賬戶上，令保安程度大減，而雙重認證每次提供的認證碼均是隨機產生，故此更加安全。 

 

Eric 亦提供了幾個軟件，有助提升大家在家工作的效率。例如 e-Fax、DMS 等的軟件可以管理文件和線上傳真，而

Trello、Monday.com 等的軟件則可以幫助我們在網上與同事有效協作工作流程。 

 

遙控公司電腦工作以及使用 IP Camera 要留神 

在家工作時，我們可能需要遙控公司的電腦工作，Eric 提醒大家，如果在公司和家中以外的地方進行遙控工作，便

需要先開啟虛擬私人網路（VPN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以免遇到加密勒索軟件等的罪案。 

 

 

范建文先生（Eric）與 PRPA 執委張一心女士分享網絡安全心得 



 

10 

98 期 
2020 年 11 月 

不少人在公司或家中也會安裝網絡監控攝影機（IP camera），時刻監測公司或家中的情況。Eric 亦指出，         

IP camera 就如我們的手機一樣，需要定期更新，防止不法分子通過保安漏洞獲得我們的錄像資料。如果大家回  

到公司或家中，在不需要使用 IP camera 的時候，記得關閉攝影機，這樣便萬無一失了。 

 

Eric 教你如何專業地召開網上會議 

現時大部分人召開或參加網上會議會用到 Zoom，

到底如何運用 Zoom 才是最安全呢？ Eric 呼籲經常

使用 Zoom 的上班族或者學生，盡量使用隨機的

Meeting ID，避免其他無關人士得到 Meeting ID  

後隨意闖入會議。第二，大家最好開啟「等候室」

（Enable waiting room）的功能，看清要求進入  

會議人士的身份後才予放行。第三，我們可以為   

參與者設置權限，例如選擇 「參加者靜音進入」

（Mute participants on entry）、「容計參加者分

享屏幕／聊天／改名」（Allow participants to 

share screen/ chat/ rename）、「鎖定會議設定」

（Lock meeting）等功能，令會議可以進行得更加順暢，避免惡作劇和任何意外的發生。此外，除了網上會議之

外，我們亦可選擇進行網上直播，讓操作流程變得更加簡單。 

 

案例分享  

在研討會的尾聲，Eric 分享了兩個有關公司的資料外洩，造成公關危機的案例。他建議企業應定期找網絡保安審核

（Security auditing）公司檢查系統，防患於未然。相信參與者必定能從 Eric 的專業分享中學到更多有關網絡安全

的知識。 

PRPA會長尹美玉女士（右二）、黃慧娟女士（右一）、張一心女士

（左二）向范建文先生、場地贊助義務工作發展局香港義工學院經理   

劉定忠先生（左一）贈送紀念品。 

PRPA 助你推廣至公關目標客戶群 
除會訊《雙關》及本會的電子郵件推廣服務外，本會網站亦為各大機構提供線上宣傳機會，詳情如下: 

來稿規格及詳情，請與本會行政助理禤敏妮（Mani）聯絡（電話:9143-3997，星期一至五上午十時至下午二時，

公眾假期除外）。 

  呎吋大小 廣告費 

PRPA 網站首頁 

  

1162 pixels（濶）x 200 pixels （高） 

  

HK$1,500*/ 每兩星期 (一般機構) 

HK$1,300*/ 每兩星期 (非牟利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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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中央郵政信箱 647 號         電話： 9143-3997            網址： www.prpa.com.hk 

香港公共關係專業人員協會出版 

 

PRPA 顧問 Advisors 

陳祖澤先生 
載通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副主席兼獨立非執行董事 
Dr John Chan 
Independent Non-executive Director & Deputy Chairman 
Transport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黃懿慧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Professor Christine HUANG Yi-Hui 
Professor,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關則輝先生 
恒隆地產有限公司董事 - 集團傳訊及投資者關係 
Mr CF Kwan 
Director – Corporate Communications & Investor Relations 
Hang Lung Properties Ltd. 
 
梁天偉教授 
香港樹仁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系主任 
Professor Leung Tin Wai 
Head,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Shue Yan University 
 
石嘉麗女士 
奧美公共關係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Ms Clara Shek 
Managing Director 
Ogilvy Public Relations Worldwide 
 
曾立基先生 
緃橫公共關係顧問集團主席 
Mr Richard Tsang 
Chairman 
Strategic Public Relations Group Limited 

司徒廣釗先生 
義務數碼傳訊科技顧問 
Mr Ralph Szeto 
Honorary Digital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DCT) Advisor 

黃鎮南先生 
義務法律顧問 
Mr Duffy Wong 
Honorary Legal Advisor 

劉瑞飛陳京暉會計師事務所 
義務核數師 
Lau Chan and Company, CPA 
Honorary Auditor 

 
PRPA 榮譽主席 Honorary Chairman 
崔綺雲博士 
Dr Linda Tsui 
 

執行委員會 Executive Committee 

尹美玉 會長 
Ruby Wan President 
 
許翠鳳、黃慧娟  副會長 
Agnes Hui, Elin Wong Vice President 
 
周翠清 義務秘書 
Tracy Chow Honorary Secretary 
 
黃慧娟 義務司庫 
Elin Wong Honorary Treasurer 

林奕鈿 召集人, 會員事務 
Miranda Lam Convenor, Membership Affairs 
 
何凱恩 委員, 會員事務 
Ava Ho Member, Membership Affairs 

楊美怡 召集人, 傳媒關係及出版 
Jenny Yeung Convenor, Media Relations and Publication 
 
謝憶珠 委員, 傳媒關係及出版 
Wendy Tse Member, Media Relations and Publication 
 
張一心 召集人, 培訓及活動 
Maria Cheung Convenor, Training and Program 

 

增選委員 Co-opted Member 
趙翠怡、何青怡、梁蕊雅 
Tracy Chiu, Clara Ho, Yury Leung 

歡迎機構會員投稿 

PRPA 機構會員可享一次免費投稿至《雙關》的機會，分享有關公關行業

的文章。無論是對行業發展的真知灼見，還是經驗分享，以至公關工作的

小貼士，我們都無任歡迎。來稿請注意以下幾點： 

• 投稿者必須擁有文章之版權，嚴禁抄襲、冒名等行為，如有侵權行

為一概由投稿者自行負責。 

• 獲刊登之文章版權均歸投稿者與本會共同擁有。 

• 本會可對來稿作適當修改，但以不損害原文意思為原則。 

• 文章內容不可涉及廣告及宣傳成份。 

• 本會保留是否刊登文章的最終決定權。 

 

如欲投稿或查詢，請聯絡本會高級行政助理 Liz Ng 

(administrator@prpa.com.hk)。 

成為會員 

香 港公共關係專業人員協會（PRPA）於 1995 年成立，致力推動公關行業的發

展，鼓勵及促進業界交流。PRPA 積極與香港及境外公關組織合作，促進本

港、內地、海外公關行業的交流之外，在培育下一代公關專業人才方面，亦不時舉

辦講座，並安排資深公關人士向現正就讀有關課程之學生及對公關行業有興趣的人

士講解公關行業的需求及發展前景。 

全賴業界及會員的鼎力支持，PRPA 的會員人數多年來保持穩定增長。會員來自不同

界別，有政府機構、公用事業、本地公司、跨國企業等，也有自僱人士及不同規模

的公關顧問公司。 

PRPA 現有會籍包括創會會員（Founding member）、 永久會員（Life member）、

專業會員*（Full member）、機構會員（Corporate member）、附屬會員（Associate 

member），及學生會員（Student member），申請表格可於 www.prpa.com.hk

下載。現有會員如成功引薦新會員加入，可獲免費出席 PRPA 活動贈券乙張。 

如 欲 查 詢 有 關 本 會 會 籍 事 宜 ， 請 與 本 會 會 員 事 務 執 委 林 奕 鈿

（ m i r a n d a . l a m @ p r p a . c o m . h k ） 或 行 政 助 理 禤 敏 妮 （ M a n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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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administrator@prpa.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