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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PA 跨校職訓講座 公關業越趨多元化

P

特約記者 ：梁瑋淇、張曉澄

RPA 於 10 月 29 日在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THEi）舉辦跨校公關行業網上講座，請來多位資深行業同

仁為各修讀公共關係及管理的同學分享公關路向及發展。這次活動由 PRPA 培訓及活動執委張一心女士

（Maria）主持，並邀請到 OnGrad 諮詢有限公司創辦人蘇俊軒先生（Anthony）、希慎興業有限公司企業傳
訊助理總經理董彥鈞先生（Mark）及恒隆地產董事兼 PRPA 25 周年活動籌委會主席關則輝先生（CF）來到現

場為大家講解多面化時代的行業發展、公關案例及畢業生的個人發展建議。參與是次活動的同學非常投入，
不論線上線下均積極討論，反應令人鼓舞。
講座首先由 THEi 語文及通識教育學院院長卓建南教授
致歡迎詞，並由職業訓練局媒體及傳訊業訓練委員會秘
書姚鳳恩女士根據職訓局媒體及傳訊業 2019 年度人力
調查報告向同學介紹市場需求及新興技術要求。姚女士
指出近年業內排在首位的必要技能為：編採技巧、創新
媒體科技應用、流動裝置及互動設計；行內亦普遍認為

專業操守及傳媒法規、創新媒體科技、同時執行多項工
作及危機管理的能力，也是僱員必須具備的技能。PRPA
會長尹美玉女士（Ruby）亦表示鑑於疫情關係，公關部

Anthony 分享建立個人形象技巧和創業心得

門的預算亦較以往緊縮，聘請人員會更保守。因此，同

Anthony 的公司為大專生提供職業培訓以及為公司策

學們要更具彈性並自我增值才能在職場上獲注視。公關

劃 全 新 的 管 理 培 訓 生 計 劃（Management Trainee

們也要懂得善用社交媒體、多媒體分析（Multimedia

Programme）。他剖析了多個建立個人形象的方法，以

Analysis）及社會化聆聽（Social Listening）以分析下一

及如何塑造自己的核心價值。他指出同學要首先認清自

步行動。

己的定位。其次是要增加自己在網絡上的曝光率以及利
用網上工具寫好簡歷。Anthony 亦多次強調同學要自學
更多自己感興趣的網上課程，裝備自己，這樣才能令自
己在眾多面試者當中突圍而出。
Mark 則 在他的講座中介紹希慎的歷史以及公司在環

境、社會和企業管治（ESG）方面如何回饋社區。他認為
要 打好社區關係，必須一步步地做，才能真正回饋社
區。希慎自 2016 年起創辦利園協會，透過社交媒體宣傳
不同小店的故事、旗下商舖的活動及優惠推廣，以不同
（左起）THEi 工商管理學系助理教授李暐英博士、希慎興業有
限公司企業傳訊助理總經理董彥鈞先生、PRPA 會長尹美玉女士、

方式支持租戶。公司近年亦舉辦 Hysan95 以慶祝希慎

THEi 語文及通識教育學院院長卓建南教授、OnGrad 諮詢有限公

成立 95 周年，訪問了銅鑼灣區內的不同人和事，並編

司創辦人蘇俊軒先生及 PRPA 培訓及活動委員會張一心女士

成 95 個故事，在社交媒體上刊登。他們又在希慎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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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機發生時，最大的憂慮是顧客對公司失去信心。他
以 2016 年淘大工業村火警為例，帶出公關要如何鞏固
市民對公司的信心、對受害者及家屬的支援和持份者的
溝通，令市民認為公司是一間負責任的企業。
在答問環節中，同學對面試技巧和活動策劃最感興趣。
Anthony 建議同學在面試時，可以用故事串連簡歷中的
同學們與 Mark 探討如何將公關運用到社區

舉辦座談會，邀請不同嘉賓分享他們在銅鑼灣和利園區
的故事，藉此加強大家對這個社區的歸屬感。Mark 指

工作經驗來帶出自己的能力。Mark 則提醒同學們，進
行大型活動前要注意當天天氣及近年社會運動等因素，
因此每一次計劃活動時都要十分仔細、做好準備。

出，希慎的各種美化社區活動，有助建立一個舒適的社
區，從而達致企業的可持續性。公司又與非政府機構合
作，在希慎廣場天台花園推行全年有機耕作計劃，以另
類的方法向市民大眾教育耕種文化。其他大型商場活動如

街頭市集及各種嘉年華都能令社區有共同目標、拉近社
群，從而建立長遠的社區關係。
PRPA 25 周年活動籌委會主席 CF 與同學分享現代公關

的角色。今時今日公關演變成責任性的角色，同學要自

線上線下同學勇躍地向嘉賓發問

我增值才能成為在機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事實上，

最後，在小組分享環節，PRPA 有幸邀請瑞銀集團企業

疫情下公關的角色更顯得重要，對内對外的溝通需求更

傳訊總監楊惠卿女士（Angel）、九龍倉集團企業傳訊

多。例如公關部門的同事每天要查看與公司有關的物業

主管許翠鳳女士（Agnes）及 Maria 為修讀公共關係學

有否確診個案，如大廈有確診個案，該如何通知相關人

科的同學講解公關行業的相關知識。Angel 和同學探討

員以及進行什麼善後和預防措施。這都是為了「保住」

公關倫理的灰色地帶； Agnes 以解難形式解答同學對

顧客和員工對公司的信心。在提及危機管理時，他認為

公關行業的不同問題； Maria 則分享如何與持分者建
立關係。是次活動由同學自行決定選擇參與自己最感興
趣的小組講座，尋找適合自己的公關工作方向，了解行
業的最新發展及實際工作。小組講座亦讓同學可以得知
更多業界專才的實戰經驗，有助同學參考業界前輩的處
理手法。
這次講座涵蓋不同公關範疇，讓有志投身公關行業的同

學深入了解相關專業，希望每位參加者能獲益良多。
PRPA 25 周年活動籌委會主席 CF 以淘大工業村火警作危機

PRPA 謹此感謝 THEi 提供場地，讓活動順利舉行。

管理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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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屆中國公共關係行業最佳案例大賽圓滿舉行
PRPA 榮幸連續九屆獲大會頒發組織獎

由

中國國際公共關係協會（CIPRA）主辦的第十六屆中國公共關係行業最佳案例大賽暨 2020 中國公關嘉年華
頒獎典禮，於 2020 年 11 月 18 日假座北京 JW 萬豪酒店隆重舉行。來自國家外交、新聞、商務等領域的重

要嘉賓，以及眾多公共關係專家和從業員聚首一堂，見證了公共關係行業盛典。

自 2003 年，PRPA 獲 CIPRA 委託，負責徵集香港及澳門區的參賽案例及有關統籌、推廣、行政及初審事宜。PRPA
榮幸連續九屆獲大會頒發組織獎，以茲表揚。在此亦恭賀天機亞太集團為澳門之美獅美高梅酒店策劃及執行的「美
獅鋒味搖滾美食節」案例榮獲「娛樂行銷與傳播」類別銀獎。

中國政府歐洲事務特別代表、聯合國原副秘書長、CIPRA 會長吳紅波先生致辭時表示，中國公共關係行業最佳案例
大賽自 1993 年創辦以來，獲得眾多全球 500 強企業、中國政府部門以及公共關係專業機構的積極回應。另外，為
表彰行業領先，提高參與行業工作的積極性，自 2008 年開始舉辦行業年度 4 項大獎評選。大賽總結公關實務經驗，
提煉公關專業成果，大大地提升了行業整體的專業技術和服務水準，有力地推動了中國公共關係行業的專業化、規
範化、國際化的發展。

本屆大賽評委會主任、CIPRA 副會長、學術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郭惠民教授介紹本屆大賽的
評審情況。大賽的組織和評審根據中國公共關係發展的現實特點，並借鑒國際公共關係協會（IPRA）《世界最佳公
共關係案例》的評選標準，由企業、公關公司、學術、媒體等資深人士組成的評委會，對所有案例進行跨界、聯合、
公平公正的評審，最終產生各獎項。

大會頒發共 18 個金獎、32 個銀獎、36 個銅獎及卓越傳播獎、行銷創新獎、品牌創意獎、活動創新獎等 16 個單項
獎，以及組織獎和行業貢獻獎等。2020 年度行業獎項，包括最佳經理人、最佳演講人、最佳新人獎和最佳團隊。

PRPA 中國內地及國際事務常設委員會召集人莫淑儀稱 : 「很高興邀得關月嫦女士（Mabel）擔任本會內地事務主

任的義務工作，並代表 PRPA 出席頒獎典禮及獲授獎項。Mabel 是 1995 年 PRPA 十位創會會員之一，1998 年舉家
移居北京，在京曾任職中國香港商會總幹事、港大顧問、國際特奧公共事務等工作十多年，並著有香港人《生活在

北京》一書。Mabel 的參與將可加強本會與國內團體的聯繫及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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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
(1) 協會領導合影――中國政府歐洲事務特別代表、聯合國原副秘書長、CIPRA 會長吳紅波先生（左四），CIPRA
副會長、國家外文局常務副局長郭曉勇先生（右二），CIPRA 副會長、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原書記處書記
王冬梅女士（右三），CIPRA 副會長、原國家旅遊局副局長吳文學先生（左二），CIPRA 副會長、國際關係學
院副院長郭惠民教授（右一），CIPRA 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趙大力先生（左一），CIPRA 駐會副會長章蘭女士
（左三）。
(2) 吳紅波大使致辭。
(3) 郭惠民教授介紹大賽評審情況。
(4) PRPA 內地事務主任關月嫦女士（圖中）代表 PRPA 接受大會頒發最佳組織獎。
(5) 天機亞太集團駐京之商務拓展總監李燕燕女士（右二）接受大會頒發娛樂行銷與傳播類別銀獎。
(6) 頒獎典禮現場。
(7) 大會安排之文藝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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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 On Call 25 小時」師友計劃參與者簡介

為

慶祝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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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內容請參閱上期《雙關》）。此計劃得到學界的大力支持，我們從九間本地大學及大專院校的
推薦中選出 23 位同學參與，以下是各入選同學的自我介紹。

文嘉欣 Irene

級。我從大一已經希望投身公關行

本人是香港理工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業，因此有興趣參加「PR On Call 25

市場系的四年級學生。承蒙協會

小時」，向來自不同行業、富有社會

惠賜機會，本人有幸參與是次活動。

和工作經驗的前輩學習，從而了解不

活動提供不少公共關係行業的資訊，

同公關的工作性質和如何面對工作

讓同學與高層聚餐，觀摩公司會議，

上的挑戰。

於同學大有裨益，使我們了解工作內
容，做好準備。我希望從活動中獲取實習機會，從而了

李智賢 Peter

解公關行業的分工。

我是李智賢，就讀中文大學全球傳播
四年級。「PR On Call 25 小時」令我

朱世麟 Jason

感興趣之處在於其師友制，讓我可以

我是朱世麟，現時就讀於香港城市

在有識之士的指導下了解公關行業。

大學主修媒體與傳播學系四年級，

我期望在是次活動中了解到公關工

十分榮幸能參與本年度香港公共關係

作的現實，具體地學習如何專業地處

專業人員協會舉辦的 25 周年學生活

理各項挑戰。

動「PR On Call 25 小時」。由於主修

李紫森 Jessica

科目的緣故，其畢業生大多選擇公關、

我是李紫森 Jessica，正就讀香港理

廣告或記者的行業，而我亦希望透過是次活動深化對公

工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二年級，修讀市

關這個行業的實際認識，從而確立自己未來投身的方

場營銷及公共關係（榮譽）文學士課

向，同時我也期望能從活動中經歷平時課堂上得不到的

程。我參與的原因：是次活動是一個

實戰經驗。

很好的機會讓我接觸公關部門工作，
可以裝備自己，擴闊眼界，讓我計劃

吳宛蓉
大家好，我是吳宛蓉。現在是香港
恒生大學新聞與傳播課程四年級的學
生，主修企業傳訊。報名參加這個
計劃的原因是希望了解更多行業

畢業後的工作方向。我希望透過活動可以擴闊對公關行
業的認識，建立人際網絡，透過導師分享經驗，對行業
有更深入的了解。

狀況，以及增強自己的溝通技巧。

周宛瑩 Jojo

希望透過與不同人交流，擴闊眼界和

大家好！我現時就讀香港城市大學

汲取經驗。

數碼電視與廣播系四年級。我認為公
關是一個以經驗之談的行業，沒有對

李思言 Christy
我是 Christy，來自香港城市大學媒體及傳播學系四年

與錯的標準，希望透過「PR On Call
25 小時」計劃可以體驗公關行業的實

際運作，累積經驗。我期待可以向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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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前輩學習，改善自己的不足，裝備自己成為一個出色

驗、卓越的見識，相信能從他們身上獲得不少啟發。期

的公關。

望在這半年能為未來作準備，成為出色的公關。

林筠茹 Elaine

張芷穎 Stephanie

大家好，我叫林筠茹，今年於樹仁

我是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的四

大學就讀新聞與傳播學系四年級。當

年級學生，主修公共關係。當初透

初是由學科老師介紹得悉此活動。經

過學校的電郵得知協會舉辦「 PR

過大學首三年學習，對傳媒各個行業

On Call 25 小時」計劃，有感這是

有了初步認識，而自己則對 PR 行業

一個難能可貴的機會，讓我能夠有

最感興趣。在以往兩次的實習中都是

機會認識業界有經驗的前輩之餘，

做與 Marketing 相關的工作，感覺亦相當有趣。不過畢
業在即，希望能在踏入社會前能體驗 PR 的工作，所以對
於此活動很感興趣。非常感謝能夠參與此活動。希望能
在活動中，學到 PR 行業所需的「基本功」，好為未來的
職業生涯作出準備，亦同時希望能夠協助公司籌備活
動，增加個人經驗。

同時可以透過觀察更深入的了解到公關從業員的真實
工作，故選擇參與這計劃。我期望在這半年可以讓我在
課本和理論以外，認識到公關行業現實的運作和生態。
當然，亦希望能和導師及其他院校的同學建立一段長久
的友誼。

梁瑋淇 Kiki

馬嘉禧 Licca
我現時就讀香港城市大學數碼電視
與廣播學系四年級。我很榮幸能有機
會參與此計劃，向經驗豐富的業界前
輩身上學習，了解更多公關行業需要
面對的挑戰和困難。我希望透過親身
體驗業界的運作，累積經驗並改善自
身的不足，為未來的工作做好準備。

我是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公共關
係及管理學士課程四年級生梁瑋淇。
我較喜歡解決問題，面對突發的事
情，正好讓我挑戰自己，運用溝通及
危機處理技巧作出應對。我期望在公
關行業上有更多實踐及學習的機會，為將來職業作好準
備。

梁頌萍 Jenny

陳曉彤 Alice

大家好！我是 Jenny，現時就讀香

大家好！我是香港恒生大學新聞及

港 浸會大 學四年 級傳理系 （主 修

傳播課程，主修企業傳訊的四年級生

公關）。我喜歡接觸及探索不同的人

――陳曉彤，很高興能夠成為計劃的

和事，因此我對公關有濃厚的興趣。

一份子。參加是次計劃是希望在過程

我認為是次工作影子計劃是一個寶

中親身了解公關行業現時的發展和

貴的機會，不但能從師友身上學習，

未來的走向，從中見識真正的公關世

並能親身體驗公關的日常工作。我期望從中得到啟發，

界，如何透過不同的媒體與社會各界互相交流、合作，

為未來工作作準備，助我更好的投身職場。

達成和諧。

陳曉澄 Angel

黃曉君
我是黃曉君，現於香港樹仁大學

我是樹仁大學新聞及傳播學系四年

就讀新聞與傳播學系四年級。雖在

級學生陳曉澄。我對於「PR On Call

課堂上學會了不少公關的知識，但

25 小時」感興趣是因曾聽聞 PRPA 的

我明瞭實戰經驗是不可或缺。我感

主幹成員在公關界有豐富的工作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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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十分榮幸和萬分希望能藉此機會向有豐富經驗的石

廖曉聰 Julia

前輩汲取經驗，在踏入職場前裝備自己。

我是就讀中文大學全球傳播四年級的
廖曉聰。我有過到媒體機構工作的經

黃諾童 Martha

驗，而我認為公關工作與傳媒一體兩

我是黃諾童，中文大學全球傳播的大

面，故而對公關工作產生興趣。尤其在

四學生。今年暑假我曾於貿發局公關

當下的社會環境，缺乏實體活動，人與

部實習，但活動都因為疫情而取消，

人之間的聯繫變得尤其重要。我相信是次師友計劃可以

因此我比其他同學缺少了很多經驗。

讓我從經驗老到的前輩們身上觀摩，汲取經驗。

希望透過此次寶貴機會我能更理解
金融公關的實際職能，為踏入職場做好準備。

潘以信 Eason
大家好！我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

楊浚謙 Henry

系的四年級學生 Eason 潘以信。我主

本人是來自香港恒生大學新聞及傳播

修科目包括翻譯傳譯、企業傳訊及言

學系四年級的楊浚謙（Henry），十分

語科學。本著拓展眼界，了解真實職場

高興能參與 PRPA 的「PR On Call 25

的好奇心，再經老師推薦下有幸參與

小時」。參與是次計劃希望能把大學

到「PR On Call 25 小時」計劃當中。我期待在加入這個

所學，學以致用。從前只停留於學習

計劃後能：一、切實體會公關工作；二、增進對公關職

公關理論階段，有見是次計劃能隨

業的認識。在此先感謝各前輩對後輩的包容、提攜和指

公關行業的前輩學習，實屬難得。期望完成計劃後能對

導。

公關行業有更清晰透徹的了解、更了解畢業後的選擇。

歐焯儀 Carine
萬璟禧 Kelvin

我是就讀於香港理工大學專業進修學

我是萬璟禧，香港樹仁大學新聞與傳

院的歐焯儀，現正修讀市場營銷及公

播學系四年級生，主修公共關係及廣

共關係（榮譽）文學士四年級學生。

告科目。在現時社會環境，能夠向這

雖然課堂上能學到不同的公關理論，

些富經驗的企業公關主任學習是十

但並未能清楚公關的實際工作情況，

分難得的機會。希望透過此計劃，可

因此希望通過參加這次計劃能夠增加

以擴闊人脈，建立公關行業的基礎，

我對公關行業的認識。

同時好好實踐課堂上學到的知識。

蔡煒婷 Joyce
鄧重思 Faith

大家好！我是 Joyce，現就讀香港恒

我是來自 THEi，公共關係及國際項目

生大學新聞及傳播（榮譽）學士四年

管理四年級的鄧重思。
「關係」謂公關

級。是次有幸參與由香港公共關係專

的核心。藉此機會透過觀察、實踐、反

業人員協會舉辦的「PR On Call 25 小

思，不但與行家建立關係，更可以從中

時」計劃，是一個擴闊眼界的好機會。

「偷師」，得知行業運作和公關工作要

今次的影子實習生計劃邀請多位業界

訣，裝備自己；並使公關間的關係如網交織，把公關的

精英參與畢業生培訓，相信能讓我更了解公關行業的發

精神薪火相傳。

展和前景，希望我可以從中獲得課室以外的知識和經
驗，為投入公關行業做好準備！

（以學生中文名字筆劃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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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PA 助你推廣至公關目標客戶群
以全新形象登場的 PRPA 網站，除了為公關從業員帶來更佳的瀏覽體驗及一站式資訊渠道外，更於網站首頁當眼位
置設有廣告平台（如下圖），連同本會員通訊《雙關》，為各大機構提供線上線下的全方位宣傳方案。
網站廣告資料如下：

PRPA 網站首頁

呎吋大小

廣告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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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歡迎各界使用本會另一廣受歡迎的電子郵件推廣服務，扼要如下：

電子郵件推廣服務（包括 PRPA 社交媒體專頁）
性質

廣告費 (HK$)

招聘用途**

2,200（會員）

教育活動/ 座談會宣傳**

2,800（非會員）
2,800

**只限與公關相關職位/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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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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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加入：
專業會員
李承敏 （Tammy）

The Carlyle Group

楊立明 （Brian）

Brianstorm Content Solutions

學生會員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朱世麟（Jason）

周宛瑩

馬嘉禧（Licca）

Hong Kong Shue Yan University

陳曉澄（Angel）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李智賢（Peter）

黃諾童（Martha）

廖曉聰

The Hang Se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楊浚謙（Henry）

蔡煒婷（Joyce）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蕭亮淦
(以姓氏或公司名稱筆劃/英文字母順序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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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時溝通更要無縫

PRPA 顧問 Advisors

疫情下，公關作為機構傳訊者少不免要協助發放負面訊息，如人

陳祖澤先生

員確診、停業、裁員等，要將危機減至最低，就要加強無縫溝通。

載通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副主席兼獨立非執行董事

傳訊人員必須界定不同的持份者，根據他們關注的議題進行不

Independent Non-executive Director & Deputy Chairman
Transport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9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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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類型的溝通，惟有幾點值得注意：

黃懿慧教授

第一、進行雙向溝通，在發放訊息的同時，建立渠道收集意見；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第二、溝通要專業，請專業人員協助解說以增加公信力；第三、

Professor,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溝通要人性化，爭取同情分。通常軟性的溝通方法最易被受衆接
受；第四、開誠佈公，溝通要誠實和公開，不避談，誠意必打動
受衆；第五、留有一手，老闆通常是最後把關出招以便進退；第

Professor Christine HUANG Yi-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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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由內至外的溝通，先處理好內部溝通，讓內部先消化負面消

Director – Corporate Communications & Investor Relations
Hang Lung Properties Ltd.

息才對向外發放。

梁天偉教授

最後，還是要「適時、適地、適人」，選擇較有利的時間，找合

Professor Leung Tin Wai

香港樹仁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系主任

適的人選在適當的場地或渠道發放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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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周年壓軸「PR On Call 25 小時」

Ms Clara Shek

感謝關則輝先生的領導和籌委會的努力下，25 周年纪念活動在

Managing Director
Ogilvy Public Relations Worldwide

疫情下圓滿結束！壓軸的公關傳承項目「PR On Call 25 小時」

曾立基先生

直至 2021 年 3 月底繼續進行。23 位獲選的大學生已獲配對到

緃橫公共關係顧問集團主席

相關機構進行師友在職培訓。在此，我特別要感謝 11 家參加機

Chairman
Strategic Public Relations Group Limited

構，包括九倉集團、瑞銀香港、恒隆地產、市建局、香港公平貿
易聯盟、葉氏化工、社聯、Ogilvy HK、iGen6、SPRG、Wasabi
Creation。每間機構帶領兩位準畢業生進行影子培訓，提供公關

實務經驗。學生們都非常珍惜這個向大師級公關學習的機會。

Mr Richard Ts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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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為會員

香

Honorary Legal Advisor

劉瑞飛陳京暉會計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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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務核數師

Lau Chan and Company, CPA
Honorary Auditor

PRPA 榮譽主席 Honorary Chairman
崔綺雲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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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 Linda Tsui

士講解公關行業的需求及發展前景。

執行委員會 Executive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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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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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慧娟

義務司庫

Tracy Chow Honorary Secretary
Elin Wong Honorary Treasurer

林奕鈿 召集人, 會員事務

Miranda Lam Convenor, Membership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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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凱恩

委員, 會員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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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美怡

召集人, 傳媒關係及出版

（miranda.lam@prpa.com.hk）或行政助理禤敏妮（Mani）

謝憶珠 委員, 傳媒關係及出版

Ava Ho Member, Membership Affairs
Jenny Yeung Convenor, Media Relations and Publication
Wendy Tse Member, Media Relations and Publication

（enquiry@prpa.com.hk）聯絡。

張一心 召集人, 培訓及活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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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ia Cheung Convenor, Training and Programme

增選委員 Co-opted 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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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翠怡、何青怡、梁蕊雅

Tracy Chiu, Clara Ho, Yury L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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