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化危為機 掌握資訊必有轉機

公

關公司「蘇杭街⼀號」創辦⼈羅永聰先⽣及Social Strategies Hong Kong 和 Hong Kong
Jervois M 創辦⼈盧勁業先⽣早前為 PRPA 會員講解如何利⽤⼈⼯智能化危為機，透過社交媒體⼯具
聆聽⼤眾的聲⾳，能夠節省時間及費⽤，短時間內維護公司正⾯形象。 PRPA與HKGCC再次合辦講座反應
熱烈，感謝各位會員⽀持。

數碼媒體顯進步 傳統媒體被取代 ？
數碼媒體在現今社會普及化，不少公
關從業員也是社交媒體的⽤家，以數
據撰寫社交媒體報告，⽤作社媒聆聽
及追蹤。傳統的⼯具只會計算媒體曝
光率數量，先進的系統有助分辨正評
及負評，例如公眾對免費活動的意⾒
及想法。⼈⼯智能化幫助分辨搜尋主
要字眼，⾃動更新系統的調整，讓⼈
⼯智能系統與公司的資料同步更新。

羅永聰先⽣和盧勁業先⽣分享危機管理及數碼媒體運作的實例及⾒解。
▴
⼈⼯智能化成為現今公司必要的⼯具。

遇上公關事故，公關⼈員可先了解事情的發⽣，運⽤數據處理及預計事情，以作澄清及回應事件，避免公司
品牌形象受損及營運受影響。

掌握市場資訊 應⽤數碼媒體

為了完善使⽤數碼媒體，全盤掌握輿論的源頭、時
間、不同平台⾄關重要，⼈⼯智能化能夠知道社交
輿論散佈於那些網上平台，找出事情的起因，可避
免遺漏某些不顯眼但重要的輿論，影響事情往後的
決策。溝通計劃在處理危機中亦是必須的，多變的
危機需要不同的溝通⽅法，溝通計劃要因應情況⽽
調節及改變。當全盤掌握事情後，並要開始考慮如
何執⾏，除了透過官⽅渠道向不同公眾作岀澄清，
清澄過程中亦需進⾏社媒監察，了解公眾是否滿意
PRPA 會⻑許翠鳳⼥⼠ ( 左⼀ ) 及 HKGCC 副⾏政總裁陳利華先⽣
▴
( 右⼀ ) 致送紀念品給羅永聰先⽣ ( 左⼆ ) 及盧勁業先⽣ ( 右⼆ )
官⽅答覆，⼩⼼統籌及處理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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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分為三個階段，第⼀階段是較⼩規
模的輿論，可視乎情況及稍後回應。第
⼆階段是意⾒領袖開始參與輿論及發表
意⾒，容易在此階段得知⼤眾對事情的
看法及⻆度。第三階段是輿論已在多個
平台散播，需要資源減低公眾輿論。揀
選社交媒體監控考慮，可根據公司品牌
的情況⽽作岀調整，如特別監察某個⾏
業、地⽅、語⾔、改變搜尋字眼等等，
▴PRPA與⾹港總商會合辦線上活動，吸引近百參加者了解如何善⽤⼈⼯智能
以最短時間收集多個平台的數據，作合 化危為機。
適的判斷。

抓緊時間 分秒必爭

公關從業員時刻留意社會現況，避免事情發酵成不可收拾的地步。同事之間的溝通是解決問題重要的⼀步，
⼈⼯智能有助公關⼈員及時知道事情發⽣的情況，掌握事情全⾯的資訊及散佈的平台，作岀正確的判斷，因
應着持分者及事情作岀回應。⼈⼯智能⼯具及⼈性化的公關服務結合，才能發揮更好、更全⾯的效果。就使
⽤⼈⼯智能的時間性⽽⾔，處理危機成效可取決於消息發佈於那些平台及覆蓋的範圍、處理時間⼤約於半⼩
時⾄⼀、兩⼩時不等。危機內容深度⽅⾯，視乎公關得知的消息，如⾯書的回應、平台上幾層的多個回應。
透過使⽤新聞搜尋⼯具，應考慮覆蓋範圍的闊度、資料及數據的深度。假若有意⾒領袖把錯誤的消息發佈於
不同平台，可把正確的消息發佈於有關平台，讓公眾接收及判斷資訊，更可以嘗試和意⾒領袖溝通，期望把
事情在短時間內清澄及受控。

（由左起）⿈希⽂⼥⼠、尹美⽟⼥⼠、許翠鳳⼥⼠、羅永聰先⽣、盧勁業先 ▴
▴
⽣、陳利華先⽣、袁嘉欣⼥⼠、潘志藴⼥⼠⼤合照

PRPA

送給主講嘉賓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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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坑⻁豹別墅
P

在 6 ⽉ 2 ⽇與會員、業界朋友參觀前⾝為⻁豹別墅的⻁豹樂圃，作為可持續發展系列的⾸個
活動。
RPA

在現今社會，可持續發展之⻆⾊⽇趨重要。社會各⾏
各業先後⽀持和推動可持續發展，公關業界有需要加
以認識可持續發展的概念，了解經濟發展、社會共融
及環境保護因素，在各業界有可持續發展的項⽬時集
結公共關係的技巧，協助各業界推廣可持續發展活
動，滿⾜現今社會的期望和保護後代的福祉。
今年推出以可持續發展為主題的⼀系列活動，
並在 6 ⽉ 2 ⽇與會員、業界朋友參觀前⾝為⻁豹別
墅的⻁豹樂圃。我們⼗分感謝⻁豹樂圃執⾏董事（樂
圃策劃）李明哲⼥⼠在當天與我們分享，促進⽂化保
育交流，從⽽加深業界對可持續發展的認識。
PRPA

PRPA

▴

會員於⻁豹樂圃合照留念。

PRPA

會員於⻁豹樂圃合照留念。

⻁豹樂圃歷史

甫步⼊別墅，年代感和富貴感撲⾯⽽來，參觀⻁豹
樂圃先要了解的是其歷史。我們和會員通過講解員
和建築內的⽂字解說了解到⻁豹別墅歷史和現況。
胡⽂⻁及胡⽂豹兩兄弟祖籍福建，將⽗親創⽴的配
⽅改良，製成家傳戶曉、專治⾝體痛症的⻁標萬⾦
油，兩⼈其後選擇以⾹港作為⻁標藥物第⼆⼤⽣產
地。胡⽂⻁於⼤坑道為其夫⼈建成佔地8英畝的房
⼦及私⼈花園。房⼦雖是胡⽂⻁家⼈的住所，但以
兄弟⼆⼈的名字來命名，因此稱為⻁豹別墅。

會⻑許翠鳳⼥⼠ 左 致送感謝狀予⻁豹樂圃執⾏董事
▴
（樂圃策劃）李明哲⼥⼠ 右 。
PRPA

(

(

⼤宅樓⾼4層，包括地庫、地下客廳、⼀樓睡房層
及頂層的露台天台。⼤宅外⾯除了有中式園林景致
外，也融⼊不少西洋建築元素。⻁豹別墅亦是⾹港
碩果僅存採⽤中國式折衷主義的建築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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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豹樂圃現況

在 2009 年，⻁豹別墅建築群被列為⼀級歷史建
築，兩年後，胡⽂⻁慈善基⾦會及⻁豹⾳樂基⾦有
限公司獲得⾹港特區政府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的
⽀持，將⻁豹別墅活化成⻁豹樂圃，成為現在的⾳
樂學院。為市⺠提供五花⼋⾨的中西⾳樂和藝術項
⽬，從⽽提升個⼈⽣活素養，開拓⽂化視野，並建
造和諧的⾳樂教育。樂圃亦會與本地及海外策略伙
伴⼀同發展培訓，加強中西⾳樂⽂化交流。
別墅⼆樓是會客廳，作為場地租⽤或室樂演奏的⽤
途。在會客廳上⼀層，是以前胡⽂⻁宴客的飯廳，
現在則是⼩⼩的⾳樂廳。⾄於頂層的露台，則可欣
賞⻁豹別墅的園景和維港的景⾊，享受寧靜的環
境。

⻁豹樂圃執⾏董事（樂圃策劃）李明哲⼥⼠分享⻁豹樂
▴
圃的成⽴與發展。

李明哲⼥⼠的分享讓我們更為了解⻁豹樂圃。⻁豹
樂圃提供了很多不同的活動給廣⼤市⺠參與，不論
是⼩童或是⻑者也能夠參與其中。於過去的五⽉，
⻁豹樂圃上演了多場精彩的藝術表演與講座，其中
觀眾的投⼊程度⾼，反應熱烈。此外，⻁豹樂圃有
⾳樂會和課程供⼤眾參加，市⺠可藉此改善⼼靈健
康。⻁豹樂圃亦有設社區共融計劃，將⾳樂與⾝⼼
健康元素整合於常規導賞團中，為參加者帶來不同
的體驗，透過⾳樂放鬆⼼情。⻁豹樂圃活動的多樣
性和廣泛性絕對能夠吸引到不同年齡層的市⺠。在
這個夏天，⻁豹樂圃也將會繼續推出更多不同的精
彩節⽬供市⺠參與。

總結

▴導賞員詳細講解⻁豹別墨的建築特⾊。

⻁豹樂圃的活化成果，讓新訪客可以了解歷史，舊
訪客可以回味過去，除了推廣⾳樂⽂化，為這座歷
史建築和社會注⼊新氣象，亦為正考慮⽀持古蹟保
育的不同機構建⽴典範。PRPA 在將來會有其他關
於可持續發展和其他不同議題的活動，有興趣的話
可以密切關注我們的活動，希望不久的將來可以在
活動中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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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江南北⾛⼀⾛
⺠以飲⻝
APP為先？
去年⼗⽉中，跟⼀位 界的前輩聊天，問及他居住北京

作者：PRPA內地事務主任關⽉娥⼥⼠

IT

這麼多年，⾒證中國內地科技⾶快發展的感受！他說⾒
證過許多驚⼈突破，其中最近期⼜接地氣的，可數餐飲
業的數據化、電⼦化，其普及化極速發展！他憶述⼗⼀
假期時，從北京開⾞經上海去到中⼭，⼀路上所到過的
餐廳及飯館，⼤部份都使⽤電⼦化點餐買單！

時，有WiFi 服務⽐⻝物還重要。
1. 其實，正如南韓電影、電視、電⼦遊戲的興
這過去⼀年內，由於疫情的實際「零接觸」需要，顧客
盛，國內外爭取領先地位，並不是偶然或運氣， 當然也樂意配合！餐廳堂⻝、外賣送餐、在家做飯原材
這些皆是「國策」！國家層次的⼤⼒推動，各⽅ 料配送…… 通通電⼦化起來！
配合，天時、地利、⼈和！終成⼤勢氣候！
年中國兩會上，總理李克強在兩會報告提到：
「......堅持擴⼤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充分挖掘國內市場
潛⼒。緊緊圍繞改善⺠⽣拓展需求，促進消費與投資有
效結合，實現供需更⾼⽔平動態平衡。穩定和擴⼤消
費。多渠道增加居⺠收⼊。健全城鄉流通體系，加快電
商、快遞進農村，擴⼤縣鄉消費。穩定增加汽⾞、家電
等⼤宗消費，取消對⼆⼿⾞交易不合理限制，增加停⾞
場、充電樁、換電站等設施，加快建設動⼒電池回收利
⽤體系。發展健康、⽂化、旅遊、體育等服務消費。⿎
勵企業創新產品和服務，便利新產品市場准⼊，推進內
外貿產品同線同標同質。保障⼩店商鋪等便⺠服務業有
序運營。運⽤好『互聯網+』，推進線上線下更廣更深
融合，發展新業態新模式，為消費者提供更多便捷舒⼼
的服務和產品。引導平台企業合理降低商戶服務費。穩
步提⾼消費能⼒，改善消費環境，讓居⺠能消費、願消
費，以促進⺠⽣改善和經濟發展。」 *
2021

（備註: *源⾃新華社2021年3⽉5⽇）
2.

我們就是喜歡：便捷、有效、創新

沒有⼯⼈姐姐（內地稱「阿姨」）沒關係，只要
有美⻝送餐APP就得啦
3.

中國是⺠以⻝為天的⼤國，有許多普及的美⻝介紹或送
餐APP，包括：美團外賣、餓了麼、⼤眾點評、百度外
賣…… 通過在⼀個 APP 上點餐，「外賣⼩哥」幫你親⾃
去星巴克買杯咖啡，再去⿆當勞買⼀份薯條，然後去茶
餐廳買⼀杯港式奶茶和⼀份叉燒飯，最後送到你府上，
這種服務，不是⽅便是什麼？！宅男宅⼥，不就是這樣
煉成嗎？
愛吃⽕鍋的朋友，也可以在 APP 如「每⽇優先」上買到
⽕鍋材料，配料和各類⻝材，應有盡有。貼⼼的服務
是：⼀⼩時內到家。只是⼀鍵之間，便可以吃到新鮮
的！
送餐也可以是愛的傳遞！
以前情⼈節送花服務極受歡迎，今天除了送花以外，還
可以代點送餐！我知道我家「阿姨」的⽼公，每天替她
點最愛的午餐，由外賣代買代送，真是照顧到愛⼼傳遞
的好機會！

國策以外，⼀般市⺠願意配合度也⼗分明顯！在⼗多
年前，我已經發現，在內地的餐廳就餐，問服務員獲 4. 線上線下數據化管理
取WiFi 密碼，⽐要茶⽔更優先！服務員會很欣喜⾃豪 「隨著網絡的普及和⾶速發展，網絡作為⼀種廣告媒體
地告訴你WiFi 密碼。這真是奇妙！似乎在挑選餐廳 已經越來越受到餐飲企業的重視。網絡媒體不僅僅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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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蓋⾯廣、不受時空限制、媒體信息豐富多彩、廣告效
果易於統計、成本相對較低等特點，與傳統媒體相⽐，
最重要的特點還在於具有信息雙向流通的交互功能。⼈
們的交流圈⼦和⽅式從『⽿濡⽬染』⾛向『⼿指⽂
化』，對餐飲業的⽣產、經營、管理，尤其是營銷活動
的影響是⾰命性的。」**
新媒體的特質及數據化管理，使市場推廣及管理更具針
對性和科學化，效率和準確程度更有效益。「例如在微
信平台，語⾔表達通常以『朋友』的⽅式出現，從⽽拉
近顧客和企業之間的距離，增強親切感。」**
同時，社交媒體有群組效應，互相推介及分享，潛移默
化效果漸漸形成，甚⾄慢慢成為慣性顧客！只要產品或
服務合適、滿意度⾼、⽤戶粘性強，再通過溝通知道客
戶喜好，由⼤數據為產品返單護航！
「讓顧客形成使⽤習慣：微信的⽤戶基數相對較⼤，現
在⾛在⼤街⼩巷，⼤到商場購物，⼩到街邊地攤兒買⽔
果，⼤家都在使⽤微信⽀付，餐廳可以開通微信訂餐、
微信⽀付等⽅式，來便捷客戶的⽤餐體驗。通過微信開
發，增加互動板塊，如抽獎，發紅包，發代⾦券等來活
躍粉絲，刺激消費。」**
「信息的傳播是即時的，擴散很快，在病毒營銷的助⼒
下，隨便⼀個信息都可以起到顛覆性的傳播效果。」**
（備註: **源⾃https://www.aaa-cg.com.cn/xmt/2816.html#）

⼤中⼩型的餐廳各⾃挑選不同的新媒體作廣泛宣傳，並
針對⾃⼰客戶群進⾏市場管理。基於新媒體的群組及蝴
蝶效應，只要有⼀個突破性的噱頭，配合穩定的產品和
服務，打開市場的成本可能⽐以前低，但鞏固及持續性
發展戰略有賴於數據分析及资源投⼊！
微信營銷具有⾼到達率、⾼曝光率、⾼接受率、⾼精準
度、⾼便利性、⾼群眾傳播性、多⾏業及⽣活服務綜合
整體性等優勢，⽬前被許多服務⾏業在嘗試。從接收信
息、下單、買單、分享到持續接收餐廳產品活動信息或
推廣促銷邀請，微信⼀號包辦。這個⼩圈幾乎成為消費
者的⽣活圈！

「1⽉19⽇，騰訊⾼級執⾏副總裁、微信事業群總裁張
⼩⿓在演講中表⽰，每天有10.9億⽤戶打開微信，3.3億
⽤戶進⾏了視頻通話；有7.8億⽤戶進⼊朋友圈，1.2億
⽤戶發表朋友圈，其中照⽚6.7億張，短視頻1億條；有
3.6 億⽤戶讀公眾號⽂章， 4 億⽤戶使⽤⼩程序。微信⽀
付已經像錢包⼀樣，成了⼀個⽣活⽤品。」***
（備註: ***源⾃⼭西晚報2021年1⽉20⽇ ）

究竟餐廳堂⻝與通過APP點餐有何不同？

5.

我發現同⼀份菜式，價錢相當，堂⻝的菜量多出10-15%
左右！有的餐廳⽼闆認為APP 中間收的服務費⽐例約
10-20% 不等，有點⾼！所以不願加⼊ APP 的餐館名單
中！
年輕友⼈親⾝體驗意⾒：
a. 餐廳電⼦點菜及買單的優勢：⽅便快捷、減少疫情交
叉感染機會、看圖點餐更直觀、餐廳管理職責可以更
SOP （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流程化、
降低⼈⼯成本 。
b. 但其不⾜之處：有問題時很難找到⼈詢問、服務缺乏
溫度、有些上菜的服務員幾乎不認識⾃⼰上的菜是什麼
（只要對單號）。
c. 昨天去吃飯那家是傳統點餐，價錢更便宜⼀點，環
境、菜品都更⾼質量，最讓我想推薦給朋友、回頭再去
的原因卻是他們的服務—— 我點的烤雞要等30分鐘，⽼
闆娘/經理⾒我們沒有額外點飲料，就送了2杯，說是烤
雞讓我們久等了，⽐起今天⾃助點餐，吃的開⼼很多！
疫情推動APP外賣、電⼦點餐，很多⽼⼈家也開始學習
使⽤！
6.

創新還看未來！

無疑現在這⼀浪，已經推動⻝品與服務標準化！AI 餐廳
已在實驗或試營運的階段，未來已經快到了！
在三⼗年前，⼤家常有從⼠多雜貨舖借⽤電話這回事。
未來，餐廳「服務員」親⾃⾯對客戶提供服務或許會成
為「懷舊選項」！（這彷彿在無⼈架駛的「的⼠」上找
司機聊天！哈哈！）
6

數碼廣告
(出版類別)⽐賽評審⽇
⾹港互動市務商會主辦的第三屆「⾹港初創數碼廣告企業 出版宣傳⽀援
X

計劃」已於6⽉29⽇舉⾏「數碼廣告（出版類別）⽐賽」頒獎典禮暨得
獎者分享會，宣布賽果，得獎者即場分享創作⼼得。 「數碼廣告（出版
類別）⽐賽」⽬的為培育本地數碼廣告創意⼈才，同時為本地作家開拓
宣傳新路向。本會會⻑許翠鳳⼥⼠連續三年為評審之⼀，對每年⽇益創
新⼜獨特的數碼廣告作品尤為欣賞，更⿎勵公關業界跨界別交流，增加 ▴ 專業評審 (由左⾄右) ⿈嘉輝博⼠、司徒廣釗先
⽣、許翠鳳⼥⼠、許朝英先⽣、⿆嘉隆先⽣、Mr.
對市場的觸覺，從⽽刺激思路，為⾃⼰、為⾏業增值。
Frankie Luk 、 Mr. Kenneth Wan 。

「傑出推銷員獎」
「傑出推銷員獎」由⾹港管理專業協會及市場推銷研究社合辦，該獎項於

年⾸次推出，⾄今已經推出逾半個世紀，歷年嘉許出⾊的銷售⼈員競爭
熱烈。頒獎典禮將於 2021 年 8 ⽉ 6 ⽇星期五在⾹港會議展覽中⼼舉⾏，屆
時將宣布前 5 名決賽⼊圍者並頒發最佳代表獎。今屆的獎項主題是「⾏者無
疆」，銷售員沒有受到界域的限制，透過市場策劃嘗試開拓不同客源的精神
值得敬佩。本會欣然成為⽀持機構之⼀，在疫情下，銷售員或會遇到更多挫
▴ PRPA會⻑許翠鳳⼥⼠與⼀眾評審合照。 折，⾯對客⼈的流失所作出的嘗試，更值得⼤家尊重和學習。
1968

⾹港恒⽣⼤學 ⾸創「策略傳播」⽂學碩⼠課程

（廣告）

⾹港恒⽣⼤學傳播學院開辦的「策略傳播」⽂學碩⼠課程現正接受2021/22年度⼊學申請。課程的特點是
整合政治、社會及企業傳播於⼀⾝，涵蓋商業策略傳播、公共事務與管治、全球議題、社會責任和研究及
數據分析的前瞻技術等，以培訓學員配合⽇益需求的「政、社、企」綜合傳播需要。
課程除提供傳統企業傳播的訓練外，亦傳授「社會營銷」及「政治游說」的知識，並讓學員學習全⾯的策
略傳播理論及實務知識，特別是社會⼤眾對企業和政府⽇益要求的相關議題。課程將會提升學員對傳播⾵
險及危機分析的能⼒，設計出有效的商業、社會或政治傳播策略。
詳情查詢︰https://scom.hsu.edu.hk/en/masc
報名：https://registration.hsu.edu.hk/p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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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新會員
業界的⽀持對 ⼗分重要，我們歡迎以下新會員（
PRPA

專業會員
張芷慧 (Natalie)
蔡雪容 (Stepanie)
李建樂 (Kevin)

2021

年 4 ⽉⾄2021 年 6 ⽉）加⼊：

The Hongkong Electric Company Ltd.
Hong Kong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
Bravo Transport Services Limited

李建樂
Kevin L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