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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 Patron of the Zonta Club of the New Territories, I take pride in our dedicated members 
and their enthusiasm in serving the community over the years. In fulfilling their worthwhile 

mission, Zontians have supported a wide range of community projects to help needy groups of various 
ages and nationalities.

The many successful Zonta initiatives would not have been accomplished without the untiring efforts 
of Zontians and the generous support from donors and sponsors.

The Charity Film Show and the Award Ceremony – A Tribute to Fondly Recognised Hong Kong 
Brands exemplifies the can-do spirit of Hong Kong people, encouraging us to give our best in our 
roles and capacities. I offer my sincere gratitude to all those who have contributed resources and time 
to this meaningful event.

My best wishes to you all for a most enjoyable evening.

Selina Tsang
Patron

Zonta Club of the New Territories

  Message from our Patron 
Mrs. Selina Ts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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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人獻辭

新界崇德社一直熱心服務社群，深受讚賞，我身為贊助人自感與有榮焉。崇德社會員身

體力行實踐使命，支持各種社區項目，協力幫助不同年齡和國籍的群體。

崇德社各項公益事業得以成功推展，各位會員積極參與，善長人翁鼎力捐助，有以致之。崇

德社今年舉辦電影首映籌款活動，饒富意義，我當會全力支持。在此向所有為活動獻出寶貴

力量與時間的朋友，致以衷心謝意。

謹祝各位有一個愉快難忘的晚上。

曾鮑笑薇
新界崇德社贊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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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ny of us who lived through the 1960s in Hong Kong would reminiscence fondly 
those good old days.  Although life could not be considered as affluent by today’s 

standard, the people in the city maintained our optimistic spirit and worked hard for the betterment of 
themselves and the next generation.  That is the “Hong Kong Spirit” and these are the values that we 
cherish.

We are proud of Hong Kong and its achievements.  It was through the hard work, perseverance and 
endurance of our predecessors that we have come to where we are today.  It is important to know our 
history and give recognition to the efforts of our predecessors so that we can fully appreciate how 
Hong Kong has emerged from an unknown fishing village to an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I look 
forward to “The Echoes of the Rainbow” which will bring us back to the 1960s and show us vivid 
images of the good old days of Hong Kong.

I am also glad that Zonta NT has taken the opportunity to organize the ceremony “A Tribute to 
Fondly-recognised Hong Kong Brands” to give recognition to brand names which have been working 
hard over the years in pursuit of excellence.  I extend my warmest congratulations to these firms on 
their achievements and wish them continued success in the future.

John C Tsang
Financial Secretary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Message from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H.K.S.A.R.
Mr. John C Tsang,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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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在六十年代成長或生活過的一群，可能緬懷那些美好時光。

雖然當時的生活以今天標準來說並不算富庶，但當時的香港人仍然樂觀豁達，並會為

自己和下一代而努力奮鬥。我們都十分珍惜這份「香港精神」。

我們都對香港今天的成就引以自豪。透過認識過去及肯定前人對香港作出的貢獻，我們可以

真正了解香港如何從一個藉藉無名的漁港，發展成為一個國際大都會。我十分期望『歲月神

偷』這部電影能帶我們回到從前，把香港的過去重現眼前。

我很高興新界崇德社藉此機會，舉辦「香港情懷品牌頒牌典禮」，表揚一些多年來香港努力

耕耘並追求卓越的品牌。我衷心恭賀得獎的企業，並祝願這些企業將來繼續取得驕人成績。

	 財政司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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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ssage from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nd Mainland Affairs
Mr. Stephen Lam,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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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ssage from Secretary for Commer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Mrs. Rita Lau Ng Wai-lan,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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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ssage from Zonta International, District 17 Area 2 Director
Mrs. Margaret Leung

Z onta Club of The New Territories has provided 27 years of quality service to the Hong 
Kong community. Many institutions and groups of individual benefited from the projects 

sponsored.

As your membership grew, you also took up the responsibility of grooming younger members with Z 
Clubs at schools to continue the Mission of the Zonta International in improving the status of women 
through advocacy and service.

It gives me great pleasure in congratulating you and your Fund Raising Committee members in 
organizing this film presentation to refresh our memories of how the last generation worked and lived 
bravely through hardship and difficulties. The true Hong Kong Spirit is revived.
 
Best wishes for a very successful evening.

Margaret Leung
Area Director, Area 2,

District 17, Zonta International

巾 幗 為 港  不 遺 餘 力
國際崇德社	十七區

第二旅	旅長

梁甘秀玲



09

 Message from our President 
Ms. Tina Kwan

E mbraced with the objectives of Zonta International, Zonta Club of the New Territories has 
been dedicated to build a harmonious environment with genders equality and protections of 

women’s rights and interests through a number of meaningful social service projects. To meet with 
the ever changing world, we have reached out to a richer spectrum of needy including youngsters, 
elderly, underprivileged and ethnic minorities, families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s a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our work is only made possible with your recognition and support. 
Through your generosity, Zonta Club of the New Territories marches on with the zeal and determination 
ready to play an even more extensive role in addressing the needs of the community. 

My heartfelt gratitude to you all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onight; Mei Ah Entertainment in collaboration 
with Metro Radio and the Fund Raising Committee and all sister Zontians for their hard work in the 
last few months. To the “Fondly Recognized Hong Kong Brands”, I thank you for your contributions 
to the building up of Hong Kong as a world renowned metropolis and wish you many successes in 
the future. 

新界崇德社，秉承及貫徹國際崇德社的服務理念和宗旨，在過去二十多年，因應不同年代的社會需
要，贊助了多個公益項目。服務對象更廣及青少年、長者、傷健人士、弱勢社群及小數族裔，家庭
和諧和環保等。

作為一個非牟利慈善機構，我們的工作全賴你們的認同和支持，慷慨解囊，讓更多有需要人士得以
受惠。今次的籌款活動得以順利舉行，感謝新城電台的統籌，美亞娛樂提供影片《歲月神偷》作慈
善獻映，和籌委會的悉心策劃，本人謹向各位致以誠摯的謝意。更感謝獲獎情懷品牌企業過去為香
港付出的努力，造就香港成為國際大都會，祝願它們的業務蒸蒸日上。

Tina Kwan
President

Zonta Club of the New Territories
新界崇德社主席關慧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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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ssage from our Fund Raising Committee
Ms. Betty Chan, Ms. Michelle Chan

Michelle Chan
陳 雲 美

Betty Chan
陳 瑞 芳

T he Fund Raising Committee has devoted extensive time and efforts to organize this year’s 
Charity Film Show and Award Ceremony involving a wide range of partners -- our nine 

distinguished Awardees of the Fondly Recognised Hong Kong Brands, Mei Ah Entertainment Group 
Ltd. as a co-organiser of our Film Show as well as Metro Radio which has given us tremendous 
assistance. Coupled with the support from our Patron, encouragement from top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contribution of ideas on the Hong Kong Spirit from prominent leaders, our Fund Raising Event 
has succeeded in bringing the past into the present and the present into the future on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Our joint efforts will not only benefit more underprivileged people from the funds that Zonta NT has 
raised, but will also revive the awareness and discussions on the Hong Kong Spirit and Hong Kong’s 
Future especially among the younger generation. Our Event has presented many vivid examples of 
success as well as one’s dedication to the family, career, society and the world.

We also hope our Event will be fondly remembered by all our partners and participants and that all of 
us will continue to create more rainbows in other people’s l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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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昔日的香港帶到現在
從現在的香港展望未來

籌款委員會今年為慈善獻映及頒獎典禮進行的籌備工作特別龐大，我們有眾多合作伙

伴，包括香港情懷品牌的九間獲獎企業、美亞娛樂資訊集團有限公司與我們合辦慈善

獻映，與及新城電台的全力支持。此外，我們亦得到本社贊助人的讚賞、政府高層官員的鼓

勵，社會不同界別的精英為我們闡釋「香港精神」及其親身體驗。他們的參與令我們能透過

這次籌款活動把昔日的香港帶到現在，又從現在的香港展望未來的發展。

我們這次的集體力量不單會令更多有需要的人士因新界祟德社籌得的善款而受惠，亦會喚起

大眾特別是年青人重新關注及討論香港賴以成功的精神以至香港未來的發展。我們這次活動

亦展現了很多出色的成功例子與及個人立志對家庭、事業、社會以至世界有所貢獻的榜樣。

籌委會希望我們的活動能牽動所有伙伴以及參與者對香港的情懷，讓我們一起繼續為他人的

生活創建一道又一道的彩虹。

 
  
 Betty Chan Michelle Chan
 Co-chairmen Co-chair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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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onta Club of the New Territories
Fund Raising Committee

Co-chairmen

Michelle Chan
陳 雲 美

Betty Chan
陳 瑞 芳

Eva Chan
陳 潔 華

Creative Director

Elizabeth Cheng
鄭 曾 靜 英

Cindy Young
楊 章 桂 芝

Wong Wai Sum
黃 慧 心

Florence Yip
葉 招 桂 芳

Members

Angela Ng
伍 靜 薇

Our special thanks to fellow Zonta NT 
member, Ms Eva Chan, who is an architect 
by profession, for creating the attractive 
and elegant designs for the Film Ticket, 
Brochure, Panels and Backdrops of our 
Fund Raising 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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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ssage from Metro
Ms. Bianca Ma

B eing a long term promotion partner with Zonta Club of the New Territories, Metro is always 
the most supportive media for Zonta NT events in the past.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Metro successfully enters into a new era of broadcasting business by developing 
its Multimedia channel with Macau Cable TV channel 12.  As a pioneer in combining radio & TV 
broadcast, Metro becomes a strong competitor on media advertising and on event organizing within 
the market.       

This year, we are delighted to work with Zonta NT again for a significant event – “A Tribute to Fondly 
recognized Hong Kong Brand Awards Presentation”.  We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give 
special praises to these well-known brands who have strong roots in Hong Kong.  They have ridden 
through good times and tough times with us and have made remarkable efforts and developments in 
their industries.  

I truly applaud the contributions made by each Awardee, and look forward to another successful 
fundraising event with Zonta NT on 28th February, 2010.

Managing Director
Metro Broadcast Corporation Ltd



AD size: 210mm_W x 297mm_H

ZONTA CLUB
OF THE NEW TERRITORIES
新界崇德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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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親是個鞋匠，畢生縫製過無數的皮鞋，這些皮鞋，陪伴過無數的陌生人，走過無數的

崎嶇迂迴路。

童年時，父親常跟我說：「孩子，鞋字半邊難呀！」

不過，很多時候，父親又會楞楞地補充說:	「可是，鞋字也半邊佳呀！」

難也好，佳也好，父親縫製的皮鞋，養活了我們一家子，而我也在半難半佳中，渡過了我充

滿快樂、悲傷、挫敗與驚喜的童年。

《歲月神偷》這電影從開拍到完工，同樣地半難半佳，也同樣地崎嶇迂迴，現在，我謹以這

部電影，紀念從半難半佳的六十年代中，走過來的香港；也謹以這部電影，送給同樣在半難

半佳中，踏上崎嶇迂迴路的每一位陌生觀眾。

羅啟銳
導演

電影介紹

《歲月神偷》是由香港土生土長的張婉婷監製，羅啟銳執導的電影，講述上世紀六十年代的

香港正處於經濟起飛初期，透過一個普通四口之家，展現當時辛勤勞苦，互助互愛的社會狀

況，讓我們重新憶起昔日的香港情懷。

“The	Echoes	of	the	Rainbow”	is	a	film	produced	by	Ms	Cheung	Yuen	Ting	and	directed	by	Mr	

Alex	Law	on	the	lives	of	a	Hong	Kong	family	of	four	in	the	1960s,	their	tears	and	joy.	Through	

the	film,	the	hardworking	and	resourceful	characteristics	of	Hong	Kong	people	in	those	days	are	

portray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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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 香 港 精 神

記得我童年的時候，香港剛經歷了戰亂的蹂躪，百廢待興。不久之後又隨著中國大陸政

權改變而引致人口激增，生活非常艱苦。但香港人憑著堅毅無比的精神和頑強的鬥

志，不斷化危為機，在短短數十年間把香港建設成為國際知名的大都市和商貿金融中心，充

分展現了為人津津樂道的「香港精神」。

究竟甚麼是「香港精神」？不同的人或會有不同的詮釋，時代的演變也會產生重點的轉移。

但我深信先父多年前的一番訓勉正好道出了「香港精神」的核心思想，就是凡事不要退縮、

不要畏難，更不要放棄；永遠提醒自己：多棘手的問題總有解決的辦法，獨力解決不了可以

請求長輩、朋友、同事等指點、幫忙；一次不成功，再試第二次、第三次，直到做妥為止。

這是一種「我做得到」的信念和態度，也是香港社會和經濟的正能量。就憑一句「我做得

到」，香港歷來克服了多重的挑戰，安渡了幾許的風波而屢創高峰。願香港人共勉。

陳祖澤博士
香港賽馬會主席

  My Views on the Hong Kong Spirit - Dr. John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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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 香 港 精 神

我跟大部分香港人一樣，都經歷過窮困的年代。我在外國從事二、三十年科學研究，學

懂了積極和樂觀的工作態度。

二零零二年返港工作後，我親身體會到香港人的拚勁，遇強愈強，不但「做得到」而且更	

「做得好」。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二零零三年非典型肺炎疫症爆發之時，當年全城齊心抗逆，

從前線醫護人員到實驗室的科研人員，全情投入，面對困難之時，充分發揮香港人的互助友

愛精神，感動人心。

過去數十年來香港走過無數的高低起伏，而整個社會的發展亦一天比一天進步，成績驕人。	

身為高等教育界一分子，我很高興看到我們今天的年青人已認識到自己是地球村的公民，不

僅關心個人發展，也關心社會大眾、國際事務，以及人類和地球的持續發展；勇於接受挑

戰，積極面對困難。

徐立之教授
香港大學校長

 My Views on the Hong Kong Spirit - Professor Lap-Chee Ts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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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 香 港 精 神

香港精神—大概是八十年代從社會學觀點衍生而來的吧。我少年時期的那個六十年

代，從沒有人振臂高舉「香港精神」的旗幟，吶喊呼籲，因為努力、拚博，根本就是

很多人日常生活的基本態度。

我成長於木屋區，還記得小時每逢豪雨，水都淹進屋裡，一家人爬上屋頂避水，我當時緊緊

地抱著年幼的弟弟們，心裡一直想：一定要努力出人頭地。後來，勤力加上拚博進取精神，

我考上了皇仁書院，繼而考上了香港大學。

成了天子門生，畢業後找好工的機會的確比別人多；眾多的同輩中，進入大機構後安份守紀

的亦大有人在。但有一位前輩說：人生那得幾回「博」，卻成為我工作上的座右銘，因此我

敢於七十年代任記者時，到戰火連天的柬埔寨採訪戰事；於八十年代初赴歐，在極為艱難條

件下成功為報社創辦歐洲版；與馮紹波先生及其他夥伴於1987年股災逆境下創立《香港經濟

日報》；遭到客戶拒絕時，仍會鍥而不捨，never	take	“No”	as	the	answer。

Malcolm	Gladwell	在其著作	Outliers	中，曾指出環境及時代因素對造就出	Bill	Gates	這類成功

人士的重要性。香港由於經濟可持續發展有樽頸問題，一般「八十後」向社會上層晉升的機

會確是少了。可是，每一代總有一些人成功，現在只是方程式改變了，希望「八十後」能懷

抱努力拚博的精神，never	take	“No”	as	the	answer。

麥華章先生
香港經濟日報集團董事總經理兼執行董事

香港經濟日報社長

  My Views on the Hong Kong Spirit - Mr. Perry M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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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 香 港 精 神

 My Views on the Hong Kong Spirit - Dr. Angela Luk

香	港的文化承傳於祖國，一本仁以為心，義以為行，這使我想起，崇德社就是以立

身忠厚，見義先為作為立社基本原則的。仁是仁愛，舉凡對人、對社會有利的事，

都去關心；義為事之宜，舉凡公正、合宜的事情，都去力行。香港是個競爭激烈的社

會，競爭激烈固有負面的影響，但也從正面培養出一些能力來，例如要有敏銳的觸覺，

得以洞悉先機；要有精確的判斷力，使能知所取捨；要有知識和能力，得能把事情辦得

妥當；要有克苦耐勞、鍥而不舍的志氣，好不致功虧一簣；要能與人公平競爭，體現崇

高的體育精神；要能克廉克儉，締造清廉的社會風氣等等。說這是香港的精神，其實也

只不過是注重了我國先賢的遺訓，我們不以為傲，只想把這等等貫徹得更深，發揚得更	

光大。

陸趙鈞鴻博士
香港首屆傑出教育家

陸趙鈞鴻教育基金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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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 香 港 精 神

  My Views on the Hong Kong Spirit - Mrs. Eliza Fok 

我	和《歲月神偷》的監製張婉婷及導演羅啟銳差不多同期在香港大學唸書。當年我唸的

是4.3.1（即工商管理），理所當然於畢業後投身商界，亦在數字與圖表之間打滾了好

幾年。結婚後，我便全職照顧丈夫及孩子。隨著四個孩子成長，更覺得若要好好教導他們，

自己便要不斷學習求知。十年前我有緣接觸到佛教，加深了我對人生的認識，更引起我研

究佛學的興趣,	 便報讀了港大第一屆佛學碩士課程。我自小在教會學校讀書，受西方宗教薰

陶，但學佛的體驗，令我獲益良多，亦讓我學會從不同角度觀察事物。

很多人認為，香港人要在現時的競爭環境中打出生天，便要重拾「香港精神」，就是不

怕捱苦，不肯輕言放棄的堅毅精神。對此我完全同意，亦常以這種精神勉勵子女。但

與此同時，我認為若能將佛教倡導的「慈悲喜捨、事事感恩，心寬念純」等概念注入	

「香港精神」，讓年青人重視拚博之餘，亦能學習包容和寬大，或許可以將這世界的戾氣與

紛爭，轉化為祥和與關懷。

所謂言教不如身教，教育下一代應由自己開始。每年暑假我丈夫都會邀請他以前大學的音樂

系教授從美國來我們家小住。丈夫對老師的尊敬和關懷，很自然會令孩子們也生起寬厚待

人、尊敬長者之心，這不是比向他們日日訓話更有效嗎?	

霍何綺華女士
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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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 香 港 精 神

記得童年時住在土瓜灣的工廠區，父母由廣州逃難到香港，但家中還有一個很痛愛我

們六兄弟姊妹的老傭人—萍姐。萍姐為了幫補我們小孩子的零食及零用，便在附近

工廠領取一些膠花來穿，賺取工錢。於是我每天興奮地幫她穿膠花，賺到兩、三角便開心

到連功課也不願做。結果母親生氣極了，狠狠教訓說，若果不讀書便小學畢業後去做工廠

妹，永遠沒有出人頭地的機會了。我們上一代的父母，大部份都是用最簡單直接又帶些威

嚇的話語教孩子—只有讀書才有能力突破生活困境，其實和前幾年很流行的一句用語—	

「知識改變命運」，背後的意思是一樣的。

後來，我進了英文書院接受教育，中西文化的薰陶開啟了我的視野。香港是亞洲地區最開放

的城市，亦是最早實施男女平等政策的地方，在各行各業造就了很多傑出的女性領袖，也使

香港在亞太區成為最有活力及機會之地。

2008年美國總統大選，希拉莉成了歷史上第一位挑戰白宮寶座的女性。因緣際會，我成為她

的的競選團隊一員。不久，我的一些香港人特徵如高效率、靈活變通、善於策劃及管理的能

力被他們賞識，成為在北加州競選總部的亞太裔代言人。我在電視、報紙上呼喚更多亞太裔

婦女要相信女性也有能力成為總統。那段日子，我們加州婦女每天團結一起為希拉莉籌款及

拉票，結果我們在加州贏了奧巴馬漂亮的一仗，成為我人生中一次非常難忘的經驗。

陸巫國鴻女士
管理家族投資	

並擔任多個不同團體的義務工作

 My Views on the Hong Kong Spirit - Mrs. Vickie L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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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十年，我有很多機會與「八十後」的年青人深入接觸。我比較喜歡用「千

禧世代」來形容他們，現時這一群年青人在內地及香港都佔了百分之二十的	

人口。

他們不是沒有香港的「拚搏精神」或「企業家精神」，在他們當中，也有十分注重工作的成

功感，但必需是他們感興趣及認為有意義的工作，老闆最好是他們的「師友」。

「千禧世代」的一群在創意及創新方面甚有潛能，而未來正是創意及創新的年代。他

們的價值觀及溝通方式與上一代有所不同，甚至要與某一部份的年青人談話，最佳時

間是凌晨三時。他們喜歡用不斷更新的「潮」語，在互聯網上溝通漫遊。一般來說，

他們在面對面的溝通方面的確是較弱。教育他們，「德智體群美」都用得上，但方式

及要求要隨著他們的生活方式及態度而有所調整，例如德育以培養他們有責任感為

第一步比較容易被他們接受。不要以為他們不注意健康，沒有健康的身體不能晚晚	

捱夜。

對於這群明日之星，訓示手法並不合適，而是要從旁協助，以資源支持他們，同時亦不能忽

略培養通才以至領袖人才。

蔡惠琴小姐
人力資源國際顧問

  My Views on the Hong Kong Spirit - Ms. Virginia Ch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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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Views on the Hong Kong Spirit - Ms. Rebecca Chiu

我所認識的「香港精神」應該是「捱得苦」的精神。我們這一代的生活已不會像上幾代

的香港人那麼要捱苦。但是「能夠捱苦才能成功」這個定律並沒有變，最少對運動員

來說是沒有例外的。

我十分幸運，由小學四、五年級開始接觸璧球後，便一心一意，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地在璧球

界發展，家人沒有反對也沒有特別栽培。不斷的進步及取得不錯的成績，令我開始建立起自

信及滿足感來。除了能力和努力外，我十分注重比賽的策略，在一個細小的空間如何運用策

略克制對手，因應不同的對手而改變打法，其實很有挑戰性。例如自己的體力不如對手時，

得採取刁鑽的打法，又或令對手先消耗大量體力。

10年前我在中文大學體育運動科學系畢業後，便轉為全職運動員。於2002年在南韓舉行的亞

運會取得金牌，給我帶來了最高的榮譽。而去年的東亞運動會，在自己的地方競賽，取得三

個金牌更是另一個高峰和特別有意義。

我也有失敗的經驗，但我不會氣餒或埋怨自己以前所付出過的努力都是白費的，而是會以正

面的態度去總結自己失敗的原因，再定出改善的方法。我想我能夠堅持捱苦是因為我在堅持

理想，希望有一天能達到自己的夢想。我會為今年11月在廣卅舉行的亞運會繼續努力。

趙詠賢小姐
2009東亞運動會璧球競賽三項金牌運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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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角旗艦店坐落於人流最多的
彌敦道628號，足足130呎長的
店面，以品牌視覺標識呈現出
魚群游動跳躍的優美形態，	
成為彌敦道新地標。

樓高兩層、面積達5000呎的中
環皇后大道中旗艦店，位於商
業區核心地段，以「高級珠寶
專門店」為定位，針對銷售
品牌高工藝精萃珠寶，氣派	
典雅。

周生生創辦人於1934年在廣州市十八甫路成立第一家周生生金行，當時以家族式的小本生意經營，取姓氏「
周」為首，代表周而復始，「生生」為名代表生生不息。這個名字，這份理念成為周生生往後七十多年悠

久發展的重要根基。

1948年周生生正式進駐香港，選址九龍區的旺角成立第一間香港周生生金行。憑著出色的珠寶飾品製造、零售
管理以及市場觸角，周生生於1973年在香港上市，成為香港第一家珠寶業股票上市公司。

作為一個香港品牌，周生生與香港一同成長，經歷過無數起落。今次周生生獲新界崇德社頒發「香港情懷品
牌」，證明我們多年來與香港同心，同步邁進不同的發展階段，創造一次又一次的驕人成績，以高質素的品牌
管理和對品牌持續發展的重視，將自家的品牌擦亮，跟「香港」這個國際大都會的品牌互相放亮。

2009年金融海嘯來勢洶洶，牽連之大，無一經濟體系可幸免，金融海嘯在香港引發的企業倒閉及裁員潮至今仍
未走出陰霾。經濟低迷，零售市道首當其衝，消費者每花一分一毫也相當謹慎，周生生過去投放在策劃及打造
品牌上的資源和努力，得到極高回報，在今天的珠寶市場仍是消費者最心儀的珠寶品牌。我們本著堅毅而靈活
的香港精神處理危機，令整個團隊熬過了最艱難的時候，我們更加深信品牌所走的路向是正確的。

今天，世界經濟漸露曙光，作為一個持續發展的品牌，我們已做好準備迎接經濟復甦，秉承生生不息的理念，
帶領品牌迎接更艱巨的挑戰，登上一個又一個的頂峰。

Chow Sang Sang Jewellery Company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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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值得信賴的品牌

能	
夠榮獲新界崇德社頒發「香港情懷品牌獎」， 生深感榮幸。

「 生」二字含有「永 生長」之意，象徵我們與客戶一同成長。70多年來，追求卓越，精益求精一直是 生
的服務宗旨。 生銀行是世界級的金融機構，以市值計為香港最大本地註冊上市公司之一	。 生目標是成為大
中華區具領導地位之金融機構，為股東、客戶及員工帶來長遠利益。

在充滿挑戰的經營環境中， 生憑藉備受推崇的品牌、優質客戶服務，以及審慎的經營方針，凸顯本行的優
勢，有助 生深化與現有客戶之關係，以及建立新客戶關係。

生的專業服務團隊一直抱著「以客為本」的精神，用心提供切合客戶需要的理財服務及方案，助客戶邁向創
富目標。在持續充滿挑戰的環境下， 生以穩健的業務策略及一應俱全的財富管理服務及產品，配合客戶之需
要，以專業專注及審慎的態度，助客戶因應市場環境調整策略，實踐創富目標。

生擁有備受推崇的品牌、穩健的財務基礎和專業用心之員工提供優質客戶服務，能充份利用競爭優勢，為客
戶未來提供明智的理財方案，把握未來的增長機會，竭力達致客戶、員工及股東三贏的目標，爭取長遠的發展
增長。

Hang Seng Bank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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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管弦樂團(港樂)是亞洲區內最具領導地位的樂團之一，豐富香港文化生命逾一世紀，近三十年來已發展
成集華人與海外音樂精英的傑出樂團，吸引世界級藝術家同台獻藝。港樂每年透過超過一百五十場的演

出，觸動二十萬樂迷的心靈。

在享譽國際的指揮大師艾度．迪華特領導下，港樂的藝術水平屢創高峰。港樂近年演出馬勒全套交響曲系列、
歌劇音樂會、傳統古典樂曲以外的嶄新曲目，均為樂迷所熱切期待，更成為樂團藝術發展的里程碑。

2006年4月起，太古集團慈善信託基金成為樂團的首席贊助，以助迪華特實現他對樂團的宏願。此為港樂史上
最大的企業贊助，令樂團得以在藝術上有更大的發展，向世界舞台邁進的同時，將高水準的演出帶給廣大市
民，讓更多人接觸到古典音樂。

港樂和香港的城市脈搏深深緊扣，積極推廣管弦樂至社會各階層，將精彩的音樂會體驗帶到各家各戶，當中不
少重要演出更透過電台及電視轉播給全港市民欣賞，包括於跑馬地馬場遊樂場舉行的全年最大型交響演奏—太
古「港樂．星夜．交響曲」。為了提高全港中、小、特殊學生對古典音樂的興趣，港樂舉辦音樂教育計劃「匯
豐保險創意音符」，提供免費音樂會及各項教育活動。樂團亦嘗試踏出純古典音樂的範疇，定期邀請中、外流
行歌手同台演出，吸引更多年青觀眾接觸古典音樂。

港樂的海外巡迴演出，讓樂團在港外建立聲譽及進一步提升藝術水平。2007/08樂季，港樂分別於上海之春國
際音樂節及北京國際音樂節中亮相。2009年，樂團更在艾度．迪華特的領導下到廣州星海音樂廳、北京國家大
劇院及上海大劇院作中國巡演，為廣大中國聽眾演出六場精彩音樂會。

香港藝術發展局於2008年2月頒發「藝術推廣獎」予香港管弦樂團，以表揚港樂近年來成功擴展觀眾層面和獲
取公眾支持。

香港管弦樂團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資助
香港管弦樂團首席贊助:	太古集團
香港管弦樂團為香港文化中心場地伙伴

藝術總監兼總指揮
艾度．迪華特

香港管弦樂團每年透過超過一百五十場
的演出，觸動二十萬樂迷的心靈。

Hong Kong Philharmonic Orches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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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球嘜七十年專心造油
堅持日日新鮮香港製造

合興集團自1936年創立「獅球嘜」，一直堅持生產最優質的食油。秉承創始人「油是食品，品質絕不妥
協」的教誨，遵循「質量為先，顧客為尊」的守則，奠定了「獅球嘜」的成功之道。

始創人洪氏家族經歷三個世代共七十年專家造油經驗，於1936年首推「獅球嘜花生油」，以其味道清香見稱，
深受廣大市民歡迎。為配合業務發展，合興集團於1991年開設煉油廠，成為香港唯一擁有煉油廠房的食油製造
商，每天生產最新鮮、最健康的食油。

為迎合追求健康生活的香港人之口味，獅球嘜不斷推出健康食油產品。早於80年代，獅球嘜成為首個推出粟米
油的本地食油品牌。1999年，獅球嘜再接再厲，成為首個推出橄欖油的本地食油品牌。2003年推出初搾橄欖
油，2005年又推出小米油及初搾橄欖芥花籽油，為推廣健康油種不遺餘力。今年更推出有抗氧化功效的葡萄芥
花籽油，帶給消費者更多健康元素。

獅球嘜健康形象備受消費者認同，其芥花籽油更獲得全港銷量第一的佳績*，反映消費者對「獅球嘜」健康產
品的支持。

*	根據Nielsen	2009年1月-2009年12月超市零售調查報告

Hop Hing Oils & Fats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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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施中環店一隅

先施 — 香港人的百貨公司

一個世紀以來，無論是香港人或外國人，都鍾情到百貨公司選購舶來貨。然而談起百貨公司，必先想起屬
於香港人的第一間華資百貨公司	—	先施百貨。	

先施創立於1900年，110年來，先施堅持從歐洲搜羅最高品質的貨品，以真誠打動每位顧客的心。早於上世紀
中期，先施的專業買手已親身到歐洲搜羅最高品質的靚貨，買手不但精通入貨竅門，懂得在哪裡採購最優質的
貨品，多年來更與歐洲供應商合作無間，可謂佔盡優勢。2008年，先施以買手親往歐洲買貨的概念拍攝一系列
推廣品牌形象的廣告，廣告充滿歐陸風情，令人印象深刻。
		
作為香港人的百貨公司，先施一直堅持回饋社會。適逢今年為先施有限公司創業110週年，先施為智行基金會
舉辦「慈善童畫拍賣會」，透過拍賣所得的善款，幫助國內的愛滋病遺孤。此外，先施亦與國際小母牛香港分
會合作舉辦慈善義賣，以支持小母牛於國內之扶貧活動，將愛延至中國。先施除了熱心公益外，亦積極協助培
育社會人才，先施為香港理工大學紡織及製衣學系提供獎學金超過十年，以鼓勵成績優異之學生，培養社會未
來的棟樑。

一百多年來，先施享受過連年盈利的風光日子，也經歷過風雨飄搖的歲月。無論順景逆景，先施對香港依然不
離不棄，堅持以香港為根，以顧客為先的經營哲學。先施的故事，與翻天覆地的二十世紀同步共進，見證著香
港風起雲湧的歷史時刻。無論在任何環境中，先施始終堅定不移地提供令顧客滿意的服務。在未來的日子，先
施將繼續以其對零售要訣的深刻掌握及真誠用心，推動香港百貨業務，為香港人提供最優質的生活。

先施2008年廣告

The Sincere Company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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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時間及發展歷史

穿梭於維多利亞港的天星小輪不單是連接香港與九龍之間的公共交通運輸系統中的重要一員，亦是訪港
旅客必要親身體驗的行程。《國家地理旅遊雜誌》曾把乘搭天星小輪橫渡維港譽為「人生五十個必到	

景點」之一。

天星小輪的起源要追溯至1880年，當時一位名叫	Dorabjee	Naorojee	Mithaiwala	的波斯拜火教徒成立了「九龍渡
海小輪公司」，並以一艘名為「曉星」的蒸汽船開展了載客渡輪服務。往後的十多年，亞美尼亞裔商人吉席．
保羅．遮打爵士買下了所有小輪，並於1898年5月正式成立了現今廣為人熟悉的天星小輪有限公司，當時新公
司如此命名，相信是由於轄下船隻均以「星」字命名所致。	

天星小輪於2008年慶祝成立了一百一十週年，同年，天星小輪往返尖沙咀至中環及灣仔渡輪航線獲得為期十年
的新專營權。

優質服務　以客為尊
天星小輪的成功之道，正是對香港不變的承諾，勝在不斷致力提高服務水平，一直本著以客為尊的精神，為市
民及旅客提供質優價廉、安全及可靠的渡輪服務。天星小輪屢獲殊榮，除「人生五十個必到景點之一」外，天
星小輪在2005年至2007年更連續三年在民建聯之最受歡迎公共交通調查中摘冠。此外，2009年更獲美國旅遊作
家協會(Society	of	American	Travel	Writers)評選為「全球十大最精采渡輪遊」之首。時至今日，天星小輪除依舊
深受廣大市民及旅客熱愛外，更成為他們的集體回憶及能夠代表香港的標誌。

獎項：
2001	 獲勞工處頒發「良好人事管理獎」
2005	 榮獲國際超級品牌協會頒發「超級品牌」之稱號
2005-2007	 連續三年在民建聯之最受歡迎公共交通調查中摘冠
2002-2009	 連續七年獲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頒發「商界展關懷」標誌
2009	 榮獲東周刊頒發「香港經典品牌2009」之殊榮

The “Star” Ferry Company,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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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他奶 — 建基香港 蜚聲國際
	

「維他奶」的故事始於1940年，由羅桂祥博士創立，當時戰後的普羅大眾一般生活貧困，多營養不良，
羅博士立志以相宜價格，為香港市民生產一種營養豐富的高品質奶類飲品，「維他奶」豆奶便應運

而生。多年來，維他奶伴隨香港人一起成長、一起進步，並成為消費者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對於許多人來說，
「維他奶」不只是一款飲料，它亦包涵著一份與消費者建立已久的溫暖、深厚感情。目前只有很少本地品牌能
與消費者有著情感緊扣的關係，這亦正是「維他奶」品牌的獨特之處。

經過70年的努力拼搏，維他奶今天已成為一間提供多元化營養健康飲料和食品的企業，旗下主要品牌包括「維
他奶」、「維他」、「鈣思寶」、「山水」、「清心棧」、「茶字典」、「 然系」等。產品種類包括豆奶、
茶類、果汁、健怡飲品、豆腐、蒸餾水及牛奶類等，以迎合消費者的不同需求。

面對經常轉變的市場，維他奶不斷進步，經常掌握著市場的脈搏，順應消費者口味的轉變和要求，從而設計和
發展適合他們的產品，並輔以創新的宣傳推廣計劃。在包裝上，公司亦隨著市場和經濟環境的不同而設計方便
市民的包裝，例如由初期的闊口鮮奶瓶裝，逐漸改為汽水瓶裝，及後在香港率先推出紙包裝。維他奶亦致力推
廣大豆的健康益處和學術教育活動，更被冠以「大豆專家」之美譽。

維他奶以香港為基地，不斷向國際市場擴展，目前在香港、深圳、上海、澳洲、美國和新加坡設有廠房。公司
製造及銷售的產品在全球40個市場銷售，產品種類超過1,000個庫存單位。

除生產優質產品外，維他奶亦不忘回饋社會，多年來支持不同公益事業，包括樂施毅行者、饑饉三十等，並鼓
勵員工積極參與其中，共同承擔企業公民責任。

維他奶對於今次能夠獲選為「新界崇德社—香港情懷品牌」之一，感到十分高興，並感謝主辦機構及香港消費
者的支持。2010年，維他奶成立70周年，公司將繼續發揮市場的領導角色，研發更多質優味美的產品，以促進
消費者的生活素質。

Vitasoy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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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元堂No.1優質中藥，符合GMP國際最高標準，安身更安心。

香港，需要這樣的中醫中藥堂。位元堂擁有全港最大中醫團隊及最大店鋪網絡，自設的廠房率先獲香港中醫藥
管理委員會及澳洲藥品管理局同時頒發GMP(生產質量管理規範)認證，No.1地位當之無愧。位元堂始創於清光
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本著「以誠意用心造藥，憑信譽繼往開來」的精神，獨家研製扶正養陰丸及白鳳丸，
開創百年傳奇。門市並經營人參、鹿茸、燕窩、冬蟲夏草等珍貴中藥材，為現代人用心造藥，打好健康根基。

位元堂於70年代推出位元堂養陰丸廣告，令香港市民留下深刻印象，當中由鄭少秋主唱的「太陽出來了」廣告
歌，至今仍深入民心。位元堂繼而由李克勤及古巨基擔任代言人，使產品年輕化，以迎合年輕一代所需。

百多年來，位元堂一直用心製藥，為不同年齡的人士研製各種中藥保健食品，其產品包括：「百年經典系列」、
「都市保健系列」、「美顏健體之選」、「保嬰產品系列」及「養生食療湯包」。位元堂將繼續秉持中國五千
年的醫藥傳統，恪守古方正藥，結合現代化的優質製藥技術和營運管理策略。此外，集團亦致力與時並進，緊
扣返璞歸真，崇尚自然的現代保健潮流，不斷創新求進，續創輝煌。

Wai Yuen Tong Medicine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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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臣氏個人護理店（屈臣氏）的歷史可追溯至1828年，其前身是中國廣州的「廣東藥房」，為貧苦大眾贈
醫施藥。時至今日，屈臣氏的業務遍佈歐亞12個國家和地區，屬和記黃埔有限公司旗下屈臣氏集團的保

健及美容零售品牌。

在香港及澳門，屈臣氏僱用員工逾2,000人，擁有超過160間分店，其中逾50間設有駐店藥房，是全港「Ｎo.1
最大藥房連鎖店」，一直在業內穩居領導地位。根據2009年6月《Media》雜誌贊助TNS進行的「2009年亞洲
1,000最佳品牌」調查結果，屈臣氏更榮獲「零售—藥房—個人健康護理專門店」組別第1名*。

屈臣氏一直以帶給顧客「健康．美態．歡樂」(	Look	Good．Feel	Great．Have	Fun	)	的品牌使命及「更加關心
您」的理念，多年來在產品與服務質素方面，建立了相當聲譽；在迎合不同顧客生活需要的同時，亦贏得顧客
的高度信賴。

最近，屈臣氏更致力改革品牌形象，引入嶄新的「Love	 Your	 Body」企業理念。當中包括以女性化粉色元素為
基調的全新店舖設計，明亮而充滿現代感；藉著強化產品分類，為顧客提供高質素又多元化的健康、美容及個
人護理產品；再配以一站式專業美容保健及健康諮詢服務，為顧客提供更舒適的購物體驗	。

作為全港最大的藥房連鎖店，屈臣氏積極關注顧客的個人健康，擔任「你的個人健康顧問」。屈臣氏擁有過百
位註冊藥劑師及近130位「健康活力大使」，配合全港最長的藥房服務時間，致力為顧客提供專業、個人化和
親切的藥劑及保健服務。屈臣氏透過提供健康評估、健康建議及配藥提示等服務，務求成為更貼身、更全面照
顧顧客健康需要的最有力保健支援。

屈臣氏的優質服務一直備受嘉許，在業內廣受認同，屢獲殊榮，亦是其引以為傲的核心價值。屈臣氏堅持以革新
的零售概念、完善的員工培訓及真誠專業的服務態度，盡心服務每位顧客，體現為顧客創建優質生活的精神。

*	Media/TNS「	2009年亞洲1,000最佳品牌」1500名亞洲受訪者市場調查結果

Watsons Your Personal Sto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