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在數秒中洞悉商業對手的性格」講座晚宴    主講嘉賓：黃愛媚小姐

活 動 回 顧活 動 回 顧

會致力為會員舉辦多元化的活動，拓闊視野，於五月二十七日便舉辦了「如何在數秒中洞悉商業對手的性格」講座晚宴，

邀請到資深公關廣告專才、曾任跨國集團宣傳機構東南亞總裁的黃愛媚小姐主講，分享在商界提升溝通的知識和技巧，

特別從面相中了解對方的性格。晚宴反應熱烈，當晚有逾六十人出席。 

黃愛媚小姐的演講，以不少古今中外名人及上市公司主席面相作例

子，配以投影片輔助，從資深溝通專業的角度，深入淺出，介紹如

何從眼神、面相、神態等方面，辨識他們的性格，從而準確判斷其公

司的發展路向，掌握個中的商機，以作出最適合的投資。黃小姐總結時

強調人的性格是會隨時間和環境改變的，希望大家都能因時制宜，樂觀積極，

贏取回報，享受人生。

黃小姐的演講內容豐富精彩，與會者的提問非常踴躍。交流及聯誼委員會主席鍾志平理事感謝黃

小姐的精彩分享，並表示日後將會繼續安排更多不同類型的活動。最後，胡曉明會長特別感謝華

慧娜理事協助安排是次晚宴。

會址：香港銅鑼灣渣甸街54號富盛商業大廈9樓C室

電話：+852 3620 2918   傳真：+852 3620 3106   電郵：office@hkpasea.org   網址：www.hkpasea.org
《非賣品》

本

胡曉明會長代表 (左四) 本會致送紀念品予主講嘉賓黃愛瑂小姐

左至右：施榮懷會員、葉水球先生、楊素珊理事、胡梁子慧女士(胡曉明
夫人)、華慧娜理事、鍾志斌會員、袁志堅會員及何耀泉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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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愛瑂小姐黃愛瑂小姐

「2012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建議方案」座談會
   嘉賓：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太平紳士

2010
May
31

港特區立法會已於 6 月 24 日及 25 日先後通過 2012 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修

訂議案，標誌香港的民主發展進入一個新里程。

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太平紳士曾於去年推出政改方案諮詢時，與本會會員進行座談，聽取各會員

的意見。今年，在立法會作出決議前，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林瑞麟太平紳士於 5 月 31 日再次來

到本會，聽取會員們對「2012 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建議方案」的最新意見，並作交流

討論。

林局長於會上解釋政府提出的建議方案，

並呼籲大家把支持的意見表達出來，不

要讓香港的政制發展停滯不前。座上不

少與會者均認同，香港政制發展已到了

關鍵時刻，極需要向前邁進，故大家均毫不吝嗇，抒發己見，討論氣氛熱烈。

容永祺創會會長兼政治及公共行政委員會主席表示，建議的方案已增加了民主成份，期望各方本著求同

存異精神，通過是次建議方案，讓香港的民主制度向前邁進。座談會結束後胡曉明會長及容永祺創會會

長陪同林局長會見傳媒，翌日多份報章均有相關報導。

香

李鏡波副會長提問李鏡波副會長提問
左至右：趙崇幗會員、胡正德先生、傅俊康

會員及胡曉明會長

左至右：趙崇幗會員、胡正德先生、傅俊康

會員及胡曉明會長

林局長於會上解釋政府提出的建議方案

右起：梁美芬副會長、容永祺創會會長、林瑞麟局長、
胡曉明會長

林瑞麟局長與與會者交流 多位會員相繼發言（左：陳鴻遠會員；右：謝偉銓常務副會長）多位會員相繼發言（左：陳鴻遠會員；右：謝偉銓常務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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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8 日舉行之「與成功者交流」晚宴，主講嘉賓為市區重建局主席張震遠

太平紳士。胡曉明會長代表大會歡迎張震遠主席蒞臨與會員作分享交流。林雲

峯副會長與交流及聯誼委員會副主席伍翠瑤副會長在介紹張震遠主席時，盛讚張主席

是一位富有魅力及親和力的全能企業決策者。

張震遠太平紳士於二零零一年加入市區重建局，二零零七年起擔任主席一職。是晚張主席

透過三件引起社會討論的新聞事件來介紹市區重建局，從中分享媒體未有報導的「真實故事」，

冀能還原市建局工作的真貌。首先，最近廣為社會關注的「永利街項目」，由於有電影於該處

取景，並獲海外殊榮，社會大眾普遍以為市建局沒有做好該處的保育工作，破壞集體回憶；其

實市建局早在電影開拍前，已開展了永利街一帶的保育方案，電影的開拍也是得到市建局支持

的。第二，有關「馬頭圍道塌樓」事故，市建局在事故發生後已即時採取特別程序，啟動重建計劃，但為免計劃過早曝光，引起討價抬價的

影響，所以市建局待情況穩定後，才公佈相關消息，但結果遭傳媒質疑市建局為何遲遲才展開計劃。第三，「深水埗順寧道」重建計劃期間，有

一家四口母子被迫遷而露宿街頭，甚是淒涼，社會皆指責是市建局造成的。事實上迫遷的是原有的業主，雖與市建局無關，但仍破例提供一個附近地區且條件

更好、租金相若的單位予他們。但奈何他們另有其他訴求，並利用露宿街頭的方式爭取。惟傳媒廣泛報導的矛頭直指市建局未有體恤小市民而進行迫遷。 

除了上述三個故事，張主席亦就一般市民對市建局的四個誤解作回應。一、「唯利是圖」：由於市建局所發展的項目是獲政府豁免地價，但鑒於發展需時，而適

逢樓價有所攀升，導致市建局在財政上錄得盈餘。事實上，市建局也有很多項目是虧著本去做，如一些保育項目及維修工程等。二、「破壞文物」：市建局一向

著重保育工作，致力有計劃及安全地保留具特色的歷史建築，如：富有廣州式「騎樓」風格的和昌大押、位於嘉咸街香港歷史最悠久的街市及太子道西的「騎

樓」式建築群，而多個保育項目還正在進行中。三、「壓低賠償，黑箱作業」：市建局在觀塘的發展計劃，當時曾有業主開出不合理的收購高價，最後經過多番

洽商，成功說服受影響的住戶，有的遷往較原居住單位為大位於將軍澳的新居，改善生活環境。四、「推高樓價」：市建局推出的樓盤定價皆由專業測量師訂定，

準則是必須貼近市價，高於市價當然不行，若低於市價，又會影響樓市，而且也會衍生炒賣投機的不良後果。 

張主席強調，市建局的主要職責在於解決市區老化問題，透過重建、復修、活化及保育，改善舊區居住環境，以確保市民在一個舒適而安全的環境下生活。 

張主席身兼多項公職，包括香港商品交易所的主席，席上張主席也介紹了香港商品交易所的成立及發展，希望藉

此建立國際平台，讓來自外國及國內的商家得以掌握最新市場資料，進行公平貿易。 

當晚有 40 多位會員出席，大家都專心聆聽，並於交流時段踴躍發問，包括如市建局如何選取保育 / 發展項目、如

何協助避免再出現塌樓事件、香港商品交易所與世界各地其他的交易所的不同之處等，張主席都詳加解答，讓與

會者大大增加對市區重建以及香港在商品交易的發展的了解。 

交流及聯誼會主席鍾志平理事感謝張主席的蒞臨，分享內容豐富精彩，讓大家加深了解市建局的工作，及對一些

誤解作了澄清，令與會者對市建局有更準確的認識。胡曉明會長感謝張主席的蒞臨，也期望日後能有機會與張主

席有更多交流。

張震遠主席 (中) 蒞臨與本會會員分享交流。

「與成功者交流」晚宴    瑞安集團主席羅康瑞太平紳士

會榮譽顧問瑞安集團主席羅康瑞太平紳士於 7 月 15 日應邀擔任「與成功者交流」晚宴的主講嘉賓。

交流及聯誼委員會副主席陳建強副會長介紹羅康瑞主席時，盛讚羅主席於上一世紀末已獨具慧眼，

於上海發展地產項目。如今，上海「新天地」已成為上海的著名地標，而「新天地」這個名字已成為羅主席

於不同城市發展的品牌，成就顯著。 

內地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發展可謂一日千里。羅主席分享了發展「上海新天地」的歷程，回想在 1994

年獲當時上海市長徐匡迪教授之邀請，有機會前赴上海主持滬港合作會議。在 90 年代初，內地的通脹高企，

房地產市場因而走下坡，大家沒有想像到上海是有能力發展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剛好，當時淮海路有一處地

段需要發展，羅主席認為可以在上海發展一個類似旺角、銅鑼灣集購物與飲食於一身的大型娛樂地帶。在規

劃時，基於該處有很多舊式老上海的石匠門建築，雖然石匠門的建築特色不適合現代人起居生活，但羅主席則認為即使需要增加數倍的成本，這樣的歷史建築是

值得保留。最後，這個項目仍保留有多 80% 的石匠門作為原材料，儘管被批評此舉並非真正保育，但羅主席認為他並非以建設展覽館為目的，而是將歷史融入

時尚生活中。展覽館多只能吸引遊人到訪一次，但現在的「上海新天地」，每天平均人流是 5萬至 6萬，最高紀錄有 8萬 2千，實是獨具慧眼。 

除了富有特色的建築，「上海新天地」還將西方戶外用膳的習慣融入其中，這在當年來說，可算是大膽創新，能予人別於常規的感覺，並成為今天上海的著名地

標。「新天地」對年青人來說，是時尚消費的地方；而對於本地人來說，這裡充滿西式的建築風格，對於老年人來說，這又是一處懷舊的地方，對於外國人來說，

這則是一處具備中式特色建築群的地方，因此吸引了各階層人士的青睞。

鑑於上海新天地的成功，為集團豎立了優良的品牌，因而內地其後很多省市包括武漢、重慶、佛山等也主動提出邀請合作，希望在自己省市裡發展類似的「新天地」。 

羅主席表示，創新及建立品牌對企業而言，是成功要素之一。當然創新非指天馬行空的空想，項目的籌劃需

要配合城市的整體規劃而定下長遠的發展方向。而品牌的建立則需要經過長時間持續的努力，從中反映了企

業的價值，也是對顧客的承諾，如可口可樂、麥當勞等國際知名的企業，便是十分成功的例子。成功的品牌

有助企業開拓業務，一個知名的品牌可以價值百億。 

在答問環節裏，與會者多關注如何在內地、上海發展企業，還有圍繞人才培訓及內地與香港的青年才能比較

等問題。羅主席認為香港目前的社會氣候漸趨政治化，企業發展項目不免被扯上政治議題。而香港年輕人的

視野、眼光和耐力逐漸被內地的年輕人超前，所以寄語他們需要增廣見聞，拓闊視野，並且要定下堅定的目

標，否則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將被取代。而親力親為和堅定信念則是企業家不能缺少的特質。

交流及聯誼委員會副主席伍翠瑤副會長代表感謝羅主席撥冗蒞臨，與本會會員作分享。羅主席的演繹精闢，

讓與會者對發展企業及北上投資的竅門有更充份了解。

本

羅康瑞太平紳士與部份參加者合照（左起：黃首健先
生、黃偉雄秘書長、林雲峯副會長、伍翠瑤副會長、
胡曉明會長、羅康瑞太平紳士、鄔滿海理事、盧榮俊
會員、黃錦成會員及沈培華會員）

於

與會者踴躍提問與會者踴躍提問

胡曉明會長(左)與交流聯誼委員會鍾志平主席(右一)

及伍翠瑤副主席(右二)致送紀念品予張震遠主席

胡曉明會長(左)與交流聯誼委員會鍾志平主席(右一)

及伍翠瑤副主席(右二)致送紀念品予張震遠主席

羅康瑞太平紳士應邀擔任主講嘉賓。

2010
Jul

15

「與成功者交流」晚宴    市區重建局主席張震遠太平紳士
2010
Jun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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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極攝影集 ——《極地搜影》
            新書發佈會暨贈書儀式

香港國家地質公園西貢岩石地貌之旅

會於 7 月 24 日舉辦香港國家地質公園的參觀之旅，一行四十人，

並由環境局局長邱騰華太平紳士伉儷帶領，出發前，胡曉明會長

特別感謝郭少明會員借出遊艇，以及交流及聯誼委員會主席鍾志平理事

安排宴請的特色「地質晚餐」。

香港國家地質公園總面積約五十平方公里，分西貢火山岩園區和新界東

北沉積岩園區，展示了火山岩和沉積岩兩個地質學的重要主題。地質公

園設立了八條陸上郊遊路線及兩條海上遊覽路線。是次參觀路線以「西

貢島嶼海路漫遊」為主，該路線可以觀看到壯觀的世界級

六角形火山岩柱景觀。由於這些島嶼孤懸海上，要一睹

其廬山真貌，若非乘船就不能如願。此外，沿途還可

以欣賞到種種形態千變萬化的海蝕地貌（例如：海

蝕洞、海岩柱、海蝕拱及海蝕隙等）。

當天，邱局長與參加者就香港地質生態概況先作交流

分享。而漁農自然護理署高級地質公園主任楊家明博士

則充當導賞員，沿途深入淺出地講解，讓我們在輕鬆

的環境下，對香港的地質有更深入的了解。據楊主

任介紹，火山岩柱的由來是在一億四千多萬年前，

石柱還處於半塑性狀態，受地殼運動影響，變成彎

曲。同時，在地質作用下，地下岩漿沿岩石裂縫入

侵，冷卻後就形成六角火山岩柱這自然奇觀。

沿途我們經過吊鐘洲、沙塘口山、

火石洲、橫洲等，近距離觀賞岩石

險峻的原始面貌，一睹絕崖滾落深

海的磅礡氣勢。其中「甕缸群島」

是由沙塘口山、橫洲、火石洲等多

個島嶼組成，沿岸盡是密集排列的

六角形火山岩柱，由於承受南中國

海猛烈的風浪長期衝擊，以致形成

極多懸崖峭壁和海蝕拱。橫洲角高

30 米的長形海蝕拱、火石洲高 45 米的海蝕拱及吊鐘洲的吊鐘拱門都被

譽為香港四大海蝕拱。典型的海蝕地貌包括海蝕穴、海蝕崖、海蝕拱、

海蝕柱、海蝕平台和海蝕階地等。被海浪不停拍打的小山千萬年來仍然

屹立不搖，彷彿告訴我們人生遇到沖擊時，要以堅忍的耐力去面對。

當晚，鍾志平理事悉心安排了「地質晚餐」供大家品嚐。特別一提「冰

河刺身」，酒家把三文魚、象拔蚌等刺身，放在以碎乾冰墊底及附上綠色

海草的盤上，白煙不斷從底部冒出，營造地下冰川斷層，沉積岩最後膠

結的效果。還有「火山天婦羅」，以粗鹽模擬小火山外貌，再在火山內點

燃火種，外圍配料有炸成金黃色的蝦及雞球等，代表火山爆發所流出的

岩漿。加上郭少明會員帶來的美酒，讓參加者歡渡了一個愉快難忘的周

末。

地質公園就像一本地質的

活字典，「書中」的地理

奇觀和理論不是平平的一

頁紙，而是看得見、碰得

到的自然珍寶。謹此也期

盼大家共同為環保工作出

多一分力。

了積極推動香港與內地的專業交流及支持特區政府施政外，本會亦

致力關心保護地球環境。去年十二月成功舉辦了南極考察團，團員

們將珍貴的紀錄匯集成書，出版了南極攝影集 — 《極地搜影》，並藉此宣揚

環保的重要性。影集內容包括有團員的感想、精美的南極照片以及南極生態

資料的介紹。除作公開發售外，影集亦送贈予各大學院校及公共圖書館，讓

學生及全港市民能認識南極的真貌，從而提高環保意識。而影集也發行了電

子版，供 iPad 用戶網上認購。所有銷售的收益，將悉數捐贈予本會理事李

樂詩博士創辦的「極地博物館基金」，冀為環保事業盡力。

本會於 7 月 23 日 ( 星期五 ) 香港書展期間舉行了南

極攝影集 — 《極地搜影》新書發佈會暨贈書儀式。

發佈會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反應熱烈，會場

座無虛席。會上胡曉明會長、容永祺創會會長及李

樂詩理事聯同南極考察團團員出席分享行程中所見

所聞。容創會會長首先介紹組織南極考察團的起因，

而胡會長則就編印影集的目的作解說。影集之精彩相片亦

即時於會場播放，一帖帖精彩的極地風光展現眼前。最後由李樂詩理事講述

南極的科研情況，並為發佈會作出總結。

之後，胡會長、容創會會長與李理事舉行了支票移交儀式。隨後便是贈書儀

式，多間大學院校校長 / 代表亦有出席接受，包括本會榮譽顧問、香港城市

大學校長郭位教授。會後李樂詩理事即席舉行了小型簽名會，發佈會場內也

特別安排了 iPad 於現場展示影集之電子版。 

全球氣候暖化問題日益嚴重，本會希

望藉此攝影集，可以讓更多人進一步

對南極的情況加深認識，了解全球氣

候變化所帶來的嚴重影響，喚起市民

一同為保護地球而努力。

除
本南極考察團部份團員合影

支票轉交儀式支票轉交儀式

由胡曉明會長(左)、容永祺創會會長(右)及李樂詩理事(左二)贈送攝影集予各大
院校代表。(左圖右二為香港城巿大學校長郭位教授，右圖右二為香港大學首席
學生導師 (校園生活) 王陳秀惠女士)

由胡曉明會長(左)、容永祺創會會長(右)及李樂詩理事(左二)贈送攝影集予各大
院校代表。(左圖右二為香港城巿大學校長郭位教授，右圖右二為香港大學首席
學生導師 (校園生活) 王陳秀惠女士)

發佈會場內氣氛熱烈發佈會場內氣氛熱烈

支持攝影集發行(左起：鍾志斌會員、
華慧娜理事及李健會員)
支持攝影集發行(左起：鍾志斌會員、
華慧娜理事及李健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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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騰華局長(左二)送贈《香港國家地質
公園》圖冊予本會。胡曉明會長(右一)、
鍾志平理事(左)及郭少明會員(右二)

邱騰華局長(左二)送贈《香港國家地質
公園》圖冊予本會。胡曉明會長(右一)、
鍾志平理事(左)及郭少明會員(右二)

香港國家地質公園
的自然奇觀

香港國家地質公園
的自然奇觀

漁農自然護理署高級地質公園主任楊家明博士

(右二)沿途介紹

漁農自然護理署高級地質公園主任楊家明博士

(右二)沿途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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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座談

歡迎新任榮譽顧問

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進行有關《香港在「十二五」時期國家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

用》調查研究，本會十分榮幸獲邀請於7月30日與課題組成員見面進行座談，就香港在「十二五」

時期的角色、專業服務的發展等課題進行交流討論。

本會會員針對不同範疇，如金融、商貿、教育科研、

稅務、航空航運、專業認證、電訊、六項優勢產業

等重要課題，以及未來在專業才能的發展和應用方

面，提出具體的政策建議，供中央有關決策部門參

考。參與座談的理事會成員及會員包括：胡曉明會

長、容永祺創會會長、謝偉銓常務副會長、陳世強

副會長、李鏡波副會長、黃偉雄秘書長、洪為民會

員、林光宇會員、麥鄧碧儀會員及黃元山會員。

本通訊由撰稿、編輯、排版以至付梓皆力臻完善，

惟仍難免有所誤漏及不盡人意之處，尚祈各界先進

不吝指正，令本通訊不斷進步。

編 後 語 編 輯 委 員 會

主席： 曾其鞏

委員： 陳紹雄 黃偉雄

 伍山河 林國興

 劉勵超 潘國城

 楊位醒

左至右：王一鳴副院長、胡曉明會長及容永祺創會會長

參與座談會的成員合照

2010
Jul

30
國

榮譽顧問 - 陳新滋教授

陳新滋教授現任香港浸會大學校長，陳教授於香港接受中學教育，其後負笈日本，於一九七五年在東京國際基督教大

學取得通識教育（化學）學士，並分別於七六及七九年獲美國芝加哥大學頒授碩士和博士學位。

陳教授於大學畢業後在美國的國際農業生化產品巨擘孟山都（Monsanto）公司任職研究專家和孟山都院士達十三年，

其後投身高等教育，先後任職香港科技大學和香港理工大學。

陳教授的行政管理經驗豐富，曾任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生物及化學科技學系系主任、應用科學及紡織學院院長，二零零

七年升任副校長（科研發展）。

此外，陳教授是省部共建中藥藥學與分子生理學國家重點實驗室（深圳）培育基地創辦主任、深圳市中藥藥學重點實

驗室創辦主任、國防科學技術工業委員會月球探測工程中心線月探測工程科學應用專家委員會專家、國家科學技術評

審專家，並曾任中山大學藥學院（創院）院長、香港化學會會長。

榮譽顧問 - 沈祖堯教授 , SBS

沈祖堯教授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教授於一九八三年獲香港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學位，一九九二年獲加拿大卡爾

加里大學頒授博士學位（生命科學），一九九七年再獲香港中文大學頒授醫學博士學位。沈教授為英國（包括愛丁堡，

格拉斯哥及倫敦）皇家內科醫學院院士、泰國皇家醫學院院士、澳洲皇家內科醫學院院士、美國腸胃病學學院院士、

美國腸胃學會院士、香港內科醫學院院士及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院士，並擔任二十多個專業學會委員。沈祖堯教授現兼

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大）莫慶堯醫學講座教授。

二零零三年非典型肺炎疫症爆發期間，沈祖堯教授積極進行抗疫工作，與另外兩名香港醫生同被《時代》週刊譽為當

年的「亞洲英雄」，沈教授並獲香港電台及《明報》頒發抗 SARS 傑出獎（醫護科技人員組）及星島報業集團頒發二零

零三年傑出領袖獎（社

區及公共事務組），對

香港社會貢獻至鉅。 

發改委課題組的成員有：

王一鳴先生 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 

葉輔晴先生 對外經濟研究院所副所長 

臧躍茹先生 經濟研究所副所長 

任旺兵先生 信息咨詢研究中心副主任 

于慧利女士 宏觀經濟研究院科研部副主任 

羅　萍女士 綜合研究所研究室主任 

張岸元先生 經濟研究所研究室主任 

陳長纓先生 對外經濟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 

楊長湧先生 對外經濟研究所博士 

李大偉先生 對外經濟研究所博士

會非常榮幸獲兩位大學新任校長答允擔任榮譽顧問。他們分別是香港浸會大學校長 陳新滋教授及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教授。以下是兩位榮譽

顧問的簡介：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