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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品牌總商會理事就職
曾鈺成葉劉淑儀主禮 趙振國任創會會長

香港品牌總商會正式註冊至
今已逾 3 個月品牌數已達 50 多
家，包羅了鍾錶、珠寶、時裝、鞋
履、餐飲、醫學美容、紅酒、中

藥、食品製造、出版業、服務業等多個行業，當
中不乏香港多個知名一線品牌。

趙振國會長在典禮上笑談曾鈺成主席及多位議員撥冗
出席，不如考慮在立法會成立品牌促進委員會，督促政
府支持香港自己的品牌，博得台下眾人會心掌聲。

「中國市場是世界品牌必爭之地，進軍中國內地
必須知已知彼，了解當地文化、掌握脈搏。」趙氏
眼見不少香港品牌因部署失當，一知半解進入內地
市場，最終焦頭爛額，亦見品牌老闆有心無力，既
不了解內地法制、稅制和商業文化，也苦無合作夥
伴網絡，縱有優質產品、創新設計，也只能面對內
地龐大市場望門興嘆。「解決之道就是跳出單打獨
鬥的經營困局，香港品牌團結一致，共謀出路方為
上策！」

批有人抵制個人遊損港譽
他亦與孫秉樞先生密密傾並一致認為，有人抵

制個人遊損人不利己，傷及香港商譽，累及商
戶，「佔中」更是擾亂香港，不得人心。

葉劉淑儀指現須因應中央對香港個人遊政策的
調整，令打造品牌有更迫切的需要。「無論營商
環境如何變化，相信憑藉香港人的智慧和努力，
一定會轉危為機，將任何生態環境改變都轉為新
的啟發創意的機遇。」她指，特區政府特別加強
支持創意產業，她推薦大家去中環的PMQ元創
方，看看那裡的年輕人如何加緊創新產業。

副會長：成員實戰經驗豐
副會長兼珠寶設計師鄭陳曼芝就強調，總商會最大優

勝之處是，成員實戰經驗豐富，不少是從「紅褲仔」出
身打造自家品牌。未來將定期舉辦「星級教室」，由品
牌老闆分享業務發展技巧、經營風險，發揮會員合作共
贏的最大優勢。「總商會坐言起行，正積極在中國各大
省市爭取有利展銷地點，爭取了非常優惠的租金和條
件，以及一起與這些機構合作搞好香港品牌宣傳，鼓起

聲勢」。 ■香港文匯報記者 解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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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由創會成員親自上陣演出的微電影
《緣起》，介紹香港品牌總商會成立的目的和
使命，即「香港品牌、走向全球」，博得全場
掌聲。

趙振國：建平台推廣港品牌
「我做OEM（委託代工）50年，今年我決
定重新創業，創立自己的香港品牌！」趙振國
在致辭時一展雄心。他指，香港前輩發揮獅子
山精神為香港創下基礎，內地改革開放亦助香
港形成「前店後廠」模式。今時今日，香港企
業面對的是內地廣大的市場，有能力的企業亦
開始自主創新，成立創新品牌。
他強調，香港有良好商譽吸引個人遊客流，
香港亦有優良技術和人才，「香港」兩字就是
不言而喻的品牌。商會希望搭建綜合性平台，
結合各方力量，共同研究策略規劃，為香港品
牌向內地及全球市場爭取有利營商條件和維護
香港企業權益。他指，商會將集中進行香港品
牌企業和綜合品牌推廣，交流行銷經驗，促進
多層次合作，並定期舉辦品牌策略研討會、培
訓項目和交流活動，扶植後起之秀，大力培養
香港設計師品牌和優質品牌、傳統品牌，冀企
業透過商會實現香港品牌在國際和內地的影響

力和競爭力。

曾鈺成：業界團結拓新商機
曾鈺成及葉劉淑儀致辭皆祝賀一眾理事就

職，並指成立該商會意義重大。曾鈺成就強
調，香港企業家以艱苦創業、精益求精的精神
為香港打造出了很多膾炙人口的品牌，包括與
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食品、日用品、健康產品
等。現時市場信息不斷變化，海內外競爭激
烈，香港品牌有優越基礎，但繼續發展、開拓
新商機，一定要業界團結一心。他相信總商會
成立能夠促進企業家之間互相交流，掌握市場
的最新信息，開拓商機，加強機構聯繫，進一
步發展香港品牌。

葉太盼各行業打造更多品牌
葉劉淑儀亦指出，香港很多企業家無論開發

自己品牌抑或代理品牌皆卓有成就。「打造自
己品牌這一使命，香港商界已講咗幾十年」，
她指，香港製造業由OEM發展至ODM（原始
設計製造商），更高層次發展到OBM（自有
品牌生產），有很多由細到大耳熟能詳的品牌
都在大中華區成功拓展。她佩服商會有崇高理
想，旨在向全球推廣香港品牌，亦希望在創會
首長帶領下，香港各行各業能夠打造更多知名

品牌，冀未來與商會多交流，了解如何幫助香
港品牌打造全球市場的策略。
出席政商界人士還包括：立法會議員林大

輝、鍾國斌、葉志明、田北辰、黃定光、馮檢
基、姚思榮、方剛，東華三院歷屆主席會主席
孫秉樞，太子珠寶鐘錶主席鄧鉅明及夫人鄧宣
宏雁，德國寶創辦人陳國民，蒙妮坦國際集團
董事長鄭明明，著名時裝設計師鄧達智，百麗
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港澳區副總經理鄧明慧，香
港品牌發展局主席陳淑玲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解玲）以

「香港好品」為口號的香港品牌總

商會，旨在向海內外推廣本港品

牌，該商會首屆理事會就職典禮6

月9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隆重舉

行。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行政會議

成員、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蒞臨主

禮。多位立法會議員及太子珠寶、

百麗國際、周大福等知名品牌創辦

人，兩地工商界翹楚、友好商會代

表逾300人齊齊到賀，場面隆重熱

烈。「假髮大王」趙振國擔任創會

會長。

◀趙振國(左)向
葉劉淑儀頒發感
謝狀。莫雪芝攝

■■香港品牌總商會成立典禮香港品牌總商會成立典禮。。賓主及賓主及
數十位知名品牌創辦人在典禮上合照數十位知名品牌創辦人在典禮上合照
留念留念。。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攝

▼香港品牌總商
會成立典禮。孫
秉樞、鄭陳曼
芝、王偉、曾鈺
成、黃守迎、黃
業光等在典禮前
合影留念。

莫雪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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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參與統
一派位的學童可於昨日起一連兩日前往獲
派學校辦理註冊手續，其中伊斯蘭學校新
學年首度取錄跨境生，該校近日接獲不少
相關家長致電，查詢學生是否須上宗教課
堂、午膳會否避吃豬肉和交通安排等問
題。校長伍瑞蘭表示，為配合不同背景的
學童，該校會新增中文班供英語水平未符
合升讀國際班的學生；至於非教徒學生則
可上功課輔導班以代替宗教課，學校亦會
提供均衡營養的膳食予學童。

新設中文班 免上宗教堂
伊斯蘭學校新學年取錄了108個華裔

學生，預計9月會開設四班小一，到7月
中會視乎註冊人數敲定開班細節。校長
伍瑞蘭表示，學校從未取錄跨境學童，
今年是首次有此安排，故計劃新設中文
班，供英語水平未達標的學生入讀。
該校近日收到部分跨境學童的家長查

詢，問及學生是否須上宗教課堂，和學
校會否因宗教信仰避吃豬肉而影響學童
健康等問題。伍瑞蘭指非伊斯蘭教徒的
學生可改上功課輔導班，又保證學校會
提供均衡營養的膳食予學童。

吳克儉：被派屯門符預期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日出席活動後表

示，鄰近邊境的天水圍及屯門有較多空
置小學課室，較多學童被派往該兩區是
預期之內，符合分流跨境學童、紓緩北
區學額緊張之目的。對於部分不滿派位
結果的家長打算控告教育局，他承認，
跨境學童人數增加及家長選擇太集中均
是使獲派升小首三志願人數減少的因
素。他又表示，「專網」已經是經過全
面考慮的做法，又指港校水平高，冀家
長用平常心去面對派位結果。

■馮少文（左）表示，很高興中大圖書館群組最近獲得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3年年獎的主題建築獎—室內設
計」。 楊曉霞 攝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楊曉霞）
沒有奢華的裝飾，沒有雄偉的高度，
香港中文大學的大學圖書館經過2009
年的改造擴建後，不單融合了3個不同
年代的建築風格，更巧妙地與周圍的
自然環境融為一體，成為香港最多小
白腰雨燕的安家之地。有關圖書館建
築群的設計屢獲業界大獎，最近又獲
本年度「香港建築師學會2013年年獎
的主題建築獎—室內設計」。

標記石頭 還原「惠園」
耗時兩年半重建的圖書館群組，於
2012年年底完成，將上世紀70年代的
主圖書館、上世紀80年代的田家炳樓

和新翼大樓三者融為一體。中大校園
發展處處長馮少文指，最難能可貴的
是圖書館四周圍的原風貌都得到完善
的保存，包括古羅馬式建築「惠園」
和位於圖書館前門正中位置的「仲
門」（又名「烽火台」）。當初建築
師特地在動工之前標記好「惠園」的
每一塊石頭，這樣即使將來拆卸重
建，也可以按石頭標記將它還原。
重造後的「惠園」伴有波光粼粼的

水池，通過水池下的玻璃天花板，隱
約可見已成為業界範例的地下公用空
間，即是地庫的「進學園」。佔地
2,500平方米的「進學園」以簡約明亮
的白色風格為主。

港生心靈貧乏 南亞生最快樂
專家：華人重應試忽視「心教」長遠易扭曲價值觀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楊曉霞）香港教育學院一項大型研究

顯示，南亞裔中學生是本港受訪中學生之中最快樂、心靈上最健康

的一群，反而主流港生及內地新來港中學童的心靈最貧乏，也最不

快樂。負責研究的學者指出，華人教育只側重操練學生應付考試，

卻忽視心靈教育，長遠會造成學生價值觀扭曲、人際關係破損等問

題，而南亞裔家庭普遍更關注家庭生活及同族的社交網絡，令學童

有較佳的心靈支援。

■袁月梅（左）指出，南亞裔中學生是本港受訪中學生之中最快樂、心靈上最健康
的一群。 楊曉霞 攝

■■中大圖書館擴中大圖書館擴
建後的情況建後的情況。。

校方供圖校方供圖

上述中學生整體生活滿足感和心靈
健康調查，獲香港研究資助局優

配研究金支持，由教院用兩年時間於全
港28間中學進行問卷和訪問後完成，
其中受訪中學生達15,000多人。研究人
員將之分成四類，其中本港主流中學生
佔73%，內地新來港學生佔16%，跨境
學生及南亞裔學生各佔4%及7%。

雖有宗教背景 滿足感卻偏低
研究顯示，雖然本港主流中學生沒有
語言及文化適應上的困難，不少更來自
有宗教背景的學校，他們整體上的生活
滿足感及心靈健康評分平均偏低，若前
者滿分為6分，後者滿分為5分，則他
們僅有4.34分和3.21分，僅略高於新來
港學生0.1分及0.02分。上述四類學生
中，南亞裔孩子得分最高，達4.74分及

3.72分，反映他們普遍較華裔學童開
心。
若細分不同範疇，南亞裔學童對學

校、家庭、朋友和自我的評價都表現積
極，尤其是對朋友方面，他們在宗教相
關的項目中，評分亦較高。教院政策與
領導學系副教授袁月梅表示，南亞裔生
大多數有宗教背景，其宗教文化和信
仰，對其生活和心靈健康有着不可取代
的積極作用；此外，他們家庭關係和
諧，很少來自單親家庭，而雙親的教育
程度較高，其中超過五成是專上教育和
大學水平。

新來港生多自卑 家庭較複雜
相比之下，內地新來港學生的家庭關

係較為複雜，教育程度和收入都偏低，
其中約五成只接受過初中以下的教育。

袁月梅指，令人憂心的是，這類學生多
有自卑心理，同時自尊心極強，很少尋
求幫助。
袁認為，大部分華裔生心靈健康欠

佳，特別是內地新來港學生，可能與
華人教育長期側重操練學生應付考試

的文化，忽視心靈教育息息相關，也
是造成今天學生心靈貧乏、價值觀扭
曲、人際關係破損和自我放棄等情況
日趨嚴重的元兇，若不正視問題，中
學生的偏差行為及精神問題將會日趨
普遍和嚴重。

中大圖書館獲年度室內設計獎中大圖書館獲年度室內設計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