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會
回饋

我們全心全意為持份者提供更優質 

的服務，尤其是香港的中小企業。 

作為一家公營機構，我們明白必須 

對香港肩負起責任。貿發局行事謹慎， 

每每顧及對社會和環境的影響， 

以公眾利益為依歸。每位員工時刻 

緊記要對社會負責，並反映在每項 

貿發局的活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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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社區
過去數年，貿發局一直與聖雅各福群會合作，為香

港社區帶來一點關懷和溫暖。

聖雅各福群會於1949年成立，是一家香港社會服務

組織，貿發局通過該會的安排，組織員工到該會屬

下的老人及兒童中心探訪。聖雅各福群會為貿發局

員工提供寶貴的意見和支援，培訓他們成為更稱職

的義工隊伍。

貿發局又通過該會僱用傷殘人士和弱勢社群，為貿

易展覽及其他活動投寄大量宣傳單張。

去年，聖雅各福群會與貿發局合作，首次邀請來自

天水圍的小朋友參觀香港書展。(詳情見64頁)

聖雅各福群會總幹事賴錦璋表示：「我們很高興

TDC United 一直以來，在物資和人力資源方面

對聖雅各福群會的支持。我衷心感謝貿發局的員

工，他們熱心幫助弱勢社群和貧苦大眾，希望TDC 

United日後會繼續援助有需要的人士。」
貿發局與多個社會服務機構合作，舉辦一連串公

益活動。我們的員工組織 – TDC United舉辦捐

血運動，又發起籌款賑災，包括協助內地雪災的災

民重建家園。

貿發局本年度首次邀請來自天水圍的小朋友參觀

香港最大型的公眾展覽 – 香港書展。我們與聖

雅各福群會合作，主辦「延展關懷閱讀團」，招待

45位就讀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小學的高小學生參

觀書展。每位小朋友獲贈100港元現金購買書本和

文具，書金、交通費和當天的午膳，由貿發局員工

捐款資助。

右圖：貿發局今年初獲香港社會服務

聯會頒授「同心展關懷」嘉許狀，

企業發展總監翟信賢(左)代表貿發局

領取嘉許狀後，與聖雅各福群會總

幹事賴錦璋(中)及TDC United 主席

黎華慧君(右)一同合照。

上圖：來自天水圍的小朋友收到貿發局送贈的

書金，用來在香港書展中購買書本和文具。

回饋社會
貿發局再次於香港禮品及贈品展、香港夏季禮品、

家庭用品及玩具展，以及香港玩具展期間，向參展

商募捐產品。結果，我們共收集近300箱玩具和貨

品，贈予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旗下成員，包括明愛中

心及救世軍等，為社會出一分力。 

上圖：一群南亞裔兒童在灣仔

藍屋接觸一些舊日的用品，勾起他

們對香港的情感。



66 67

左圖：貿發局員工在一個交流會中，

與社福機構的代表分享如何有效率

地舉辦活動。

左圖：從貿發局各個展覽會的參

展商募集得來的玩具和禮品，琳

琅滿目，這些產品全數捐贈慈善

機構。

下圖：《食通灣仔》飲食地圖由貿

發局與灣仔區議會合作印製。在

2007年8月的美食博覽，當時灣仔

區議會的主席黃英琦(中)和文化 

及康體事務委員會成員邱浩波 

(左一)及金佩瑋(左二)，與主持

人張蕙然(右二)及食評家歐陽應

霽(右一)，一起在台上論盡灣仔

美食。

帶公眾走進貿易展
融入香港社區是貿發局的一項重要使命。2007年

4月，貿發局開始在平日只對業界開放的貿易展覽

會舉辦公眾導賞團，我們首次在香港春季電子產品

展舉辦四個導賞團，超過100人參與。舉辦導賞團

的目的，是要讓公眾明白貿易和展覽業對香港經濟

的重要貢獻，結果令人鼓舞。80%的參與者表示會

向家人和朋友推薦導賞團。去年，貿發局一共舉辦

了31次導賞團，帶領超過700位來自各行各業的公

眾人士參觀11個由貿發局主辦的貿易展覽。

今個年度，貿發局和香港大學學生發展及資源中心

合作，推行貿發局商貿大使計劃。20位港大學生獲

委任為大使，參加多個培訓課程和貿發局舉辦的活

動。這個計劃讓他們更深入了解香港在全球貿易中

扮演的角色，培養他們對投身貿易行業的興趣。

貿發局積極支援香港的少數族裔，通過南亞裔

支援聯盟的幫助，貿發局員工為15名南亞裔兒童

精心設計了一天的歷險旅程，帶他們到灣仔區

一些有歷史意義的景點，讓他們更融入社區。

灣仔區商廈林立，為了推廣灣仔區的文化特色，

貿發局和灣仔區議會合作，製作一份名為《食通

灣仔》的飲食地圖，介紹灣仔區獨特的飲食文化。 

我們邀請了食評家歐陽應霽擔任概念設計兼主筆，

蘇敏怡提供插畫，一共印製了150,000份，在香港

書展和美食博覽期間派發，好評如潮。

此外，貿發局連續三年獲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頒贈 

「同心展關懷」嘉許狀，貿發局今年度更首次達成

該獎項全部六項條件。

上圖：來自香港大學的商貿大使， 

在2007年10月的委任儀式上與總裁

林天福合影。

商貿大使 明日棟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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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公眾人士參加貿發局展覽會的

導賞團，了解一個展覽會成功背後所

花的努力。

右圖：總裁林天福在主講一個有關

香港貿易前途的講座後，與港大學

生輕鬆交談。

為香港喝采
貿發局又與香港大學合作，由總裁林天福參與其

CEO 講座系列，向港大學生主講香港貿易的前途，

讓200名學生了解到貿易對香港經濟的貢獻，以及

影響香港貿易發展的因素。舉辦這個講座的目的，

是希望引發學生對貿易的興趣，把自己在課堂上學

到的知識和技巧，貢獻給香港的貿易行業，為香港

貿易的持續發展注入源源動力。

貿發局亦樂於與社福及慈善機構分享經驗。

2007年7月，30位來自18家非牟利機構的代表到訪

貿發局，聽取貿發局代表舉辦大型活動的心得和

經驗，並參觀香港時裝節，參與者都表示很高興能

參考貿發局辦活動的實際經驗。

作為一家公共機構，貿發局時刻與持份者和社會大

眾定期接觸，保持緊密聯繫，讓他們了解貿發局如

何協助港商在國際市場取得佳績。

貿發局與香港電台合力製作了一連五集的「商城記」，

回顧過去40年香港貿易的發展史。該特輯於2007年

5月在本港電視台播出，點出對外貿易與香港經濟息

息相關。

上圖：(由左至右)藝人譚詠麟、薛家燕、貿發局副總裁黃錦輝、

香港電台署理助理廣播署長(電視)施永遠及藝人顧紀筠，

一起為一套講述香港貿易發展史的電視特輯「商城記」主持

啟播儀式。

分享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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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發局一向鼓勵員工參與公益事務，投入社區，同時

建立團隊精神。去年，我們組織隊伍參與「地鐵競

步賽」，奪得公司形象獎冠軍和公司啦啦隊獎亞軍。

貿發局隊伍穿上以「商貿世代」及「香港主要工業」

為題的服裝，別開生面。

貿發局的員工繼續堅守早前確立的核心價值，我們

並嘉許那些在日常作業、工作態度和投入感方面表

現出核心價值的同事和團隊。

同時，我們又表揚為貿發局服務了10、20、25、30及

35年的資深員工。約80名於總部、中國內地和海外

辦事處的同事獲得長期服務獎，我們對他們的工作

熱誠和努力深表謝意。

右圖：貿發局形象隊伍在「地鐵競

步賽」中，穿上代表香港主要工業 

– 玩具、電子、時裝和金融服務的

服飾，甚為矚目。

下圖：貿發局隊伍在2007年4月 

「地鐵競步賽」中奪得兩個獎項。

下圖，右：總裁林天福(右)嘉許貿

發局兩名負責餐飲服務的同事 

- 陳兆聲(左)和霍紹強(中)，表揚他

們在日常工作中充份表現出貿發局

的核心價值。

上圖：在大型商場太古城中心舉行的

「商貿世代」展覽會中，現場的舞蹈

表演吸引不少市民圍觀。

左圖：展覽會加添互動元素，引起公

眾對認識香港貿易發展史的興趣。

貿發局慶祝40周年的活動從2006年底至2007年

11月舉行，期間共舉辦了11次「商貿世代」展覽會，

展出地點包括貿易展覽會場和大型購物商場，如

海港城、奧海城、時代廣場、太古城中心，最後於

2008年1至2月在香港歷史博物館展出。展覽會中，

我們用展板描述香港從一個小港口，演變為全球第

11位的貿易體系的發展經過，同時介紹貿發局對推

動香港貿易的貢獻。展覽會共吸引超過360,000名

公眾人士參觀，反應正面，顯示社會樂於認識香港

歷史，以及香港在國際貿易方面的成就。

為慶祝貿發局40周年，我們出版了一本名為《商貿

世代》的紀念冊，紀錄香港的貿易發展史、傑出

的中小企業和貿發局如何以創新方法協助他們打

進世界市場。我們更建立了一個名為「商貿世代」

的網站: www.supertrader.com.hk，並獲得

萬維網推廣協會評選為2007年度「超卓公共關係

網站」獎。

堅守核心價值 團隊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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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圖：超過5,000名觀眾欣賞

2007年7月舉行的倫敦 - 香港龍舟

節，該活動是慶祝香港特別行政

區成立十周年的活動之一。貿發局

倫敦辦事處的龍舟隊成員，包括：

(由左至右)商貿配對助理 Richard 

Thurbin、西歐首席代表葉永朝和英

國及愛爾蘭代表馬德偉。

上圖：(由左至右) 貿發局紐約代表何利昌、

香港龍舟節(紐約)主席Henry Wan、

香港駐紐約經濟貿易辦事處處長陳美嘉及

貿發局美洲首席代表黃志強一同捧著在

紐約舉行的香港龍舟節香港特別行政區成

立十周年的冠軍獎盃。

左圖：貿發局紐約辦事處的龍舟隊全力

以赴，終於取得冠軍殊榮。

上圖：貿發局北京辦事處員工參加一

年一度的北京馬拉松，士氣如虹。

左圖：去年10月，貿發局的見習貿易

主任參加「苗圃挑戰12小時」步行活

動，為苗圃行動籌款。

貿發局倫敦辦事處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駐倫敦經濟

貿易辦事處和英中貿易協會一起組隊，參與倫敦 

- 香港龍舟節。賽事在皇家阿爾伯特船塢舉行， 

是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十周年的活動之一。

在地球的另一端，貿發局紐約辦事處的同事亦參

加了在紐約Flushing 舉行的第17屆香港龍舟節。

我們的同事與Philadelphia Hong Kong Trade 

Association 合作組隊，贏得大獎 - 香港特別行政

區成立十周年冠軍獎盃。

北京辦事處的同事連續第二年出戰北京馬拉松的

男子組和女子組分組賽，這個一年一度的比賽共有

30,000名選手參加。

貿發局的見習貿易主任組隊參加「苗圃挑戰12小

時」步行活動，為苗圃行動籌款。隊伍在12小時內

完成42千米路程，為居於中國內地山區及偏遠地區

的兒童籌得21,000港元的教育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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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發局一向重視員工培訓，令他們能更好服務香港

的中小企。去年，我們舉辦一連串培訓課程，讓員

工掌握各行各業的最新發展。

我們的培訓重點之一是改善員工的客戶服務技巧，

以提供更高質素的中小企服務。我們舉辦了五次

公司拜訪及分享環節，包括參觀中華電力的熱線中

心、與匯豐銀行行政人員合辦培訓班、在午飯時段

播放客戶服務的錄影帶等，提高員工對客戶服務的

意識。

我們也鼓勵不同部門之間多作交流，每季舉辦一

些內部分享環節，討論在展覽會中保護知識產權

的措施、如何提高採購效益、項目的成本計算和控

制、內部客戶服務等。

為建立良好學習氣氛，貿發局設立內部培訓網站 

- Star Zone，方便員工報讀不同類型的課程，按照

適合自己的進度，隨時隨地學習新的知識和技巧。

去年，我們共舉辦106項內部培訓班，吸引近

3,500人次參與。約400名員工報讀網上課程，比上

一年度增加18%。

我們在本財政年度，招聘了第十批見習貿易主任，

共聘用了九人。這計劃有助貿發局培育一批優質員

工，以配合貿發局長遠的發展需要。

貿發局去年重新裝修辦公室，為員工提供一個更健

康舒適的工作環境。我們採用了開放式設計，並安

裝了高能源效益的照明及冷氣系統，節約能源。 

全新的照明系統備有預校時間和分區功能，在運作

12小時後會自動關上，如需繼續使用，只要再按開

關掣即可，簡單方便。我們並減少了每樓層冷氣系

統的數目。

機電工程署也認同貿發局為節約能源所作出的努

力，頒發照明裝置能源效益註冊証書給我們。

在計劃辦公室裝修工程時，貿發局的行政部選用了

高能源效益及環保的器材和物料。我們又把部份

舊傢俬和電視機捐贈予慈善機構，並把建築廢物適

當分類，送往合適的堆填區，妥善處理。

貿發局辦公室繼續使用循環再用的打印機墨盒， 

又盡量雙面打印文件。我們在印刷大部份刊物和其

他宣傳單張時，放棄使用不能再生的油墨，改用大

豆油墨。過去一個財政年度，貿發局展覽部共印刷

了1,300萬份印刷品，包括場刊、指南和邀請咭等，

全以大豆油墨印製。我們並使用大豆油墨印刷名

片、信紙和信封。

除此之外，我們也盡量採用再造紙印刷年報、申請

表、郵遞單張和証件。

培訓人才 保護環境

左圖：員工到訪中華電力的熱線中心，

學習優質客戶服務之道。

左圖：行政部主管葉滿霖(右)從機

電工程署副署長(規管服務)陳鴻祥

手中，接過照明裝置能源效益註冊

証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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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概覽：承諾統計
· 在2007/08年度的「延展關懷」行動中，共收集了294箱玩具，捐予24個非政府慈善機構

· 員工組織TDC United 共舉辦142項活動

· 舉辦106個內部培訓班，吸引3,496人次參與

· 733位公眾人士參與貿發局主辦11個貿易展的導賞團

·  超過360,000名公眾人士參觀貿發局在各大型商場、七個貿易展及香港歷史博物館舉行 

的「商貿世代」展覽會

上圖：由 TDC United 舉辦的保齡

球日在一個周末舉行。

左圖：家長和小朋友齊來學做蛋糕。

右圖：在北潭涌渡假營舉行的TDC 

繽紛同樂日，是最受員工及其子女歡

迎的戶外活動之一。

下圖：員工在農曆新年前參加由

TDC United 舉辦的花藝班，親手製

作甚具節日氣氛的花卉擺設。

平衡工作與生活
作為負責任的僱主，我們提倡員工注意工作和生活

之間的平衡，努力為員工提供健康的工作環境。 

我們的員工組織TDC United去年舉辦了不少有益

身心的活動，讓員工可以在輕鬆的環境學習新技

巧，又可與同事們暢聚一番。活動包括哥爾夫球日、

花藝班、烹飪班、太極班、瑜珈班，以及有關建立和

諧家庭的講座，深受員工歡迎，踴躍參與。

其中一個焦點活動是TDC 繽紛同樂日，去年於北

潭涌渡假營舉行，超過300名員工及其家人參與。

精彩節目包括團體遊戲和幸運大抽獎，帶給參加者

愉快又難忘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