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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揚傑出市場推廣精英  推動業界精益求精

隨
着新冠肺炎疫情持續，環球經濟大受影響，一向與國際市
場緊密接觸的香港亦面對極大挑戰。鑑於宣傳推廣與社會
文化密不可分，擔任獎項籌委會主席逾30年的香港管理專

業協會副主席、香港電視娛樂有限公司高級顧問鄭善強留意到在疫
情期間，從參賽的市場推廣計劃中，體現出經濟環境以至普羅市民
購物習慣的轉變，企業更願意跳出傳統框架，糅合創意及加強與客
戶的互動，以迎合變化萬千的市場，從而創造更大的商機，務求配
合市場的走勢，從困境中積極捕捉新機遇。

關注用家需要 捕捉潮流走向
    隨着科技的發展，虛擬銀行逐漸興起，成為近年市場上的焦
點，並在今屆獎項中大放異彩。「在10個入圍作品中，有5個皆與
虛擬銀行或金融科技有關。」鄭善強指出，虛擬銀行由零開始打入
市場，致力透過以創意主導的宣傳企劃 ，擴大市場份額，提高知名
度，加上注重優質的用戶體驗，鼓勵公眾共同參與市場推廣構思，
並積極收集外界意見作為改良服務的基礎，這些都值得不同行業的
企業參考。

    近年廣受歡迎的本港偶像組合Mirror與Error，化
身成為廣告「寵兒」。為配合熱潮，鄭善強觀察到不
少參賽作品都選擇與他們合作，推出既貼地又引來公
眾關注的市場推廣計劃。他形容這個歷史悠久的獎項
猶如市場策劃的脈搏，能捕捉社會現時的潮流趨向，
以致在同業之間的認受性不斷提高，並期望透過參賽
展現其創意與實力，與業界分享其優秀的市場推廣計
劃，今年的參賽作品亦較以往有所增加。

運用社交媒體影響力 突圍而出
    踏入數碼科技世代，資訊在世界各地迅速流轉，
鄭善強認為企業在社交媒體上應用得宜，往往能突圍
而出。「現時不少同業着重設計用家分享的內容，使
宣傳效用更大。」他更稱社交媒體的影響力在新世代
中無可比擬，不少新企業的成功都源於網絡傳遞的威
力，猶如過往的口碑行銷（Word-of-Mouth）。
    網絡宣傳擁有強大的感染力，能夠牽動用家的情
緒，企業可選擇把受歡迎的產品廣告及相關資訊在網絡分享，形成
多方位的宣傳手法。社交媒體的力量亦有助中小企在有限的資源分
配下，迅速在市場留下足跡。
    為推動業界的良性發展 ，並為同業建立交流和提高品牌吸引力
的平台，獎項每年一度舉辦的觀摩大會，都吸引超過六百位市場策
劃人聚首一堂，專心致志地聆聽每年最受注目的市場策劃，互相借

鑑，砥礪互進 。
    準備參賽的機構，可留意明年3月至4月期間，由主辦方舉辦的
經驗分享會，會邀請歷屆的得獎公司及市場策劃人分享成功經驗，
讓有志參賽的企業及市場策劃人裝備自己，以最佳表現迎戰，一同
推動業界發展。

　　出色的宣傳推廣在疫情下成為一大重點，助企業砥礪奮進。
由香港管理專業協會舉辦、素有業界「奧斯卡」稱譽的「HKMA/
ViuTV及Now TV傑出市場策劃獎」（下稱獎項），今年首獲
ViuTV及Now TV冠名贊助，繼續秉承優良傳統，表揚傑出兼具
無限創意的業界精英，為同業樹立榜樣，全方位驅動市場推廣專
業，精益求精。 本報記者　何詠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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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團名單
 巿場策劃獎項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總裁  蔣東強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行政總裁  金澤培博士
香港格價網董事總經理  李家賢
東興集團董事長  林朗熙
聖安娜零售集團董事總經理  陳黃敏莉
InnoTier創辦人  林曉盈

 個人獎項
香港電視娛樂有限公司高級顧問  鄭善強
雀巢香港有限公司總經理  鍾美玲
安眺科技有限公司創始人兼行政總裁  何偉中
費哲金融服務公司副總裁及亞太區電子商貿主管  葉承浩
花旗銀行（香港）有限公司總經理及分銷業務主管  林智剛
瑪貝爾國際有限公司總經理  林志偉
仁記洋行主席  施國耀

市場策劃獎項得獎名單

“Citi Plus Launch 
Campaign”

花旗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McDonald's Big Mac x
姜濤 (Keung B)”

麥當勞香港

"Holiday at Home'" 
香港旅遊發展局

"Golden 7 Seconds"
AQUA PRO+TECH

"Everyday Gets Better 
with Emma"

AXA安盛

    在新冠肺炎持續影響下，全球正在經歷重
整，每個人都為自己重視的事情重新排序。對
商界而言，疫情把品牌的本質、真實個性和核
心價值置於顯微鏡下，為市場策劃人帶來了重
大的挑戰，同時讓他們在營銷的四個P—地點、
價格、產品和推廣之上，採用第五個P—使命，
帶來滿足客戶需求和深化關係的契機。過去的
幾年間，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品牌開始專注於
以「使命」為導向的市場推廣，這些市場推廣計
劃真實回應社會和經濟問題，並與品牌宗旨產
生深刻的共鳴。
    「 HKMA/ViuTV及Now TV傑出市場策劃
獎」透過表揚傑出的市場推廣計劃及從業員，展開了36 年致力提高業界專
業水平的使命之旅。在新的冠名贊助機構支持下，獎項將繼續成為倡導嶄
新市場推廣計劃的領航者。為此，我衷心祝賀所有得獎者，在如斯困難的
營商環境下，仍能堅持不懈地尋求突破。
    本人謹代表香港管理專業協會向評判團和評審委員會真誠致意，感謝
他們在嚴謹的評審過程中投入寶貴睿智和精力。本人亦要特別感謝鄭善強
先生，以及獎項籌委會和提名委員會成員的努力，使獎項再次取得巨大成
功。本人更要向今年的獎項冠名贊助—ViuTV和Now TV以及特別獎冠名贊
助機構、機構贊助、最後評審設備贊助、觀摩大會無線上網贊助和支持機
構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謝意。
    最後，本人特別鳴謝主禮嘉賓—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常務董事陳永
堅先生在頒獎典禮上與我們分享他的真知灼見。

彭耀佳博士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主席

    我們非常榮幸成為「2021   年度 
HKMA/ViuTV及 Now TV傑出市場策劃獎」
的冠名贊助，與香港管理專業協會一起表
彰及嘉許香港傑出的市場策劃人和市場
推廣計劃。疫情重新定義了各行各業的營
運模式，市場推廣界也不能倖免。企業要
推出成效顯著的推廣計劃，必需克服重重
困難，而這亦突顯出獎項的超然價值和意
義。
    中國人常言道：「有危便有機」。自從
疫情爆發以來，很多企業都遭受打擊，但
隨著消費模式和重點轉移的同時，促成了
其他行業的增長。市場策劃專才正受到嚴峻考驗，面對不可逆轉的
新常態，傳統的面對面活動和市場推廣也受到限制。但這並不代表
傑出的市場推廣計劃不能實踐。以虛擬形式進行的市場推廣及活動
日漸盛行，擴闊了市場策劃人接觸受眾的方式。畢竟，市場策劃人
需要具有超凡的創造力和敏感度，以掌握當前的趨勢和變化。
    球王美斯曾經說過：「只要你熱愛一件事，你可以克服任何困
難。」我相信市場策劃人對他們的專業都充滿熱誠，足以克服任何
障礙，締造傑出的市場推廣計劃，就正如今年的參賽作品一樣。我
想藉此機會祝賀今年所有的得獎者，並向他們的卓越成就致意。

蔡煒健
香港電訊收費電視業務總裁

魯庭暉
香港電視娛樂有限公司董事兼總經理

    新冠肺炎爆發快將兩年了，這場大流行徹
底改變了我們的生活，並顛覆了我們曾經熟悉
的世界。全球都在經歷不確定性的同時，企業
必須擁抱新常態，為變革時代做好準備。
    「HKMA/ViuTV及Now TV傑出市場策劃
獎」一直保持前瞻地位，今年，香港管理專業協
會與ViuTV和Now TV建立了破天荒的合作夥伴
關係，這鐵三角的首次合作在市場推廣界燃點
起新火花，吸引破紀錄的參賽數目。市場策劃
從業員的積極參與和大力支持，足見他們無懼
變革的膽色。憑藉合作夥伴和支持者的勇氣、
決心和創造力，無疑今年的獎項將成為一個新
的里程碑。
    本人謹代表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感謝評判團和評審委員會在評核眾
多高質素參賽和入圍項目所付出的努力。本人亦衷心感謝獎項籌委會主席
鄭善強先生的卓越領導和推動獎項發展的堅定承諾，以及獎項籌委會、管
協營銷管理委員會和提名委員會所付出的寶貴時間和意見，使獎項再創高
峰。
    本人也藉此機會由衷感謝所有特別獎冠名贊助機構、機構贊助、最後
評審設備贊助、觀摩大會無線上網贊助和支持機構一直以來的大力支持。
    最後，本人謹向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常務董事陳永堅先生致以萬分
謝意，感激他在頒獎典禮上發表精彩演說。

李仕權博士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總裁

“做壞規矩 做好銀行”
眾安銀行

優秀獎

銀獎 銅獎

"The WeLend A.I. Evolution: 
Re-engineering the Future of 

Loan Business"
WeLend Limited

"Top Cars, Race Now: 
Refuel Shell V-Power, Re-
energize in New Normal"

香港蜆殼有限公司

周大福傑出數據運用獎
"SmarTone 5G Launch Campaign"
數碼通電訊有限公司
"The WeLend A.I. Evolution: Re-engineering the Future of Loan Business" 
WeLend Limited
"Transformation of Delivery Ecosystem is Underway" 
Zeek 

花旗銀行傑出創意獎
"Golden 7 Seconds"
AQUA PRO+TECH
"Everyday Gets Better with Emma"  
AXA安盛
"雅虎25週年「過去現•在未來」5G活動"
雅虎香港

宏利傑出社交媒體營銷獎
"Citi Plus Launch Campaign" 
花旗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McDonald's Big Mac x姜濤 (Keung B)" 
麥當勞香港

香港麥當勞傑出品牌營銷獎
"McDonald's Big Mac x姜濤 (Keung B)" 
麥當勞香港
"OmniPork Luncheon Campaign (新餐肉系列)"
麥當勞香港
"做壞規矩 做好銀行" 
眾安銀行

太興集團傑出合作營銷獎
"Pizza Hut X KFC Chicken Popcorn Pizza Campaign"
香港及澳門必勝客
"KFC X Red A Original Classic Collection"
香港肯德基
"「全城有賞」18區跨商戶消費獎賞計劃"
易賞錢

中國通海國際金融傑出顧客洞察力獎
"Everyday Gets Better with Emma" 
AXA安盛
"Citi Plus Launch Campaign" 
花旗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STAQUIS 有救無「類」新一代無類固醇濕疹藥膏" 
美國輝瑞科研製藥有限公司

傑出危機應變及管理獎
"Bally "與您同行""
ABC Pathways集團
"Holiday at Home"
香港旅遊發展局
"Stay Home, Stay Entertained"
Now TV

傑出內容營銷獎
"Pizza Hut The 12th Player Football Club" 
香港及澳門必勝客
"Top Cars, Race Now: Refuel Shell V-Power, Re-energize in New Normal" 
香港蜆殼有限公司

傑出線上線下整合營銷獎
"Pricerite Food - 漫活人生"
實惠家居有限公司
"WeWa 點止回贈咁簡單？"
安信信貸有限公司

傑出小預算營銷獎
"Golden 7 Seconds"
AQUA PRO+TECH
"Pizza Hut X IKEA Meatball Pizza"
香港及澳門必勝客
"雅虎25週年「過去現•在未來」5G活動"
雅虎香港

傑出公益營銷獎
"#Love is On #Cheers for Hong Kong"
中電控股有限公司
"Our Journey Towards Social Inclusion"
港鐵公司
"Home is" Craftsmen Impact Project"
葉氏化工

傑出電視廣告獎
"全民加薪丶全民放假"
天星銀行
"LP10 - 十全十美 十式生活"
南豐發展有限公司

傑出影片營銷獎
"恆生•聲星細語"
恆生銀行有限公司
"港芭@家"
香港芭蕾舞團

年度最佳營銷合作伙伴
Fimmick Limited
Giraffe Hong Kong Limited
傳立香港
星傳媒體

業界最喜愛市場策劃獎
"McDonald's Big Mac x姜濤 (Keung B)" 
麥當勞香港

個人獎項得獎名單
ViuTV最傑出市場策劃人獎

曹天麗
麥當勞香港首席市場策略及數碼體驗官

傑出市場策劃人獎
曹天麗

麥當勞香港首席市場策略及數碼體驗官

吳忠豪
ZA Bank替任行政總裁兼零售銀行聯席主管

黃林趣玲
ABC Pathways集團創辦人

優秀市場策劃專才獎
舒可如

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品牌及市場推廣部董事

吳姍霖
麥當勞香港市場總監

Now TV
金獎

卓越獎

    新冠肺炎疫情對各行各業帶來前所未
有的變化和影響，香港市場推廣界也不例
外。市場策劃人肩負著把品牌和產品與客
戶聯繫起來的重任，因此，他們必須展現
出高度靈活性和適應力，並開展富有創意
和出色的市場推廣計劃，以應對當前種種
的不確定性。
    今年，我們非常高興與香港管理專業
協會攜手舉辦「HKMA/ViuTV及Now TV 傑
出市場策劃獎」，並見證了眾多別出心裁
的市場推廣計劃。獎項旨在表揚市場推廣
界精英的工作，並致力推動行業發展。通過我們的平台，我們希望
與更廣泛的受眾慶祝業界的成就和分享他們的經驗。
    今年度「市場策劃獎項」的參賽項目超出預期，參賽項目具開
創性，並充分利用科技和創意來吸引香港和其他地區的客戶，從中
體現了市場策劃從業員的才能和睿智，也是推動業界發展的關鍵元
素。
    我們衷心感謝主禮嘉賓—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常務董事陳永
堅先生在頒獎典禮上分享他的寶貴見解。此外，我們衷心感激評判
團、評審委員會、市場策劃獎籌委會和提名委員會成員的積極投入
和專業意見，並感謝所有贊助機構的堅定支持。
    最後，衷心祝賀「市場策劃獎項」和「個人獎項」的所有得獎
者，並感謝你們對香港市場推廣界的貢獻。

評審委員會名單
評審委員會由HKMA/ViuTV及Now TV傑出市場策劃獎籌委會及2020/21香
港管理專業協會營銷管理委員會組成。

市場策劃獎籌委會成員
香港電視娛樂有限公司高級顧問  鄭善強
天貓淘寶海外事業部港澳負責人  陳子堅
太興集團控股有限公司執行董事  陳淑芳
香港電訊有限公司商業客戶業務董事總經理  陳紀新
電訊盈科媒體收費電視業務總裁  蔡煒健
雀巢香港有限公司總經理  鍾美玲
安眺科技有限公司創始人兼行政總裁  何偉中
費哲金融服務公司副總裁及亞太區電子商貿主管  葉承浩
花旗銀行（香港）有限公司總經理及分銷業務主管  林智剛
瑪貝爾國際有限公司總經理  林志偉
森那美汽車集團（香港）有限公司 – 多品牌集團香港、
澳門及台灣董事總經理  劉家輝
明愛專上學院及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校長  麥健華博士
市場策劃獎籌委會委員  潘正棋
騰訊雲國際副總裁  譚樂文
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行政總裁  任景信
豪特保健控股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葉志禮

營銷管理委員會成員
香港電視娛樂有限公司高級顧問  鄭善強
美國家得路集團主席及行政總裁  陳家偉
時富投資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及行政總裁 關百豪博士
香港麥當勞行政總裁  黎韋詩教授
香港移動通訊有限公司個人流動通訊業務董事總經理  林國誠
通利琴行有限公司總裁  李敬天
香港賽馬會公司前策劃、品牌及會員事務執行總監  梁桂芳
萬眾智能生活有限公司副主席  梁成永
堡獅龍國際集團有限公司行政總裁及執行董事  麥德昌
 富士攝影器材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孫道弘
仁記洋行主席  施國耀
周大福珠寶集團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黃紹基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香港客運服務總監  楊美珍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營銷管理委員會委員  楊民儉
保誠險有限公司資深區域總監  余漢傑

“OmniPork Luncheon 
Campaign（新餐肉系列）”

麥當勞香港

“全民加薪丶全民放假”
天星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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