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講嘉賓 : 梁美儀 MBA, FHKIoD, MIHRM HK



梁美儀小姐為資深企業家及人力資源管理行政人員，專業企業
人才策劃，獲美國行政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熱心社會公益事務，致力推動全人發展及社會進步。協助跨國
企業、上市公司、政府部門及中小企業等創建人力資本，以及
過萬人尋找其理想的工作。

獎項殊榮 : 榮獲由經濟中華工商時報主辦之「第二屆」人力資
源行業管理十大品牌

現職 :

• 卓越人力資源管理顧問 – 創辦人、首席人才總監
• 人力資源管理有限公司 -創辦人、董事總經理
• 天際策劃有限公司 -創辦人、執行董事
• 新城電台「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廣播課程講師
• 綽越企業培訓顧問 -高級培訓顧問
• 國際青年商會獅子山分會- 2004年度會長
• 傑出生命計劃 - 創辦人、 會長
• 香港復康力量 -副會長、人力資源總監
• 香港浸會大學 – 師友計劃導師
• 香島中學 – 通識教育顧問
• 明愛專業教育中心 -課程及考評義務顧問
• 路進會 -高級培訓及護航顧問

主講嘉賓 : 梁美儀 EMBA, FHKIoD, MIHRM HK







World’s Local Bank

環球金融 地方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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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sbc.com/1/2/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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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教路

C-VAT® is 

developed by 

Professor Reed 

Nelson



勤奮守時

命帶挑花

創造力强

C-VAT
®

Make the Right Decisions
Find the Right People



公司內部產生矛盾

源於不同價值觀

C-VAT功能

C-VAT
®

Make the Right Decisions
Find the Right People



公司文化

用人之道

求職者2

互相協調

接納

求職者1

不協調

拒絕



http://www.amfor.net/obama.html


 「知」：認知不足之處？

 「明」：明白如何作出改進？

 「喜」：是否喜歡或願意作出改進？

 「行」：願意並實行改變？

 「慣」：堅持實行而成為習慣？

知明喜行慣



中文 日文 英文

常組織 Seiri Structurise

常整頓 Seiton Systemise

常清潔 Seiso Sanitise

常規範 Seiketsu Standardise

常自律 Shitsuke Self discipline

•經濟學家張五常
•源於日本
•環境衛生及物資、物流管理的方法

安全、衞生、品質、效率、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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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組織：清除廢物

 常整頓：分類存放，制定標籤，

30秒內找到物品

 常清潔：劃分清潔責任，保持環境

 常規範：視角管理，按標籤指示而行，

保持貯藏的透明度。

 常自律：每天根據既定的常規持續進行









AIDA
•Attention         (引起注意)

•Interesting      (喚醒興趣)

•Desire             (激發意慾)

•Action             (立即行動)

http://hk.wrs.yahoo.com/_ylt=A3xsaCy.l29IaHkBsU2.ygt./SIG=128cvhe74/EXP=1215359294/**http:/static.flickr.com/72/198308170_4c6346e2fc.jpg




Attention Interesting Desire Action

引起注意 喚醒興趣 激發意慾 立即行動

淘得易宣傳 宣傳流動車
大型吉祥物

LIKE +
7/30前購物

派汽球
遊戲抽獎

淘點
RMB30-1000





Attention Interesting Desire Action

引起注意 喚醒興趣 激發意慾 立即行動

Rubber
Duck

巨型DUCK停
泊尖沙咀

一睹風采
全城購鴨熱

童年回憶
人細鴨大

限期展覧
珍貴紀念



履歷表

面試

Attention Interesting Desire Action

引起注意 喚醒興趣 激發意慾 立即行動







不緊急但重要

制定工作計劃

重要及緊急

馬上執行

緊急但不重要

交他人處理

不緊急亦不重要

說不

急

輕

重

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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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內一般包含以下角色，
各人互補長短



 以任務為本

 愛獨自工作

 樂於提供資料及技術
支援，資源豐富

 克盡己任，並鼓勵隊
員達高水平

 能幹可靠、處事有系
統及效率

http://images.google.com.hk/imgres?imgurl=http://www.netstate.com/states/symb/birds/images/de_blue_hen_chicken.jpg&imgrefurl=http://www.netstate.com/states/symb/birds/de_blue_hen_chicken.htm&h=379&w=300&sz=27&hl=zh-TW&start=2&tbnid=ZWdc85_dRKLj6M:&tbnh=123&tbnw=97&prev=/images?q=chicken&gbv=2&complete=1&hl=zh-TW


 有創意、有彈性

 即使不同意團隊的目標，
仍能努力以赴

 可獨立工作，但亦可與人
合作

 夢想家: 想法不太實際

COLLABORATOR  合群者

http://images.google.com.hk/imgres?imgurl=http://www.foodsubs.com/Photos/egg.jpg&imgrefurl=http://www.foodsubs.com/Eggs.html&h=609&w=641&sz=7&hl=zh-TW&start=5&tbnid=r_h-YAo2a8KxbM:&tbnh=130&tbnw=137&prev=/images?q=egg&gbv=2&complete=1&hl=zh-TW


 會讚賞別人的努力

 鼓勵所有人參與討論

 缺乏長遠目光

 愛製造氣氛，讓隊員輕鬆愉快

 別人眼中的形象：熱誠、支持、幽默

 別人眼中的形象：不踏實、不認真、太操縱

COMMUNICATOR 溝通者

http://images.google.com.hk/imgres?imgurl=http://rendom.net/cgart/2004/phenix.jpg&imgrefurl=http://rendom.net/cgart.htm&h=563&w=500&sz=51&hl=zh-TW&start=5&tbnid=QJmOSzskfgCK9M:&tbnh=133&tbnw=118&prev=/images?q=phenix&gbv=2&complete=1&hl=zh-TW


 敢於向領袖提出相反意見

 坦率地表達個人意見，甚至過於率直

 不懂得見好尌收

 要求團隊作新嘗試，挑戰現狀

 別人眼中的形象：有原則、坦誠、堅持、
太執著、傲慢、自以為是、冒犯

CHALLENGER 挑戰者





1. Contributor 實幹者

2. Collaborator 合群者

3. Communicator 溝通者

4. Challenger 挑戰者



1. Contributor 實幹者

2. Collaborator 合群者

3. Communicator 溝通者

4. Challenger 挑戰者



1. Contributor 實幹者

2. Collaborator 合群者

3. Communicator 溝通者

4. Challenger 挑戰者



1. Contributor 實幹者

2. Collaborator 合群者

3. Communicator 溝通者

4. Challenger 挑戰者



A. Autonomy  (自主空間)

B. Balance of Life (平衡生活)

C. Companion (結伴同行)

D. Development (培訓發展)

E. Engagement (全心全意)

F. Fairness (公平公正)

G. Giving (回饋社會)

H. Healthy, Harmony, Happy

(安全、和諧、開心工作環境)



 1996年成立平機會

 1978年9年强迫教育

 2009年12年免費教育

 Economics (經濟環境)

• Political (政治法律環境)

– 農業經濟

– 工、商業起飛

– 服務業(知識型經濟)



 Social (社會/文化環境)

– 男尊女卑

– “工廠妹”湧現

– 兩性平等

• Technological (技術環境)
– 機械化

– 自動化

– 網絡及高科技





四大支柱

金融服務

旅遊

貿易及物流

專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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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21.7

9.7

54.7

2018
金融

旅遊

貿易物流

專業服務

其他

•按年平均增長率1.4%
•1,453,800人增至1,629,600人
(2010-2018)

•增加175,900人



六大產業

「檢測認證」

「醫療服務」

「科技創新」

「文化創意」

「環保產業」

「教育服務」



0.4

2.3

0.9

5.5

1.1

2.1

2015
檢測認證

醫療服務

科技創新

文化創意

環保產業

教育服務

•按年平均增長率2.8%
•395,000人增至465,000人
(2009-2015)

•增加70,600人



旅遊業
 個人遊拓展

 會議、展覽發展

 基建改善、西九文化

 人民幣升值

 零售

 酒店
•按年平均增長率2.9%
•197,500人增至247,400人
(2010-2018)

•增加49,900人



金融及保險
- 國內經濟發展

- IPO /基金管理

-人民幣產品

- 法例監管

- 3.5百萬僱員自由行

•按年平均增長率2.5%
•207,000人增至253,000人
(2010-2018)

•增加46,200人

http://www.mpfa.org.hk/tc_chi/quicklinks/quicklinks_pub/quicklinks_pub_leaf_invest.html


資訊及通訊
- APPS

- E-banking & E-retailing

- CRM

•按年平均增長率2.1%
•54,600人增至64,600人
(2010-2018)

•增加10,000人



基建開支
-達4,000億元，當中623億為

2012-13年度的開支。

- 撥款2億2,000萬元支持

建造業議會加強培訓

- 市區重建

- 樓宇維修

- 僭建拆卸
•按年平均增長率1.9%
•271,100人增至315,200人
(2010-2018)

•增加44,100人



人口老化
2010 – 8:1

2036 – 4:1

- Silver Hair Market

- 預留土地作發展私營醫院用途。

•按年平均增長率3%
•72,000人增至86,000人
(2009-2015)

•增加14,000人



環保概念
-投入超過三百億元

-海港淨化計劃

-污泥處理設施

-有機資源回收中心

•按年平均增長率4.3%
•32,400人增至41,700人
(2010-2015)

•增加9,300人



社會服務
 向社區投資共享基金注資2億元

 2020年中國社工要達到300萬人。國內現
有253家高校開設社會工作本科專業約有
4萬人，社工專業畢業生將供不應求。

 推廣社會企業
•按年平均增長率1.3%
•665,000人增至737,600人
(2010-2018)

•增加72,700人



個人服務
美容、纖體

保健、護理

陪月

寵物美容



態度改變一切
The greatest discovery of my generation is that human 

beings can alter their lives by altering their attitudes 

of mind.

—William James



主講嘉賓 : 梁美儀 MBA, FHKIoD, MIHRM 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