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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發布 

 

九龍倉燃起企業家精神 策動聯校新春年宵會 

來自十一間中學的二百名同學由無到有營商初體驗 

綻放頂級才華及五星級產品 

 

(二○一三年一月二十五日─香港) 為期三日的「學校起動」聯校新春年宵會─學校起動─

新春喜盈「營」年宵會於今天揭幕。這活動由超過二百名來自十一間中學學生(年齡由

十三至十八歲)策劃，目的是為學生提供從無到有的營商體驗機會。大會估計將有數以

萬計的人流到訪此新春年宵會。 

 

學校起動─新春喜盈「營」年宵會是九龍倉為「學校起動」計劃舉辦的眾多活動之一。

自二○一一年計劃推出以來，「學校起動」計劃已為十一間學校舉辦了逾一百個不同規模

的活動，吸引超過五千學生人次參加。此計劃與不同的機構及供應商合作，建立協同效

應，為參與學校、學生及九龍倉集團義工帶來莫大的裨益。 

 

學校起動─新春喜盈「營」年宵會旨在為學生提供發揮創業精神及誘發其對未來生涯規

劃的願景。參與學生均展開近六個月的籌備工作，包括前期開發及策劃營商計劃、市場

分析、擬定出售的產品、市場推廣，以至集資方式等。參與學校同時亦得到一連串由九

龍倉集團及其業務單位的義工提供的分享會及工作坊的支持。 

 

學校起動─新春喜盈「營」年宵會開幕禮的主禮嘉賓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務司司長林鄭月

娥女士 GBS, JP 致辭時表示：「今次年宵會為超過二百名學生提供非常有意義的學習機

會。我希望藉此機會多謝各位九龍倉的職員義工，付出寶貴的私人時間，與同學們分享

專業知識，使他們從這個傳承過程獲益良多。我更希望同學們學會分享，日後能以各位

企業義工為榜樣，不問回報，樂於助人，回饋社會。」 

 

雖然計劃由九龍倉策動，但「學校起動」計劃歡迎其他企業參與，從而誘發更多協同效

應，並提供進一步支援，讓更多有需要的學校及同學能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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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十分高興見證自計劃開展以來，各參與學校的重大成就及進展。這新春年宵會正

正見證了同學們的頂級才華及五星級能力。」九龍倉集團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兼「學校起

動」計劃召集人李玉芳女士謂。「推出這計劃後，我們更深信很多學校很進取及充滿熱

誠，但卻礙於資源匱乏而不能發揮，我們最不願意見到的是潛質優厚的學生因欠缺資源

而未能得到發掘或得不到適當的培育。」 

 

「擁有健全的支援網絡、全面的計劃結構及廣泛的專才資源，『學校起動』計劃提供一

個完善的平台讓持相同理念及熱誠的企業，為欠缺資源的年青人及學校的發展出一分

力。 例如「學校起動」計劃的第十一間學校便是由三寶鐘錶珠寶贊助，三寶認同計劃

的理念，甫於計劃推出不久便承諾加入，期望成就欠缺機會的學校和學生得以發展及進

步。」李女士補充。 

 

學校起動─新春喜盈「營」年宵會給予同學們一個實踐的機會。除了營商技巧外，活動

亦會加強同學們的合作精神、解難能力及協商技巧。 

 

「活動最困難的一部分是如何選擇及設計貨品。這工作需要深入的市場知識，包括市場

定位、客戶消費模式及訂價策略。我們跳出學生的身份，作出天馬行空的構思，這思考

過程讓我們作自我反省及思索怎樣可完善整件事情。」樂善堂余近卿中學劉沛璁謂。 

 

在為期三天的活動中，十一間參與學校將競逐九項奬項，包括最佳攤位設計、最佳顧客

服務獎、最佳營商計劃書獎、最高營業額獎、最具成本效益獎等。 

 

開幕禮上亦宣布了最佳營商計劃書得主，並誕生了雙冠軍﹕天主教南華中學及鳳溪第一

中學。學生們從林鄭月娥女士及李玉芳女士手上得到奬項均表現興奮，其他奬項將於二

○一三年三月宣布。年宵會將於二○一三年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假荷里活廣場舉行。 

 

學校起動─新春喜盈「營」年宵會十一間參與學校包括﹕ 

 佛教何南金中學     天主教南華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協中學  五育中學 

 潮州會館中學  天主教普照中學 

 棉紡會中學   保良局朱敬文中學 

 鳳溪第一中學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 

 樂善堂余近卿中學  

 

想了解學校起動-新春喜盈「營」年宵會現場實況，請瀏覽「學校起動」計劃 Facebook

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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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學校起動」計劃 

「學校起動」計劃於二○一一年五月推出、涉及資助金額達港幣一億五千萬元，為香港

潛質優厚但欠缺資源的中學提供全面硬件及軟件支援，希望藉此提升有關學校及學生的

競爭力及表現。計劃憑藉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的「優質學校改進計劃」的專業

知識，改善十間經甄選的學校。除了透過新春年宵會獲得第一手營商經驗外，計劃亦提

供多方面支援，包括學術表現提升、課外活動及其他學習體驗、改善學習環境、就業計

劃、師友計劃及輔導，以及家長、教師協作，超過一萬名學生受惠。 

 

有關「學校起動」計劃詳情，請瀏覽 

http://www.wharfholdings.com/projectwecan   

 

關於九龍倉集團有限公司  

九龍倉集團有限公司（「九龍倉」）始創於一八八六年，爲會德豐有限公司的上市附屬公

司。九龍倉以地產發展爲業務的策略重點，致力於收購土地、融資、項目發展、設計、

建築及市場推廣。集團卓越的商場管理傲視同儕，旗下的海港城及時代廣場兩個地標物

業為集團在香港的骨幹地產項目。九龍倉繼續以「創建明天」的目標積極拓展在國內之

資產，中期目標是增加內地資產至集團資產總值之一半，當中包括增加土地儲備至一千

八百萬平方米。集團於亞太區擁有或管理十三間馬哥孛羅酒店，十間施工中的新酒店將

逐步落成，於二○一六年全數落成後，將令酒店業務規模倍增。集團目前在國內的資產

還包括多個位處中國沿岸的重點碼頭，這正是未來數十年全球貨運最蓬勃的海岸綫。歡

迎瀏覽集團網址 www.wharfholdings.com 

 

傳媒聯絡﹕ 

 

陳乙頤小姐 

博雅公共關係 

電話 : 2963 5620 / 9663 7156 

電郵 : kate.chan@bm.com 

黃愷婷小姐 

博雅公共關係 

電話 : 2963 6705 / 9288 1860 

電郵 : janice.wong@bm.com 

 

http://www.wharfholdings.com/projectwecan
http://www.wharfholdings.com/
mailto:kate.chan@bm.com
mailto:janice.wong@b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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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起動―新春喜盈「營」年宵會 

簡介 

 

概覽 

目的： 讓「學校起動」計劃的學生透過營運年宵攤位，學習營商規劃、銷售

及市務推廣、會計等多方面知識 

 

日期： 二○一三年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年十四至十六) 

 

地點： 荷里活廣場一樓明星廣場 

 

營運時間： 早上十一時至晚上九時 

 

參與單位 

 超過二百名來自十一家「學校起動」計劃的參與中學 

 九龍倉各業務分部的公司義工及中文大學的「優質學校改進計劃」亦為學生提供支

援 

 

特點/學習機會 

 每間「學校起動」計劃的參與學校獲分配一個攤位，與其他真正商戶一起營運。為

達到目標成效，並且與其他學校及商戶進行競爭，各參與學校須與其夥伴業務單位

合作，撰寫營商計劃書，內容須涵蓋市場及優弱分析、擬出售的產品及數量、市場

分析推廣、銷售目標、盈利預測及支出預算等。除了揭幕典禮外，大會亦會舉行頒

獎禮暨分享會，以表揚表現出色的隊伍。 

 

 為增強學生的商業觸角及擴闊他們的知識領域，大會為參與師生安排兩場大型工作

坊，並邀得集團專擅展銷、採購、市場推廣、零售及會計的同事分享經驗。 

 

 為鼓勵學生與人分享，大會要求每間學校需計劃如何善用盈利，令全體學生可共享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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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年宵會共設有九個獎項，包括： 

- 最佳營商計劃書獎 

- 最具創意獎 

- 最佳攤位設計 

- 最具團隊精神獎 

- 最佳顧客服務獎 

- 最高淨盈利獎 

- 最高營業額獎 

- 最具成本效益獎 

- 每日最高生意額獎 

 

頒獎禮 

 頒獎典禮暨分享會將於今年三月舉行，讓參與學生有機會與其他同學分享他們的營

商心得。 

 

閉幕禮 

日期：   二○一三年一月二十七日 

時間：   下午三時 

地點：  荷里活廣場一樓明星廣場 

節目：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總監葉兆輝教

授有關青少年問題及父母子女相處之道的講座  

 



 

 

 

「學校起動」計劃 

簡介 

 

「學校起動」計劃乃全方位學校改進先導計劃，於二○一一年五月由九龍倉推出，為期

六年，涉及資助金額達港幣一億五千萬元，由九龍倉撥捐。計劃透過全方位支援，改善

十間中學、逾一萬名社、經地位稍遜，缺乏發揮機會但極有潛質的學生的表現。計劃得

到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的專業協助，並獲九龍倉委任為項目策劃，負責

為參與學校及師生提供一籃子支援。計劃更設有由資深教育人士、校長、老師及社工代

表組成的顧問委員會。 

 

計劃旨在成為一公開平台，歡迎各界參與，透過投入其資源、經驗，共同提升弱勢背景

學生的起步點。計劃甫推出，已獲多方支持，一間歷史悠久的高級珠寶及鐘錶零售商亦

加入計劃，夥拍多一間中學，注入額外資金及義工，令受惠學校增至十一間。計劃為社

會各界締造多贏，去年更獲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頒發「傑出伙伴合作計劃奬」。 

 

計劃理念和目標 

 為社經地位較低及欠缺資源的清貧學生提供全面支援，提升其起步點，增強其競爭

力，為他們締造機會和希望 

 誘發學生自學的動機，啟發其生涯規劃的願景；加強學校教學能量和團隊精神，達

至自我完善 

 透過全方位的支援，擴闊學生視野，增加學生往上流的機會，有助解決隔代貧窮 

 

計劃特點 

 強調校本為主，以學生及學校所需出發 

 具持續性、涵蓋面廣而深；持續滿足社會需要 

 全方位支援、軟硬兼備 

 九龍倉團隊、各學校教師團隊及中文大學積極參與為學生及教師制訂及執行整個學

年全方位學習及活動 

 極具協同效益，能與社會上不同機構、單位合作，又為學生帶來裨益，達到雙贏 

 

十一間參與中學 

1 佛教何南金中學（油塘區） 7 天主教南華中學（深水埗區） 

2 中華基督教會基協中學（黃大仙區） 8 五育中學（沙田區） 

3 潮州會館中學（馬鞍山） 9 天主教普照中學（油塘區） 

4 棉紡會中學（葵青區） 10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屯門區） 

5 鳳溪第一中學（上水） 11 保良局朱敬文中學（沙田區） 

6 樂善堂余近卿中學（黃大仙區）   



員工參與 

除了財政支持外，員工的參與亦是「學校起動」計劃的重要一環。在為期六年的計劃中，

九龍倉十個業務分部及同母系公司各自夥拍一間學校，按不同學校及學生的需要，動員

各業務分部的員工，從不同層面提供支援，包括教與學、學生課餘活動、品行、生涯規

劃、學習環境及支援、學生輔導，以至家長與教師合作等。集團員工還探訪學校，並不

時積極參與學校活動，以增進與學校及學生的認識。為確保計劃得以順利進行，參與的

業務分部均自組核心團隊，定期與相關學校及中大聯繫，跟進學校及學生之需要。 

 

活動特色和類型 

過去一年多，已舉行一百多項活動，超過三千學生人次參與。曾舉辦的活動包括： 

 

1. 參觀不同業務、

職業講座 

現代貨箱碼頭、九倉電訊、香港空運貨站、海港城（控

制中心）、馬哥孛羅酒店、有線電視新聞中心、電車廠、

連卡佛貨倉、物流中心、建築師樓 

2. 學校起動職場影子工作體驗計劃 

3. 師友計劃 

4. 學術活動 英語會話及閱讀會、天星小輪公民教育遊、香港小交響

樂團《樂聚一小時：校園篇》、薩凡納藝術設計課程、小

小律師思維辯才課程 

5. 通識教育及其他 馬哥孛羅酒店及太平洋會餐桌禮儀班、有線電視新聞採

訪講座、專家主講的專題講座、時代廣場聖誕亮燈儀式

及派對、遠足活動、田徑活動、外展訓練、神舟九號載

人航天代表團午宴、長春社環保講座、香港社會創投基

金「Green Monday」及「鑽石無障礙的士」講座等 

6. 義工活動 長春社步行籌款、九倉電訊為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兒童之

家舉辦海洋公園同樂日、無止橋甘肅大灘村服務之旅 

為獨居老人住屋油漆翻新、與匡智會學童同慶聖誕 

 

 

 

有關計劃詳情，請瀏覽 www.wharfholdings.com/projectwecan。 

http://www.wharfholdings.com/projectwe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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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起動 ― 新春喜盈「營」年宵會開幕典禮 

新聞圖片說明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女士 GBS, JP 

﹝由前至後第二排左四﹞聯同九龍倉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李玉芳女士﹝由前至後第二排左五﹞及會

德豐有限公司董事黃光耀先生﹝由前至後第二排左

三﹞一起主持學校起動― 新春喜盈「營」年宵會開

幕典禮，並與參與「學校起動」計劃師生進行合

照。為期三日的「學校起動」聯校新春年宵會由超

過二百名來自十一間中學學生(年齡由十三至十八歲)

策劃，目的是為學生提供從無到有的營商體驗機

會。 

 

學校起動─新春喜盈「營」年宵會開幕禮的主禮嘉

賓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女士 GBS, JP

致辭時表示：「今次年宵會為超過二百名學生提供

非常有意義的學習機會。我希望藉此機會多謝各位

九龍倉的職員義工，付出寶貴的私人時間，與同學

們分享專業知識，使他們從這個傳承過程獲益良

多。我更希望同學們學會分享，日後能以各位企業

義工為榜樣，不問回報，樂於助人，回饋社會。」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女士 GBS, JP 

﹝左﹞和九龍倉集團有限公司執行董事李玉芳女士

﹝右﹞在學校起動― 新春喜盈「營」年宵會開幕典

禮中頒發「最佳攤位設計」給天主教南華中學的學

生代表。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女士GBS, JP

﹝左一﹞和會德豐有限公司董事黃光耀先生﹝右

一﹞― 新春喜盈「營」年宵會開幕典禮中頒發「最

佳營商計劃書獎」獎給雙冠軍的天主教南華中學

﹝右二﹞及鳳溪第一中學﹝左二﹞的學生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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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善堂余近卿中學的學生為主禮嘉賓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女士 GBS, JP﹝中﹞九龍倉集

團有限公司執行董事李玉芳女士﹝右﹞和會德豐有

限公司董事黃光耀先生﹝左﹞介紹年宵攤位的概念

和產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