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聯席會員
二人同行一人免費優惠
截止報名日期：18.2.2015

個人聯席會員活動
『成功職場師友計劃方程式』 講座及交流活動
“成功的企業都會在職場使用師友計劃來解決複雜的人力資源的挑戰，如提升員工的
保留及提高生產力。”
今天，成功的企業均意識到職場師友計劃可以強化整個員工的生命週期、提升新員工的培訓、領導
力的發展等。在 2015 年專門為個人聯席會員舉辦的『人才管理』系列活動，協會邀請了一位擁有
豐富職場師友計劃經驗的嘉賓講者，海洋公園公司園內營銷執行總監梁啟誠先生分享及解碼『職場
師友計劃』成功的方程式。

參與者更可藉此機會，與不同零售商的管理人員，互相交流，分享經驗。
講者

梁啟誠先生 海洋公園公司
(梁先生的個人履歷表附後)

語言

廣東話

日期及時間

2015 年 2 月 26 日 (星期四，年初八)
第 1 部份：4:30 PM – 5:30 PM 嘉賓演講 (4:15PM 開始登記)
第 2 部份：5:30 PM – 6:00 PM 交流經驗

地點

香港零售管理協會會議廳
香港銅鑼灣禮頓道 33-35 號第一商業大廈 10 樓

費用

會員：每人$100 | 二人同行一人免費優惠
非會員：每人$150
包括飲品及小食

對象

内容

園內營銷執行總監

任何從事零售行業或與零售業相關的人士，包括企業負責人、中小企東主、經理級、
人力資源管理人員
第1部份：
 講解海洋公園的企業文化
 職場師友計劃案例分享
 分析關鍵成功因素
 未來發展及計畫
 問答環節

查詢

電話: 2866 8311 |

傳真: 2866 8380 | 電郵: event@hkrma.org

| 吳小姐

個人聯席會員
二人同行一人免費優惠
截止報名日期：18.2.2015

個人聯席會員活動
『成功職場師友計劃方程式』 講座及交流活動
致：香港零售管理協會 | event@hkrma.org | 傳真: 2866 8380
報名表格
本公司提名以下人士出席 2015 年 2 月 26 日(星期四，年初八)「成功職場師友計劃方程式」 講座及交流活
動。
參加者(1)

:

參加者 (2)

:

職位

:

職位

:

公司

:

公司

:

電話

:

電話

:

電郵

:

電郵

:

報名方法

1. 請填妥報名表格，以傳真或電郵方式交回協會。
2. 請在支票背面寫上公司及活動名稱，並於連同報名表格寄回協會(支票抬頭：香港零售管理協會有限公司)

支票 HK$ __________________

(支票號碼:

)

3. 郵寄地址：香港銅鑼灣禮頓道33-35號第一商業大廈7樓

備註

1.
2.
3.
4.
5.

聲明

活動名額有限，以先到先得方式安排。在收到報名表後，協會將向聯絡人發出電郵，以確認收到閣下的報名表格。如
有關申請未被接納，本會將個別通知有關人士。
費用須於截止報名日期前繳交，否則報名無效。報名一經接納，本會將於活動舉行日期前最少2天，向成功申請人士
發出 電郵確認書。
報名一經接納，概不退款。
如欲將參加名額轉讓予他人，必須於活動前3個工作天以書面通知協會。
如活動當日上午7時或以後仍然懸掛八號颱風信號或以上／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全日活動 (9:30am-7:00pm) 及上午
活動 (9:30am-1:00 pm)將會取消。當日下午1時或以後仍然懸掛八號颱風信號或以上／黑色暴雨警告信號，下午活
動 (2:30pm-7:00pm)將會取消。如活動被取消，協會將視乎情況而決定是否另行舉辦，並保留一切最終決定權。

表格內提供的個人資料會用作舉辦上述講座之用。香港零售管理業協會擬把你於此表格內提供的個人資料(即姓名、公司名
稱、職位、電郵地址、公司地址、電話及傳真號碼)用作分派協會的通告、刊物、研究資料、市場資訊；推廣協會的周年活
動、研討會、講座、簡報會、會議、獎項計劃、培訓計劃及服務，以及由協會的合作夥伴所舉辦的同類活動的目的，但協
會在未得你的同意前，不會如此使用那些資料。如閣下不希望繼續收到協會的資料，請以書面通知協會(電
郵:membership@hkrma.org 或 傳真:2866-8380)。如你希望查閱或改正協會持有關於你的個人資料，請聯絡吳小姐，
通訊地址為香港銅鑼灣禮頓道 33-35 號第一商業大廈 7 樓。

本人同意 /

不同意

協會使用上述的個人資料作上述宣傳推廣用途。

Mr. Joseph Leung
Executive Director (Revenue)
Ocean Park Corporation
Mr. Leung is the Executive Director (Revenue) of Ocean Park Corporation.
He is responsible for all Ocean Park in-park revenue and related guest service
opportunities in the areas of food and beverage, retail, games, photo and other
third party operations. He has a long career with a subsidiary of the UK
hospitality group - Trusthouse Forte as their Commercial Director in Hong
Kong. He also worked as the Deputy General Manger of Restorama, a
subsidiary of Swiss Airline, and as the Country/Regional Manager of
Mövenpick, the ice-cream maker and retailer. Before joining Ocean Park, he
was involved with various projects in Forensic Accounting & Financial
Consultancy within the Efficiency Unit of the Chief Secretary of Administration
Office of the HK Government. Mr. Leung holds a graduate degree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from the Pacific Western University in the USA.

梁啟誠先生
園內營銷執行總監
海洋公園公司
梁啟誠先生負責海洋公園一切園內營銷和相關的遊客服務事宜，其範圍包括餐
飲、零售、攤位遊戲、攝影及其他商業伙伴營運。園內營銷總監一職，藉以綜合
園內所有收入來源項目，集中由一位富專業技術及經驗的人士領導、發展和增進
各項目的業務，同時致力配合海洋公園總體重建計劃之開展。梁先生於本地及海
外客戶服務、零售、餐飲業具有豐富經驗。他曾於Sodexho附屬公司Gardner
Merchant任職商業總監，瑞士航空附屬公司 Restorama任職助理總經理，以及
Mövenpick 雪 糕 製 造 及 零 售 商 任 職 地 區 經 理 。 梁 先 生 畢 業 於 美 國 Pacific
Western 大學，持公共行政學士學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