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商業道德發展中心 25 周年紀念活動 

 

主持人 

各位先生，女士，下午好。歡迎參加香港商業道德發展中心 25 周年

紀念活動。 

 

今天，我們有很多合作夥伴和朋友一起參與中心的銀禧誌慶直播活動。 

 

歡迎各位並感謝你們抽空參與。請各位為大家鼓掌，謝謝。 

 

活動正式開始，有請廉政專員白韞六先生致歡迎辭。有請專員。 

 

廉政專員白韞六先生，SBS，IDSM 

主席、各位香港商業道德發展諮詢委員會委員及在網上參與的朋友，

午安。 

 

歡迎各位參加香港商業道德發展中心 25 周年紀念活動的網上直播。 

 

2020 年是充滿挑戰及不穩定的一年，尤其是對本港商界而言。除了因

貿易關係緊張和社會動盪而導致的各種經濟與社會困境外，我們亦見

證了 2019 新型冠狀病毒對商界以至整個社會所造成的沉重打擊。儘

管如此，我們欣然見到不少企業在面對危機時能展現毅力及智慧，積

極應變，努力克服困難。有人可能認為適應、轉型和創新的能力是在



新常態下營商的成功關鍵。但我想強調在這些特質的背後，商業誠信

乃是決定你的生意，以至是大家一直珍惜的公平營商環境能否持續發

展的重要因素。 

 

多年來，香港商業道德發展中心致力推廣商業道德作為反貪的第一道

防線。在香港主要商會的鼎力支持下，廉政公署社區關係處於 25 年

前成立香港道德發展中心，並於 2015 年易名為香港商業道德發展中

心，以更清晰地反映其服務範疇。憑著堅定的決心及穩健的根基，中

心至今已向超過一萬家工商機構推廣誠信管治，及向逾一百萬位商界

從業員宣揚誠信信息，他們皆認為這些交流實用並富啟發性。 

 

此外，廉署積極透過全方位的肅貪倡廉策略，成功遏止貪污，並為社

會帶來移風易俗的改變。2019 年廉署周年民意調查顯示，貪污在香港

社會絕不普遍，市民對貪污的容忍度亦維持於極低水平。超過 98%的

受訪者表示在過去 12 個月沒有親身遇到貪污情況。以 0 分至 10 分的

評分方法量度，受訪者對貪污的容忍度平均分為 0.3 分，近乎零容忍。

此外，大約 82%受訪者表示願意舉報貪污，96%受訪者支持廉署的工

作。以上調查結果證明，廉潔文化已植根社區。在過去數十年，市民

已經由以往默默忍受貪污，變成積極抗拒。 

 

在國際社會上，香港持續獲評為全球最廉潔的地方之一。以



「TRACE 賄賂風險指數」為例，它衡量商業機構在不同地方可能遇

到的賄賂風險，把香港列為全球 200 個地方中第 10 低風險的地方，

乃亞洲之冠。而根據去年公布的透明國際「清廉指數」，香港的廉潔

程度在全球 180 個地區中排名第 16 位。 

 

低貪污風險有助建立一個開放、公平及具競爭性的市場，從而增加投

資者的信心。在 2020 年，香港在「經濟自由度指數」獲評為全球第

二最自由經濟體，並獲「世界競爭力年報」評為第五最具競爭力的地

方。兩項排名分別由傳統基金會及國際管理發展學院發佈。事實上，

廉署一直透過中心積極推動商業道德，協助本地商界達致企業管治的

國際化水平，以維持香港的整體競爭優勢。 

 

雖然我們有信心香港能保持廉潔公平的營商環境，但我們卻絕不能鬆

懈。縱使全球經濟狀況持續多變及不穩，但這正好為香港注入新的動

力，重新審視自身的優勢和弱點，以迎接新機遇。廉署作為香港專責

反貪的執法機構，將一如既往繼續保持警惕，透過執法、預防和教育

三管齊下打擊貪污。中心亦將會致力就新的營商模式，探索更有效的

方法以加強商業機構的企業管治和商界人士的誠信水平。 

 

女士們，先生們，常言道：「悲觀者抱怨風大；樂觀者期望風勢改變；

而領導者則調整船帆砥礪前行」。作為商界的領袖，在目前惡劣的經



營環境下帶領企業跨越困境的領導角色尤為重要。而大家在各自的專

業及領域中積極實踐誠信管理和鞏固誠信文化，更是維護公平營商環

境的關鍵。 我深信只要堅守誠信，我們定能克服困難，走過風雨，

遇強越強。多謝各位。 

 

主持人 

感謝白先生。再次謝謝你。 

 

香港商業道德發展中心的工作由香港商業道德發展諮詢委員會 (委

員會)督導。委員會由香港十大主要商會代表組成。 

 

委員會主席孫啟烈教授也有出席今天的活動。他將會向我們簡介中心

在過去 25 年的工作以及取得的成果。有請孫教授。  

  

香港商業道德發展諮詢委員會主席孫啟烈教授，BBS，JP 

專員、各位委員、先生，女士 

  

今天我很榮幸出席香港商業道德發展中心(中心)成立 25 周年紀念活

動。 

 

中心是一個非常獨特的機構，是香港以公私營合作方式推廣商業道德

和專業誠信的先驅。中心透過香港商業道德發展諮詢委員會與十個主



要商會緊密合作，一直走在商界的最前線，為不同行業提供最新及度

身訂造的服務和資源，鞏固本港商界的誠信文化。 

 

作為已加入諮詢委員會近十年的資深委員，我很高興看到中心栽種的

誠信種子能紮根商界，並一直茁壯成長。多年來，超過 10,000 間由初

創企業至上市公司等不同規模的商業機構曾使用中心的服務以提升

它們抵禦貪污和建立誠信企業文化的能力。更令人鼓舞的是有逾 100

萬名商界和專業人士曾參加由中心統籌的防貪及誠信培訓，從而了解

誠信領導、公司管治、專業道德與及遵守法規的重要性。 

 

誠信是專業操守的基石。超過 70 個行業及專業團體，包括建造業、

保險及金融業、以及會計及企業管治界別等，均認可中心的誠信培訓

作為它們的持續專業發展課程，或在它們的專業認可考試中，加入廉

署的防貪信息。 

 

因應不同行業或界別的關注課題及培訓需要，中心已為不同對象推出

超過 2,000 項培訓及參考資料，並上載至中心的網站供大眾參考，中

心網站至今已吸引超過 4,800 萬次點擊。 

 

除了向商界廣泛宣傳防貪信息外，中心並沒有忽略為在本港經濟擔當

重要角色的個別界別和行業制定全面的誠信教育計劃。過去五年間曾



推出的大型計劃包括為期三年的上市公司商業道德推廣計劃，與及現

正進行為期兩年的保險業道德推廣計劃。中心與相關的監管機構、政

府部門、專業和行業團體合作，向香港所有上市公司和保險公司推廣

廉政公署的防貪服務，以提高專業人士、商界領袖和從業員的誠信水

平，並於商界建立廉潔文化。兩項計劃均得到上市公司和保險公司的

高度評價，並獲得服務使用者和培訓對象的好評。 

 

俗語謂：「創業難，守業更難」，儘管中心在過去 25 年取得卓越的成

績，但我們必須繼續努力，在商業道德推廣工作中尋求進步和突破，

以滿足不同對象的需求，這在企業廣泛受到經濟不景影響的時刻尤其

重要。對中心而言，我們所推廣的是一種信念 — 此信念乃商業道德

是業務成功的關鍵，並能惠及所有持份者。這同時也是一種品德 — 

商界領袖和從業者無論經歷高山低谷都應恪守的誠信品德。 

 

公平廉潔的營商環境是所有持份者共同推廣上述信念及堅守誠信品

德的成果。因此，我希望各位繼續支持中心的誠信推廣工作，以維持

香港這來之不易的聲譽和競爭優勢。 

 

親愛的朋友們，25 年是中心的另一個里程碑，我們感謝你加入我們的

誠信之旅。讓我們一起擁抱誠信，成就更美好的未來!。謝謝。 

 



主持人 

謝謝孫教授。 

 

中心能有今天的成績，實有賴委員會成員的指導，尤其是為中心誠信

推廣工作奠下了良好基礎的歷屆委員。 

 

我們很高興能藉此機會聯繫多位前委員，他們都有些說話跟大家分享： 

 

香港總商會 黎定基先生，CMG，SBS，JP 

恭賀香港商業道德發展中心成立 25 周年。作為香港商業道德發展諮

詢委員會的前主席，我非常感謝中心過去 25年來的努力和專業精神。 

 

香港中華總商會 蔡冠深博士，GBS，BBS，JP 

香港商業道德發展中心多年來致力推廣商業道德及專業誠信，我和香

港中華總商會不少成員都十分榮幸能夠共同參與，我在此謹向香港商

業道德發展中心成立 25 周年致以最熱烈的祝賀。 

 

香港工業總會 梁君彥議員，GBM，GBS，JP 

感謝香港商業道德發展中心在過去的 25 年努力不懈地加強不同行業

的商業及專業道德。在這特別日子，我祝願中心在未來取得更大成就。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盧文端博士，GBS，SBS，BBS，JP) 



恭祝香港商業道德發展中心 25 歲生日，希望大家共同努力，為香港

的反貪工作加油。 

 

香港工業總會 丁午壽先生，SBS，JP 

生日快樂! 你們是香港最重要的支柱之一，香港工業總會及工商界將

繼續支持你們的工作。 

 

香港中華總商會 胡經昌先生，BBS，JP 

我很高興及榮幸可以於中心發展初期參與香港商業道德發展諮詢委

員會這個非常有意義的工作，在此祝願香港商業道德發展中心未來的

工作取得更卓越的成績。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吳永嘉議員，BBS，JP 

好多謝商業道德發展委員會在過去 25 年來為香港作出的努力和貢獻，

我亦肯定商業道德發展委員會在未來日子定必一如既往繼續為香港

營造一個良好的營商環境。 

 

香港總商會 胡定旭教授，GBS，JP 

商業道德是維持香港廉潔公平營商環境的重要支柱。讓我們一起擁抱

誠信，成就未來。 

 

主持人 



非常感謝你們的祝賀和鼓勵。你們一直以來的支持對我們有重大的意

義。  

 

我們現屆委員也同樣十分支持中心的工作。讓我為大家介紹委員會的

成員和代表。出席活動的委員和代表有： 

 

香港美國商會傳訊及政府事務總監徐穎汶女士，她是代表早泰娜委員

出席 

 

香港英商會行政董事戴林瀚先生 

 

中華總商會副會長楊華勇先生，他是代表王惠貞委員出席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副會長盧金榮博士 

 

香港歐洲商務協會董事 Talida Brauner 女士 

 

委員會主席，香港工業總會名譽會長孫啟烈教授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副會長兼總裁張夏令先生 

 

香港總商會總裁梁兆基先生 

 

香港日本人商工会議所事務局長柳生政一先生 



 

香港印度商會行政總裁冼達林先生，他是代表司徒偉委員出席，以及 

 

廉政公署社區關係處處長何渭枝先生 

 

各位，讓我們一起向收看網上直播的觀眾揮手問好。謝謝大家。 

 

今天我有一項重要任務給各位委員。正如剛才提到，這是中心的銀禧

誌慶，中心期望藉此機會推出新的標誌，為中心帶來煥然一新的面貌，

加強品牌形象。 

 

我們將舉行一個簡單而富意義的儀式來推出中心的新標誌。 我們先

請廉政專員一起主持儀式。 有請白先生。 

 

現在，每位嘉賓都手持一個未亮光的燈球。當我數到 3 時，我們會一

起亮燈。各位先生、女士及觀眾，請準備…… 1、2、3……  

 

色彩繽紛的燈球象徵著各行各業對中心工作的支持，以商業道德共同

推動建設更美好的香港。 

 

很好。多謝各位。 

 

中心工作與時並進，但其使命始終如一，並彰顯在其新標誌中。 

 



中心新標誌是由英文字母「E」和「B」組合而成。 英文字母「E」也

融合了中文的「正」字，代表著「道德、公平與誠信」。 

 

從螢幕上可見，新標誌的英文字母「B」反映中心以推動商界誠信為

工作重點。 

 

兩個字母交織在一起表達「誠信是營商致勝的關鍵」的意思，配合清

新的綠色主調，代表長遠為企業帶來「蓬勃和可持續」的發展。 

 

標誌的精髓及當中的價值觀亦可體現在中心的全新標語：「誠信為

先 · 成就未來」。 

 

談到「成就」，我想向你們介紹中心正在推行的一個重要項目，「誠信

創未來」保險業道德推廣計劃。這是中心近年其中一個為不同界別舉

辦的大型道德推廣項目。 

 

我們十分高興能邀請到計劃的合作夥伴參加了今天的活動，當中包括

這個計劃的合辦機構保險業監管局。 

 

保險業監管局主席鄭慕智博士為我們預錄了一個片段，請收看。 

 

保險業監管局主席鄭慕智博士，大紫荊勳賢，GBS，JP 

正直和誠信是商界領袖和包括保險業從業人員在內的專業人士不可

https://cn.linguee.com/%E4%B8%AD%E6%96%87-%E8%8B%B1%E8%AF%AD/%E7%BF%BB%E8%AD%AF/%E8%93%AC%E5%8B%83.html


或缺的素質，而良好的誠信水平亦能為行業的健康發展締造新機遇。

香港保險業監管局一直高度重視提升保險業界的誠信文化，我非常高

興香港商業道德發展中心能成為我們的重要合作夥伴，攜手向業界推

廣誠信。 

 

在 2019 年，保險業監管局與中心及 12 個保險業團體攜手推出為期兩

年的「誠信創未來」保險業道德推廣計劃，提供一系列提升誠信意識

的服務和產品，例如培訓課程和教材，以及一個道德資源網站，並廣

泛推廣至所有保險公司。至今，已有超過 340 間保險機構採用廉署提

供的防貪服務；超過 5,000 名保險從業員完成相關誠信培訓課程；而

道德資源網站則錄得共 30,000 個點擊。憑著中心的努力不懈及業界

的大力支持，我深信計劃的動力會持續並帶來更卓越的成效。 

 

適逢中心 25 周年紀念的重要日子，我謹此祝賀中心多年來取得的卓

越成績，我亦感謝中心對不同行業的貢獻和支持，協助商界建立誠信

文化。 

 

雖然我們今天面對重重逆境，但商業道德始終是香港維持其國際競爭

力的核心價值，因此，中心和保險業監管局將會繼續攜手推廣商業道

德。最後，我祝願中心未來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多謝各位! 

 



主持人 

謝謝鄭博士。 

 

計劃能夠成功推行，實有賴各合作夥伴的支持，計劃 12 個支持機構

的代表現正在網上一同參與今天的活動。歡迎各位，請各位以 10 秒

時間向收看直播的觀眾問好和分享幾句話。 

 

讓我向大家逐一介紹他們，有請： 

 

香港人壽保險經理協會會長卓君風先生。請和我們分享幾句說話。 

 

卓君風先生 

香港人壽保險經理協會多謝你們守護香港無限個 25周年。多謝大家。 

 

主持人 

謝謝 

 

下一位是香港保險中介人商會上屆會長余蕙圓女士 

 

余蕙圓女士 

恭喜! 恭喜香港商業道德發展中心 25 周年慶典，希望將來大家繼續

有更緊密的合作。 

 



主持人 

謝謝 

 

香港一般保險業協會副主席陳維嘉先生 

 

請確保開啟了咪高峰，因為我們聽不到你的話。 

 

陳維嘉先生，請和大家講幾句話。 

 

陳維嘉先生 

恭喜香港商業道德發展中心成立 25 周年。生日快樂，並繼續發熱發

亮，多謝大家。 

 

主持人 

謝謝 

 

香港保險中介行業協會會長關億信先生 

 

請緊記開啟咪高峰。   

 

請各位預備好，我們先請下一位。 

 

香港保險業總工會理事長馮志遠先生  

 



馮志遠先生 

公平、公開與廉潔的營商環境，使香港名揚四海，香港保險業總工會

祝賀香港商業道德發展中心 25 周年生日快樂。 

 

主持人 

謝謝 

 

香港財務策劃師學會主席李澄幸先生 

 

李澄幸先生 

大家好，香港財務策劃師學會祝賀香港商業道德發展中心成立 25 周

年快樂，祝願工作順利，未來與業界攜手合作，鞏固專業及誠信文化。 

 

主持人 

謝謝 

 

高峰進修學院院長潘秉匡教授 

 

潘秉匡教授 

大家好，高峰進修學院好高興成為香港商業道德發展中心的合作夥伴，

將商業道德融入於專業培訓中，恭賀中心成立 25 周年的時候，亦希

望我們在未來繼續更深入合作，為建立企業的誠信文化作出貢獻，多



謝大家。 

 

主持人 

謝謝 

 

香港專業保險經紀協會主席關世明先生 

 

關世明先生 

大家好。 

 

主持人 

我們聽得很清楚，請繼續。 

 

關世明先生 

香港專業保險經紀協會謹在此恭喜香港商業道德發展中心 25 周年，

亦希望將來能夠惠及更多企業，令大家的道德標準更加提升。多謝各

位。 

 

主持人 

謝謝 

 

香港保險顧問聯會會長陳志江先生  

 



陳志江先生 

大家好，「無誠信，保險不立；有承諾，保障未來」。我在此謹代表香

港保險顧問聯會祝賀香港商業道德發展中心 25 周年銀禧紀念。 

 

主持人 

謝謝 

 

香港保險業聯會行政總監劉佩玲女士 

 

劉佩玲女士 

生日快樂。香港商業道德發展中心與香港保險業聯會合作良久，我們

非常高興成為中心的工作夥伴。去年，我們更攜手為業界推出首個網

上持續專業培訓課程。我們期待將來與中心有更多合作。生日及周年

紀念快樂。 

 

主持人 

謝謝。 

 

下一位是香港保險師公會會長李俊明博士 

 

李俊明博士 

恭喜中心成立 25 周年，我們會繼續與中心攜手於業界推廣誠信，希



望行業可以持續發展，多謝。 

 

主持人 

謝謝。 

 

香港人壽保險從業員協會會長鄭鏗源先生 

 

鄭鏗源先生 

大家午安，我是保協會長鄭鏗源。我在此代表保協祝賀香港商業道德

發展中心成立 25 周年生日快樂，並希望透過中心日後各項活動，能

夠繼續推動和影響更多香港企業、香港人，珍惜和關注商業道德課題，

多謝。 

 

主持人 

最後，謝謝大家。讓我們用熱烈的掌聲感謝線上和線下的各位。感謝

大家對鞏固保險業的誠信文化作出支持和承諾。再次感謝大家。 

 

在業界的支持下，中心為計劃製作了多元化的產品，包括： 

 

一套加強新入職者專業誠信的網上學習教材 

 

讓持牌中介人修讀的網上持續培訓課程，以及 

 



保險業道德資源網站，當中包括大量的培訓和防貪資源。 

 

廉政公署亦一直為個別保險公司提供各項適切服務並為從業員提供

誠信培訓，以提高他們的專業道德意識。 

 

歡迎隨時聯絡中心獲取免費服務。 

 

常言道「一人的力量有限，眾人之力則可創造無限」。 

 

中心衷心感謝多年來很多專業團體和商界組織與我們並肩推動專業

誠信和商業道德。 

 

接下來我們將在螢幕上看到另一個 Zoom 環節。 

 

今天，我們很榮幸邀請了這些夥伴的高級管理層跟大家分享與中心合

作推廣誠信的感受。現在有請接著的嘉賓如剛才一樣，每人以約 10

秒時間向線上和線下觀眾分享感受。 

 

首先是特許詐騙審查師學會香港分會會長湯颷先生 

 

湯颷先生 

我謹代表特許詐騙審查師學會香港分會祝賀香港商業道德發展中心

25周年紀念。過去多年來，本會與中心緊密合作，舉辦多項推廣道德



和反貪污賄賂的培訓活動，我們希望未來繼續與中心攜手合作。多謝

大家。 

 

主持人 

謝謝 

 

下一位是中國委托公証人協會副主席徐奇鵬先生 

 

徐奇鵬先生 

大家好，本人謹代表中國委託公証人協會祝賀香港商業道德發展中心

25周年紀念。本會十分認同中心的宗旨，推廣及促進香港廉潔和道德

發展，我們除了受惠於中心為本會會員講解這方面要素外，未來亦會

繼續邀請他們與本會會員分享最新的情況，希望令香港繼續成為一個

最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 

 

主持人 

謝謝。 

 

地產代理監管局行政總裁韓婉萍女士 

 

韓婉萍女士 

大家好。祝賀香港商業道德發展中心成立 25 周年紀念。我們期望與



中心繼續加強合作，促進香港地產代理行業更美好的發展。 

 

主持人 

謝謝 

 

香港檢測和認證局署理助理秘書長吳啟鳳女士 

 

吳啟鳳女士 

大家好。我們非常感謝中心積極為檢測和認證業舉辦專業道德研討會。

我們希望未來繼續與中心保持合作夥伴關係，並祝願香港商業道德發

展中心取得更美滿佳績。 

 

主持人 

謝謝。 

 

香港銀行學會行政總裁梁嘉麗女士 

 

梁嘉麗女士 

大家好。香港銀行學會與香港商業道德發展中心致力維護銀行界恪守

高度誠信水平。再次恭賀並感謝你們為香港這國際金融中心作出重大

貢獻。 

 

主持人 



謝謝。 

 

香港特許秘書公會行政總裁孫佩儀女士 

 

孫佩儀女士 

各位下午好。我謹代表香港特許秘書公會祝賀香港商業道德發展中心

成立 25 周年及工作取得美滿成果，我們期望與中心在未來 25 年、50

年、75 年，繼續合作。 

 

主持人 

謝謝。我們都非常期待。 

 

香港測量師學會會長蕭慧儀測量師 

 

蕭慧儀測量師 

恭賀並祝願香港商業道德發展中心在推動商業和專業道德方面的工

作繼續取得佳績! 

 

主持人 

謝謝。 

 

香港科技園公司策略夥伴總監莫偉軒先生 

 



莫偉軒先生 

各位下午好。香港創新及科技行業發展迅速，商業道德對於香港科學

園內超過 900 間科技公司的未來發展十分重要。我恭賀香港商業道德

發展中心在過去 25 年成功推動和營造商業道德文化及環境。香港科

學園祝願中心工作順利，並會繼續與中心緊密合作。多謝。 

 

主持人 

謝謝。 

 

下一位是香港證券業協會主席徐聯安博士 

 

徐聯安博士 

大家好。恭賀香港商業道德發展中心 25 歲生日快樂。 

 

主持人 

太好了。謝謝你提醒大家今天也是慶祝中心的生日。 

 

徐聯安博士 

希望香港證券業協會與貴中心未來繼續攜手合作，為業界大力推動專

業操守和商業道德的價值觀。 

 

主持人 



謝謝。 

 

香港律師會會長彭韻僖女士 

 

彭韻僖女士 

香港商業道德發展中心生日快樂。 香港律師會作為中心的可靠夥伴，

將與中心團結一致推廣道德和誠信。 

 

主持人 

謝謝彭女士。很喜歡你預備的道具。 

 

最後有請香港旅遊業議會總經理(行業關係及發展)莫穎思女士 

 

莫穎思女士 

大家好。恭賀香港商業道德發展中心成立 25 周年。我感謝中心為導

遊和領隊提供專業操守培訓。我期望未來與中心有更多合作。再次恭

喜並多謝各位。 

 

主持人 

謝謝大家。我們再次恭賀中心25歲生日快樂。 

 

我們各行各業的合作夥伴都朝著恪守最高道德標準的目標而努力。讓



我們為大家的努力鼓掌。做得好，非常感謝大家。 

 

為了加強企業的防貪能力和從業員的誠信意識，中心致力製作多元化

的資源及製作。 

 

我想與大家分享一些中心的最新製作。 

 

首先中心推出了煥然一新的網站，其內容更加豐富，包括針對不同行

業和主題的頁面、最新的防貪資訊、參考資料和培訓資源。 

 

不僅如此，中心還註冊了 ETHICS PLUS 商標。ETHICS PLUS 是一個

由中心建構的道德抉擇指引，旨在協助商界人士解決工作上遇到的道

德難題，並已應用在為專業人士舉辦的道德抉擇工作坊中。  

 

另外，為了幫助前線員工應對職場中的誠信挑戰，中心製作了《職場

誠信健康測試》。 

 

中心還製作了一份《企業誠信管理清單》，幫助企業管理層評估其公

司預防貪污及不當行為的能力。 

 

這些只是部分中心製作的資源。歡迎瀏覽中心網站，我相信你們會發

現這些資訊是非常實用的。 

 



如商業機構想進一步了解中心的服務，以下短片將為你們提供答案。 

 

我們今天擁有的廉潔營商環境是一直秉持誠信的各業界持份者共同

努力的成果。 

 

為了紀念今天的活動並向各方展示我們對維護香港商業道德的熱誠

和承諾，我想邀請所有嘉賓一起朗讀中心的新標語。 

 

有請我們網上的嘉賓準備好道具、標誌或標語，然後與我們一起拍攝

這張別具意義的照片。我們將在螢幕拍一張網上大合照，請確保你的

道具和樣貌可以清楚顯示在鏡頭前。請大家再次檢查，避免臉部被遮

擋。好吧，讓我也一起加入。雖然有很多人，但我找到一個好位置。

這是一張很棒的照片。我們會多拍幾張留念。大家請準備好道具。找

一個最好的拍照角度。都準備好嗎？好的，大家請留在原地。我確定

不會阻礙到任何人。 

 

當我由1數到3時，請大家一起朗讀標語 

 

請大家跟我一起數 1、2、3 ……「誠信為先 · 成就未來」！ 

 

這是一張美麗的合照，請留在原地。大家做得很好，這照片很棒。請

大家再拍一張照片。大家確是做得很好，非常感謝大家參與。向你們



報以熱烈掌聲。感謝各位。 

 

25 年的時光飛逝，這半小時的活動也是一樣。今天很高興有你共同見

證中心邁向新一頁。我們期待與你繼續同行這誠信之旅，共創豐碩「誠」

果。 

 

最後，我們要感謝以下嘉賓參與今日活動。再次感謝大家，再見，祝

你有個愉快的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