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凝聚理財教育力量  表揚業界貢獻
第三屆理財教育領袖大獎圓滿舉行

面對環球經濟下行、中美貿易摩擦以及地緣政
治局勢緊張等風險，2020年將會是充滿挑戰的一年，
隨着本地及外圍經濟不明朗因素增加，公眾亦需要
與時並進提升金融理財的知識，以長期維持自己的
財務健康。因此香港財務策劃師學會以推廣理財教
育為己任，保障公眾財務健康，深化大眾理財規劃
的概念。

全面及長遠理財規劃

香港金融市場的發展，較側重於產品銷售方
面，即使法規及監管機制，也是以產品來劃分，市
民大眾對全面理財規劃未必有充足認知。香港財務
策劃師學會主席趙小寶表示，學會作為專業認證機
構，除了全力推動理財教育，促進公眾財務健康外，
也致力提高財務策劃的專業標準。他說：「理財策
劃的最終目標，是為普羅大眾謀求福祉，透過風險
管理及財富累積，為將來作準備及規劃，令生活能
有所保障。不過本地業界服務提供者多注重產品銷
售，較少從全面性理財規劃的方向出發，外國在這
方面做得較全面，為年青一代提供足夠的工具及資
訊，令他們有能力作長遠規劃。香港值得參考外國
做法，透過提升財務策劃的專業性，讓市民大眾有
機會了解中長線規劃的必要性，以改善他們的財務
健康狀況。」

學會於 2018 年舉辦首屆「理財教育領袖大獎」，
今年已是第三屆，趙小寶希望活動可以持續舉辦下
去，藉此推廣財務策劃的重要性和提升香港市民整

上資料庫，整合式將與所有理財知識集中放置於同一
地方，統一解答市民常遇到的理財問題，相信成效會
更好。」

與香港一起經歷轉變

適逢今年是香港財務策劃師學會成立二十周年，
趙小寶表示，「回顧過去二十年，學會與香港人一起
經歷科網股爆破、沙士、金融海嘯等風浪，大眾對經
濟前景比以前更審慎，尤其是面對經濟轉型，以及港
人平均壽命愈來愈長，更加需要整體財務策劃。因此
學會未來的首要目標，是希望能加強行業的專業性，
令服務提供者可為市民提供長遠可行的財務策劃。」

由香港財務策劃師學會主辦、第三屆「理財教育領袖大獎暨優質財策企業」頒獎禮已於2020年1月15日圓滿舉行，今屆共有十八間商業和非牟利機構獲獎，其中最高榮譽獎項─「年度最佳企業理財教育領袖」， 

分別由「AXA 安盛」、「南洋商業銀行」及「保誠保險有限公司」奪得。主辦單位希望透過獎項嘉許企業及社會人士義務提供理財教育服務的無私貢獻，並感謝他們身體力行提高市民的理財意識。

第三屆「理財教育領袖大獎暨優質財策企業」頒獎禮圓滿舉行，一眾得獎企業與主禮及頒獎嘉賓合照。

香港財務策劃師學會 理財教育領袖大獎 2020 特刊

AXA安盛榮獲「年度最佳企業理財教育領袖」，由分銷培訓
部主管韓文婉（左）代表領獎。

南洋商業銀行榮獲「年度最佳企業理財教育領袖」，由副總
裁梅月嫦（左）代表領獎。

保誠保險有限公司榮獲「年度最佳企業理財教育領袖」，由
業務拓展培訓總監陳麗君（左）代表領獎。

頒獎嘉賓合照。

根據英國經濟學人智庫（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EIU）早前發表的「2019
年全球生活成本調查報告」，全球生活指數最高城市香港榮登榜首。近年亦有多
個調查發現，香港大部份市民的退休資金儲備不足，情況值得關注。面對本地及
外圍經濟不明朗因素，有效的理財教育方案顯得更為重要。

香港財務策劃師學會一直是金融業界、政府機構及社會的重要橋樑，積極鼓
勵機構及有識之士，一起擔當推廣理財教育這個重要角色。學會因而舉辦理財教
育領袖大獎，期望透過獎項鼓勵企業、非牟利機構或是普羅大眾，一起把已進行
的理財教育項目與社會大眾分享，製造協同效應，幫助市民達成個人的財務目標。

除了一如既往設有「企業理財教育領袖」、「理財教育公民」及「理財教育
公民 – 企業團隊」三個獎項類別外，今年特別新增「企業理財教育領袖 （積極推
動大獎）」獎項，藉此嘉許商業機構 / 非牟利機構在提升市民對香港政府的稅務
優惠措施認知所作出的貢獻。評判團則由學會董事會成員及資深 CFP 認可財務策
劃師組成，審視參賽機構於十二項評審標準中符合的項目，符合最多評審標準的

商業機構則獲頒為「年度最佳企業理財教育領袖」。

首次上市集資總額續全球第一

頒獎禮當日邀請了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陳浩濂為主禮嘉賓，他於致辭時
表示，香港是世界著名的國際金融中心，資產及財富管理在香港金融業擔當舉足
輕重的角色。2019 年首次上市集資（IPO）總額再度位列全球第一，是過去十年
內第七次排名第一。截至 2018 年底，香港管理的資產總值達 3 萬 1 千億美元，
是亞洲最大的國際基金管理中心，更是全球位列第二的離岸資產地區。

他說：「香港擁有上述種種的優勢及成就，全有賴一群熟悉金融市場的精英
在背後努力，當然少不了在座多間企業為提升社會的金融知識所作出的貢獻，一
起推動行業發展。我要感謝香港財務策劃師學會舉辦理財教育領袖大獎，亦要恭
喜一眾得獎者，希望他們能繼續努力推廣理財教育，鞏固本地資產及財富管理市
場的發展。」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陳浩濂表示，理財教育對本地金融發展相當重要。

頒獎禮出席嘉賓逾170人，場面熱鬧！ 頒獎禮同時設有「理財教育公民」獎，嘉許致力向公眾提供理財教育的志願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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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名單

頒獎嘉賓

香港財務策劃師學會主席趙小寶表示，希望透過「理財教育領袖大
獎」肯定機構及人士為理財教育作出的貢獻，並啟迪更多企業及市
民參與。

體理財知識水平，「最終目標是想鼓勵及倡議理財教
育，設立這個大獎旨在給予獲獎機構及人士一份認同
及尊重，我們強調獲獎準則有兩點，一是對公眾理財
教育有所貢獻，二是以義務工作形式去推動，事實上，
很多機構積極貢獻出時間及精力，不求回報去推廣理
財教育，但一般市民未必知道他們的付出，設立獎項
是要表揚他們所付出的努力。」

加強理財教育深度

為了回應去年政府推出的退稅優惠措施，包括強
積金可扣稅自願性供款、合資格延期年金保單及自願
醫保計劃，今屆「理財教育領袖大獎」新增設「企業
理財教育領袖（積極推動大獎）」，嘉許機構在提升
市民對以上稅務優惠措施認知所作出的貢獻。趙小寶
表示，「有關政策出爐後，金融機構均推出大量產品
應市，消費者選擇時難度就更高。設立這個獎項是希
望獎勵提供清晰資訊給消費者的機構，令市民大眾選
購相關產品時，能明白產品是否適合個人長遠理財規
劃需要，而非單以退稅為考慮因素。」

要全面推廣理財教育，除了依靠各方機構及人士
的努力，趙小寶認為政府也應加強理財教育的深度，
「政府多年來於理財教育方面，均主力宣傳量入為出
等基本原則，少有涉獵較深入的理財概念，亦較少落
墨於教育市民如何做好理財規劃。以新推出的退稅優
惠措施為例，資訊各自分散於負責部門的網頁，而沒
有統一地方發放，不單令搜索相關資訊的難度提高，
也令市民難以將不同措施相互比較。如果可以設立網

全面提升財務策劃專業性
加速推廣理財教育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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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大眾提供實用理財資訊

「回饋社會及支
援 社 區 一 直 是 AXA
安盛的使命，故此我
們 成 立 安 盛 慈 善 基
金，全力支持有關推
廣 健 康 及 教 育 的 活
動，致力為香港及澳
門社會創造正面和持
久的影響。在理財教育方面，AXA 安盛多年
來不遺餘力，透過不同形式的活動和渠道教導
公眾正確理財觀念，並為社會大眾提供實用理
財資訊及工具，如舉辦為中小學生而設的理財
教育工作坊，以至於社交媒體等數碼平台提供
正確理財知識。過去一年，我們舉辦了 AXA
安盛燃亮童心計劃，向小學生灌輸正確的財富
管理概念，從而培養應有的理財態度和習慣，
規劃出精彩的人生。

AXA 安盛專注以『幫助客戶活出更精彩
人生』為目標，致力與客戶並肩同行，成為客
戶的首選夥伴。我們重視理財教育，合適和完
善的理財方案以及擁有良好的理財習慣與態度
皆缺一不可。今天科技發展一日千里，瞬息萬
變，加上資訊流動亦很迅速，本地的理財教育
必須要做到與時並進、數碼化，再配合多元
化教學模式，才能令理財教育更生活化、普及
化。」

AXA安盛首席經銷業務總監
鮑可維

從小推動家庭理財教育

「保誠多年來一
直投放大量的資源去
發 展 及 推 動 理 財 教
育，不但定期提供培
訓予理財顧問團隊，
從而向客戶提供更多
理財資訊，我們更於
今年舉辦多場客戶講
座，並新增 WE DO FAMILY 專頁，當中包
括有關家庭理財、子女教育和健康及保障的錦
囊和工具，協助家長更全面地為家庭及子女籌
備及建立穩固的財務基礎。保誠亦積極推動各
類型社區活動及義工服務。我們與教育局、投
資者及理財教育委員會『錢家有道』及香港家
庭福利會舉辦一系列《成家學理財》親子工作
坊，由保誠義工向小朋友及家長教授基本理財
概念，亦幫助家長加強子女理財觀念的技巧和
方法，讓他們及早明白財務規劃的重要性，以
實現將來的人生目標。

保誠認為理財是一項需時學習及多應用才
可掌握的生活技能，因此應該從小開始進行理
財教育。保誠亦積極提倡由小朋友及家長方面
著手推動家庭理財教育，建立其正確理財價值
觀。未來保誠會繼續透過親子理財工作坊及講
座等活動，以及適時提供最新資訊，以協助青
少年、父母以至客戶掌握金錢及財務概念，學
習理財。」

保誠保險有限公司首席業務
總監林忠成

提供正確理財資訊

「為提高公眾對財
務策劃重要性的認知，
南商一直於多方面作
出投放及創新，例如配
合年輕人習慣使用電
子平台之趨勢，本行推
出了數碼平板電腦教
學及教育短片，以新
穎的手法向客戶介紹如何使用網上、手機銀行，
及查詢免費股票即時資訊、介紹月供股票的優點
等。此外，為向小朋友灌輸正確的理財觀念，
南商舉辦了『NCB 小小銀行家』活動及填色比
賽，邀請就讀幼稚園或初小的學生及家長一齊參
與，讓孩子從小建立正確的理財態度及良好的儲
蓄習慣，填色比賽得獎者更可獲得由南商贊助的
獎學金。對於弱勢社群，南商亦積極提供協助支
援，與香港銀行公會合作，於多間長者中心舉辦
了『活用自動櫃員機』教育講座，鼓勵長者親身
體驗櫃員機操作。此外，更推出了『香港年金計
劃』，讓退休人士享多一項理財選擇。我行亦不
時舉辦投資 / 親子理財攻略講座，為本行客戶及
投資者提供巿場資訊及投資攻略。

要優化本地的理財教育，應從小做起，自小
培養孩子正確的金錢觀，才可減少小朋友將來因
不慎理財而出現的情況，故此，南商一直堅持透
過輕鬆有趣的體驗活動，以互動的手法向兒童及
其家長分享正確的理財觀念及實用理財技巧，由
淺入深灌輸理財教育。」

南洋商業銀行副總裁梅月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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