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小企业研讨会  

「新世代数码营销系列 －内容行销（二）」 
 

要在浩如烟海的互联网吸引潜在客户，并将网站访客转化成为顾客，企业要有好办法。有见及此，工业

贸易署中小企业支援与咨询中心举办一连两场研讨会，介绍如何做好内容行销。第二场研讨会将讲述如

何在社交媒体应用内容行销，以及监察社交媒体的推广成效，从而以有限资源，争取最大回报，提升业

绩。 
详情 日期： 2019 年 5 月 3 日（星期五） 

时间： 下午 3:30 - 5:00 

地点： 九龙城协调道 3 号工业贸易大楼 13 楼 1301 室 

 工业贸易署中小企业支援与咨询中心 （请参阅下页地图及前往方法）  

语言： 广东话 

课题： 新世代数码营销系列 －内容行销（二） 

讲者： 迦南网上推广及培训中心 首席顾问 陈伟文先生 

 课题 撮要 日期 

内容营销（二）－ 在社

交媒体怎样做内容营销 

如何在社交媒体应用内容行销，以及监察社交媒体

的推广成效，从而以有限资源，争取最大回报，提

升业绩？ 

2019 年 5月 3 日 

有兴趣人士可到中小企业支援与咨询中心观看上一场研讨会的录影： 

课题 撮要 日期 

内容营销（一）－ 在网

站不花钱怎样招徕客户 

如何从选取材料制作内容，至优化网站及监察成

效，透过搜索引擎吸收客户提升业绩 ? 

2019 年 2月 25 日 

 

登记办法 欢迎有兴趣人士参加。费用全免。 

 请于 2019 年 5 月 2 日 (星期四 )或之前透过工业贸易署中小企业支援与谘询中心       
(SUCCESS)网站(www.success.tid.gov.hk)登记，或填妥下列登记表格传真至 2391 7375，额

满即止。查询电话：3403 6111。 

(Ref: 190503V) 【登记表格】       *必须填写 

姓名*:  
(先生/小姐/女士) 

年龄组别*: □<20 □20-30 □31-40 
□41-50 □51-60 □>60 

电邮*:  电话*:  传真:  

地址:  

公司:  

身份*: □企业东主（公司成立年份：______；雇员人数：______）  □管理级人员  □业务顾问 
□创业者（计划成立公司的年份：______）  □学者  □其他 

行业*: □进出口贸易  □批发及零售  □饮食及酒店业  □金融、保险及地产  □商用服务业 
□社区、社会及个人服务业  □制造业  □运输、仓库及通讯业  □建造业  □传媒  □其他 

SUCCESS 本人已经登记成为工业贸易署中小企业支援与谘询中心(“SUCCESS”)的会员。  □是 □不是 

会员及披露* 本人同意登记成为 SUCCESS 的会员，及接收 SUCCESS 的信息，例如研讨会活动消息、电子通讯等。    

 □同意 □不同意 
 

 本人同意 SUCCESS 向是次活动的合办机构及讲者披露本人的个人资料。  □同意 □不同意 

本表格内提供的个人资料会用于登记上述活动或以电子通讯及电邮通知方式接收 SUCCESS 的活动和服务的消息及最新营商资讯。参加者亦可

到网址 www.success.tid.gov.hk 登记成为 SUCCESS 会员。若阁下不欲再收到 SUCCESS 的数据，可透过电邮(success_seminars@tid.gov.hk)或传

真至 2391 7375 通知我们，请提供有关电邮地址或传真号码，并注明「取消订阅」。 

有关人士可根据《个人资料(私隐)条例》，要求查阅 SUCCESS 所持有关于他们的个人资料。如需查阅或更改任何已递交的个人资料，请透过电

邮(success_seminars@tid.gov.hk)或传真至 2391 7375 与我们联络。 



如何前往工业贸易署中小企业支援与谘询中心 (SUCCESS) 

(地址: 香港九龙城协调道 3号工业贸易大楼 13楼 1301室) 

 
 

图例 

A – 工业贸易大楼地下入口对出巴士站 

B – 誉．港湾商场门外巴士站 

C – 誉．港湾商场地库(LG1)小巴站 

D – 越秀广场门外小巴站 

(落车后请沿彩虹道往太子道东前往Mikiki并使用连接Mikiki的行人天桥前往工业贸易大楼) 

E – 康强街小巴站 

(落车后请沿康强街前往Mikiki并使用连接 Mikiki的行人天桥前往工业贸易大楼) 

注: 誉．港湾商场一楼设有行人天桥连接工业贸易大楼 

 

如何从主要港铁站前往工业贸易大楼 

港铁站 路线 下车位置 

九龙湾 / 牛头角 巴士 1A, 11B, 11D, 14, 15, 16, 
17, 93K, 296C 

A  

彩虹 巴士 26, 27, 42, 213D A 

旺角 / 太子 巴士 1A, 2A, 13D, 24, 93K, 95, 
98C, 296C, 796C 

B 

九龙塘 小巴 25B C 

钻石山 小巴 70, 70A D 

黃大仙 小巴 20M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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