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文鳳
事業發展















格蘭廣告公司廣告撰稿員 (1970-1972)
奧美廣告公司創意總監 (1972-1974)
威雅國際廣告公司創意總監 (1974-1977)
香港浸會書院傳理系兼職講師 (1974-1980)
廉政公署為社區關係組高級推廣主任 (1977-1978)
香港精英廣告公司創辦人、行政總裁及主席 (1978-1995)
傳藝學校創辦人及董事 (1985-1990)
精信廣告有限公司行政總裁及主席 (1992-1995)
明天更好基金行政總裁 (1995-1997)
新世界中國實業項目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1997 – 至今)
白馬戶外廣吿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2003 – 至今)
莎莎國際有限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2006 – 至今)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非執行董事 (2008 – 2012)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執行董事 (2012 – 至今)

社會、教育及慈善事務














香港兒童癌症基金永久會員 (1990 – 至今)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鄭裕彤工商管理學院亞洲顧問委員會成員 (1998 – 至今)
香港中文大學高級管理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課程諮詢委員會成員 (2003 – 至今)
無止橋慈善基金榮譽秘書 (2007 – 至今)
元創方(PMQ)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2010 – 至今)
香港中文大學晨興書院院監會副主席 (2010 – 至今)
垂誼樂社副主席 (2011 – 至今)
周大福慈善基金理事 (2011 – 至今)
香港敦煌之友慈善基金董事 (2011 – 至今)
協青社執行委員會委員 (2012 – 至今)
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 (2012 – 至今)
睛彩慈善基金名譽顧問 (2014 – 至今)
團結香港基金顧問 (2015 – 至今)

曾參與的社會、教育及慈善事務




香港崇德社會員 (1980 – 1990)
聯合國兒童基金香港委員會委員 (1990 – 2013)
國際青年總裁協會成員 (1992 – 2007)
















中國 4A 廣告協會主席 (1993 – 1995)
健康快車眼科慈善基金執行董事 (1996 – 2004)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五十周年慶祝活動籌委會成員 (1996 – 1997)
善寧會會員（宣傳） (1997 – 1999)
國際總裁協會成員 (1997 – 2005)
香港公益金委員會成員（宣傳） (1997 – 2000)
清華聯會（清華大學關聯機構）副主席 (1998 – 2010)
「新世界/哈佛學者：中國官員培訓計劃」策劃及執行者 (1998 – 2014)
國際商會廣告與市場行銷委員會委員 (?)
香港公開大學校董會成員 (2000 – 2006)
嶺南大學校董會成員 (2006 – 2012)
香港大學學生職業輔導委員會成員 (2006 – 2011)
亮睛工程慈善基金委員 (2007 – 2013)
香港海洋公園保育基金成員 (2007 – 2016)

公職















入境事務審裁處審裁員 (1985 – 1987)
管制淫褻及不雅物品審裁小組成員 (1987 – 1989)
清潔香港策劃委員會委員 (2000 – 2003)
食物及環境衞生諮詢委員會委員 (2000 – 2003)
香港公開大學校董會成員 (2000 – 2006)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中央政策組創意產業研究顧問小組成員 (2001 – 2005)
氣體安全諮詢委員會委員 (2003 – 2007)
策略發展委員會委員 (2005 – 2007)
嶺南大學校董會成員 (2006 – 2012)
體育委員會成員 (2007 – 2012)
二○二三年亞運會臨時申辦委員會成員 (2010)
扶貧委員會社會參與專責小組副主席 (2013 – 2014)
築福香港工作小組主席 (2013 – 2014)
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 (2012 – 至今)

內地公職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雲南省委員會委員 (2002 – 至今)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委員 (2013 – 至今)

曾參與籌備、策劃、執行及監製的全港性大型活動





「香港九七萬丈光芒慶回歸」維港大匯演 (1.7.1997)
全民紅衣迎聖火 (2.5.2008)
9.9.9「無毒一生」行動 (9.9.2009)
築福香港 (2014)

學歷





香港大學文學士 (1967-1970)
香港中文大學高級翻譯文憑課程 (1971-1973)
美國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高級行政人員課程 (1998 and 2004)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中草藥暑期課程 (2000)

學術榮譽




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院 Beta Gamma Sigma 國際商界領袖榮譽 (2007)
香港公開大學榮譽大學院士 (2007)
香港大學榮譽大學院士 (2008)

榮譽




太平紳士 (2005)
銀紫荆星章 (2007)
金紫荆星章 (2016)

著作










《點只廣告咁簡單》
，博益出版，1984 年 7 月，ISBN9621701511 (共 12 版)
《女人今時今日》，博益出版，1986 年 8 月，ISBN9621701368 (共 2 版)
《女人今時今日》，遠流出版，1987 年 12 月
《進入廣告天地》，天下文化，1988 年 2 月，ISBN9576212855 (共 10 版)
《進入廣告天地》，廣東省廣告協會，1989 年 10 月
《女權至上》
，博益出版，1991 年 8 月，ISBN9621709261
《趨勢女性》
，時報文化，1992 年 9 月，ISBN9571305103
《回歸路》，博益出版，1997 年 6 月，ISBN9621757037
《北上十年》
，經濟日報出版社，2002 年 12 月，ISBN9626781548 (共 5 版)













《與 CEO 對話》
，香港公開大學出版社，2003 年，香港公開大學編，ISBN962770735X
《鳳凰再起飛》，經濟日報出版社，2005 年，ISBN9626782765 (共 2 版)
《CEO 實戰智慧》，商務印書館，2006 年 7 月，與陳志輝、謝冠東編著，
ISBN139789620763625
《CEO 營銷智慧》，商務印書館，2006 年 12 月，與陳志輝、謝冠東編著，
ISBN139789620763731
《新知道份子》，經濟日報出版社，2007 年，ISBN9789629784270 (共 2 版)
《零距離接觸 CY》
，明窗出版社，2012 年 7 月，與麥國華編著，ISBN9789888134595
《二十四橋明月夜》
，明窗出版社，2013 年 2 月，紀文鳳主編，ISBN9789888206148
《立體看敦煌》，商務印書館，2014 年 11 月，與李美賢編著，ISBN9789620756443
《來自遠方的呼喚》
，明窗出版社，2015 年 6 月，紀文鳳主編，ISBN9789888288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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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發展
香港大學
嶺南大學
香港公開大學
政府總部禮賓處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
元創方
善寧會
晨興書院
莎莎國際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周年紀念煙花匯演
維他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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