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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偉哥力場AndyTALK

挺 進 新 時 代

2019年的春天已經來到，全球最大的電子展之一「香港

春季電子展」也已開始展開，但是經過中美貿易戰之後

的環球經濟，特別是國內的出口經濟，似乎仍在等待春

天的到來，因為貿易戰的後餘震正在逐步浮現之中，不

過，下列這句諺語，可能給您堅定前行的信心，如果你

只認為在白天才有太陽，那你將很難度過漫漫黑夜，因

此記住，最黑暗的時刻，也是曙光開始乍現的時刻！

國家這段時期，展開了一系列政策及措施來提振社會的

經濟及發展，包括大灣區的一糸列便民政策的出台，以

及增值稅由16%大幅減至13%等等的利好消息，都體

現了國家銳意去推動經濟穩定向前發展的決心和魄力，

是時候大家都要想一下，繼續穩健走傳統路線之餘，如

何可以挺進一個新的時代？進入及開拓一個新的灣區？

以及沿著國家一帶一路的遠大目標路線，搭著這列滾滾

列車，創造多幾個不同的商機，達到不同的盈利增長之

點？

充滿活力及多元化的新一屆的理事會，在陳稼晉會長的

帶領之下，也正在致力於朝著時代的變革方向而努力推

動會務向前發展，從「會長的話」及本季刊內容不難看

出，密鑼緊鼓的各種各類的活動，涵蓋了工業4.0，東盟

培訓團，一帶一路參與，科技園商機交流及成果落地等

等廣泛範疇，目的都是令全體會員們不要錯過這個大時

代，及跟上潮流的發展步伐！

4月13號至16號在香港灣仔會議展覽中心舉辦的「2019

春季電子展」，是全球最大電子電器展覽之一，展會的

規模，人流，產品方向，成交規模等，也將是體現了中

美貿易戰之後對世界經濟影響的風向標之一，我們不妨

拭目以待！與此同時，協會在此展覽期間，也組辦了各

類的交流互動活動，創造會員互相觀摩學習的機會，希

望大家屆時積極參與！歡迎大家蒞臨香港電器業協會在

會展中心的Hall	1展位。

呂偉
副理事長

公共關係及出版部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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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報告

近來國際貿易及政治環境急劇變化，這邊廂中美貿易關

係似有轉機，但仍有隱憂；那邊廂英國脫歐雖已屆限

期，惟前景仍未能確定，在此動盪的大環境下，我作為

香港電器業協會會長，責無旁貸需為會員尋求更多可行

方案，幫助他們轉危為機、迎難而上。秉持兌現上任承

諾，除了籌組更多交流及培訓活動，協助會員公司了解

工業4.0及智慧工廠，亦希望助他們掌握更多資訊，冀在

瞬息萬變的世界貿易環境中作出明智決策。

去年底我和會員到訪了泰國進行為期五天的海外培訓，

透過參觀當地公司及科技培訓機構，了解工業4.0發展

的重要性。這是我上任後第一次海外培訓團，香港擁有

地利之便，北望神州之同時亦緊鄰東南亞各電子生產基

地，因此未來我們亦會繼續安排到訪其他地區，拓展會

員視野，思考在不同地區設廠的可能性。此外，剛過去

的三月份我和一眾會員亦到順德家電博覽觀摩交流，並

參觀知名的中國模具鋼龍頭企業雄峰集團，藉此進一步

了解一帶一路政策發展資訊。

除了從生產角度助會員掌握更多設廠和推進自動化生產

的技術資訊，五月份我們亦計劃出訪波蘭，探索東歐新

PatrickMESSAGE

巿場的機遇，讓會員獲得交流機會，以便未來在考慮拓

展巿場時有更充足準備。

今年是我們第三年和香港科技園合辦Industry	Connect，

協助新創科技公司和會員公司配對合作，為他們在IoT

及自動化方面提供技術支援；另聯同香港工業總會到訪

Sino	Inno	Lab(信和創意研發室)和INDEX(工創空間)，了

解創新科技之應用及創業支援。這類活動有助會員對科

技行業之發展保持觸覺，亦是培養前瞻性以推進電器業

發展不可忽略的。

每個月我參與很多會務工作，忙碌之餘亦感充實和受益

匪淺。協會每年的活動雖非全部與行業發展直接相關，

但我認為促進會員之間的交流亦十分重要，例如外展衝

勁樂及五人籃球賽這類鼓勵會員運動，以平衡身體健康

與業務拓展！下次的籃球賽希望我亦能參與，與大家一

起落場拼搏！

陳稼晉
香港電器業協會理事長

迎 難 而 上
拓 展 商 機





勿忘志業初衷

雷特控股有限公司二十年前已獲邀到中山設廠，公司主席 Ray Ching 亦習慣了中港兩地走辦公，
遠飛德國和日本與客戶會面更作等閒。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規劃雖然值得關注，但對他來說，

無論是在哪裡工作，最重要清楚知道自己要做甚麼，而非隨波逐流。
他直言，若只為了生活而生活，營營役役，那到了任何地方都沒有意義。

他勸誡年輕人要勿忘初衷。

程添海
RAY 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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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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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專訪

懷夢想闖機遇

說到要有夢想和朝著目標奮鬥，這是普世價值

會覺得理所當然的人生軌道，卻也同樣被認為

是太過理想的境界，似乎只存在電影或小說中

為人稱頌，卻鮮有人能實踐。Ray觀察到香港

年輕人仍大部份為生活而生活，對人生志業毫

無規劃，無論對生活或工作都沒有熱情，自然

亦不會發展得好；另一方面他也認同，即使有

萬丈雄心，當然也要有適當的機遇，還要有客

觀政治、經濟環境等種種因素配合。簡言之，

他認為年青人先要有理念，目標愈清晰才愈有

動力，才能抓緊眼前機遇。

擴闊眼界展望世界

在不同地區生活和工作，令Ray的想法較宏

觀，不拘泥於地域或時代限制。他認為同一件

事，放諸不同年代，看法便截然不同。例如上

一代習慣節儉，不喜歡浪費食物，這代人具備

更多衞生知識，明白有些食物該放棄便要放

棄，便可能形成兩代人的衝突；以前街坊鄰里

如《七十二家房客》所描述的情景，重視人

情、互相信任、守望相助，這家問那家借豉油

是尋常事，現在大家又與鄰里有多少交流？同

樣道理，有些人對在中國做生意仍感疑慮，事

實上更應該做的是搜集資訊和分析，並且不應

忽略很多中國企業已成為國際大企業此一事

實。「有些人想着努力後便可退休、平淡生

活，這是為了自己，而非為了外在更遠大的目

標，動力自然較小。我是為了下一代而努力，

他們回望十幾二十年前的我會有何想法？這便

是我努力的目標。」

「十年、五年也好，你
有何目標和夢想？有了
目標然後去完成吧，否
則的話甚麼政策規劃也
好，與你何干？我十五
年前的夢想，如今實現
了。」

雷特控股有限公司主席
程添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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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專訪

「想法要與時並進，別固步自封；更

要做 research，例如咖啡選擇如此多，

哪家的較好？喜歡的話就會想知道。

硬件和軟件都要有所準備，才能在漫

漫長路上面對各種挑戰！」

Ray Ching

成功方程式

機遇不是偶然

常言道「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Ray十分

贊同。他認為香港公司不應自我設限於香港

或甚至大灣區，若可到不同地方觀察甚至生

活其中，能夠獲得的商機肯定更多。眼見中

國企業崛起甚至開發出新的產業鏈，對香港

公司不無激勵作用，但他指：「這些機遇是

創造出來，而非開發出來的！無知的人如何

在新地方發展？他們當然都花了很多時間和

精神做研究，才會有所發展，這不是僥倖地

遇上好的時機那麼簡單。」與創意有關的行

業尤其如此，有人打好基礎、開了個較好的

先河，後來者的路會較易走，但同時要闖出

新路亦更難。創意是香港人以前的優勢，但

現時面臨來自各地的人材競爭，更應該裝備

好自己，別再夜郎自大。

「最重要是善用自身優勢。無人可

以做到準備充足去迎接機會，因為

有太多外來因素影響了！」

裝備自身實力

定下明確目標

做足資料搜集
和分析

不自我設限的
心態

靈活應變

抓緊機遇

達標 !!

勿忘初衷堅定
前行



在傳統中求變

安信電器以生產電熱水壺為人熟知，此外也有不少王牌產品在歐美均
大受歡迎。然而隨著時代轉變大眾對電器的需求亦出現變化，同類型產品

競爭加劇，新一代管理層需思考如何在傳統電器生產中變革。莫衍章 Aaron
為公司爭取到與德國公司合作生產具醫療認證級別的電子產品，

在傳統電器行業中闖出一條康莊大道，去年更獲得第八屆香港創新科技
新一代成就大獎，正是回應巿場變化之行動契機。

莫衍章
AARON MOK

HKEAIA express #49 9

企業專訪

「五年前我加入公司後，
有感傳統家電製造模式
必須轉變，於是在這方
面投入研究。獲獎原因
是我在公司內作出的改
變及升級轉型方案獲得
認同吧！」

安信電器製品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助理

莫衍章



新產品是為客戶提供解決方案

現時安信最自豪的新產品便是這款獲醫療認證的日照燈具。客戶在歐洲
巿場已具有一定地位，對當地巿場亦較熟悉，因此在產品設計上可以更
精準地針對消費者需要；安信在合作過程中亦應要求提供不同解決方案，
因此燈具設計也經歷了幾款，現時已是第三代。Aaron 相信公司轉型才
會有出路，在傳統電器生產之外，他希望研發新產品，而醫療認證電子
產品將是他的首個目標。

HKEAIA express #4910

企業專訪

「燈具或可考慮加入天氣預報功
能，以便透過智能控制自動調整
照明光度或時間。無論如何，實
用和方便才是電器的最大原則，
不應為了潮流而盲目追趕，而應
從用家角度考慮其實用性！」

「廠房設於大灣區，有望可吸納更多人才，
發揮所長之餘亦有助我們開發技術和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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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專訪

尋找巿場定位

安信現時重點研發的產品是主要針對歐洲巿場，因為當地日照時間較

短，有研究指會令人容易抑鬱。在室內放置模仿日照光線的照明燈具，

有助改善情緒，預防抑鬱，對歐洲人的健康有助益，因此產品獲醫療認

證。

這是巿場創造需求的例子，但事實上也需要花很多心機做資料搜集及投

放研發資源，才能創造出這個巿場。與其說是精準的巿場定位，不如說

是具有雄心的巿場開發。Aaron坦言致力研發新產品，亦有着以推出自

家品牌為目標及期望。「畢竟由客戶主導生產計劃及目標，我們的角色

較為被動，若能參與更多，競爭力當然會有所提升！」

勤勉彌補經驗

Aaron自言經驗尚淺，再加上他並非工程科班出身，接觸家電行業之初

他花了很多時間閱讀相關書籍，也特意就讀相關課程，為的是盡快為公

司作出貢獻。短短五年，他便獲頒香港創新科技新一代成就大獎，足證

他的努力沒有白費，並且受到同業認同，這對他是莫大鼓舞。他認為前

輩們給予很多機會讓他嘗試、亦不吝教導他令他得以在以往不熟悉的範

疇上大展拳腳，因此他亦不敢怠惰，除了致力研發新產品，亦對巿場潮

流保持敏銳觀察。有感近年不少電器產品開發智慧功能，他亦曾尋思在

自家產品中加入智能控制，不過最後認為產品會變得太大部，不符合實

用原則。

積極拓展生產模式

除了研發新產品，安信仍保留本身的傳統家電生產規模，顯示其在創新

和變革中仍不忘本。Aaron笑言在江門的廠房更是有所擴充，採用更多

自動化的生產工序，目的是減少失誤率及令產品完成得更精準，有助保

持產品質素甚至提升品質。他指：「我在香港創新科技新一代成就大獎

的頒獎禮上亦有提及，我希望帶領公司投放更多資源善用現有技術、開

發新產品，建立自家品牌！」言談之間充滿鬥志，亦透露了他對家電行

業發展的高瞻遠矚。

轉型是更好的出路！我
們公司有研發部門，近
年較著重研發具醫療認
證的產品，因為我們認
為這是個較少人開發的
範疇，我們會更有競爭
優勢。」







海外培訓
泰國：
智能生產

20181107-11

OVERSEAS TRAINING 
IN THAILAND:
ADOPTION TO SMART

HKEAIA express #4914

焦點活動

電器業協會成立宗旨是促進會員之溝通及合

作，以及交流行業相關知識、新技術及培訓

等，為此與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於去年十一月合

辦泰國培訓之旅，共吸引十八位會員參與，透

過課程及參觀活動，助會員了解更多同屬東南

亞電子生產發展地區之一的泰國同業概況，有

望在制訂發展及培訓策略時作為參考。

培訓之旅共五日，行程均很充實，重點培訓內

容如下：

•參觀泰國奔馳（Mercedes-Benz）生產車

 間及展廳

•【泰-德學院】（Thai-German Institute） 

 上課（主題﹕Smart Factory Overview 

 & Conceptual）

•參觀【通快集團】Trumpf Technology   

 Center

•拜訪【泰國工業院】（The Federation 

 of Thai Industries (FTI)

•與東南亞領航電商平臺Shopee 會面

•與泰國最大的電腦和電子產品零售商之一

 JIB會面

•與泰國電子商務中心（TEC）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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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會二十周年晚宴
暨第十一屆理事會
成立大典

20181026

The 20th Anniversary Dinner and 
11th Inauguration Ceremony

為慶祝新一屆理事會正式成立，適逢香港電器業協會創會二十周年，會

員於2018年10月26日在尖沙咀洲際酒店共襄盛事，本會更有幸邀得香港

特別行政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陳百里博士，JP主持第十一屆

理事會的就職儀式。

理事會成立大典為兩年一度的盛事，加上本會亦為二十周年慶祝晚宴準

備了不少精采節目，獲會員踴躍出席、表達到第十一屆理事會以及對本

會的支持，令晚宴熱鬧非凡。除了各界友好及會員把握難得聚首交流的

機會，協會亦特設有獎問答環節，獲會員積極參加，令氣氛更顯融洽熱

烈。本會亦藉此向各方友好答謝多年來的鼎力支持，共度歡樂而值得紀

念的一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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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大中華智能
家電設計大賽
頒獎典禮

20181026

Award Presentation Ceremony of The 2nd Greater China 
Smart Home Appliances Design Competition

上屆大中華智能家電設計大賽反應熱烈，今次眾望所歸舉辦第二屆大
賽，同樣吸引不少參加者一起腦力激盪，設計別出心裁的產品，並由本
會特別設立的技術及設計評審委員會選出各組別得獎作品。頒獎禮當晚
為隆重其事，邀得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協調部張
強副部長出任頒獎嘉賓，亦藉此鼓勵各參加者繼續貢獻業界。

頒獎禮當晚同場舉行小型展覽，會員可一同欣賞得獎作品，亦讓得獎者
藉此向各業界精英請教交流。設計大賽共分為專業組及學生組，以智能
家電為主題設計產品，各組冠軍可獲現金獎一萬二千元；另今屆更設有
網上投票的「最受買家歡迎設計獎」，得獎者可獲現金獎五千元；以及
榮獲美的廚房電器事業部冠名贊助的「創新組合廚電設計獎」，得獎者
可獲現金獎一萬元。今屆獎項及獎金均加碼，顯示業界對設計人材及創
意的支持，令人鼓舞。

詳細得獎名單公佈	Announcement	of	Winners
http://www.hkeaia.org/competition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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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迎新暨
聖誕聯歡晚宴
2018

20181203

Welcome New Member 
and Christmas Party 
2018 

為促進會員交流及同度歡樂佳節，協會每年均

舉行會員迎新暨聖誕聯歡晚宴，藉此歡迎新加

入的會員，助他們更快融入！今屆晚宴於12月

3日在銅鑼灣香港世界貿易中心會舉行，為容納

更多會員，轉戰這個新場地香港世界貿易中心

會，除了空間更大，更可飽覽維港景色，獲逾

150人踴躍出席，更不少攜同親友與會，氣氛熾

熱；各會員享用西式自助晚餐之餘，亦可參與

抽獎獲得豐富禮品；更難得是無論新舊會員均

把握機會交流歡聚，不負迎新晚宴之目的，同

度佳節盡興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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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勁樂
2018

20181208

An Annual Corporate
Challenge Day

協會每年均組織會員參與衝勁樂外展活動，目

的是透過運動型競賽鼓勵會員多運動，同時可

藉有益身心的外展活動促進會員交流，又可為

外展訓練學校籌募經費，一舉數得！這次衝勁

樂與往年一樣，由四個商會各自派成員組隊參

與，包括香港電子業商會、香港玩具基金會、

香港玩具廠商會及香港創新科技及製造業聯合

總會，四個隊伍進行慈善友誼比賽，實行「友

誼第一」，比賽輸贏其次，最重要是可做善

事。是次活動籌得款項用以支持外展訓練學校

為本地青少年提供高質素訓練課程、資助有需

要人士參加訓練，幫助他們發掘和發展個人潛

能，積極面向人生，真是十分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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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籃球
挑戰賽

20181104

Basketball
Challenge Day

「五人籃球挑戰賽」是協會一年一度備受關注

的運動競賽，不少會員均十分投入參與，盡顯

運動熱血！挑戰賽分為盃賽和碟賽進行，各設

冠軍爭霸戰，要在一天內完成所有組別賽事，

因此賽程十分緊湊。

今屆賽事再次於2018年11月17日在理工大學的

邵逸夫體育館舉辦，盃賽和碟賽兩組各有四隊

參加，分組作賽，在整天賽事共七小時內以單

循環制比賽，各隊精英盡出一展身手，爭奪冠

軍寶座。除了參賽者的親友到場支持打氣，亦

有不少會員藉此難得機會攜同家人、同事及朋

友觀賞賽事，共度緊張刺激的周末！

共8隊參賽隊伍（以英文字母排序）

1. BOC 中銀香港

2. Defond 德豐集團

3. HK3DPA 香港三維打印協會

4. Lee Kee 利記集團

5. Philips 飛利浦

6. Raytech 雷特

7. Safe Power 安量隊

8. YCMA 廠商會青委會

比賽當日已頒發多個獎項，包括﹕

盃賽冠軍：利記集團

盃賽亞軍：安量隊

盃賽季軍：雷特、廠商會青委會

碟賽冠軍：香港三維打印協會

碟賽亞軍：中銀香港

碟賽季軍：德豐集團、飛利浦

神射手： 梁祖強

Safe Power 安量隊

BOC 中銀香港 HK3DPA 香港三維打印協會

Lee Kee 利記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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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團拜及賽馬
同樂日 2019

20190224

Chinese New Year and
Horse Racing Day 2019

新年新氣象，各會員當然就趁此佳節同歡共賀

新禧！今年春節團拜及賽馬同樂日於2月24日

在沙田馬場舉行，近百位會員聚首一堂，除了

共享美食外，亦可賽馬同樂一試手氣；協會更

特別安排宏觀經濟演講環節，邀請了中銀香港

發展規劃部高級經濟研究員卓亮先生主講，從

全球經貿角度分析如何影響香港電器業發展，

提醒會員身處香港、放眼全球脈搏，別忽視各

國經濟政策對香港的影響，有如蝴蝶拍翅卻會

引發地球另一端的風暴！希望會員在輕鬆聚會

之餘亦可交流對經濟發展的看法及心得，不止

節慶聚會那麼簡單，而是有所禆益！

2019 順德家電展及
雄峰集團參觀

20190304-05

Visit Xiong Feng Group and Shunde Expo 2019
為加強中港家電業界的聯繫交流，協會早前帶領一眾會員到

訪順德家電博覽會及參觀廣東雄峰集團，為期兩天，行程十

分充實。第一天會員到訪順德家電博覽會出席「一帶一路主

題高峰論壇」，首先由來自馬來西亞、緬甸的電商總會及一

帶一路代表發言，其後與會者就一帶一路的推行及理念提出

各自看法，並分享如何在自己國家整合資源及實現商機等。

參與者在晚宴中仍意猶未盡地交流，令論壇圓滿結束。

第二天會員參觀集房地產開發、經營「雄峰牌」模具鋼為一

體的多元化大型港資企業雄峰集團。「雄峰牌」冷作、熱作

及塑膠模具的鋼材品質和壽命已達到國際通用高級模具鋼水

準，成為中國模具鋼優質品牌，廣為美的、格力、佳能等國

內名企應用，市場佔有率達35%以上，甚至遠銷至全球二十

多個國家和地區，因此是值得同業觀摩學習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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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新創企業平台：Sino Inno Lab 
& INDEX 工創空間

20190125

近年冒起不少創新科技公司及初創企業，隨之而起亦出現不少支援平台。為幫助會員了解更多這類支援平台，藉此觀察其

運作可如何支持香港創新科技業及初創企業發展，香港工業總會第4分組(電氣製品)聯同第5分組(香港電子業總會)及香港

電器業協會於2019年1月25日參觀 Sino Inno Lab(信和創意研發室)，其後又於INDEX(工創空間)舉辦歡樂時光聚會，交流

對支援平台和空間的看法。Sino Inno Lab(信和創意研發室)目的旨在支持香港發展科技企業，除了鼓勵創科人才開發適用

於房地產的創新科技，亦可探索其他科技如人工智能、機器人和大數據等可如何應用在現代人的生活中。

INDEX(工創空間)是工總轄下香港初創企業委員會為支援初創企業、推動創新科技、培育本地企業家及協助本地青年在業

界發展，而於觀塘成立的共用工作空間，希望匯集大批工業家的經驗和人脈，協助青年把創意轉化成產品和服務，實現創

業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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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yConnect：
聯繫 5 Ｇ
智慧城市發展

20190311

協 會 與 香 港 科 技 園 公 司 定 期 合 作 舉 辦 的

I n d u s t r y C o n n e c t @ S c i e n c e  P a r k 已

來到第三年，剛於2019年3月11日的活動中，

科學園內的公司及合作伙伴就有關最新研發技

術、產品及相關應用作出簡單介紹和展示，並

由園方安排與協會會員進行商貿配對，藉此建

立聯繫，開拓商機。會員其後參觀了位於科學

園內的智慧城市創新中心（SCIC），這亦是香

港首個5G創新實驗室，由香港科技園公司和香

港應用科技研究院（ASTRI）攜手打造，著力

推動香港的智慧城市發展。會員在這次活動中

拓闊眼界，從中受到啟發並思考可如何應用於

家電研發中，獲益匪淺。

香港秋季
電子產品展
2018

20181013-16

Hong Kong Electronics Fair 2018 
(Autumn Edition)

由香港貿發局主辦的第38屆香港秋季電子產品展於2018年10月13日至16

日假灣仔香港會議展覽中心順利完成，共吸引超過4,300家來自25個國家

及地區的參展商，聚焦業界最新的科研產品及技術，例如人工智能、物

聯網、機械人、電源供應和感應器技術等；此外，現場設有各式交流活

動，例如「創新科技論壇」請來多家科技巨擘的代表如微軟、IBM及商湯

科技等，以「人工智能－前瞻無限」為題分享。本會亦設有攤位與業界

交流，並藉此良機展示大中華家電設計大賽的優勝作品，蒙各會員到場

支持，亦乘此業界盛事獲得不少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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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事項

智聯表面廠有限公司
Chi	Luen	Watch	Dial	Company	Limited	

地址：	 香港新界葵涌打磚坪街68號
	 和豐工業中心7樓723B室
	 Room	723B,	7/F,	Well	Fung	Industrial	Centre,	
	 68	Ta	Chuen	Ping	Street,	
	 Kwai	Chung,	N.T.,	Hong	Kong.	
代表人姓名：馬良生先生	Mr.	Ma	Leung	Sang,	Edwin	
代表人職銜：董事總經理
電話：	 （852）2481-7331
傳真：	 （852）2485-0354	 	
電郵：	 edwin@chi-luen.com
網址：	 -
產品	/	服務：	鐘錶類

東莞市易利嘉電子有限公司
Dongguan	Easy-Gather	Electronic	Company	Limited	

地址：	 中國廣東省東莞市東城區桑園洋富工業園
	 Yangfu	Industrial	Park,	Sangyuan,	Eastern	Town		
	 District,	Donggua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代表人姓名：談春先生	Mr.	Tan	Chun,	Thomas	
代表人職銜：總經理	General	Manager
電話：	 （86）769-86219238
傳真：	 （86）769-86219638	 	
電郵：	 thomas.tan@easygather.com
網址：	 http://www.easygather.com
產品	/	服務：	Safety	capacitors	Y1/X1,	Y2,	X2,	CBB21,	CL21,
	 CL11,	ceramic	capacitors

香港電商協會有限公司
E-Commerce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Limited	

地址：	 香港九龍觀塘成業街27號	日昇中心8樓803B室
	 Room	803B,	8/F,	Sunbeam	Centre,	
	 27	Shing	Yip	Street,	Kwun	Tong,	Kowloon,	
	 Hong	Kong.
代表人姓名：陳思敏小姐	Ms.	Chan	Sze	Man,	Sammi	
代表人職銜：副秘書長	Vice	Secretary
電話：	 （852）3426-3794
傳真：	 -	 	
電郵：	 info@ecahk.org
網址：	 http://ecahk.org
產品	/	服務：	香港電子商貿業界提供交流平臺

蜂窩電子製品有限公司
Honeycomb	Electronic	Products	Company	Limited	

地址：	 香港九龍旺角通菜街1A-1L號
	 威達商業大廈10樓1007室
	 Room	1007,	10/F,	Witty	Commercial	Building,	
	 1-1L	Tung	Choi	Street,	Kowloon,	Hong	Kong.	
代表人姓名：辛德沛先生	Mr.	Nelson	T.	P.	Sun	 	
代表人職銜：銷售經理	Maketing	Manager	
電話：	 （852）2367-8322
傳真：	 （852）2367-8283	 	
電郵：	 nelson@honeycomb-e.com
網址：	 http://www.honeycomb-e.com
產品	/	服務：	蜂窩電子製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中-美-港合資企業，
集研發、生產和行銷正溫度係數（PTC）熱敏材料陶瓷發熱元、
器件及蜂窩式PTC元、器件為一體的專業製造廠商。

即刻馬達有限公司
JAK	Motor	Company	Limited	 	

地址：	 香港新界葵涌青山路303號	I	Place	16樓1606室
	 Flat	1606,	16/F,	I	Place,	303	Castle	Peak	Road,	
	 Kwai	Chung,	N.T.,	Hong	Kong.	 	
代表人姓名：陳世豪先生	Mr.	Jackie	Chan	
代表人職銜：董事總經理	Managing	Director	 	
電話：	 （852）3618-8120
傳真：	 （852）8147-2227	 	
電郵：	 jackie@jakmotor.com.hk
網址：	 http://www.jakmotor.com.hk
產品	/	服務：	DC	Motor

亮信有限公司
Shine	Faith	Limited	 	 	

地址：	 香港新界葵涌和宜合道173-175號
	 金威工業大廈2期9字樓E座
	 Block	E,	9/F,	Kingsway	Industrial	Building,	Phase	2,	
	 173-175	Wo	Yi	Hop	Road,
	 Kwai	Chung,	N.T.,	Hong	Kong.
代表人姓名：黃慧倫小姐	Ms.	Wong	Wai	Lun,	Alison	
代表人職銜：副董事	Vice	Director	 	 	
電話：	 （852）2427-4391
傳真：	 （852）2489-8735	 	
電郵：	 info@shinefaith.cn
網址：	 http://www.shine-faith.com
產品	/	服務：	合金壓鑄、電鍍、電泳

富利（亞洲）有限公司
Fu	Lee	(Asia)	Limited	 	

地址：	 香港九龍九龍灣臨樂街19號南豐商業中心9樓13室
	 Room	13,	9/F,	Nan	Fung	Commercial	Centre,	
	 19	Lam	Lok	Street,	Kowloon	Bay,	Kowloon,	
	 Hong	Kong.	
代表人姓名：李世雄先生	Mr.	William	Lee		
代表人職銜：董事	Director
電話：	 （852）2375-2238
傳真：	 （852）2375-8607	 	
電郵：	 leeshw@netvigator.com
網址：	 http://www.fuleeasia.com
產品	/	服務：	Generator

新會員介紹

2019

New Member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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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事項

個人會員	
梁宜信先生
信利達化學有限公司
電話﹕（86）13825757521
電郵﹕leungyeeshun@outlook.com	/	leungyeeshun@gmail.com

思藍創新有限公司
Xela	Innovation	Limited	 	 	 	

地址：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58-64號帝后商業中心19樓B室
	 Unit	B,	19/F,	Queen’s	Centre,	
	 58-64	Queen’s	Road	East,	Wanchai,	Hong	Kong.
代表人姓名：鍾貴賢先生	Mr.	Zhong	Guixian,	Alex	 	
代表人職銜：董事	Director	 	
電話：	 （852）6854-0719
傳真：	 （852）2512-0110	 	
電郵：	 alex.zhong@xelainno.com
網址：	 -
產品	/	服務：Government	Funding	Professional	Services

科域電腦系統有限公司
Techland	Computer	Systems	Limited	 	

地址：	 香港新界葵涌大連排道21-33號
	 宏達工業中心12樓1214至1216室
	 Unit	1214-1216,	12/F,	Vanta	Industrial	Centre,	
	 21-33	Tai	Lin	Pai	Road,	Kwai	Chung,	N.T.,	
	 Hong	Kong.
代表人姓名：梁建中先生	Mr.	Darren	Leung
代表人職銜：高級銷售經理	Senior	Sales	Manager	 	
電話：	 （852）2416-6711
傳真：	 （852）2411-0392	 	
電郵：	 sales@techland.com.hk
網址：	 http://www.techland.com.hk
產品	/	服務：ERP	Systems,	E-Commerce	and	Web	Solutions,	
CRM,	POS	Systems

唯特奇香港有限公司
Vedec	Hong	Kong	Limited	 	 	

地址：	 香港新界荃灣白田壩街36-44號信義工業大廈10樓A室
	 Flat	A,	10/F,	Goodwill	Industrial	Building,	
	 36	Pak	Tin	Par	Street,	Tsuen	Wan,	N.T.,	
	 Hong	Kong.	
代表人姓名：江浩榗先生	Mr.	Kenny	Kong	
代表人職銜：首席執行官	/	聯合始創	CEO	/	Co-Founder	
電話：	 （852）2388-7303
傳真：	 （852）3007-8633	 	
電郵：	 kennykong@kool.com.hk
網址：	 http://www.vedec.com.hk
產品	/	服務：Blender

新谷發展有限公司
Sungroup	Development	Limited	 	 	 	

地址：	 香港九龍觀塘海濱道135號宏基資本大廈8樓850室
	 Room	850,	8/F,	Rykadan	Capital	Tower,
	 135	Hoi	Bun	Road,	Kwun	Tong,	Kowloon,	
	 Hong	Kong.	
代表人姓名：陳錦源先生	Mr.	Kenly	Chan	
代表人職銜：創辦人及董事Founder	 	 	
電話：	 （852）2590-0635
傳真：	 （852）3743-5342	 	
電郵：	 sungroupkenly@gmail.com
網址：	 http://www.sungroup.hk
產品	/	服務：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prototype	making

舉辦日期	 活動簡介	

2019年4月13至16日	 香港春季電子產品展2019

2019年4月26日	-	6月14日	 電器業進階證書課程(第3期)

2019年5月10日	 Cyberport	Incubation	Programme	-	1st	business	matching	event:	HKEAIA	X	Cyberport

2019年5月26至31日	 海外培訓(波蘭):研習數碼化工業轉型

2019年5月29至31日	 China	Homelife	Show	Poland

2019年7月8日	 第二十次周年大會及會員歡聚交流晚宴

2019年7月29日	-	8月1日	 Eletrolar	Show	&	Latin	American	Electronics	International	Trade	Show	Brazil

2019年10月5日	 五人籃球挑戰賽

2019年10月13至16日	 香港秋季電子產品展2019

2019年12月2日	 會員迎新暨聖誕聯歡晚宴2019

2020年5月28至30日	 The	Premiere	Indonesia	International	Consumer	Electronics	Exhibition	Indonesia

活動預告

第十一屆理事會
2019-2020年度草擬活動計劃

Activity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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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Legal Matters
一般法律事項

Consultancy on
Professional Engineering Support
工程設計專業顧問

Contact Person 
聯絡人

Eliza Lai 
黎小明

Professional Background 
資歷

Ph. D of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博士

eliza@lleader.com.hk
elizalai@sunshine2008.hk





HKEAIA express #4942

行業交流

打通東盟消費市場：
家庭用品及小型家電(營銷)

香港家庭用品出口商若要拓展至馬來西亞、泰國及印尼等東盟主要市場，制訂適當的營銷策略，是成功
推出產品和建立品牌的關鍵。除傳統營銷手法外，港商也應放眼區內流行的網上營銷渠道。

建立品牌

在東盟各大城市，消費者購買家庭用品和小型家電有很多選
擇。新產品若要與眾不同，必須建立鮮明的品牌形象。著名的
家庭用品品牌，如Dyson空氣淨化風扇、Nespresso咖啡機或
Wedgwood套裝餐具等，背後都有一個引人入勝故事。有效
的品牌塑造可使產品從眾多類似商品中脫穎而出，成為獨特和
具有意義的東西，令目標消費者在心中產生共鳴。鮮明的品牌
形象有助企業更容易打進東盟新市場。Lexington	 Limited是香
港一家生產各種餐具和廚具的公司，曾投入大量資金重塑品
牌。該公司在品牌重塑後將其品牌分成3個子品牌：Lexliving
餐桌產品，如廚房用具和烘焙用具；Lexngo午餐盒、容器和器
具；Lexnfant嬰兒和兒童產品，如餐墊和嬰兒食品搗碎器。經
過品牌重塑後，各產品系列均具有獨特的形象，令人難忘。憑
藉鮮明的品牌形象和持續的產品創新，Lexington將其銷售網擴
展到東盟市場，同時在歐洲和美國等主要市場仍保持競爭力。

通過述說故事來接觸千禧世代

千禧世代是東盟最大的消費群體，他們年齡在18至32歲之間，
許多是已婚人士，有些更為人父母。家居用品品牌和營銷人員
要接觸千禧世代，成功之道在於建立關係和信任。鑒於千禧世
代是使用科技的先行者，要吸引他們，便需要採用新世代的模
式，因此品牌應通過與年輕一代相關內容和講述品牌故事的方
式接觸他們。

千禧世代喜歡自行鑽研，搜尋真實可靠的品牌。他們希望找到
與其價值觀和生活態度一致，並與他們的理念產生共鳴的產
品。他們追求的產品不單要實用，還要背後有一個故事。假若
他們知道咖啡桌是由回收木材製成的，坐墊是用家族經營養羊
場的羊毛編織的，或者時髦的裝飾花瓶是由生活在南非夸祖魯-
納塔爾(KwaZulu-Natal)省德拉肯斯堡山脈(Drakensberg)山麓
的陶工製作的，他們對產品和品牌就更有親切感。

千禧世代也重視高尚的情操，關注與社區相關的社會問題。他
們傾向於選擇那些與他們理念相同的公司的產品，即使要付出
較高價錢也在所不計。因此，公司推行企業社會責任計劃，
例如與當地學校合作並提供師友同行輔導、向慈善組織捐贈物
品，或通過員工志願服務回饋社區等，均有助與千禧世代建立
有效聯繫。具有社會意識的品牌，可以吸引熱心擁護的消費
群。

參加商貿展覽接觸潛在客戶

在商貿展覽參展的品牌、供應商和貿易商，可與有潛力的客戶
或合作夥伴接觸，或與舊客戶重新聯繫。東盟各主要城市都有
舉辦多項與家居生活、家庭用品和小型家電相關的商貿展覽。

香港

2018年，由香港貿易發展局舉辦的第33屆香港家庭用品展和
第9屆香港國際家用紡織品展，共吸引來自112個國家和地區近
4.9萬名買家出席。據現場調查結果發現，46%的受訪買家預
期會增加通過香港採購產品的數量，顯示買家繼續願意使用香
港作為交易平台，而62%的參展商預期會通過香港銷售更多產
品。

設計營商周(The	Business	of	Design	Week，簡稱BODW)：這
是香港設計中心自2002年以來一年一度主辦的旗艦活動，主要
邀請全球最傑出的設計大師和有影響力的商界人士來港，向區
內與會者提供創意思維和設計管理方面的意見。此外，設計營
商周還為與會者提供一個寶貴的平台，供大家建立聯繫、交流
意念並探索業務合作。如今，設計營商周已成為亞洲在設計、
創新和品牌方面領先的年度盛事。

新加坡

新加坡國際家具展(International	 Furniture	 Fair	 Singapore，簡
稱IFFS)：2018年新加坡國際家具展，以及同地點舉行的東盟
家具展(ASEAN	Furniture	Show，簡稱AFS)和NOOK	Asia，共
吸引了來自89個國家的19,196名貿易業內人士參加。這3項展
覽會為室內設計、建築、房地產、零售、分銷和酒店等行業服
務，展出各種各樣產品，包括家具、浴室和廚房用品、地板和
地毯、藝術品和裝飾品、餐具、廚具、陶器和手工藝品。

My	Home	Grand	Furniture	&	Reno	Expo：這個一年一度的博
覽會吸引大批家居愛好者前來參觀會上推出的新產品，瀏覽數
以千計的家具、家居布置用品、室內設計和其他展品。展出的
產品包括各種家居用品，如牆紙、地板材料、裝飾品，以及鎖
具、裝飾柵欄、洗衣系統和電磁爐等家居必需品。

SingaPural：這項展覽由新加坡家具工業理事會(Singapore	
Furniture	 Industries	 Council，簡稱SFIC)自2012年起舉辦，目
標是成為設計師與業界聯繫的共同平台。

Singapore	 Indesign：該項活動為建築師、室內設計師、業內
專家、學生和設計師獵頭公司提供獨一無二的機會，與業界接
觸並建立聯繫。

印尼

Kitchen	 and	 Bathroom	 Indonesia：該項活動是國際及本地買
家、分銷商和零售商採購貨品的場所。這個商貿展覽讓參觀人
士一睹現代時尚生活的最新潮流。會上展出各種各樣的產品，
包括廚房家具和設備、廚房電器、廚房和浴室裝飾、智能家居
控制和解決方案，以及綠色家居技術。

馬來西亞

家居裝飾展(HOMEDEC	 Malaysia)：自2003年以來，屢獲殊榮
的家居裝飾展，憑藉展出大量有助人們創造夢想家園的創新設
計方案，發展成為重要的業內盛事。在這個巨大的交易平台，
數以百計的參展商可以與對其產品感興趣的消費者接觸。隨著
需求大增，家居裝飾展已擴展至馬來西亞4個主要的州，在吉
隆坡和檳城一年兩度舉行，在柔佛州新山和沙巴則為一年一
度。

20 1 7年1 0月，HOMEDEC在其主要展覽會之外推出
HOMEDECshop，成為馬來西亞首個家居裝飾和設計相關的網
上購物平台，讓消費者在展覽會舉行日期以外也可安坐家中，
通過HOMEDECshop購買家居產品和專業服務。



[1]	調查在雅加達、泗水、曼谷、吉隆坡、胡志明市、河內及馬尼拉共訪問超過1,400名中等收入消費者。
[2]	Facebook、Instagram、YouTube、Twitter和Snapchat均有串流直播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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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尚家居展(Modern	 Home	 Fair)：該項展覽是製造商、分銷
商、供應商，以及家居和生活產品及服務供應商接觸購物者的
共同平台。吉隆坡時尚家居展的展品包括家庭娛樂和電器產
品、廚櫃和廚房設備、家居裝修服務、地板和照明產品等。

馬來西亞家具與裝飾展銷會(Malaysian	Furniture	&	Furnishings	
Fair，簡稱MF3)：這項活動聲稱是東南亞實效最高的家具展，
主力展銷家居產品，如門窗、窗簾、燈飾、牆紙、地板、家居
裝飾品、客廳家具、睡房家具、廚房家具等。MF3旨在為房主
和參展商帶來創意和創新意念，展會主要面向消費者和市場，
是推出家具產品系列的理想平台。

馬來西亞國際家具展(Malaysian	 International	 Furniture	 Fair，
簡稱MIFF)：MIFF匯聚500多家來自世界各地和馬來西亞的參
展商，展示最新設計的睡房、客廳、廚房、浴室、兒童房、辦
公室、酒店和戶外家具，從頂級品質的現代和當代家具到歷久
不衰的經典家具都有。

泰國

泰國國際家具展(Thailand	 International	 Furniture	 Fair，簡稱
TIFF)：該展覽會每年舉辦兩次，分別於3月和10月在曼谷舉
行。會上最受歡迎的產品類別是家庭用品、家居裝飾品、手工
藝品、室內設計裝飾品、家具和家具零件。

泰國家具家品展(Thailand	Furniture	and	Houseware	Fair)：展
覽會在曼谷舉行，為期9天，集中展示家具、衛生潔具、浴室
布置用品和家居裝飾品，讓消費者和業內買家瞭解家居設計的
最新潮流。

泰國國際禮品暨家居用品展(Thailand	 BIG+BIH)：這是區內最
負盛名的禮品和家居裝飾行業展覽會之一，也是亞洲業內一大
盛事，每年有13,000名買家和專業人士參加。在該展覽參展，
是家居用品品牌加強在東盟地區的立足點，以及提升品牌在全
球知名度的理想機會。

在零售店內開設快閃店

除參加商貿展覽外，供應商和設計師還可以尋找機會，在零售
商的店舖內測試其產品，以瞭解消費者的反應。零售商大多歡
迎新的想法，以增加店舖的客流量。設計師接觸零售商時，應
視為交流意見，而非爭取生意。他們應提出用幾分鐘時間來介
紹其最新系列，並徵求零售商的改進建議。假若零售商同意會
面，設計師就可以提出在零售商的店舖內開設快閃店(pop-up	
shop)。

設計師可以向零售商支付在活動期間銷售貨品的佣金，或者向
零售商支付使用場地的固定費用。一旦零售商同意設計師展示
產品，他們就應邀請所有業務聯繫人參加活動，還可以向零售
商的常客和其他消費者介紹其產品系列，以獲取反饋或售出貨
品。如果活動大受歡迎，零售商可能會對長期合作感興趣。

開設快閃店不僅是向零售商介紹設計師產品系列的好辦法，而
且是銷售貨品並獲得反饋，以便改進產品的良好渠道。更重要
的是，取得與零售商打交道的經驗，可以在接觸其他零售商時
提高成功機會。

社交媒體營銷

根據香港貿發局《東盟中等收入消費者調查》顯示，東盟的中
產階級消費者往往使用多渠道購物，其購買決定更甚受網上評
論影響。至少50%的受訪者曾在網上購物或同時使用線上及
線下渠道。超過50%的受訪者還表示，Facebook、Twitter和
Instagram等社交媒體平台均有影響他們的購買決定	。

今時今日，消費者對與時尚生活有關的數碼內容需求甚大，不
僅是為啟發他們作出購物選擇，也是為了消閑娛樂。有見及
此，不少零售商都開始效法媒體品牌，將購物、娛樂和社交媒
體的世界融合在一起。

Facebook提供各種各樣的廣告和帖子供廣告商選擇，也推出針
對特定人口群體的選項，是家庭用品和廚房用品的理想促銷工
具。Facebook設有行為定位功能，讓廣告商接觸到那些基於過
去購物行為估計很可能再購買的用戶。此外，烹飪視頻教程、
餐飲好去處或食譜等都十分有效，但其內容必須有趣，能夠吸
引消費者。

社交媒體主要涉及3個方面：聯繫、關係和參與。在社交媒體
與某家公司有過良好互動的顧客，最有可能推薦該品牌。而他
們在社交媒體上作出的推薦，接觸範圍遠遠超過只告訴幾個朋
友。

品牌需要確保社交媒體的內容及時並引人入勝，而且能令目標
市場產生共鳴。他們可以利用視頻或串流直播視頻，加強吸引
目標受眾	 。此外，他們亦可考慮在Facebook和Instagram等社
交媒體上購買付費廣告或贊助帖子，以提高知名度。

網絡紅人營銷是即時接觸合適顧客的另一種方式。香港一家初
創公司Advwhere	 Limited構建了一個名為Cloudbreakr的自助
數據驅動平台，將品牌與不同行業的網紅配對。該平台將品牌
與最具影響力的內容創作者聯繫起來，這些人可以將品牌訊息
轉化為一連串動人的故事、照片和視頻。詳情請參閱：http://
www.cloudbreakr.com。

雖然社交媒體讓品牌與顧客更容易建立聯繫和互動，但確實也
有一些缺點，就是營銷人員很難控制公眾人士在社交媒體上的
反應。

在趕上社交媒體潮流之前，品牌可以利用Facebook和Twitter等
熱門平台上的分析工具，預早規劃特定目標，如頁面瀏覽量和
關注者數量。更重要的是，品牌需要制訂既配合公司的社交媒
體目標，又符合公司品牌形象的內容策略和指引。

在馬來西亞家居裝飾展展出的家電。



運動提升決策力
Keith 是今屆電器業協會的公共關係及出版副部長，每次訪談其他會
員時，他均踴躍出席協助，談笑間謙恭有禮，毫無架子。和他細談後
才知他花了不少心力成立公司、打點生意，和客戶交往的機會不少，
難怪表現出超乎年齡的氣度；而在忙碌的工作中作息難免不固定，他
便喜歡透過運動保持身體健康、頭腦清醒，有助他運籌帷幄做決策。

這亦是新一代企業經營者少有的遠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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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捩點使他對教育改觀

所謂英雄莫問出處，然而Keith不諱言熱愛運動

的起源是因自己曾經是頑劣學生，參與課外活

動多過讀書，也因此接觸過不少運動，包括游

水、曲棍球、欖球、網球、划艇及拳擊等，「

我自少便較好動，而且工作忙碌應酬多，我希

望保持運動習慣可保持健康，至今每星期都有

健身及游水。」提到以前的「頑劣」事跡，最

深刻始終是獲班主任「點化」，將他導回「正

途」，令他自此發奮，才有了今日的成就。他

十分感激當年的班主任，往後對教育的重要性

看法亦改觀，甚至令他萌生將來或許也可從事

培育下一代的念頭：「不過那只是很初步的想

法，也許會是退休後做義務工作的階段了！」

目標為本信任員工

Keith認為運動可令他保持頭腦清醒，這點或許

要從他的業務績效中分析才能印證，但觀乎他

領導公司幾年間在發熱電子零件的巿場中闖出

一片天，再加上他管理員工的哲學，已足夠有

說服力：「很多電器都用得上這些零件，而且

剛巧我也有機會接觸中國、日本及韓國等地的

產品巿場，便試着做起來了！」這是對巿場的

調查功課做足、目光放得夠遠；「用人不疑、

疑人不用，所以我會盡量放手讓他們處理各種

事務，否則我一個人怎做得了那麼多？更重要

是讓他們感覺到我信任他們的態度，所以公司

採開放式設計，我也不喜歡待在辦公室裡顯得

好有隔膜！」這是因為他以目標為本，認為只

要員工能完成工作，便不應過度干涉及管理。

他也深明健康對提升工作效率的重要性，若同

事疲態盡現，他會建議他們離開休息下、做運

動才繼續工作；他甚至曾提出以獎金鼓勵同事

做運動減肥，可惜同事沒有決心執行呢！他笑

指：「疲累時怎樣都想不出解決方案，對工作

效率沒有幫助啊！」懂得叫員工休息的老闆，

確實是非常難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