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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報告    
加速推動數碼轉型

偉哥力場   
疫境創新路
                                   
企業專訪 
德豐電業有限公司主席
朱惠璋先生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總裁 
畢堅文先生

焦點活動
•線上新春團拜及牛年經濟分析
•袋錢落你袋：政府資助計劃
 疑難排解及成功案例分享
•港Hi-Tech講Hi-Tech
 IT網絡研討會系列

行業交流
•SDF項目分享會
 拓展香港家電業於新興巿場的
 發展
•HKDI香港知專設計學院師徒計劃

會務事項
•新會員介紹                                         
•活動預告

Podcast 談天接地
葛明博士：深圳隔離14天的苦樂
及智能製造技術分享 
 
e-Style
飛利浦電子香港有限公司
成本經理
梁家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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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報告

大半年來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影響業界交流，亦令協會原定舉行的研討會、會員聚會等大幅減少
或延期，但同時亦衍生出新的交流模式——由團拜、分享會以至研討會，均以網絡視訊輔助
進行；連串「港Hi-Tech講Hi-Tech」研討會均反應熱烈，更標誌業界加速邁向數碼轉型的新時
代。

近幾個月來會員聚會雖然少了，交流卻更頻繁和熱切。由本會資訊科技部安排的一系列網上研
討會「港 Hi-Tech 講 Hi-Tech」，為同業帶來輔助數碼轉型的各項軟件及工具應用介紹，亦帶來
數碼管理新思維；另一重頭節目「袋錢落你袋」亦備受會員關注，與大家一同探討各項政府資
助計劃可提供的支援，助企業在逆境中尋求新方向。本會成員齊心合力，每個月均安排多項網
上活動為業界提供資訊及交流機會，絕不因為疫症打擊而停下腳步。

此外，今期訪問生產力促進局畢總裁時提及智能生產線，由於智能生產是工業4.0的轉型關鍵，
本會亦正與生產力促進局合作研發適合家電業的智能生產線，研發計劃暫名「手眼機器人結合
人工智能於多種表面檢測瑕疵的關鍵技術研究」。傳統生產線難免需一定人手協助做品質監
控，除了需較長時間及較多人手，亦有較多機會出錯。智能生產線研發將會集中研究如何將人
工智能融入創新科技，更快速地自動定位追蹤產品可見表面上的划痕和黑點等各種瑕疵痕跡，
幫助企業改善生產流程及減省人力資源之餘，尤其可更有效率地加強產品質量控制，推動企業
加速邁向工業4.0。

與此同時，本會亦需密切留意政府最新防疫指引對業界的影響，以便及時提供相關支援或解決
方案建議，例如剛於4月20日公佈的指引，規定食肆須在換氣量及空氣淨化方面遵守相關規定，
使用符合指定規格的空氣淨化設備，這令巿場對空氣淨化電器的需求突然激增，各同業面臨原
料及零件供應不足以及短時間內變化甚鉅的需求量，既有商機亦有危機，如何能助會員度過難
關，這亦是本會的挑戰，祈希與各位迎難而上，共創再工業化的新時代！

While the Covid-19 continues to have impacts on the world economic environment, the 
HKEAIA has been also affected with the postponed events and seminars. Alternatively, we 
hosted a series of webinars, expecting there will be a big progress 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industry.

The webinars were focusing on various aspects such as AI responsive robots, CPQ, WFM, BPR, 
Cyber Security and Data Visualization, and how to integrate technologies and AI management 
tools into different areas of an entreprise. Another popular webinar was the SDF Projects 
Sharing, which assisted members in considering appropriate governmental funding. Along 
with all these webinars, issues about business reform were addressed to our members. 

To align with the Industrie 4.0 advocated by the government, we are also working closely 
with the Hong Kong Productivity Council in the research and design stage of a smart manu-
facturing solution for the electrical appliance industry. The smart production line was initial-
ly named “Key Technology Study for the Freeform Inspection for Hybrid Surface Defect of 
Electrical Appliance Based on Eye-in-hand Robot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study aims 
to leverage AI and innovative technology to inspect and locate the defects such as scratches 
and black points on visible surface of the products. The technology is expected to improve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efficiency and product quality control. This is also an essential step for 
Industrie 4.0.

The rapid-changing anti-virus policies have been bringing challenges, though it is also gener-
ating rooms for profit at the same time. We will try our best to assist in working out solutions 
for the industry in regarding the challenges of resources shortage in supply chain and rapid 
growth in demand.  I believe we will grow stronger and it is our time to adapt to the Re-indus-
trialization!

Together we are tackling adversity and we will succeed in this fight.

KEN FUNG'S MESSAGE

Boosting Digital Transformaion
加速推動數碼轉型

馮建輝
Ken Fung

香港電器業協會理事長
President of the HKEA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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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哥力場

新冠肺炎已經肆虐全球一年有餘，也給全球經濟帶來史無前例的打擊，至今尚未喘
定，雖然全球各國都在積極推進疫苗接種，但仍需審慎樂觀看待，勿忽略的是持續
有不同類型的變種病毒出現，給全球通關及經濟復甦帶來新的變數，因此大家即使
打了疫苗，也不可以掉以輕心，相信未來抗疫之路，仍有相當一段要走，大家要堅
持同時做好各項防疫措施！

今年同時要留意的是，地緣政治不穩定因素也在加劇，中美博弈持續，南海充滿風
雲變幻，緬甸局勢也尚未平復，各類原材料成本上升及缺貨，這些種種因素都會對
環球營商環境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大家在堅守崗位，謀劃企業持續生存及發展的同
時，也要做好充份準備，制定好應變之策！

可幸的是，中國是第一個成功走出抗疫之路的國家，經濟也開始逐步靠穩，邁向可
持續正增長，隨着國家將香港納入十四五規劃發展藍圖，將香港定位為國家創新科
技中心，香港政府也積極作出一系列配合，香港創新科技局、香港科學園、香港生
產力促進局、香港貿發局等等不同部門，都在積極推動創新科技產業，推動香港再
工業化智能發展，推動港資企業融入國家內外雙循環，融入一帶一路的發展大局同
建設，這些種種，都帶給港資企業前所未有的新機遇。而疫境之中，也不乏摸索之
後，產品及業績取得雙突破的企業，創出亮麗業績！相信經過抗疫之路磨煉出來的
港商，更加經得起風浪的衝擊，重新上路之後，能夠為自己的發展找到新方向、新
出路、創出新里程！ 

The COVID-19 pandemic hit us hard in the past year, and has been causing rapid 
changes in world economy. However, In the shade of virus mutations, we still ex-
pect the vaccination campaigns will brighten our way ahead and push forward with 
the economic recovery. 

Alongside with the uncertainty of virus variants, geopolitical influences of China 
and the US in Southeast Asia were also reinforced. In addition, the crisis in Myan-
mar, increasing materials prices and shortage of supply, all of these contribute to 
the economy changes to a varying extent. Rarely we have occasion to reverse the 
change, we could still be in a position to achieve entreprise sustainability and tack-
le with future challenges.

While China has been striving toward success in fighting COVID-19, the country’s 
economy is recovering progressively. Including in the “Outline of the 14th Five-
Year Plan for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Long-Range Objectives Through the Year 2035” (the 14th Five-
Year Plan), Hong Kong’s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will be support-
ed by the country. It was expected the Re-industrialization will be also contribut-
ing towards the “dual circul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 country, and Hong 
Kong will be able to participate proactively in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 Despite of 
all odds, we have faith that Hong Kong will find its way to recovery.

ANDY LUI'S MESSAGE

From Adversity to a Road of Resilience
疫境創新路

呂偉
Andy Lui

香港電器業協會副理事長
Vice-President of the HKEA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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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專訪

創新 X 全球化

Innovation X Globalization
Capturing the Post-pandemic Opportunities 

疫 後 新 商 機

朱惠璋
Wilson C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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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專訪

Wilson 指國內廠房經官
員反覆核查衞生及防疫
措施，順利於去年 2 月
初作為第一批獲政府認
可復工的廠房，並恢復
供應鏈及處理延期訂單。

經過一年疫情肆虐，不少在內地設廠的家電企業

均面臨嚴峻挑戰，而德豐電業在去年第二季隨即

重整旗鼓，下半年訂單更比 2019 年同期增長約

三成，疫巿中更顯實力！到底德豐是如何在全球

疫境中覓得新商機？這次我們專訪德豐主席朱惠

璋 (Wilson)，他透露 :「我們趁機檢視整個企業

的體制及管理方針，並作出改善；另外亦延續一

直以來對創新科技研發的支持，與時並進為企業

增值！」

韜光養晦

世界知名的汽車、電動工具或家居電器品牌，都可見到德豐出品的開

關、電子元件、傳感器及集成模組所構成的智能人機界面，其產品

覆蓋範圍廣泛，可說是行內最具實力的供應商之一。不過，2020年

COVID-19疫情席卷全球，德豐同樣面對難以採買防疫物資、生產原料，

以及內地廠房工人無法上班等困難；Wilson為了確保員工健康，盡量容

許香港及內地辦公室同事在家工作，利用資訊科技實現「遠程辦公」模

式。對外的生產供應及訂單數量，德豐無可避免順應全球局勢，處於較

被動位置，但內部管理方面，他決定主動作出改革，他認為最重要是減

輕員工的工作壓力：「工作流程改善了，效率自然增加，令他們更積

極；此外亦有餘裕可以思考策略性的解決方案，例如檢討架構、縮減內

部流程、加快決策、增聘人手、戰略性備貨、尋找不同材料來源，並且

針對客戶變短的訂單週期，建立項目快速反應團隊等等。」在疫境中仍

能積蓄能量作可持續發展。

策略與創新

除了增加效率，Wilson認為創新科技同等重要。德豐一直都很支持學術

和初創界，即使逆境下仍然持續投資，例如和香港大學、理工大學合作

研究項目；與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初創公司Tulip合作研發智能數碼

化工廠，他更於2020年1月獲MIT邀請出席ILP全球創新論壇，分享如何

整合智能解決方案、建立創新夥伴生態圈以及加強客戶參與度。Wilson

指出，大學科研需時，投資並不一定在短時間內帶來商機，但他很欣賞

初創企業的理念和對新科技的熱情，「他們缺少的只是資源和商業化方

向，而我們則可透過和客戶溝通為他們收集到更實務的意見，有助其繼

續完善和微調研究成果，並在巿場推廣和生產方面提供支援；我們的客

戶則可獲得更貼身設計的產品開發，所以是雙贏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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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專訪

While many home appliances companies that have their own factories in 

the Mainland are facing enormous challenges after a year of pandemic, 

Defond managed to regroup in the second quarter of last year. Volume 

of new order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year increased by about 30% 

compared with the same period in 2019, underscoring its strength during 

the challenging year. As for the question of how exactly did Defond find 

new business opportunities in the time like this, Wilson Chu, Chairman of 

the company said "we took the opportunity to review the corporate-wide 

system and management approach, and then make improvements. We 

also continue our support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keeping pace with the changing times and adding value to the company."

德豐對初創企業十分支持，其中一個合作研發的單位是 MIT 初創公司
Tulip。Defond has been very supportive to startup companies like Tulip, 
a MIT spin-off and is now one of the Defond’s cooperative R&D partners.

德豐生產線融合工業化和數碼化。The production line has also been 
integrated with industrialization and digitalization.

Wilson said after several rounds of 
hygiene and preventive measure 
inspection by the mainland officials, 
their manufacturing plants became 
the first batch of factories approved 
by the government to resume work 
in early February last year. They were 
able to resume the supply chain and 
work on the delayed or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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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專訪

內外改革尋商機

數碼化 Digitization 全球化 Globalization

去碳排放 Decarbonization

Throughout Reform, 
Seeking Business Opportunities

Wilson 認為公司各方面都有所提
升。至於商業佈局，則包括

數碼化、去碳排放及全球化等。
全面將工業化和信息化 ( 數碼化 ) 融合，

同時引入智能系統，有助物聯網、大數據及
雲端技術融入到內部管理系統，由生產以至

訂單管理更有效率，釋放人力資源。
 the internal management system has been 

integrated with industrialization, digitalization 
and intelligent systems. Such integration 

results in more efficient operation flow, from 
production to orders management, freeing up 

human resources.

積極拓展歐洲巿場和汽車行業，歐洲

客戶的比例甚至超越美國，兩年前更已

開始籌備於羅馬尼亞設廠，實行

「Local to Local」的供應鏈策略，

令供貨時間更短、更穩定。
Defond has actively explored the European 

market and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The proportion of European customers has 

surpassed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company has set up factory in Romania 
and has implemented "Local to Local" supply 

chain strategy that help shorten and 
stabilize delivery period.

德豐自 2005 年起已取得 ISO 14000 認證的環保標準，證明環保和節省成本是可並存的企業管理策略。

2020 年 9 月德豐更獲得博世 BOSCH「2020 年度持續性發展優秀供應商」這項殊榮。
Defond has attained ISO 14000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 certification since 2005. Various green projects 

have also proved tha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cost saving can coexist. 
On September 2020, Defond was awarded the "Excellent Supplier for Sustainability 2020" by Bosch.

After overcoming the challenges 

brought by the coronavirus, Wilson 

believes that the company has improved 

in many ways. As for the business 

planning and strategy, it focuses on 

digitalization, decarbon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Adopting a Low Profile and Cultivating Internal Strength

Smart human-machine interface which is made up of Defond’s 
switches, electronic components, sensors and integrated 
modules can be found in many products of renowned brands 
of automobiles, power tools or home appliances. However, as 
the world was hard hit by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2020, the 
company faced difficulties in both operation and production, 
while its factory workers in the mainland were unable to go 
to work. Wilson let his office staff work from home as far as 
possible, realizing “remote office” by leverag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In terms of internal management, he decided to take the 
initiative to reform. “ Once the work flow is improved, higher 
efficiency would follow and people would become more 
proactive. They will also have time and resources to consider 
strategic solutions, such as reviewing corporate structure, 
shortening internal processes, speeding up decision-making, 
hiring new staff, managing stock strategically as well as 
looking for different sources of materials. They can even 
establish rapid response team for each project to cope 
with the shortened ordering cycles of our customers.” With 
those initiatives implemented, he thinks it is possible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ven during the economic 
downturn.      

Wilson 到香港科學園參觀工業人工智能及機械人研發中心
FLAIR。Wilson visits FLAIR, the Hong Kong Industri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 Centre in Hong Kong Science Park.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MIT 邀請 Wilson 出席 ILP 全球創新論壇作分享。
Wilson was invited by MIT to attend the ILP Global Innovation Forum to share his view.

Strategies and Innovations

Wilson believes that innovative technology is as important 
as efficiency enhancement. Defond has been a long term 
sponsor of the academic and start-up world. It continues with 
the investment even in times of adversity, such as research 
projects carried out with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mart factory plant with Tulip, one of the MIT spin-off. In the 
ILP Global Innovation Forum 2020, Wilson shared his insight 
about  integrating digital solutions, building an ecosystem 
for innovation partners, and strengthening customer 
engagement. The university investment shows how he 
admires the innovative ideas of startups and their passion for 
new technologies.

"What they don’t have are merely resources and business 
direction. But by engaging with customers, we can help 
collect more practical opinions that will help them improve 
and fine-tune their works. We also provide support in 
marketing and production. At the same time, our customers 
can be benefited with bespoke product development plans, 
so it’s a win-win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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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專訪

業界智慧後盾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總裁畢堅文曾在電器企業服務多年，對業界發
展相當熟悉，談及推動香港再工業化的困難，他認為萬事俱備，
獨欠「人和」：「很多廠家不太明白何謂再工業化。工業生產智
能化，我們要的不是工人，而是工程師。一個工程師已可協助運
作一整條生產線，因此香港要再加緊進行人才培訓。」

畢堅文
Mohamed D. Butt

Smarter and Stronger

HKPC 設有全港唯一的電磁波測試室，為工業級物聯網產品作測試。
HKPC is well equipped with the only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chamber in Hong Kong to offer both radiated emission and 
immunity testing for industrial IoT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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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工業發展資訊及方案

推動及落實再工業化

協助配對合適資金援助

科研及技術支援創新科技

研發推動智能生產

政府近年積極推動香港再工業化，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HKPC)的任務之一便是透過科研成果令工業4.0和企業4.0

落實，幫助香港企業升級至智慧生產。其研發的貓頭鷹智能

生產線剛於二月底推出，便是智能生產的重要里程碑。這條

長達54米的智能生產線首次應用在一間生產智慧保安產品

的公司NiRoTech Limited中，共安裝了 12 部機械人，輔以

物聯網、機器視覺、人工智能（AI）與數據分析等科技，以

提升生產效能。此外，生產規模可按需要地分階段擴充，但

已能把工人數目控制在十多人左右，減低成本，未來更可24 

小時全天候營運，進一步提升產能。

畢總裁指，智能生產線的好處是較有彈性：「若是需要勞工

密集的生產模式，還是較適合在廠房成本較低的地區設廠，

但生產一些高增值的高科技產品時，如NiRoTech的智能生

產線便有效減省人手約60%、廠房用地節省一半，令生產成

本可壓縮15%至20%，同時產能卻可提升1.5倍！」難怪即

使在寸金尺土的香港，畢總裁仍對開設工業4.0的廠房充滿

信心。「中小企在生產小批次但需要複雜技術的高增值產品

時，智能生產線設在香港可更有效益，希望將來亦可應用在

小家電的創新產品上！」

他認為家電生產近年面臨鉅大挑戰。作為OEM的產品單價

在激烈競爭下愈來愈低；近年雖有不少新品牌冒起，但產品

功能並不突出。若能在創新科技上作出突破，便得以「殺出

重圍」，價格才有上調空間。「一定要在創新和設計方面多

花心思，我們的R&D團隊或可為家電企業提供協助，成為

你們的後盾。」除了創新科技應用，畢總裁亦指出使用可生

物降解物料將會是未來趨勢。「用家的環保意識提高了，若

購買咖啡機時知道機件可天然分解，將可更放心使用。」

HKPC在綠色科技方面亦有不少研究及解決方案，更擁有可

生物降解物料的註冊專利，相信對於有意推動環保生產的企

業來說可提供不少支援。

全方位支援企業

HKPC的研發團隊在電子科技、環保及智能製造方面為各行

各業提供支援，小家電行業當然是其中之一，因此過去多年

和香港電器業協會合作在東南亞推廣不少項目；留意到業界

在東南亞設廠的需求日增，亦鼓勵中小企分散風險，提供在

泰國、緬甸、馬來西亞、越南等地設廠的資訊，助他們開拓

東南亞巿場；此外透過「中小企資援組」(SME ReachOut)

提供政府資助基金諮詢服務，協助本港中小企配對合適的

資助計劃方案。正如畢總裁所說，HKPC的服務範疇愈來愈

廣，只要企業有意尋求支援，便可一起「成就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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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erms of striving for Industry 4.0 and Enterprise 4.0, 

Mr Mohamed D. Butt,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Hong Kong 

Productivity Council (HKPC), believes the key is nurturing talents, 

“the entrepreneurs have to realise that Re-industrialisation is not 

about bringing back the labour-intensive industry. Engineers are 

needed instead, to maintain the intelligent production line.”

Accelerating Intelligent Production

Since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advocates Re-
industrialisation in Hong Kong, HKPC has been committed 
to preparing the local SMEs for realizing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The “OWL” intelligent production line 
developed by HKPC’s expert team has become the milestone 
when it was introduced in February. The production line 
is equipped with 12 robots and a series of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such as IoT, machine vision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t to increase production capacity. 

Mr Butt pointed out the intelligent production line could be 
highly flexible in terms of operation hours and productivity 
enhancement,“Taking NiRoTech as an example, the factory 
area is about 50% smaller, while manpower is reduced by 

about 60%. This will lower the production cost by 15%-20% 
and increase the overall production capacity by 1.5 times.” 
Considering the advantages, he believes the OWL is a 
better alternative for the enterprises in enhancing product 
competitiveness, especially for sophisticated and high-value-
added goods. 

The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has also forced the electrical 
appliance industry to lower the product prices. While 
there are emerging new brands in the market, they have 
to strengthen their product design and features with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for higher profit margin. Mr Butt 
remarked, “Our R&D team is ready to provide support to 
those companies. HKPC has been doing researches not 
only on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but also on eco-friendly 
technologies. We’ve obtained patents for various aspects, 
which could be helpful for companies that plan to develop 
their own R&D team.” 
     
Comprehensive Support to Re-industrialization

The HKPC R&D team has been closely working with Hong 
Kong companies to support them with digital solutions, 
eco-friendly production solutions and smart manufacturing 
technologies. HKPC also provides information about setting 
up factory in Thailand, Myanmar, Malaysia and Vietnam. For 
those which are seeking for government funding, HKPC is 
helping them identify funding schemes that suit their needs 
through SME ReachOut. As stated by Mr Butt, the range of 
services provided by the HKPC has been growing with the aim 
to “make smart smarter”.

To assist in implementing Re-industrialization
To provide information and solutions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investment



HKPC 致力創新科技研發，今年的年度主題為 「成就智上」 (Make Smart Smarter) ，
銳意透過智能生產線實現「香港製造」的願景。

HKPC launches a series of activities in 2021 themed “Make Smart Smarter”, aiming to 
revitalise the “Made in Hong Kong” branding in the world with intelligent production line. 

To assist in identifying suitable funding support

To provide research and technical support in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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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香港電器業協會會員均恪守減少聚會，不過藉著新春喜氣洋洋的日子，
協會理事會成員利用科技之便，於網上舉行「線上新春團拜」，與各會員拜年互
動；此外更邀請了中銀香港的高級經濟研究員張文晶女士與會，大家分析牛年經
濟及股市發展，祝福會員新一年真的可以「財神到」，生意興隆！

張文晶女士於2011年加入中銀香港，從事宏觀經濟及金融業相關的研究工作；此
前亦曾先後在本港主要的商業銀行從事企業銀行的工作，在行內經驗豐富，她在
會上的分享提及2020年的經濟於下半年已逐漸復甦，唯因私人消費巿場表現較
差、失業率上升至7%，令營商環境不明朗，投資意欲較低，令內需增長動力疲
弱。然而，她認為在宏觀利好環境下仍有發展機遇，在會上談及不少獨到觀點，
對會員大有裨益。

2021 線上新春團拜及牛年經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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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境慳錢心得 :
政府資助計劃疑難排解
及成功案例分享

由本會主辦，香港工業總會第四分組(香港電氣製品協會)及

香港光機電行業協會協辦的頭炮活動，便是這個有100人踴

躍報名的網絡研討會。研討會上分享嘉賓與會員探討中小企

可申請之香港政府資助計劃，以及關於國內稅務及基金的疑

難解說、中港兩地的成功案例等。

第一部份主要分享中小企可申請之香港政府資助計劃，首位

分享嘉賓是環球連線有限公司的董事長仇偉崑先生，他是資

深的基金申請專家，曾協助香港企業申請各項政府資助，包

括BUD專項基金、科技卷、EMF等，助不少香港及海外的

中小企於國內推廣、打進中國內地市場及銀行融資。另外兩

位分享嘉賓則是百年實業(亞洲)有限公司董事長林貫濤先生

以及浩天電子(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鄭璟熺先生作出分享。下

半場是國內稅務及基金疑難解說，第一位分享嘉賓是資深財

稅優化專家王平先生，他亦是資深註冊會計師及稅務師，行

內資歷超過20年，精於中國稅務以及現代財務體系建設及

優化及升值，累計為4,000多家企業提供課程服務、為300

多家大中型中外企業提供深度財稅諮詢及增值服務。因此這

次邀得他與會員分享，反應熱烈。另外兩位分享嘉賓為海興

集團董事長梁煥操先生以及畢馬威（KPMG）中國稅務合伙

人楊彬先生，楊先生分享了中港珠三角廠商在目前大環境下

的生存之道，增進會員對大灣區營商環境的了解。

仇偉崑先生 王平先生





SDF【項目分享會 – 拓展香港家電業
於新興市場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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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F中小企業發展支援基金所資助的項目一向是協會會員關

注的議題，因此這次即使SDF項目分享會轉為網上進行，會

員仍然躍踴參與。會上談及新興巿場的發展潛能及挑戰，對

不少會員均甚有前瞻意義。

首先由香港生產力促進局高級顧問陳潔心女士分享SDF項目

成果，其後香港貿易發展局環球巿場研究團隊的助理首席經

濟師陳永健先生則分享他對新興巿場的商機及挑戰的精闢見

解；艾爾諾創辦人兼首席顧問林靜芝小姐亦到場分享拓展東

盟巿場的五個要訣。

陳永健先生在分享中指出，根據2019年及20年的家電出口

統計數字，除了亞洲以外的最大出口地區是中歐、東歐及拉

丁美洲，主要是因為人口多，消費人口可觀；部份產品如

風筒的滲透率較低，意味著更有機會搶佔其巿場。在疫情期

間新興巿場的銷售均錄得顯著增長，尤其大型雪櫃、煮食電

器、空氣清新機等，這些均與防疫需求不無關係。此外，新

興巿場對高速網絡的需求上升，亦帶動了5G相關產品如智

能手錶的增長，亦令智能生活電器如智能雪櫃、洗衣機等產

品的銷量上升。

最後倫達基先生主持交流論壇，除了陳永健先生及林靜芝小

姐，亦邀請了猛利安實業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馮敬堯先生、

特力實業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陳偉俊先生到場分享，各會員更

可盡情提問，互相交流實用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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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DI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
師徒計劃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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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活動

由香港電器業協會與香港知專設計學院合辦的師徒計劃

(Mentorship Programme)，新一年度導師與學徒的導修亦

改為網上進行。計劃目的是為修讀產品設計高級文憑課程的

學生提供實習機會，因此會招募會員公司參與，提供課堂以

外的知識及培訓。

藉著這樣的交流模式，各公司及廠家分享其經驗和對學生設

計的看法，可與年青人交流產品設計創意，獲得新思維刺

激；學生則可以藉此培養家電設計的專業眼光及設計手法，

並對家電研究及設計的實務有更多了解，雙方都獲益良多。

今年度首次會議，由學員向導師展示自己的產品設計圖及講

解設計意念，由導師給予意見進行改良，網絡會議形式雖然

令雙方距離遠了，但設計圖卻可利用網絡工具更清晰展示，

講解時學生亦更投入，令導師相當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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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器業協會【港 Hi-Tech 講 Hi-Tech】系列活動第二炮

香港電器業協會【港 Hi-Tech 講 Hi-Tech】系列活動第一炮 2020 / 09 / 25

2020 / 10 / 23

IT 網絡研討會

IT 網絡研討會

終極轉型－智能人力管理
促進實時企業

終極轉型－軟件機器人促進
企業自動化

鄧成希先生分享企業採用軟件機器人的好處和有可能面臨的挑戰。軟件機器人(RPA)亦

即以AI人工智能軟件處理經常須重複的工作流程、活動、交易或任務，所涉及的工作類

型須為可預先配置軟件，透過使用相關業務規則和預先定義的流程實例令AI「學習」，

從而減少員工的工作時間、減少出錯，所節省的時間則可用作分析數據、制訂銷售策略

等，增加工作效能。

錢婉冰小姐亦認為軟件機器人是企業再工業化所需經歷的數碼轉型，但提醒未必所有工

作流程都適合自動化，應優先考慮毋須人為判斷、流程重複性高、輸入資訊已轉為數碼

資料以便透過AI處理、可以電郵及系統設置觸發任務、使用頻率及周期高的業務等等。

她更即場分享與電器業務相關的例子，相當具參考價值。

簡介：

精修企業顧問 業務諮詢總監 鄧成希先生

分享嘉賓：

精修企業顧問 業務諮詢總監 鄧成希先生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數碼轉型部高級顧問 錢婉冰小姐

鄧成希先生簡介另一項數碼轉型的有用工具——人力管理系統WFM，可助企業有效管

理員工工作時間及工作量分配，藉此降低人力成本，除了可避免濫用勞力，亦可藉此改

善員工工作動力，提升其工作效率。

陳卓琪小姐則透過實例如 Schneider Electric，分享製造業如何以智能人力管理提升生

產效能。除了循序漸進地推行，減省人力資源，幫助企業產能持續增長。WFM優點在

新舊方法的統計數據中顯然而見，例如減少缺勤率，更能確保員工減少出錯或低效的問

題；此外有助統一 工作流程及考勤標準，人力配置更靈活。

簡介：

精修企業顧問 業務諮詢總監 鄧成希先生

分享嘉賓：

精修企業顧問 業務諮詢總監 鄧成希先生

克羅諾思軟件公司 高級業務顧問 陳卓琪小姐

主持：
香港電器業協會

副理事長 楊少聰先生 

Have you heard the news? Kronos has joined forces with 
Ultimate Software to become Ultimate Kronos Group (UKG). While our 

name has changed, what hasn’t changed is our commitment to our 
customers as a technology leader in workforce management.



香港電器業協會【港 Hi-Tech 講 Hi-Tech】系列活動第四炮

香港電器業協會【港 Hi-Tech 講 Hi-Tech】系列活動第三炮 2020 / 11 / 13

2020 / 12 / 11

IT 網絡研討會

IT 網絡研討會

終極轉型－業務流程再造
加速企業數碼轉型

終極轉型－智能銷售自動化
促進營銷效率

踏入e-Commerce年代，由銷售到生產仍有很多工序須由人手處理，但透過智能銷售自

動化(CPQ)，有助加快處理客戶訂單及查詢，減省溝通成本及提升企業形象。鄧成希先

生簡介，CPQ集中處理業務規則、定價資訊、折扣控制、合約和續約流程等，有助加

速訂價過程及配對合適產品，藉此加快銷售周期，從而增加銷量。

何俊文先生分享，銷售自動化尤其適合客製化的產品，企業可進行M to M生產，按單生

產或按單組裝，有助價格管理及提升客戶滿意度等，而這便需要一些CPQ工具輔助，

例如專為製造業設計的CPQ包括九大元素如實時價格計算、企業管理系統整合、360度

客戶管理、導向式銷售等，他亦簡介Oracle NetSuite Verenia CPQ如何達致上述需求。

簡介：

精修企業顧問 業務諮詢總監 鄧成希先生

分享嘉賓：

Oracle 甲骨文業務總監 何俊文先生

分工太細而令業務流程割裂，反而結構臃腫，影響效率；企業內部資源及訊息沒有共

享，員工亦會與顧客溝通不足而缺乏顧客導向理念。鄧成希先生簡介時指出引入再造業

務流程(BPR)有助解決上述問題。戴詠婷小姐分享協助企業加速數碼轉型的經驗，當中

重組業務流程的重要性，例如考慮採購部獨立運作，還是向財務部滙報，不同企業的做

法不一，透過BPR的檢視過程，針對公司營運方向集中在不同流程上，可減省工作流程

引致效率低下。例如部份公司的供應鏈是最賺錢項目，便可專注於減省銷售鏈方面的流

程。

簡介：

精修企業顧問 業務諮詢總監 鄧成希先生

分享嘉賓：

Solux國際 諮詢總監 戴詠婷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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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器業協會【港 Hi-Tech 講 Hi-Tech】系列活動第五炮

香港電器業協會【港 Hi-Tech 講 Hi-Tech】系列活動第六炮

IT 網絡研討會

IT 網絡研討會

終極轉型－數碼轉型下企業
資料防護新方向

終極轉型－視像化數據
加強企業分析力

2021 / 01 / 22

2021 / 02 / 26

生產業著重數據分析以評估生產成本、效能、銷售額、營利、品質損耗率、供應商交付

及價格等等，傳統上Excel工具輔助分析，但隨著數據愈來愈多，因此近年更著重將數

據變為「可視化」，例如QlikQ這項可視化數據分析工具，亦要認識何為商業智能(BI)

，如數據影像化的Dashboard，並善用分析工具進行數據整合、分析及協同分享等，加

上可令系統主動通知供貨不足或訂單增長等，幫助企業作出行動或判斷，減省監察成本

及增加反應速度。在充滿危機的時候，可增加反應速度及幫助預知行動的數據分析，有

可能是有助企業度過難關、突圍而出的關鍵，因此不應忽視數據可視化的作用。

簡介：

精修企業顧問 業務諮詢總監 鄧成希先生

分享嘉賓：

QlikQ解決方案架構師 蕭淦元先生

隨著數碼轉型，更多資料及數據需以數碼形式保存及與其他企業交流，因此企業尤其關

注企業資料防護，預防商業資料洩漏及公司系統被黑客攻擊。廖偉智先生指企業資料防

護重點包括減少員工誤發公司機密資料、減少公司因網絡安全導致資料洩漏、避免員工

盜取公司資料等，須注意雲端工具使用以及雙重認證加密工具。近日不少大型企業或機

構均出現資料洩漏危機，無論大小企業更不應掉以輕心。此外，亦應了解一般資料保規

範，例如2018年歐盟通過了《通用數據保障條例》，洩漏GDPR的重要資訊可被判罰款

二千萬歐元或該企業全球年度的總營額4%，香港中小企業亦有全球貿易需要，更須時

刻留意相關法規動向，避免意外洩漏資料而損害公司利益。

簡介：

精修企業顧問 業務諮詢總監 鄧成希先生

分享嘉賓：

偉訊特科技 諮詢區域總監 廖偉智先生



HKEAIA 視頻資料庫介紹
香港電器業協會大半年來積極製作不同視頻，為各會員提供各式資訊，現本會已成功更新協會視

頻資料庫，讓中港兩地會員無界限重溫過去多套精彩視頻﹕

為方便大家收看，每次會有兩個版本
同步上載﹕

我們鼓勵各會員踴躍留言、互動、轉發。

1. 百年實業（亞洲）有限公司
 董事長林貫濤先生（Dickson） 
 疫情下的復工之路

2. 通用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香港工業總會主席葉中賢博士（Daniel）
 危中創新機

3. 德豐電業有限公司
 董事長朱惠璋先生（Wilson）
 疫情前後的企業策略和管治

4. 暉盛實業有限公司
 董事呂偉先生（Andy）及
 猛利安實業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馮敬堯先生（Ronald）
 疫情下的業務發展出路

5.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機械人及人工智能部
 總經理、香港工業人工智能及機械人研發中心首席營運總監
 葛明博士（Dr. Ge Ming）
 深圳隔離 14 天的苦樂及智能製造技術分享

（國內）嗶哩嗶哩 (bilibili) 視頻鏈接 （國外）YouTube 視頻鏈接

1. 終極轉型 1 - 軟件機器人促進企業自動化
 IT 網絡研討會

2. 終極轉型 2 - 智能人力管理促進實時企業
 IT 網絡研討會

3. 終極轉型 3 - 智能銷售自動化促進營銷效率
 IT 網絡研討會

4. 終極轉型 4 - 業務流程再造加速企業數碼轉型
 IT 網絡研討會

5. 終極轉型 5 - 數碼轉型下企業資料防護新方向
 IT 網絡研討會

6. 終極轉型 6 - 視像化數據加強企業分析力
 IT 網絡研討會

1. 疫境慳錢心得﹕政府資助計劃疑難排解及成功案例分享

2. 項目分享會 – 拓展香港家電業於新興市場的發展
 網絡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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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天接地

新會員介紹
UL安全檢定國際有限公司

UL International Limited 

地址： 香港新界沙田安耀街3號匯達大廈18字樓
 18/F, Delta House, 3 On Yiu Street, Shatin, N.T., Hong Kong.
代表人姓名：梁國恒先生 Mr. Kevin Leung 
代表人職銜：營運經理小家電業務，亞太區 
 Operations Manager Small Appliances, Asia Pacific
電話： (852)2276-9000 / 2276-9161
電郵： kevin.Leung@ul.com
網址： http://www.ul.com
產品 / 服務： Testing, Inspection, Certification, Consultancy

第十二屆理事會
2021 至 2023 年度草擬活動計劃

舉辦日期 活動簡介 

2021年第2 / 3季 (TBC) A half day seminar about new trend of Hong Kong electrical 

 appliance industries plus Project Launch will be hel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TSF project

2021年7月9日 第二十二次周年大會

2021年7月9日 第十二屆理事會成立大典及週年晚宴

2021年9月25至28日 Bangkok E&E 2021 – Bangkok Electric and Electronics 2021

2021年10月13至16日 香港秋季電子產品展2021

2021年12月4至7日 Vietnam Electrical Appliance Expo

2021年12月6日 會員迎新暨聖誕聯歡晚宴2021

2022年3月（TBC） Modern Home Fair Kuala Lumpur at Malaysia

2022年2月 春節團拜活動

2022年4月13至16日 香港春季電子產品展2022

2022年7月4日 第二十三次周年大會及第十三屆理事會選舉

2022年10月13至16日 香港秋季電子產品展2022

2022年10月 / 11月 第十三屆理事會成立大典及週年晚宴

2022年12月5日 會員迎新暨聖誕聯歡晚宴2022

2023年3月30至31日（TBC） In Style • Hong Kong Expo in Manila, Philippines

以上活動計劃僅供參考，隨時會有更改，請以秘書處最後通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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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天接地

深圳隔離 14 天的
苦樂及智能製造
技術分享

香港電器業協會最新製作的網絡播客節目《談

天接地》已正式啟播！節目預計每一至兩周

播出一集，由倫達基 (Herbert) 主持，每集約

二十至三十分鐘的簡短訪問，請來家電行內

的名人嘉賓就不同熱門話題分享，包括名人

軼事、剖析世界時局、個人經歷的甜酸苦辣等

等，希望在季刊的文本之外開拓嶄新交流平

台，廣受會員好評。

精采節錄

葛明博士身兼多職，公務繁忙而無奈地需在

中港兩地往來，近日他便分享了經歷十四天

隔離的感受：「本來準備充足，帶備書籍解

悶，而且有很多事務要處理，但沒想到過了

一星期便開始受不了，獨自身處一個空間太

久真的不容易！」另外他在節目中亦分享參

加<智能製造共創未來的>網上講座的一些

第五集

嘉賓：葛明博士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機械人及人工智能部總經理 

香港工業人工智能與機械人研發中心首席營運總監 

感想：「由於智能製造的涉及範圍廣，若要

與全球競爭，數據化更是大趨勢，成為企業

投資智能製造的重要考慮因素，因此我將會

在香港致力推動企業邁向智能生產！」更多

關於智能製造的分享詳情，觀賞談天接地節

目！

如欲欣賞更詳盡的
訪談足本，請即訂閱
Youtube 頻道：

導演：Ben Yeung

主持：Herbert L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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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交流

泰國消費者喜好：家居生活用品

泰國人生活漸趨寬裕，國內城市化程度不斷提高，市場對家居
生活用品的需求持續增長。對城市居民來說，家不僅僅是居
所，更是表達自我的地方。當地消費者對獨特的家居裝飾品和
設計精美的家具大有需求。另一個影響家居生活用品業發展方
向的因素是，泰國中產業主的環保意識不斷提高，他們的消費
喜好逐漸轉向節能家用電器和環保家居裝飾品。 

簡而言之，泰國的家居生活用品市場受到城市化程度提高、居
住空間細小以及生活模式改變等因素影響。這個行業的競爭非
常激烈，品牌必須瞭解現代消費者的生活模式，以及生活模式
轉變所帶來的新需求。

城市化程度提高

泰國正從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國家，逐漸轉型為城市化國家。
短短10年間，該國城市人口所佔比例從36%增至50%，換言
之，現時有一半人口在城鎮居住。儘管如此，泰國的城市化率
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仍然很低，後者的城市化率很快就會達到
80-90%的水平。 

泰國政府希望城市化能夠推動二線城市的經濟增長，並縮小該
國日益擴大的收入差距。隨著農村居民遷往城鎮，一些小城市
的房地產市場日漸興旺。許多來自偏遠農村的年輕人離鄉別
井，湧入二線城市。這些受過教育的年輕人頗有理想，沒有興
趣跟隨父母從事稻米種植。城市工作機會多，充滿活力，對他
們很有吸引力。城市化不斷推進，以致小城市的房地產項目大
增，連帶生活模式也發生變化。 

在這次研究中，聚焦小組一位27歲的參與者解釋這種情況如何
改變人們對家的期望：「我將居所視為生活模式的象徵。我希

家乃心之所安，每一個家都反映戶主的個性。香港貿發局經貿研究最近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
泰國中產人士日益樂於花錢使家居更舒適温馨，並且配合自己的風格。根據這項研究，

未來3年，86%的受訪泰國消費者計劃在家居生活用品方面花費更多或與現時大致相同的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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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交流

泰國消費者預計未來3年的消費模式轉變(按產品類別劃分)

望把家具、家居用品和家居裝飾品汰舊換新，以配合我的個人
風格。由於疫情關係，現時在家的時間更多，因此更有動力去
舊迎新。」由此可見，家具和家居裝飾品製造商應加緊開發新
產品，以適應城市年輕一代生活模式的轉變。 

隨著城市化進程加快，新的城市居民已成為小型家電製造商的
主要銷售對象。他們需要的小型家電有雪櫃、微波爐、電飯
煲、吸塵機、冷氣機和洗衣機等。他們對小物品的需求也有增
無減，例如家居用品、餐具、器皿、工藝品、設計品和園藝物
品等，而燈具、燭台、燭燈、花瓶、地毯和畫框等家居配件和
裝飾品也很受歡迎。 

生活空間細小

隨著泰國大量人口從農村流向城市，現時越來越多人居住在空
間較小的多層住宅中。因此，人們在挑選家居用品和家用電器
時，節省空間就成為優先考慮。創新的多功能家用電器的需求
與日俱增，例如4合1的蒸汽、對流、微波和燒烤焗爐，水槽式
洗碗碟機，火鍋烤盤，以及3合1早餐機等。 

設計巧妙、節省空間的家居產品也越來越多，諸如可折疊椅、
掛牆式熨衫板、可捲起的乾碗碟架、直立式鞋架和可折疊容器
等。 

生活模式改變

這次調查發現，泰國的中產人士非常喜歡既環保又可減省電費
的節能產品。受訪者表示，他們願意為這些產品付出較高的價

錢。隨著人們良心消費的意識日益增強，預料節能電器的需求
會不斷增多。 

泰國中產人士重視消費體驗多於擁有物品。有些業者順應這一
趨勢，通過增加體驗元素，在競爭者中脫穎而出。成功例子之
一是Hurom，這是韓國一家頗受歡迎的慢磨原汁機製造商，產
品訂價較高。 

該品牌自行開設蔬果汁飲品吧，讓消費者在購買產品前試飲蔬
果汁，增強客戶體驗。此舉有助消除消費者對產品訂價高昂的
戒心，短短3年間在韓國的銷路增長了58%。此後，該公司把業
務擴展到泰國、印尼和越南，並計劃拓展至亞洲其他地區。 

據Kitchen Appliance Pros報道，嶄新的自動進料杯令Hurom的
產品成為2020年最佳榨汁機之一。Hurom H-AI慢磨原汁機可以
壓磨蔬果，自動化的運作使進料杯不易堵塞或進料過多，與市
場上其他榨汁機相比，使用起來較為省力。對當今注重時間和
健康的消費者來說，這是一件絕佳的工具。 

隨著泰國人生活模式的改變，新的家居生活用品銷售渠道應
運而生。除電子商貿之外，Jaspal Home、Room Concept和
Open House等家居生活用品店，也為擁有創新創意產品的新
品牌提供獨特機會，以打入更高檔的市場。這些商店按照某種
的生活模式或主題，出售精選的家居產品和配件，並且不斷物
色令人心動的新產品，擴大產品組合，吸引更多顧客。 

[1] 香港貿發局經貿研究於2020年4-9月，在曼谷及清邁均進行了1次消費調查及4場聚焦小組訪談。調查合共訪問了1,004名泰國消費者，年齡介乎18至60歲，家庭月收
入為30,000泰銖(930美元)或以上。聚焦小組的參與者除要符合相同的年齡和收入要求外，還須是互聯網及手機用戶，且過去1年至少曾出國1次。

資料來源：香港貿發局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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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增工作動力
Motivated by Mobility

梁家輝 Steven Leung
成本經理 Costing Manager
飛利浦電子香港有限公司
Philips Electronics Hong Kong Limited

Interview

香港科學園
Hong Kong Science Park

Venue

飛利浦的辦公室位於鄰近吐露港的科學園，成本經理Steven表

示放工後可以到樓下跑步或踩單車，在工作之餘有更多運動機

會，和他加入香港電器業協會的出版部感受雷同，令他更有動

力。「之前我每個月都要上大陸廠房，現在雖然上不了去，但

有機會接觸不同人和事物，都發掘到更多有趣經歷！」他喜歡

多元化的工作，整日安坐辦公室或許更不習慣。

Steven的工作崗位以成本控制為主，其中一項叫成本工程Value 

Engineering，就是在不影響功能的情況下移除一些設計細節、

改變生產流程，以助減低生產成本，因此要經常上廠房，了解

生產線及相關流程：「與其和供應商或廠房傾減價，這樣做既

可減低成本，和他們亦可較少衝突，關係維繫得更好。」他

認為這樣更具挑戰性，因為不直接講價，而是跳出思維框框去

考慮產品不同設計細節的作用，反而令產品更完善、生產更有

效益。此外，近年流行網上購物，各品牌包括飛利浦均需制定

網上銷售策略，在成本管控的角度亦要對不同巿場需求有所了

解：「我要對產品設計很熟悉，才能夠更有效地決定怎樣減省

或改變某些設計。例如亞洲巿場對產品外形較重視，顏色選擇

要多點；歐美相對可以簡約一點。」

這一年來少了上廠房，靠網絡工具和廠家緊密聯繫，喜歡郁動

的他唯有做多點運動：「我一星期會有兩次踩單車或跑步，另

外都有踢波、打籃球和網球。」運動令他更有精神和動力去迎

接工作上的挑戰，所幸飛利浦亦十分鼓勵：「公司為了推廣健

康生活，曾推出獎勵計劃，同事做運動或自行煮食，並上載『

打咭』照片便可累積分數，龍虎榜頭五十名可獲得獎品，公司

內約三百名同事都有參與！」Steven試過登上第八名，果然愛

運動所言不虛！

Steven Leung, working as costing manager in the Philips Hong 

Kong, found himself enjoying more diversity in the workplace, 

“I used to visit the factories in mainland every month. This 

year I can only communicate with them via internet. Luckily, 

I do a variety of sports every week, and I joined the HKEAIA 

Publication Department. It’s a fruitful experience while I got 

chances to encounter the pioneers in electrical appliance 

industry.” 

While traditionally costing management implies bargaining 

with the manufacturing price per piece, Steven believes it is 

more mutually beneficial to lower the cost by removing certain 

features of the product, “I need to dig into every details of the 

product design, which is more challenging. However, that helps 

in reducing conflicts in our communication with the factories.  

We are working more closely to finetune the products.” 

Besides the challenges he encountered in the past year, Steven 

joined the company’s awarding scheme and tried to motivate 

himself with work-life balance, “Our office is located just 

beside the Tolo harbour waterfront, so I can just go running 

or grab my bike and go cycling downstairs. I also like football, 

basketball and tennis.” Philips encouraged it’s employers by 

awarding the most involved 50 persons. Steven ranked 8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