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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報告

在風雨飄搖的日子，我很榮幸獲選為新一屆香港電器業

協會理事長，延續前輩的努力，為促進協會會員交流

和進步出一分力，尤其在同業交流及新巿場開發方面，

透過研討會等方式加強資訊互通，期望令各會員有所啟

發、找到新路向，秉承協會成立的理念：同舟共濟。

在交流和資訊互通方面，會員可各自分享解決問題的例

子或個案。近期的防疫措施不但影響往返香港與內地的

交通，更阻礙港商於內地發展業務的步伐，為此，會員

可分享不同地區或城巿的安排供同業參考。此外，政府

因應疫情亦推出不少補助計劃，會員亦不妨互相分享不

同補助的申請方法、申請資格等，互助互惠。

而隨著中美貿易戰白熱化，拓展歐洲巿場難上加難，加

上國內巿場競爭激烈，現時港商均傾向走進東盟、開

發亞洲的新興巿場，包括泰國、新加坡、菲律賓及越南

等。其實不少協會會員早已開始發展東盟巿場，因為香

港與亞洲新興巿場的地理位置相近，交通更便利、飲食

文化亦較相似，對某些家電品牌而言，大有巿場空間。

K E N  F U N G  M E S S A G E

如前所述，政府有為數不少的補助計劃及資助基金提供

予有需要的企業，未來協會將積極舉辦研討會，分享成

功案例，為會員提供政府資助計劃的申請攻略、國內外

市場最新動態及法律稅務等資訊，藉此協助會員了解更

多有關新巿場的情況。

更重要的是，既有新巿場，當然亦需要有新產品！我想

藉此鼓勵會員除了要積極拓展新巿場之外，亦要開發新

產品，例如，在防疫時期，可將防疫產品融合到小家電

之中；普遍客戶可能較重視功能和美觀，但會考慮物料

和功能需要的客戶亦屢見不鮮，即使生產空氣清新機或

風扇也有很多可以研究的空間，包括技術、軟件、硬件

等，甚至不同年齡層如嬰兒或老人家的需求不盡相同...

我希望各會員無論在研發、技術、軟件、硬件等各方面

都可以交流更多，互相扶持成長，同舟共濟，風雨無

阻！

馮建輝
香港電器業協會理事長

同 舟 共 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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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哥力場

世界經濟，正在重新洗牌，中國經過40年的高速發展，

正在一步一個腳印，堅定地攀登著世界之巔，以中國人

民愛好和平、親和共融的民族特性，一定能給世界做出

新貢獻，給世界帶來新景象。

在祖國內地的強大靠山之下，在全國14億人民的支援之

下，香港定能重新出發，繼續綻放出東方之珠的美麗新

色彩。

祝願新一屆理事會在Ken Fung帶領下，不負眾望，走出

創新創意新局面，我們正處於一個全新的時代，挑戰前

所未有，大家任重而道遠，我們一起努力。

呂偉
副理事長

公共關係及出版部委員

A N D Y  L U I  M E S S A G E

任 重 道 遠

一場突如其來、席捲全球的新冠病毒，令全球的經濟時

鐘戛然停擺，至下筆之時為止，全球經濟，除了中國內

地已迅速復原外，其他大部份的國家及地區經濟仍處於

半停頓之中，在疫苗未有正式出世之前，世界人們仍要

勒緊褲頭，過一段戴罩防疫攻堅之戰。

香港在中美之間愈演愈烈的全方位之戰中，當然未能獨

善其身，香港，這個亞洲的金融中心，繼被美國取消

最優惠待遇後，也被尾隨美國的多國取消雙邊協議，香

港，正在面臨世紀級的前所未有的艱巨挑戰。

在這個艱難背景之下，本屆理事會應運而生，可喜的

是，有不少業界精英，尤其是年輕的一代，仍勇於挺

身，肩負重擔，毅然出選，競逐新一屆理事會，為理事

會注入新動力，為協會帶來新方向，可喜可賀。

本屆理事會，雖然在風雨飄搖之中誕生，但我堅信，天

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

膚，空乏其身，方能成就大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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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專訪

逆境挑戰
楊少聰
Ben Y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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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不同巿場，避免
銷量受到單一巿場影
響而有太大波幅變化，
確保供需相對穩定。

在瞬息萬變的 3C產品巿場，精準的巿場觸覺、

洞悉先機制訂巿場策略十分重要。而能在巿場

上屹立不倒三十多年的富士高實業控股有限公

司 (Fujikon)，在這方面定然有過人之處。正值全

球巿場受到中美貿易戰及 COVID-19 疫情爆發

影響，Fujikon 執行董事、首席營運總監楊少聰

(Ben) 分享公司如何搶佔先機、謀定後動，在逆

境中迎接巿場挑戰。

拓展巿場毋懼危機

早於中美貿易戰之前，Fujikon已積極拓展歐洲巿場，與更多不同高端

耳機及音響品牌合作研發產品，多年來戴咪耳機及音響耳機業務均為公

司主要收入，佔超過七成；其次是配件及零件業務，去年佔全年總收入

26.9%，因此，儘管貿易戰對原材料及零部件供應均有影響，但由於串

流平台及電子競技成為近年娛樂大趨勢，亦促使對戴咪耳機及音響耳機

產品的需求持續上升，加上Fujikon在歐洲的巿佔率較在美國巿場為高，

令其有信心鞏固其巿場領導地位。Ben指出，公司一向都要評估不同巿

場需求，拓展各項ODM業務，故對中美貿易戰對業務的影響並不太擔

心，惟疫情爆發期間內地廠房延期開工、外地工人未能趕及回廠而令人

力資源略為緊張，需制訂應對措施，包括增聘工人及與供應商密切溝通

交收時間等：「東莞廠房我們採取了一系列措施確保工人健康，例如量

度體温及追蹤健康徵狀，因此工人上班安排順利，可以立即投入生產供

應鏈。至三月份，隨著國內疫情緩和，供應鏈已回復生產效率。」由於

Fujikon的有備而戰，在危機中亦能很快站穩陣腳，盡力減少所受影響。

時刻走在潮流之前

隨著智能手機發展、藍牙技術愈趨成熟，耳機的需求便與日俱增，同業

競爭亦愈來愈大。不過，Fujikon向來專注研發藍牙、真無線、主動式降

噪及混合主動式降噪技術的產品，除了取得各項專利外，相關產品亦獲

嚴格品質監控證書，成為業界的重要產業鏈，故即使在逆境中亦能隨時

迎合各種巿場需求。除了日常生活中常見的聽音樂、看影片及電子遊戲

需用到耳機，今年亦因Work from Home令視訊會議需求大增，衍生的音

頻及視頻產品如戴咪耳機需求亦激增，有助Fujikon彌補因全球疫情引致

的整體銷量影響。

要令到公司的產品供應如此貼近潮流趨勢，背後的R & D團隊需和業務及

供應鏈緊密合作。「產品研發是要持續進行的，除了由客戶提出設計要

求的客製化產品，我們也希望我們的設計團隊能反過來開發出讓客戶滿

意並接納的創新產品，雙方能更長遠合作。」作為營運總監，Ben除了



楊少聰 Ben Yeung
富士高實業控股有限公司 / 首席營運總監

加入富士高實業控股有限公司近二十年，期間領導研發團隊研發如何將智能裝置技術
應用於耳機，逐漸將富士高轉型為具創意及採用高科技的電聲產品製造商，公司的毛
利增長更曾高達77%。2013年，富士高獲得由香港電子業商會頒發的「創新科技產品
獎大獎」，而Ben亦於同年獲得「傑出工業家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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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專訪

持續不斷地思考巿場需
要、研發創新產品是理
所當然的，有時不止要
走前兩、三步，而是十
多步！

信心

魄力
產品

研發

創新

技術

資訊

科技設備

供應鏈

人力

資源

密切留意巿場變化，對產品的研究亦孜孜不倦，由耳機內的芯片、驅動

單元，以至外形設計、物料部件等細節均無一違漏，甚至即使並非自家

產品，亦對各款耳機的歷史如數家珍：「例如骨傳導耳機技術原本開發

用途是用於軍事，將此技術配置於頭盔中，軍人戴上頭盔即可使用無線

通訊設備而無需入耳，較為方便，亦避免阻礙環境音而引致危險。」研

發產品要考慮的便是同樣技術是否適用於日常消費類產品、對一般使用

者有何吸引力等，因此對於各項技術的歷史及開發原意都要暸如指掌！

心態決定穩步前進

作為青年企業家，Ben曾帶領公司開拓嶄新耳機業務，亦度過不少危

機，面對全球疫症影響銷情、中美貿易角力對供應鏈的影響，他採取審

慎樂觀的態度，原因是對耳機業務的前景相當有信心，「無可否認是普

羅大眾對耳機需求隨住科技發展有增無減，但就如耳機由有線踏入無線

年代，未來也有可能出現更多技術上的突破，所以我們會繼續開發新技

術及產品，取得更多專利技術。」全球巿場都面臨同樣困境，無論是資

訊科技、設備技術、人力資源等各方面都需有充足準備，但當中最重要

是決策者心態上毅然迎向任何挑戰的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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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融入
企管哲學

與產品設計有關的話題總令德國寶
（香港）有限公司執行董事、銷售及
營運副總裁馮建輝 (Ken) 侃侃而談，
加上他身兼香港設計委員會主席，令
不少人均認為他是徹頭徹尾的「設計
人」，而事實上，Ken 是工程學士。
對此他淡然一笑，直認不諱：「設計
思維可應用在企業管理層面，在家電
協會很多前輩都是很厲害的設計人
啊！」此設計不同彼設計，說的是由
建立企業架構、營運團隊，乃至產品
研發、包裝、推廣的全面考慮——「設
計」一個企業以及其營運模式，其實
與設計產品的思維概念異曲同工。
「我認為設計是為了解決問題，因此
無論企業管理、產品設計也好，只要
是為了解決問題，設計思維總有用武
之地。」Ken 笑言。

馮建輝
Ken F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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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變應萬變

在Ken而言，巿場需求、用家需求總會隨時代

和潮流變化，這對企業來說既是挑戰亦是機

遇。「以往產品款式可能十年如一日，但近年

的用家除了要求產品實用、耐用之餘，同時期

望看到創新技術的應用，當然外觀也要好看！

要求愈來愈多，但這對我們來說更有挑戰，因

為我們有更多空間可以發揮和進步！」不畏挑

戰，甚至欣喜於用家的「要求多多」，這亦是

德國寶一直以來的營運理念：回應巿場需求。

「這是最基礎的營運準則！」Ken笑言。

以廚房煮食家電為例，德國寶針對亞洲巿場研

發出不少深受用家喜愛的產品，例如智能自動

炒菜機、鮑參翅肚煲等；另一方面亦針對年輕

人及小家庭研發出設計簡約時尚的迷你家電，

如手提吸塵機、手壓咖啡機等。他指：「因為

年輕人的消費模式不同，除了重視設計美觀

度，亦喜歡追求潮流和款式變化，期待值和以

往不同。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在設計上亦要考慮

用家情感需求！」事實上，對小家電的需求並

不止於寸金尺土的香港，在其他亞洲城巿以至

北美亦愈來愈多小公寓出現，對小巧電器的需

求亦有增無減。

而無論巿場及用家需求如何變化，不變的是德

國寶「回應」需求的理念，Ken強調：「就算

很難、很辛苦，但我們都要堅持去做！」



馮建輝 Ken Fung
德國寶(香港)有限公司執行董事 / 銷售及營運副總裁

畢業於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工程學士及香港中文大學市務碩士，卻因對設計的興
趣而從事設計逾三十年，曾任職加拿大品牌設計顧問公司逾十八年，約十四年前回港
後於德國寶（香港）有限公司工作至今，最初負責產品開發、品牌設計及巿場營銷，
現時負責公司整體營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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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學習不倦

在企業管理的角度，回應巿場需求之餘亦要在

成本效益以及營運方向之間取得平衡，但Ken

毫不擔心，甚至認為不斷追求創新、研發新產

品的過程，亦是企業學習和進步的重要一環，

一切付出都不會白費。「回應顧客同時亦是在

解決問題，例如愈來愈多顧客重視環保，我

們也積極研究有何合適的環保物料、如何減少

碳排放等，這些都可令企業持續創新、保持可

持續發展及生存的活力。」他又舉例指，即使

簡單如電熱水壺，也有很多空間可改善其功

能，而這又確實會令顧客生活有所改善；再推

而廣之，顧客對具備智能控制功能的產品亦有

要求。「我們亦可再進一步構思巿場推廣方面

如何回應更多，例如加入影片介紹、做更多宣

傳？畢竟無論我們的產品功能有多優越，用家

不知道，那就等於失敗了！」

除了產品設計和技術研發，近年德國寶針對不

同的目標客戶群，亦提供網上商店服務；因應

手機智能控制的需求，公司亦著重研發軟件上

的配套，從而尋找合適的軟件技術支援、合作

伙伴；巿場推廣方面，則考慮更多新巿場需

「變幻才是永恆，設計師要不斷推

陳出新，迎合用家需求；企業家也

要解決各種難題，例如用家的需求、

企業擴展的需求，甚至透過產品改

善人類生活等。在這層面上，所謂

『設計思維』就是解決不同問題的

思維。」

設計思維

市場推廣
產品設計

技術研發

企業管理

求、發展品牌形象等。各方面他都能找到「

設計思維」的共通點：「這其實和設計師做

的事情相似，也是先了解設計要求，然後做

資料搜集及研究，執行設計理念時要和不同

人合作。電器研發及設計也是如此，若我們

需要某些技術，令新構思即時有技術可配合

到，唯一方法就是要找尋合適的合作伙伴。

」他相信，企業家透過回應需求、解決問

題的過程，由產品設計到巿場營銷均有所研

究、認知更多，才能更有效率執行、找到合

適的團隊和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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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活動

一年一度的周年大會有幸在疫情反覆之下順利於七月初舉

行，有賴各會員支持及信賴，除此之外，周年大會日程一如

以往，首先由剛卸任的理事長陳稼晉先生報告協會2019年

七月至2020年六月期間的活動概覽，並在各會員見證下由

核數師省覽及接納該年度財務報告。其後新一屆理事會亦經

選舉誕生，理事會順利交接。

第二十一次周年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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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活動

第十二屆理事會誕生

第十二屆理事會選舉在周年大會中順利完成，經過一輪暗票

選舉後，新一屆理事會共三十位理事誕生，並由新任理事長

馮建輝上台致謝辭及感謝嘉賓蒞臨。他展望來屆工作時，表

示希望促進協會會員在業內的交流，尤其是創新科技在家電

上的應用，各會員在研發、技術、軟件及硬件等各方面都可

以互相交流及扶持成長。





HKEAIA express #5126

焦點活動

每年周年大會亦是會員難得齊聚和交流的好機會，除了品嚐

美酒佳餚，亦趁此機會邀請協會友好嘉賓蒞臨歡聚，另外當

然少不了由特邀嘉賓演講分享。這次的特邀名人嘉賓演講由

周大福珠寶集團執行董事的廖振為先生分享「在疫情下的營

商新機」。

廖先生早於1999年加入周大福珠寶集團，在零售及行政管

理方面擁有逾20年經驗。他曾負責發展該集團的可持續發展

及創新中心，帶領集團於文化藝術、工藝和創意方面的創新

計劃。此外，自2010年起，他一直負責為集團開拓電子商

務及高端珠寶業務；由2016年起，他也負責集團中國內地

之鐘錶業務發展。因此，他在開拓業務、創新計劃方面經驗

相當豐富，講題分享亦相當有啟發性！

會員歡聚交流晚宴

嘉賓演講：
周大福珠寶集團執行董事 － 廖振為先生



嘉賓演講：
周大福珠寶集團執行董事 － 廖振為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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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天接地

第一集精采節錄

首集請來百年實業(亞洲)有限公司董事長林貫濤(Dickson)

與大家分享在疫情中復工的困難與掙扎。COVID-19疫情在

農曆年假期間大爆發，假期後為免疫情蔓延，全廣東省工

廠都要停工，直至二月十日才得以復工，而Dickson是業界

率先回到內地廠房準備復工的先鋒，他對公司營運的親力

親為、勇者無懼態度令人印象深刻。

「我們公司始終是小企業，人員不多，所以我在香港掙

扎一番後決定回公司為同事打氣，這對之後的營運士氣

復工之路：
外省員工隔離要求

第一集

嘉賓：林貫濤 / 百年實業 ( 亞洲 ) 有限公司董事長

如欲欣賞更詳盡的
訪談足本，請即訂閱
Youtube 頻道：

絕對有幫助。家人雖然擔憂，但子女仍幫忙採購防疫裝備

物資讓我帶上工廠，他們的支持令我欣慰。回工廠初期最

主要是配合政府發佈的防疫措施，確保符合審核標準可以

復工。面對不斷變化的政策要求、物資短缺等都是挑戰，

另一個大挑戰是對員工的要求，初期只能讓未離開過當地

的員工復工，而由外省回來的員工則需要隔離十四天後才

能復工。慶幸我們有約三份之一是本地員工，同事亦很配

合，所以能盡快復工。」

導演：Ben Y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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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天接地

危中創新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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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集精采節錄

本集嘉賓葉中賢博士分享他對中外疫情下的宏觀工業展

望。三月尾國內疫情漸趨穩定，各廠房亦逐漸恢復供應

鏈，但全球疫情大爆發，難免對零售銷情造成影響。不

過，葉博士認為訂單交投未必即時反映，因為國內復工情

況初現效果，漸漸趕上早前受工人未能如期回到工廠引致

延期的訂單，而隨著各國實施封關及閉城措施，再過一、

兩個月的零售業績將更為不樂觀，各企業更應關注年中的

新訂單情況，不妨早作準備。

此外，對各會員公司來說更為逼在眉睫的問題是現金流漸

見壓力。葉博士認為中小企可善用政府所提供的援助措

施，例如中小企貸款計劃、BUD專項基金；他亦相信各

家銀行均明白中小企在現時疫症下所面對的困境，樂於伸

第二集

嘉賓：葉中賢博士 / 香港通用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香港工業總會主席

出援手，最重要是企業能夠向銀行提供證明其營運模式

健康，在這短暫而普遍的危機過後仍具備可預期的盈利能

力。如認為企業的主題問題在於現金流，可考慮及早向銀

行查詢借貸計劃。

葉博士提醒道，中小企應避免依賴單一巿場，開拓歐美以

外的巿場，例如東南亞，更可申請政府的BUD基金協助

拓展巿場；而由於精密電子科技產品、零件的供應鏈大部

份位於國內，更應開拓國內巿場。據他觀察及與國內行家

交流所知，國內零售巿場出現兩極化情況，手錶、成衣的

銷情較差，但家電如咖啡機以及其他日常消費品的銷量不

跌反升，相信是因民眾較少出門、依賴網上購物有關，雖

然封城措施解封後應可逐步恢復銷情，但更見網上推廣及

銷售平台的重要性，藉著網上交流亦可拉近與消費者的距

離。

主持：Herbert L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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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天接地

疫情下的業務發展出路
第四集

嘉賓：呂偉 / 暉盛實業有限公司董事
           馮敬堯 / 猛利安實業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疫情前後的企業
策略和管治

第三集

嘉賓：朱惠璋 / 德豐電業有限公司行政總裁

第三集精采節錄

德豐電業有限公司行政總裁朱惠璋(Wilson)則分享疫情前後

的企業應對及管治策略。今次COVID-19疫情席卷全球，但

年初因中國過年氣氛濃厚，未為意疫情跡象，唯公司CEO

預料過年後難以採購物資，故在年前已採購口罩送往國內；

此外又徹底清潔過廠房內外，加上政府亦有派員核查，令

其公司早能做足準備，沉著應對疫情挑戰，可如期於二月復

工。

復工初期，因外省工人返鄉未及回廠，影響供貨量，故需急

聘工人增加生產效率；所幸公司內員工應變能力不俗，除了

CEO提早採購口罩，人力資源主管亦提早於年初二復工，

處理廠房清潔事宜及增聘人手、安排物流運輸，故能及早復

工並恢復產能。更重要是確保工作空間的衞生情況，令原有

員工及新聘員工均能安心投入生產。

第四集精釆節錄

疫情期間行家均面對更多不同類型的挑戰，今集便請來暉

盛實業有限公司董事呂偉(Andy)以及猛利安實業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馮敬堯(Ronald)分享如何為業務發展尋找新出

路，以及當中的心路歷程。

Andy直言自己另覓商機，正在發展口罩製造業：「我覺得

這是個很有意義的行業，既幫到香港，亦希望可為其他國家

提升口罩供應！因為疫情爆發時見到香港巿民要通宵排隊買

口罩，我便和相熟行家尋思方法幫助他們，我們有志一同，

所以好快下了決定、委托國內同事物色機器及搶購，整個過

程雖然充滿挑戰，但亦很充實。」

Ronald則忙於在柬埔寨開設新廠房及準備生產出貨的事

宜：「去年底才開展新廠房工作，不足一年便要出貨，所以

好緊張，但因疫情令我無法親自飛過去廠房，只能依賴同

事，這是挑戰之一；另外客戶亦無法到廠房視察，便要由同

事傳相片或影片給他們看，希望流程順暢後來年合作更順

利。」

Wilson又指國內對疫情控制十分嚴格，例如到廠房核查衞生

及防疫措施的官員均會反覆核查，確保復工不會令疫情擴

大，因此嚴格得來是合理及可接受，有助國內廠房盡快恢復

供應鏈及處理延期訂單。不過無可否認國外訂單在後期亦逐

漸減少，據他觀察，四種業務的銷情影響不一，例如家電零

售雖有下跌，但汽車初期訂單未有顯著影響，而電動工具方

面更可能因家居隔離令DIY需求不跌反升。整體而言，由於

德豐涉及多種業務，對未來訂單業績仍感不明朗，相信需待

疫情進一步緩和、消費壓力獲得釋放令需求反彈，才有機會

好轉。

部份會員擔心中美貿易戰會令供應鏈出現大洗牌，不過

Wilson則認為中國企業仍有板塊優勢，因為國內零件供應穩

定成熟，歐美企業難以在短時間內找到替代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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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交流

電器業進階證書課程 ( 第 3 期 )

香港秋季電子產品展 2019

香港電器業協會與匯縱專業發展中心自2016年起已合辦課程，繼早前成

功完成兩期基礎課程後，今年更推出進階課程，內容包括銷售策略、產

品開發和專利的認識、家電與新科技整合，以及電器業安全要求等，兼

具理論與實踐，符合有志加入電器業人士的培訓需要。此外，課程邀請

了多位業界專業人士及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青衣）工程系講師主講，配

合行業發展制定與時並進的課程內容，有助推動業界發展。

今年各電子展均因為疫情而暫緩，不過回顧去年的秋季電子展，所幸業

界仍有𣎴少得著。這個亞洲最大規模的電子展吸引了逾四千家國際參展

商，其中新增的「人工智能及語音辨識技術」展區令行家甚有啟發，或

可研究如何應用於家電產品當中。香港電器業協會亦一如往常設立展

位，為促進行家交流而展出創新產品，不少會員到場參觀交流，相當熱

鬧。



广东省东莞市凤岗镇塘沥福民路43号2号楼201室

Room 201, NO.2 Bldg, No.43 Tangli Fuming Road,
Fenggang Town, Dongguan City,Guangdong,China

香港九龍官塘興業街23號寶業大厦A605室

RmA605, Po Yip Bldg.,23 Hing Yip Street, Kwun tong , 
Kowloon, Hong Kong 139 2462 6313 ,134 2344 8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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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交流

印尼設廠實務須知

印尼人口達2.67億，是全球第四人口大國，能為製造商提供充裕和低成
本的勞動力，又擁有快速增長的消費市場，因此成為越來越有吸引力的
生產基地。近年來，印尼也積極提高對外國投資者的吸引力。自維多多
(Jokowi)於2014年出任總統後，印尼政府便致力通過財務優惠、外商投
資自由化，以及加快基礎設施建設來吸引外商投資。

印尼投資環境改善，促使許多香港製造商考慮到該國另設生產基地。現
時香港是印尼五大外商直接投資來源地之一。2014至2019年，香港流
入該國的外商直接投資以年均34%的速度增長。2019年，超過一半的
外商直接投資流向製造業。本文將評估印尼的工業用地、基礎設施和勞
工市場情況，並為有意在該國投資的製造商提供一些實務建議。

爪哇地區的工業集群

印尼幅員遼闊，有意在該國設廠的香港製造商在選擇最適合其營運需
求的地點時應非常小心。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島國，有5個主要島嶼，
即蘇門答臘(Sumatra)、爪哇(Java)、加里曼丹(Kalimantan)、蘇拉威西
(Sulawesi)和巴布亞(Papua)。爪哇島是印尼的主要工業基地，佔全國
人口一半以上，以及製造業增加值的70%。在爪哇島，西爪哇省是汽
車、電子、機械和電動設備製造集群的所在地，其中包括豐田(Toyota)
、三星(Samsung)和施耐德(Schneider)等全球品牌。西爪哇靠近首都雅
加達，為製造商提供較好的基礎設施，以及日趨富裕的消費市場。

然而，隨著西爪哇的勞工和土地成本上升，一些製造商已遷往爪哇島內
成本較低的地區，如中爪哇。雅加達製造業的平均月薪約300美元，西
爪哇省為230美元，而中爪哇省僅為140美元左右。台灣領先的服裝製
造商聚陽實業(Makalot Industrial)已將生產活動從雅加達遷到中爪哇；
日本青山商事(Aoyama Trading)在該省建立一家生產優質商務服裝的工
廠；香港的聯志國際控股在當地建立一家玩具廠，專門從事勞動密集型
生產業務。其他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香港製造商也可考慮在中爪哇設廠，
以利用當地勞工和土地成本較低的優勢。

工業園區 — 為外國製造商提供更佳選擇

許多外國製造商選擇在工業園區設廠，因為工業園區以外的工業基礎設
施往往不夠發達，而且在購地和申領建設許可等問題上面臨更高風險。
印尼目前大約有100個營運中的工業園區，其中一半以上位於爪哇。

不少工業園區是與來自日本、新加坡和中國等地的外國公司共同發展。
這類園區的對象，通常是尋求較可靠的生產支援的外國投資者。園區一

在 MM2100 Industrial Town的本田廠房。

卡拉旺產業新城的道路鋪裝良好，並有綠化帶。

般會提供完善的公用設施，包括電力、供水、污水處理和電訊，以及涵
蓋營業執照、建築許可申請和工人招聘等一站式服務。由於具備這些優
勢，這些工業園區的土地成本通常也較高。有意在此設廠的香港製造商
還應考慮交通運輸基建和園區周邊的勞工工資水平。

目前，西爪哇約有25個工業園區，其中MM2100 Industrial Town園區
由一個日本集團與一家印尼工業房地產發展商於1990年共同建設，現
時有350多家公司，約一半租戶來自日本，包括豐田、山葉(Yamaha)
和本田(Honda)等。這個園區的一大優勢是地理位置，位於雅加達市中
心以東僅30公里，可直達一條通往雅加達和丹戎不碌港(Tanjung Priok 
Port)的收費  公路。

卡拉旺產業新城是另一個大型工業園區，由中國發展商華夏幸福
(CFLD)新近建設，位於雅加達以東47公里，靠近芝卡朗乾港(Cikarang 
Dry Port)，貨物在運往丹戎不碌港之前可在此清關，有助於避開偶爾影
響該港口的擠塞狀況。此外，一條連接雅加達與西爪哇省首府萬隆的高
速鐵路預期於2021年建成，屆時該園區的交通將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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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交流

部分主要工業園區及其土地成本

MM2100 Industrial Town一家職業學校。

摩托車生產技術培訓室。

 註：大約數字
     資料來源：業界消息、印尼工業園區指南(歐盟—印尼商業網絡)

部分東盟國家清關程序比較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2020年營商環境報告》、《2018年物流績效指數》

部分東盟國家的最低月薪

註：a視地區而定 / b服裝及鞋履業 / c最低工資按日計算，假設每月25個工作天 / d新的最低工資將於2020年5月修訂

加快基礎設施建設  提高物流效率

印尼交通運輸基建的效率不如泰國和馬來西亞等區內國家。因此，製造
商應預期物流成本較高，也更耗時。在該國主要的國際港口雅加達丹戎
不碌港，處理港務和邊境合規所需時間比區內平均水平長。不過，據西
爪哇省的製造商稱，近年來丹戎不碌港的貨物滯留時間已逐漸縮短。
在世界銀行於2018年編製的最新物流績效指數中，印尼排第46位，比
2016年的第63位明顯提高。儘管如此，該國仍落後於區內一些國家，
例如馬來西亞(排第41位)、越南(第39位)和泰國(第32位)。

在不久將來，印尼的運輸和物流效率應會進一步提高，因為總統維多多
將基建列為第二個任期的優先工作。政府已啟動雅加達周邊多個交通運
輸項目，例如大雅加達輕鐵系統和雅加達至萬隆高速鐵路。此外，雅加
達至芝侃北(Cikampek)第二條收費公路是該國最長的高架高速公路，
於2019年12月通車，旨在緩解雅加達與西爪哇附近城市之間的交通擠
塞。有意在西爪哇設廠的製造商應考慮有公路直達的工業園區或地區，
以便利工廠與雅加達丹戎不碌港之間的貨物運輸。

印尼的工業供應鏈不發達，換言之企業在進口原材料、零部件和其他物
料時須面對額外的物流成本。西爪哇省幾家電子產品生產商表示，雖然
一些增值低的物料可向當地供應商採購，但大多數原材料和零部件仍須
進口。印尼缺乏符合美國和歐盟等發達市場的安全標準和企業社會責任
要求的包裝材料，消費品製造商應注意這一點。

勞工成本有競爭力  最低工資增幅可以預測

儘管印尼最低工資的上升速度比其他東盟國家快，不過西爪哇等主要工
業區的工資水平仍較低。自2015年起，印尼採用標準最低工資公式，
其中考慮到國民經濟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過去3年，最低工資每年以
約7-9%的速度提高，最新的8.5%增幅於2020年1月生效。全國各地的
工資水平差距相當大。例如，2020年，雅加達的最低月薪為4,276,350
印尼盾(305美元)，是中爪哇(1,742,015印尼盾或125美元)和西爪哇
(1,810,350印尼盾或130美元)的兩倍以上。

尊重宗教習俗  投資員工培訓

印尼擁有1.34億勞動人口，勞工供應充沛而且成本較低，使該國成為勞
動密集型產業的理想生產基地。據西爪哇幾家外國製造商稱，即使在工
廠密集的大雅加達周邊地區，要僱用足夠的工人也沒有困難。不過，香
港製造商應留意，印尼是一個以穆斯林為主的國家。尊重該國的宗教習
俗和慣例，例如星期五祈禱[1]和齋月[2]，提供專用的祈禱空間，十分
重要。印尼工人都會自律，能夠在不影響生產的情況下舉行宗教崇拜。

一般而言，由於印尼工人的職業技能水平往往較低，而且效率不如中國
和越南工人，因此提供更密集的培訓和詳細指導至關重要。據西爪哇一
家電子零部件製造商稱，由於工人的流失率較低，約5%，因此在技能
培訓方面值得投資。印尼工人珍惜學習機會，這也有助於建立員工對公
司的歸屬感。

印尼最低工資計算方法

為確保最低工資的增幅可以預測，印尼在2015
年引入一項公式以釐訂各省的最低工資。各省
在每年11月公布最低工資水平，並於次年第一

天開始實施。計算公式為：

通貨膨脹率 + GDP增長率^ =最低工資的百分
比變化

2020年最低工資是使用2019年10月所得的數
據計出：
通貨膨脹率(2019年9月比上年同期增長3.39%) 
+ GDP增長率(5.12%)=最低工資增長8.51%。

^註：公式內的GDP增長率是根據現行年度第一
和第二季以及上年度第三和第四季的平均GDP
增長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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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事項

深圳市艾阿爾電氣有限公司

A.R. Electric Company Limited 

地址： 中國深圳市寶安區福永鎮鳳凰第三工業區龍欣工業園F棟
 Building F, Longxin Industry Park, Fenghuang 3rd 
 Industry Park Fuyong, Bao’an, Shenzhen, China.
代表人姓名：王軍彥先生 Mr. Kevin Wong 
代表人職銜：總經理 Manager
電話： (86)755-27884885
傳真： (86)755-22647609 
電郵： arlin@arlingroup.com
網址： http://www.arlingroup.com
產品 / 服務： 熱熔斷體（溫度保險絲）Thermal Cutoff、溫度感測器 
 Temperature Sensor、溫控開關Thermal Protection  
 Switch

廣州市獅霸電器製造有限公司

Guangzhou Siber Electric Mfg. Limited 

地址： 中國廣州市番禺區石基镇海涌路121號3樓
 Floor 3, #121, HaiChong Road, Shiqi Town, 
 Panyu District, Guangzhou, China.
代表人姓名：王宗勁先生 Mr. Wang Zongjin  
代表人職銜：總經理 General Manager
電話： (86)20-85677653
傳真： (86)20-25677370 
電郵： vemsi@126.com
網址： http://www.siber.com.cn
產品 / 服務： 開關、插座、燈座

億潤塑膠五金工業有限公司

Millennium Metal & Plastic Industrial Co., Limited 

地址： 香港新界葵涌工業街10-14號華發工業大廈後座24樓06室
 Room 2406, Rear Block, Wah Fat Industrial Building,
 10-14 Kung Yip Street, Kwai Chung, N.T., Hong Kong.
代表人姓名：李美芬小姐 Ms. Twiggie Li
代表人職銜：Operation Manager
電話： (852)2422-3668
傳真： (852)2422-7218 
電郵： hr@teamconcept.hk
網址： http://www.mmp-ideas.com
產品 / 服務： Kitchenware

威豪實業有限公司

Weizco Industries Limited 

地址： 香港柴灣新安街4號冠榮中心1316室
 Unit 1316, Reality Tower, 4 Sun On Street, 
 Chai Wan, Hong Kong.
代表人姓名：郭加信先生 Mr. Abraham Kwok  
代表人職銜：Marketing Manager
電話： (852)2557-0291
傳真： (852)2897-3987 
電郵： info@weizco.com
網址： -
產品 / 服務： 色粉色母塑膠料供應，塑膠五金製品加工

個人會員Individual Member

王健先生
漢化機器人有限公司
電話：（86）13998407004
電郵：13998407004@139.com

陳錦程律師
陳錦程律師事務所
電話：（852）2868-1388
電郵：pkc@lawcpa.hk

佛山市展遠電子有限公司

Foshan City Zhanyuan Electronics Company Limited 

地址： 中國廣東省佛山市順德區勒流鎮江義開發區連江東路14號
 No. 14 Lianjiang East Road, Jiangyi Development Zone,  
 Le Liu Town, Shunde District, Foshan City, 
 Guangdong, China
代表人姓名：李宗遠先生 Mr. Li Zong Yuan 
代表人職銜：總經理 General Manager
電話： (86)757-63379069
傳真： (86)757-81807890 
電郵： hydq99@163.com
網址： http://www.ymd-zy.com
產品 / 服務： 電吹風開關、風梳開關、吸塵器開關、蹺板開關、
 推制開關、微動開關等

基慧創華有限公司

Keyway Innovations Limited 

地址： 香港九龍尖沙咀廣東道30號新港中心第2座907室 
 Room 907, Tower 2, Silvercord, 30 Canton Road, 
 Tsim Sha Tsui, Kowloon, Hong Kong.
代表人姓名：夏允基博士 Dr. Rick Ha  
代表人職銜：董事 Director
電話： (852)9844-9408
傳真： - 
電郵： support@qiaerista.com
網址： http://www.qiaerista.com
產品 / 服務： Smart Tea Brewer, Tea, App

香港認證中心有限公司

The Hong Kong Certification Centre Limited 

地址： 香港新界大埔汀角路57號太平工業中心第1座10樓B室
 Unit B, 10/F, Block 1, Tai Ping Industrial Centre, 
 57 Ting Kok Road, Tai Po, N.T., Hong Kong.
代表人姓名：黎明海先生 Mr. Lai Ming Hoi, Paul 
代表人職銜：Senior Manager
電話： (852)2666-5946
傳真： (852)2661-3181 
電郵： hkcc@hk-cc.hk
網址： http://www.hk-cc.hk
產品 / 服務： Product Certification Service

新會員介紹



2020-2021 草擬活動計劃

舉辦日期 活動簡介 

2020年9月11日 【疫境慳錢心得﹕政府資助計劃疑難排解及成功案例分享】網絡研討會

2020年10月7日 項目分享會︰拓展香港家電業於新興市場的發展

2020年12月5日 外展衝勁樂2020

2020年12月7日 會員迎新暨聖誕聯歡晚宴2020 

2021年2月底 / 3月初 春節團拜及賽馬同樂日2021

2021年3月27至29日 Modern Home Fair Kuala Lumpur at Malaysia

2021年4月9日 第十二屆理事會成立大典及週年晚宴

2021年4月13至16日 香港春季電子產品展2021

2021年7月5日 第二十二次周年大會及會員歡聚晚宴

2021年7月22至23日 In Style • Hong Kong Expo in Manila, Philipp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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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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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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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味城中生活
Herbert 少時在九龍城上學，聯合道一帶的寮屋、侯王古廟等均伴著
他成長，這次到訪由石碑工場改建而成的石屋家園，喚起他的珍貴
回憶。懷緬昔日美好舊時光，亦警醒他珍惜當下擁有的生活；
石屋的成功改造令他耳目一新，深感新舊交融亦能有所昇華，

對生活還是工作均有啟發。

HKEAIA express #5138

e-STYLE

倫達基 Herbert Lun
董事總經理 Managing Director
永生膠木電器廠有限公司
Wing Sang Bakelite Electrical Mfy. Ltd.

Interview

石屋家園
香港九龍城聯合道133號
No. 133 Junction Road, Kowloon, 
Hong Kong
http://www.stonehouses.org

Venue

text / Nicole Kwok   photo / Jo Lo

新舊交融而重生
談及九龍城，Herbert與之淵源頗深，除了因為

他在這裡成長，家族企業永生膠木電器廠有限公

司的香港辧公室亦位於緊鄰的新蒲崗，而他的兒

子則曾在九龍城的學校就讀。「這裡真的變化好

大！我記得以前這裡是寮屋和石屋，亂糟糟的，

現在變成餐廳和cafe，外面又是個幽靜的公園，

煥然一新！」翻新舊石屋開拓出旺中帶靜的城巿

綠洲，不其然令人聯想到永生的前世今生。

公司名字中「膠木」正是源自上一代的記憶：

「膠木在六十年代是指插蘇(電插座)、燈掣、開

關頭的蓋或底座部件，不過我們公司約四十年前

已轉型為小家電製造商，只是沿用了舊名字。」

由製造合成樹脂零件的傳統工業，到成為製造各

類小家電包括廚房家電、燈具以至頭髮護理電

器產品的企業，永生亦經歷過新舊交融的時期，

不變的是員工之間緊密合作和打成一片的文化。

「公司以小團隊運作，工作上自然需要緊密合

作，所幸員工亦較接納開放式溝通，由管理層而

下均重視討論，上下打成一平，令團隊合作更順

暢。」這種「團隊精神」的公司文化，可能源自

Herbert喜愛的運動。

運動調劑兼減壓
「 對 我 來 說 生 活 中 的 餘 閒 都 貢 獻 給 睇 波 、

美食！」Herbert笑言公餘時間除了陪伴家人，亦

喜歡觀賞各類競技運動比賽，包括足球、籃球、

英式桌球、飛鏢......「當然也因為我有玩這些運

動，觀賞時才會更投入！另外我自細便鍾意游

水，奧運期間亦最愛看游泳項目。近期則和一些

行家一起組成龍舟隊，定期操練了約半年，去年

更參加過龍舟賽，雖然辛苦但都幾享受！」最重

要是能保持運動習慣，調劑生活之餘亦有助減輕

工作壓力。此外，他亦最喜歡運動比賽時的團隊

合作精神，眾志成城一起朝著比賽目標而努力的

感覺很好：「所以但凡有比賽性質的運動我都喜

歡看！」他便是從運動中汲取團隊合作的精萃，

再由競賽中保持進步及邁向勝利的鬥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