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辦機構 : 承辦機構 : 資助機構 : 

 

製造業五個試點行業部份業務及運作回流香港企業借鑒及支援服務研究 

【鐘錶製造業回流香港綜合研討及經驗分享會】 
 

    得到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工業貿易署中小企業發展支援基金的資助，香港工業專業評

審局正聯同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推行名為「製造業五個試點行業部份業務及運作回流香港

企業借鑒及支援服務研究」項目。這個半天綜合研討及經驗分享會是此項目其中之重要

活動。 

    近年，製造業在內地營運正不斷面對日趨嚴峻之人力資源成本上漲、勞工短缺、多

重稅收，設計及專利保障不足等問題。部份企業有意在港重設部份運作及部門，但對哪

些部門合適於香港重建及相關之用地、廠房佈置、自動化程度、融資、技術人員及勞工

尋索與成本分析缺乏資訊，因而卻步。本研討會成功邀請三位來自鐘錶製造業之廠家分

享他們近年在港營運部份部門及整個企業之寶貴經驗，值得業界借鑒，以訂定未來之發

展路向，及於港重新建立部份運作之藍圖。 

 

日 期  ﹕ 2016 年 1 月 25 日（星期一） 

時 間  ﹕ 下午 2 時 15 分 至下午 5 時 00 分 (下午 2 時正開始登記) 

地 點  ﹕ 九龍達之路 78 號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大樓一樓多功能廳 

語 言  ﹕ 粵語 

人 數  ﹕ 約 80 人 

對 象  ﹕ 主管級行政人員、董事總經理、部門經理及中高層技術人 

研討會議程及講者 

2:00 – 2:15pm 登記入座 

2:15 – 2:25pm 開幕致辭  

香港工業專業評審局及鐘錶業代表 

2:25 – 2:30pm 頒贈紀念品及合照 

（講者及香港工業專業評審局理事委員會成員合照） 

費用全免 
先到先得 



 
 

 

主辦機構 : 承辦機構 : 資助機構 : 

2:30 – 3:10pm 【香港精密電子廠有限公司 黎衍橋董事總經理】 

香港精密電子廠在 1982 年成立，以設計、生產鐘錶為主，產品包括：電池

石英行針鐘、電子跳字錶、機械表、鏈墜錶，石英行針錶。現正在香港設

立一間精密零部件加工車間，期望把部份高增值工業在香港重新建立。黎

先生亦是香港表廠商會首席名譽會長。 

 

 

  
Sender: Hong Kong Productivity Council, 78 Tat Chee Avenue, Kowloon, Hong Kong, Tel: (852) 2788-6262, e-mail:edm@hkpc.org 

發送者：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香港九龍達之路 78 號生產力大樓 電話： （852）2788-6262, e-mail: edm@hkpc.org。 
If you do not wish to receive further information from HKPC, please inform us via e-mail to: unsubscribe@hkpc.org with “unsubscrible” as the subject. 

若閣下不欲再接收本局信息，請發送電郵到：unsubscrible@hkpc.org，並在主旨欄填上「拒絕接收」。 

 

 

「在此刊物上／活動內（或項目小組成員）表達的任何意見、研究成果、結論或建議，並不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工業貿易署或中

小企業發展支援基金及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機構支援計劃）評審委員會的觀點。」 

mailto:unsubscribe@hkpc.org
mailto:unsubscrible@hkpc.org


 

3:10 – 3:50pm 【萬希泉鐘錶有限公司 設計總監 Mr. Jason Chan】 

萬希泉是香港唯一一個高檔陀飛輪手表品牌，以東方雕刻設計配合西方鐘錶

工藝，製作出結合中西文化及富有香港特色的陀飛輪腕表。陀飛輪裝置極其

複雜，製作成本及裝配工藝要求非常高，全球能生產陀飛輪的錶廠更是寥寥

可數。萬希泉鐘表創辦人兼總裁沈慧林先生不怕向困難挑戰，自創的陀飛輪

手錶，更在港成立「萬希泉」研究室。 

3:50 – 4:10pm              茶點 

4:10 – 4:50pm 【飛騰錶業有限公司 品牌經理劉燊濤先生】 

運年錶業集團由劉展灝先生於 1983 年創立，初時是以 O.E.M.形式開始事業，

企業發展至今。亦於 1991 年成立飛騰錶業有限公司，代理其集團公司擁有之

鐘錶品牌。企業其下擁有品牌中最為香港人熟悉的是天普時，品質設計與時

並進。天普時品牌鐘錶全是在香港鑲嵌，在港擁有近百名員工，控制品牌出

品的品質，堅信香港生產的優異產品質素才是給予顧客最大的信心。  

4:50 – 5:00pm 問答交流 

 

研討會對象： 

從事鐘錶造業製造之企業的管理層、產品開發、市場及銷售、工程、製造、品質及 

行政部門經理與中高層技術人員等等。 

 

語言： 

廣東話，輔以英文詞彙 

 

地點： 

九龍達之路 78 號生產力大樓一樓多功能廳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Ԅ�.htm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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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構 : 承辦機構 : 資助機構 : 

  

 

名額： 

80 人，先到先得  

 

費用： 免費  

 

查詢及報名方法： 

請致電：(852) 2788 5592 或(852) 2788 5457 或傳真：(852) 2788 5522 

或電郵：joannet@hkpc.org  



 

如有興趣參加之會員，請填妥回條並於 2016 年 1 月 15 日(星期五)或之前傳真回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傳真號碼：27885522，電郵：joannet@hkpc.org) 

 
課程 Programme：     請以正楷填寫此表格  Please complete this form in BLOCK LETTERS 

課程編號 Programme Code： 課程名稱 Programme Title： 學費 Programme Fee: 

 

鐘錶製造業回流香港綜合研討及經驗分享會 全免 

申請者資料 Applicant Information： 
中文姓名 (先生/小姐/太太/女士*)： 
Chinese Name (Mr./Miss/Mrs./Ms*)： 

 

英文姓名： 
Name in 
English： 

姓                                                  名 

last name                                           first name 
(必須與香港身份證/護照相同  

Must be the same as shown on ID card/Passport) 

公司名稱： 
Company Name：  

 

職位： 
Position： 

 

最高教育程度 Highest Achieved Education Level ( 請選擇一項 Please select one only): 
 小學 

   Primary School 

 中學 

   Secondary School 

 文憑至副學位 

Diploma to Associate Degree 

 學位 

Degree 

 研究院或以上 Postgraduate  X 

辦事處電話： 
Office Telephone： 

 手提電話： 
Mobile No.： 

 住宅電話： 
Home Telephone： 

 

電郵地址： 
E-mail Address： 

 傳真： 
Fax： 

 

通訊地址： 

Correspondence 

Address： 

 

 
聲明 Declaration：  
本人聲明在此報名表格及隨附文件所載的資料，依本人所知均屬完整、真實及準確。本人已細閱並接受報名表內的所有條款及細則。 
I declare that all information provided in this enrolment form and the accompanying documents are, 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 true, accurate and complete. I have read 
and accepted all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is enrolment form. 

 
本人反對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使用本人的個人資料，包括但不限於姓名、年齡、性別、電話號碼、傳真號碼、職位、會員身份、繳費資料包括信人卡資料 (如
適用)、學術及專業資格、通訊地址及電郵地址 (“個人資料”) 於推介該局最新發展、工業支援服務、顧問服務、培訓課程及相關的活動及其他由生產力局
的推廣活動的用途。I object to the proposed use of my personal data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name, age, gender, phone number, fax number, job title, 
member status, payment details including credit card information (where applicable),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 correspondence address and email 
address (“Personal Data”) for the purpose of sending me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HKPC's latest developments, industry support services, consultancy services, 
training courses and related events, and other marketing activities as may be organized by HKPC. 

 

申請者簽名 Applicant’s Signature：                                            日期 Date：                                            
 

報名程序： 
請填妥報名表、連同相關課程需要的文件，親身或以郵遞方式遞交。 
郵寄地址：九龍達之路 78 號生產力大樓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生產力培訓
學院 (請於信封面註明報讀課程名稱。) 
 
條款及細則: 
1. 報名表（可用影印本）必須於開課前繳交，否則報名無效。 
2. 所收集的個人資料將會作入學申請、登記、學術、行政、研究、統計及

市場分析及用於推介本局最新發展、工業支援服務、顧問服務、活動和
培訓課程的用途。個人資料會嚴格保密處理。除非獲得閣下的同意，本
局不會將個人資料轉移予第三者。本局已制定收集、使用及保留個人資
料的政策，於報名處供索閱，閣下亦可向本局個人資料管理主任查詢。 

3. 閣下可提名他人代替其本人出席課程，惟事先須得本局同意。閣下不可
轉換其他課程。 

4. 生產力局保留在有需要的情況下更改講師及/或課程內容、授課地點、日
期及/或時間的權利。 

5. 颱風及黑雨警告：如課堂時間是在早上(09:00-13:00)、下午(14:00-17:00)
或晚間(6:30-10:00)，將在下列情況下取消：(一)八號或以上颱風訊號或黑
色暴雨警告訊號在早上 6:00、11:00 或下午 4:00 仍然懸掛；或(二)香港天
文台在早上 6:00、11:00 或下午 4:00 或之後，宣佈將懸掛八號或以上颱風
訊號或黑色暴雨警告訊號。本局將盡早通知閣下補課的日期及時間。 

6. 以上“條款及細則”內容均以本院課程單張及網頁公佈之最後更新版本
為依歸。 

 ENROLMENT PROCEDURE: 
Please complete and send this enrolment form with requisite documents to the Institute 
in person or by mail. 
Mailing Address: Productivity Training Institute, Hong Kong Productivity Council, HKPC 
Building, 78 Tat Chee Avenue, Kowloon. (Please mark the programme title on the 
envelope.) 
Terms and Conditions: 
1. This form (or photocopy) must be submitted before course commencement, otherwise 

enrolment will be rejected. 
2. Personal Data collected will be used for processing your application for admission, 

registration, academic, administrative, research and statistical purposes and will also 
be used for marketing purposes, specifically for the purpose of sending you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HKPC’s latest developments, industry support services, 
consultancy services, events and training courses.  Personal Data will be treated in 
strict confidence.  Unless otherwise agreed by you, Personal Data will not be 
transferred to any third parties.  HKPC implements a policy governing the collection, 
use and retention of Personal Data, which is made available at the enrolment counter.  
You may also contact Personal Data Controlling Officer of HKPC for further details. 

3. You may, subject to the prior approval of HKPC, nominate a person to attend the 
course on your behalf.  Course switching request will not be accepted. 

4. HKPC reserves the right to replace the speaker and/or change the contents, venue 
and/or time as may be necessary. 

5. Classes in the morning, afternoon or evening will be cancelled if typhoon signal No. 8 
or above OR black rainstorm warning remains hoisted after (or is announced by the 
Hong Kong Observatory to be hoisted at/after) 6:00 a.m., 11:00 a.m. and 4:00 p.m. 
respectively.  You will be notified of the re-scheduling arrangement as soon as 
possible. 

6. These terms and conditions are subject to revisions as may be set out in the course 
pamphlets and the latest updates in the Institute’s websi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