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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子業商會周年大會
香港電子業商會周年大會暨新一屆會董及執行委員選舉已於2015年7
月23日假香港唯港薈酒店順利舉行完畢。當日邀請到香港特區政府商
封 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梁敬國先生擔任主講嘉賓及過百名企業或商會
主席等出席午宴。

面
故 在新一屆會董選舉前，當屆會長楊志雄先生在會員大會上先向眾會員
事 報告過去一年本會發展會務的內容後。應屆會長吳自豪博士在會上承
諾繼續積極協助業界發展，團結工商界合作，在擴大會員基礎、培育
創新、開拓市場、成立專項項目，搜隻及分析行業資訊為發展重點，
並協助會員開拓及推廣新市場；亦會積極加強與內地及香港的教育機
構合作，令業界與年青一代共創新里程履行社會責任。
經過本會執行委員會會員選舉後，
2015-2017年度的會董已選出:

當任會長楊志雄先生MH於午宴時致詞

會長 吳自豪博士
副會長
梁廣偉博士JP

新一屆的執行委員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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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
李耀祥博士
副會長
蘇煜均博士
一致通過大會議程

會長吳博士於梁副局長手上接過委任狀

副會長
會長
長
嚴玉麟先生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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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
黃震博士

梁敬國副局長於午宴上致詞

司庫
陳樹鵬先生

榮譽法律顧問
江炳滔律師事務所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梁敬國先生(中)
與新任會長和當任會長合照
書記
張裕棠博士

其他有關新一屆會董及執行委員會的詳細資料，
可瀏覽本會網址：www.hkeia.org

HKEIA AGM 2015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AGM) of the Hong Kong Electronic
Industries Association (HKEIA) was fully completed on 23 July 2015.
New Office Bearers and executive committee have been elected. HKEIA
invited the honorable Mr. Godfrey Leung King-kwok, Under Secretary
for Commer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our guest of honor to
give a brief talk.
Mr. Johnny Yeung, MH the former Chairman of HKEIA reported the
achievement and progress of HKEIA in past year and pass the ceremonial
mace to the new Chairman in an inauguration ceremony.

新任會長吳自豪博士承諾積極發展會務

當任會董大合照

During the luncheon, Dr. C.H Ng,
new Chairman of HKEIA committed
several areas to provide professional
s er v ice for t he industr y. For
membership, the HKEIA will
continue to unify and expanding
membership base.
We will promote innovation and
d e ve l op n e w m ar ke t s for t h e
industry by different activities and
events.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industr y development, we will
stress on the submission of special
projects, research and analysis to
provide information to the industry.
Moreover, the HKEIA spares no
effort to carry out social responsibility
by communicating and networking
with the Mainland and Hong Kong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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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ly elected HKEIA Office Bearers of 2015-2017
Chairman
Dr. C.H. NG

新一屆會長吳自豪博士從楊志雄先生MH手
中的接商會權杖，喻意為商會接力

Vice-Chairmen

午宴情況

Secretary
Dr. Tony CHEUNG

Treasurer
Mr. Eddy CHAN
剛卸任的洪劍峰副會長在會上感謝大家

Honorary Legal Advisor
Benny Kong & Tsai Solicitors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visit our HKEIA web-site www.hke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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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Humphrey LEUNG, JP
Dr. Brian LI
Dr. Y.K. SO
Dr. Stanley YIM, JP
Dr. WONG Chun

「提升本港廢電器電子回收業對環保、
職業健康及安全的意識」項目研討會
香港電子業商會申請為期18個月的「提升本港廢電器
電子回收業對環保、職業健康及安全的意識」項目已於
2015年7月6假香港理工大學舉行了第二場場的項目研
討會，有超過110名業內人士報名及出席。項目由香港
特區政府工業貿易署「中小企業發展支援基金」撥款資
助、香港電子業商會主辦、香港理工大學執行、香港環
保回收業總商會、香港廢物處理業協會協辦、支持機構
香港再生資源總商會，以及大頭仔環保工程有限公司贊
助舉辦。

香港理工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陳東燊教授致開幕辭

Mr Peter Heßler, Dipl.Ing.(FH)正為本港回收業分享德國最新
處理廢電器電子產品的回收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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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我們邀請到嘉賓分別：立法會議員盧偉國博士工程
師SBS MH 太平紳士、香港理工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陳
東燊教授、香港電子業商會榮譽會長陳其鑣教授,MH、
環境保護署高級環境保護主任張承熙先生、 德國URT常
務董事及署理合作夥伴 Mr Peter Heßler, Dipl.Ing. (FH)
、香港理工大學工業及系統工程學系教授容錦泉教授、
香港環保回收業總商會主席羅耀荃先生、香港廢物處理
業協會主席及中華廠商會環保分組代表譚志華先生，陣
容相當鼎盛。
項目啟動研討會上，先由陳東燊教授致歡迎辭後，香港
電子業商會榮譽會長陳其鑣教授,MH指出香港電子業商
會一向對環保及處理廢電器電子產品非常關注。早於
2005年本會與工業總會創立「香港綠色製造聯盟」、於
2009年與有關商會組織「香港關注電子電器廢物回收聯
盟」向政府提供合適的政策。並指出本會積極跟進具體
十億元回收基金的情況，希望大家一齊合作，協助業界
提升技術水平。

另外，張承熙先生在研討會上亦解答業界對未來政策方向等，
而Mr Peter Heßler為本港回收業分享德國處理廢電器電子
產品的最新回收技術及安全的設施。
重點項目是播放項目團隊早前到德國拍攝處理廢電器電子產品
回收的環安健典範，希望透過真實的取景為業界更容易了解不
同地區在處理廢電器電子產品回收的環安健典範並作參考。
最後，由盧偉國議員主持，張承熙先生、羅耀荃先生、譚志華
先生及容錦泉教授任座談會嘉賓，座談會上大家探討現時業界
所面對的問題外，更與台下參加人士互動，並解答大家對未來
政府對回收業及環安健要求等問題。

July to August

本項目將會於9月及10月分別舉行有關在環安健的大題下不同
議題的研討會及2016年頭舉行工作坊，協助業界提升本港廢
電器電子回收業對環保、職業健康及安全的意識，並有更多更
新的資訊與大家分享。項目亦將會製作電子書供業界人士作參
考。

香港電子業商會榮譽會長陳其鑣教授,MH致歡迎辭

研討會情況

商
會
活
動
及
消
息

5

July to August

座談會上討論情況

約9.2萬名買家參觀春電展及資訊科技博覽
業界預期穿戴式電子產品成市場熱潮
2015年4月16日 – 香港貿發局香港春季電子產品展(春電展)，以及同期舉行的國際資訊科技博覽今天圓滿結束，吸引約
92,000名來自150個國家及地區的買家進場參觀。總括兩展，當中成熟市場如美國、英國、瑞典及韓國的買家數目均錄得
增長；新興市場方面，來自印度、以色列及阿根廷等地的買家亦有所上升。

可穿戴電子產品領導潮流
大會委託獨立調查機構在展覽期間，訪問了超過800名買家及參展商，了解
他們對行業前景的看法。初步調查結果發現，超過九成受訪買家及參展商
預期，2015的整體銷售會較去年有增長或持平。
香港貿發局副總裁周啟良表示︰「兩項展覽的現場採購及交流氣氛良好，
業界亦普遍看好可穿戴電子產品的市場前景，受訪買家及參展商預期未來
兩年，智能手表、智能手環及與流動設備相容的耳塞/耳機的銷售潛力
最高。」
穿戴裝備的熱潮席捲全球，成為春電展的熱門採購產品，大會今年新增
「穿戴式電子產品」(Wearable Electronics)展區，買家反應熱烈。香港展
商Pure Performance Distribution Limited在展會中推廣新設計的智能手表
系列，內置GPS功能，讓用家可以追蹤其運動時間、跑步距離、卡路里消
耗等資料，深受現場買家歡迎。其銷售及營運總監許嘉軒表示，春電展是
發布新產品及推廣品牌的理想平台，公司在展會與不少來自新興市場如印
度、中東、埃及等地的買家接洽，相信能於本月內落實部分訂單。

香港春季電子產品展，以及同期舉行的國際資訊科技博覽今
天圓滿結束，吸引全球約9.2萬名買家進場參觀。

雲集國際知名品牌
今屆春電展及資訊科技博覽匯聚多個國際知名科技企業如微軟(Microsoft)、
Softlayer, an IBM Company、Google、Yahoo、摩托羅拉(Motorola)等，
美國半導體龍頭英特爾(Intel)亦再次參與春電展。Intel為深圳30多家夥伴
企業提供技術方案，助他們發展及生產平板電腦、智能手機、平板手機等
產品，同時為他們提供銷售及市場推廣支援。美國Intel移動通訊事業部
業務拓展及營運總監郝德琪表示﹕「春電展規模龐大，我們的展位人流
不絕，很多來自歐洲及拉丁美洲的買家都對Intel的產品感興趣。展覽亦
為我們的夥伴企業提供絕佳的平台，向國際買家展示其產品及OEM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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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羅最新技術及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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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春電展同期舉行的國際資訊科技博覽，是亞洲
首屈一指的資訊和通訊科技界盛事。澳洲、加拿大、
中國內地、印度、韓國及新西蘭分別設置地區展館。
新西蘭地區展館代表表示，來自新西蘭的參展展團
對展覽成果相當滿意。他們在展會中接觸到很多來
自廣泛行業及地區的潛在客戶，並已進行深入的對
話，打算展會後與他們繼續聯繫以促成生意。
新西蘭的參展商特別對展會的國 際性感到滿意，
除了接觸到香港及鄰近亞洲地區的買家外，亦能與
歐美甚至中東的買家接洽。
香港春季電子產品展是亞洲最大 的春季電子展，
與國際資訊科技博覽同期舉行，共有超過3,300家
公司參展。
多個 國
國際
際知
知名
名 企 業參
業 參 與今
與 今 屆 春電
春 電 展，
展 ， 包括
包 括 英特
英 特 爾 (Inte
( I n t ell)、
) 、 For
Fo r d、
d 、 H yunda
y u n d a i、
i 、 摩 托 羅拉
羅 拉 (M
( Mootor
t o r o la
l a )等
)等等，
而微 軟
軟(M
(M ic ro
r o s o ft)則 首
首次
次參展
展，
，以
以獨
獨立展廳
廳的
的形式展出
出最
最新產品。

資料由客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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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說合規歐盟及美國標準之智能可穿戴裝置研討會
無線技術急速發展下，多款不同功能的智能可穿戴裝置亦應運而生，而且將會是市場的另一重要焦點。
香港電子業商會有見及此，與香港通用檢測認證有限公司舉辦「解說合規歐盟及美國標準之智能可穿戴裝置研討會」，
目的是為會員介紹合規歐盟及美國標準之智能可穿戴裝置，以及其安全標準等。

EU and US Compliance for Smart Wearable Device (SWD)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n wireless technology and its flexibility and functionality on design,
Smart Wearable Device (SWD) had become the most highlighted product in the market. No matter
what product you are running on, SWD may be in your catalogue soon.
HKEIA and SGS co-organized a seminar on “EU and US Compliance for Smart Wearable Device (SWD)” on
10 July 2015. We have invited SGS experts to share their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compliance by EU and US
on this Smart Wearable Device. The seminar highlighted the definition on Smart Wearable Device (SWD),
Mandatory Compliance on Product Safety & Suggestion on the performance Chemical Requirements.

香 港電子業商會與香港科技園公司促進轉移
海 外科研成果軟著陸計劃－科技研究者會面
2015年 7月8日香港電子業商會與香 港 科
技 園公司促進轉移海外科研成果軟著 陸 計
劃 －科技研究者會面。香港科技園公 司 促
進 轉移海外科研成果的軟著陸計劃， 邀 請
了一批來自著名大學和R&D 公司科技研
究 者來港，介紹多款創新意念產品。 香 港
電 子業商會藉此機會，為會員與各科 技 研
究 者安排會面，目的是為行業提供一 個 平
台 與海外專家作深入的交流和研發合 作 。

9

HKSTP Soft-landing Programme: HKEIA Networking Meeting
HKEIA organized a meeting with a group of technology investigators from renowned universities and R&D
companies to our members on 8 July 2015. They are the participants to the HKSTP Soft-landing programme
which has invited a group of technology investigators from renowned universities and R&D companies to
Hong Kong in July. The purpose of the meeting is to provide a platform for industry to meet with overseas
experts and facilitate an in-depth exploration of business and R&D collaboration.

July to Aug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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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穿戴設備如何贏得國內外IT巨頭爭相投資？
隨著智慧手機、平板電腦增長幅度放緩，可穿戴設備將成為消費電子行業新的增長點。各種智慧手
錶、智慧腕帶、智慧眼鏡等可穿戴產品層出不窮，而在繁華的背後，產品品類較少、同質化較為嚴
重、創新不足等一系列問題凸顯。
投中研究院分析認為，目前國內可穿戴設備市場還處於起步階段，產業鏈仍在初建之中，多數
產品處在概念和實驗過程中，能夠產生商業效益的產品較少。但從另一方面來看，在整個可穿戴市
場尚未形成規模、商業模式未完全清晰的情況下，也正是行業機遇來臨之時。

消費電子行業的新寵
根據IDC資料顯示，2014年全世界範圍內將超過1900萬個可穿戴設備，這是2013年的3倍，從
現在到2018年，可穿戴設備的裝運量將產生78.4%的複合年增長率，最終在2018年達到1.119億的
世界運載量。
國內市場方面，根據統計資料顯示，2013年中國可穿戴設備市場規模達到9億元，較上年增長
80%，預計2014年中國市場可穿戴設備市場規模將持續放大，達到22億元。
從市場需求方面來看，根據美國消費電子協會的最新調查顯示，在未來12個月內，具有專用可
穿戴健身設備購買意願的消費者為13%，相比去年同期的3%翻了兩番。在中國，根據百度發佈的可
穿戴設備使用者研究報告顯示，有九成使用者有意購買可穿戴設備。由此可見，可穿戴設備的需求
及規模正在持續放大。
隨著GoogleGlass（谷歌眼鏡）、Pebble智慧手錶、JawboneUp（卓棒智慧手環）等一系列明
星產品的橫空出世，可穿戴設備成為消費電子行業的新寵兒。從全球市場看，谷歌、蘋果、三星等
各大科技廠商均提前佈局可穿戴設備領域，中國國內也由百度、盛大等公司牽頭，掀起一場可穿戴
革命。目前，可穿戴設備主要有手錶、手環、眼鏡、戒指、錢包、健康外設等多種類型。
從產業鏈上來看，可穿戴行業上游主要包括感測器、晶片、材料、顯示等，其中感測器是核
心；中游主要是交互解決方案，包括雲技術、語音技術等；產業鏈下游的終端設備是目前市場的主
導，競爭較為激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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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IT巨頭和資本爭相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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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外，可穿戴設備受到國內外IT巨頭及資本的追捧。2013年5月，Jawbone斥資1億美元收
購競爭對手——可穿戴健康產品廠商BodyMedia；2013年第三季度，微軟傳出消息，計畫以2億美
元價格收購OsterhoutDesignGroup（ODG）的資產及專利，以加快進入可穿戴設備市場；與此
同時，Google證實完成了對智慧手錶企業WIMMLabs團隊的收購，推進谷歌智慧手錶項目的進
展。
2014年3月，三大IT巨頭Intel、Google和Facebook同時宣佈在可穿戴設備領域的投資。Intel
的投資標的是可穿戴健康跟蹤設備製造商BasisScience，收購金額為1億美元左右；Facebook收購
了虛擬實境眼鏡製造商OculusVR公司，收購金額為20億美元，這是Facebook首次收購硬體製造
商；Google則與義大利知名眼鏡製造商LuxotticaGroup合作，開始尋求專業眼鏡製造商的幫助。
巨頭的上述收購行為旨在強化自身在技術上的領先地位，更是為了應對預期中的市場競爭，
完成產品、應用和生態上的提前佈局。
在投資方面，可穿戴技術廠商Fitbit于2013年8月獲得軟銀領投的4300萬美元融資，用於提高新
品研發速度和擴大零售網路，計畫將產品銷售擴大至包括亞太地區在內的整個國際市場。而作為其
主要競爭對手之一的JawboneUp以債務加股權的方式，獲得了1.13億美元融資，用於提高現有
產品的供貨能力，滿足客戶需求的增長。

此外，多家可穿戴基金的設立也進一步加快了巨頭在可穿戴市場創建生態系統的步伐：2013年4
月，GoogleVentures聯合AndreessenHorowitz、KPCB成立GlassCollective平臺，為谷歌眼鏡應
用開發者提供資金及服務；2013年6月，LeapMotion的投資者高原資本投入2500萬美元成立了名為
LeapFund的基金，用於幫助企業搭建LeapMotion技術平臺，推動手勢識別技術應用深入到教育、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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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療等多個行業；2013年12月，富士康宣佈將建立一支約2億新臺幣規模的投資基金，資助創業公司
開發新型可穿戴技術、設備和軟體應用，把觸角伸向軟體、雲計算、電信服務和智慧化的未來。
隨著全球可穿戴設備市場的日益興起，中國各大科技公司也開始佈局可穿戴設備領域。
2013年以來，包括百度、盛大、奇虎360等均在可穿戴設備上有所行動。百度建立了自有可穿戴設
備品牌“dulife＂、推出BoomBand智慧手環、MUMU血壓儀、Latin智慧體質測量儀等產品；360推
出“360兒童衛士＂手環，產品面向兒童群體，外形介於手環與手錶之間；盛大旗下果殼電子發佈了
兩款智慧可穿戴設備，包括智慧戒指GEAK魔戒與智慧手錶GEAKWatch。
總體來說，從目前的態勢來看，可穿戴設備將是一個由巨頭定義的市場，Google、蘋果、三星等
產業巨頭以及戴爾、華碩等傳統PC廠商和盛大、百度等互聯網企業紛紛佈局進入，留給創業企業的
機會並不多。
在國內資本市場，各天使投資機構、風險投資機構也紛紛對可穿戴領域進行佈局，主要集中在
下游設備領域。根據投中研究院不完全統計，2013年至今，可穿戴行業共發生投資案例30起，
產品主要集中在手錶、手環、醫療健康等領域，PreAngel、深創投、英諾天使等機構投資較為活躍。

機遇與挑戰並存
如果說2013年是可穿戴產業的元年，那麼2014年將成為可穿戴產業創新蓬勃發展的一年。
首先，從政策環境來看，在深化落實創新驅動發展戰略的2014年，可穿戴產品將受到更多激勵
創新產業政策的支持；其次，從發展前景來看，在科技產業走向智慧化、數位化和移動化的2014年，
可穿戴產品的強優勢將備受消費者青睞；再次，從市場需求來看，在智慧技術進一步大眾化的2014年，
14

可穿戴產品已經成為最受消費者期待的產品之一；最後，從盈利空間來看，在中國經濟處於轉型
升級中的2014年，智慧穿戴產業具有高成長性，可挖掘利潤空間大。
與此同時，相對於創新技術水準較高、產品種類豐富的國外市場，目前國內可穿戴設備市場產品
品類較少、同質化較為嚴重，主要以手環、手錶、眼鏡等產品形式為主，分佈於娛樂休閒、健身、
醫療健康等領域。另一方面，目前國內的可穿戴設備市場，從實際技術路徑選擇上來說同之前的
互聯網和移動互聯網發展路徑基本類似，即大多數本土湧現的可穿戴產品實際仍然是將國外的
項目複製到國內來做，模仿色彩太濃，缺乏真正的原創性。此外，產業鏈的一些重要環節，
如 感 測 器 、 交互技術、精密的製 造工藝和流程也都需要提升。
投中研究院分析認為，目前國內可穿戴設備市場還處於起步階段，產業鏈仍在初建之中，多數

July to August

產品處在概念和實驗過程中，能夠產生商業效益的產品較少。但從另一方面來看，在整個可穿戴市場
尚未形成規模、商業模式未完全清晰的情況下，也正是行業機遇來臨之時。在市場的探索過程中，
若能夠找到用戶真正的需求和興趣所在，生產出能夠解決實際問題並符合用戶使用習慣的可穿戴設備，
就很容易佔據主導地位，引領新的時代。預計未來，隨著科技水準的進步和人們觀念的更新，可穿戴
設備市場將快速發展並逐步成熟起來，特別是運動健身、醫療健康等領域的發展將更為寬闊。

原文來源: 中電網
資料來源: 中國半導體行業協會
刊登日期: 2015年7月23日
參考網址: http://www.csia.net.cn/Article/ShowInfo.asp?InfoID=51186

新會員簡介 New Member Introduction
公司名稱： 保頓資源有限公司
Bolton Resources Co., Ltd.
聯絡人： Mr. Hubert Chan/ Mr. Harry Wong
聯絡電話： (852) 2482 7882
業務範圍： Dismantle electronic scrap and sell
them to smelters directly trade to
smelters

公司名稱: 毅興工程塑料(香港)有限公司
Ngai Hing Engineering Plastic (HK) Ltd.
聯絡人： Mr. Ben Ng/ Zennsl Chan
聯絡電話：(852) 2661 5797
網址：
www.nhep-spectron.com
業務範圍：Engineering Plastic

會員搬遷通知
公司名 : Nemko
新地址 : Unit 23, 19/F., Tuen Mun Central Square, No. 22 Hoi Wing Road, Tuen Mun, N.T., Hong Kong
(香港新界屯門海榮路22號屯門中央廣場19樓23室)
Tel : +852 2675 0288
Fax : +852 2675 0550

香港電子業商會組織架構
2015-2017年度會董
會長：

吳自豪博士
Dr. C.H. Ng

副會長： 梁廣偉博士, JP
Dr. Humphrey Leung, JP
李耀祥博士
Dr. Brian Li
蘇煜均博士
Dr. Y.K. So
嚴玉麟先生, JP
Mr. Stanley Yim, JP
黃震博士
Dr. Wong Chun
書記：

張裕棠博士
Dr. Tony Cheung

司庫：

陳樹鵬先生
Mr. Eddy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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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AC Innovation Summit 2015 Series

22-23 September 2015
Charles K. Kao Auditorium, Science Park
www.apacinnosummi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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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Friedli
Schindler Ltd.

Brian Cotton

Winnie Ho
Energizing Kowloon
East Office,
Development Bureau,
HKSAR

Frost & Sullivan

Alok Jain
The Kowloon Motor Bus Co.
(1933) Ltd.

Albert Lam
Detroit Electric Holdings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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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erfect platform for you to be inspired and to network with industry partners for collaboration opportunities!

Register today!
HKEIA members are
entitled to a 50% discount.
Note: Information is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