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謹代表「香港人撐香港品牌」感謝各界好友對本

會支持，及感謝七位創辦人創立「香港人撐香港

品牌」這個平台，事實上本會在香港已經運作了

超過一年，我們的理念是透過分享會內各個企業

家的強項和資源，透過互惠互利的模式一同合作

發揮更大的宣傳效果，為香港的創業環境努力。

過去一年的成果告訴我們，這個理念是可行的，

甚至發揮了超出預期的效果，我們得到了來自各

行各界的企業家支持和鼓勵，加入籌備活動的企

業家成員愈多，「香港人撐香港品牌」就能發揮

愈大的作用。

經過一年的考驗之後，我們決定往前邁進一步，

除了正式成立公司以外，更在積極籌備向政府申

請「Section 88」慈善牌照，因為「香港人撐香

港品牌」除了想幫助本地創業者、有意創業的年

青人之外，還有一個更遠大的目標，就是我們這

些有餘力回饋社會的人，在這個給我們一個創業

機會的地方，同時為香港社會出一分力量，幫助

那些有需要的社區人士。

香港人撐香港品牌 主席
Founder of Sunrise Advertising Media, PhotoStationHK

胡建東 Edward Wu

當然，不是說沒有加入「香港人撐香港品牌」，或

者沒有取得政府牌照，我們就不會回饋社區。我

們當中很多成員，包括我在內，都積極參加各種

慈善工作或義工服務，但是一個人再怎樣厲害

也好，都是有限功夫。企業家都是大忙人，每個

人大概都只會拿出自己最大限度的力量來幫助他

人；然而，當一大群有能力的企業家聚在一起，

一切變得不一樣，更有動力。

我們希望「香港人撐香港品牌」能夠成為這樣的

一個令大家可以放下戒心合作的平台，不只是互

相介紹生意，而是有共同目標的有志之士，能夠

結成朋友，打開未來合作的大門，也一起為培養

我們成長的社會盡一分綿力。在這個基礎上不斷

磨合和交換意見，才變成了現在的「香港人撐香

港品牌」。

未來都希望各界可以繼續支持「香港人撐香港品

牌」的工作，多謝各位！

CHAIRMAN'S

MESSAGE
主席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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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志超
「住好啲」（G.O.D. ）

創辦人兼行政總裁

1965年出生於香港，14歲到英國留

學建築學學位。1991年返港，從事

室內設計及代理外地家具品牌。於

1996起與劉玉德合夥創辦G.O.D，

主要售賣強調本地特色的自家品牌

貨品，價格走中、高檔路線。楊志

超亦曾獲十大傑出設計師大獎、香

港設計師協會獎等。

潮玩老香港

COveR

STORY
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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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愛不三不四

潮玩老香港
在這個極速轉變的城市，一個陪伴香港走過20年的香港品牌，一點也不容易。

本地著名家具與生活用品專門店「住好啲」（G.O.D.），於1996年起開天闢地，一
直憑著充滿香港情懷的Lifestyle產品，建立起一盤年營業額逾億元的生意，風格只此
一家。20年後的今天，我們來到「住好啲」大本營，與靈魂設計師兼行政總裁楊志超
（Douglas）深度對談，更從不三不四的香港本土文化，尋回熱愛香港文化的那團火。

傳承本土 不三不四才是寶
位於石硤尾的「住好啲」是工作室也是個展示

館，踏進去如像回到一個精彩型格的老香港，冰

室卡座、當舖牌匾、鐵皮信箱、街市的紅燈罩

等，件件都是Douglas搜集回來的寶物。「住好

啲」的經營理念正是把這些看似平凡又富香港特

式的東西，化為創作靈感，重新設計成優質家

品，好讓香港文化能承傳下去。Douglas說：「活用

這些不三不四的東西，才代表到「hybrid」（混雜

型）的本土文化。我們沒有以賺大錢為出發點，

倒是希望把這種文化能因創作而傳承下去。」對

比一些佯裝外國貨的香港品牌，藉港人祟洋心

態，把產品售價抬高，對他來說，如此借助「外

國勢力」的香港品牌，是行不通的。

開拓想像 勇於不斷革新 
正 因 如 此 ， 他 選 上 很 「 香 港 」 的 廣 東 俚 語

「 住好啲」為品牌名字。作品亦潮玩通俗廣

東字，把港式幽默注入設計商品當中，如印有

momentai la（發音為無問題啦）、蝦佛寓為

Harvard University、以至爭議性的「拾肆K」等

「食字」服飾，全都令人極有共鳴。憑著獨特的

市場觸覺與文化傳承的熱心，Douglas逐步為自

家品牌打穩根基。

除 了 設 計 自 家 產 品 ， 「 住 好 啲 」 亦 會 與 奇

華 、 美 心 、 陳 意 齋 等 香 港 品 牌 合 作 ， 不 斷 發

掘新的可能，從而拓展客源。說及這種另類傳

承，Douglas也四出尋找能擦出火花的拍檔。「

這人選可能是寫作、煮食的人，除了做生意，也

有興趣保育香港文化的更好。如早前老夫子餐廳

便找我們包辦室內設計，將懷舊與時尚揉合，亦

是一次很有意思的經驗。」

INTERVIEW Steven Tsoi, Chris Chan | Text 夏雷 | Photo Larry L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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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好啲」工作室與展館藏身於於石硤尾賽馬會創意藝術中
心，放眼四處件件都是寶。

年輕時曾留學英國的他，甚為欣賞外國人對本土文化的自豪
與保育，回港後對香港很多舊樓、舊物總是被淘汰得太快，
很是感慨，於是開始把這些「垃圾」收集起來。 

赤
子初

心

COVER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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撐港貨 靠政策也靠港人
現時政府常說要發展創意工業，Douglas又認為

香港這土壤有足夠支援嗎？數算香港作為一個國

際化的城市，有法治、有知識產權，加上四通八

達，又貼近深圳這個世界工廠，確是很有條件去

做好這件事，但Douglas坦然，現時的生態環境

卻未夠充足：「沒錯，像是JCCAC和PMQ等場

所，是政府以平租補助，讓香港品牌嘗試去經

營，但我覺得如我們可打進IFC等大商場，跟國

際品牌並存，才有機會去競爭。然而香港低稅

基，也不能單靠政府政策。普通的香港人，選擇

多多幫襯香港品牌，也是一種強大的支持。」

20年來笑對逆境
任何經濟周期都有Up & Down，到了Downside

時，很多零售業同行都會開始Panic、埋怨，如

租金、內地旅客消費力開始放緩等不利因素，

網購市場更引入全世界的競爭對手，大家不免

要迎難以上。今次也請Douglas跟我們分享了

面對逆境之道：「對我來說，逆境是無可避免

的。要是我的工作是沒有意思的，欠缺熱情和

一班好同事，我想我是沒可能欣然面對逆境。

若 只 為 賺 大 錢 ， 變 相 隨 時 有 衝 動 放 棄 手 頭 上

的，去做別的。但若果這是有heart的事，總會

有辦法忍受和解決。」

這份赤子的初心，與及對創作的執著，Douglas

引領著「住好啲」由一個回歸前的年代，屹立

至今，風雨不改。

經營多年，也有人洽商注資品牌成為大型連鎖店，Douglas
卻耍手擰頭，說不願因而收窄創作空間，犧牲了工作上的滿
足感。

工作室身處的大樓由工廈改建而成，既新亦舊，做到真的文
化延續，Douglas覺得很有意思，即使租金都比其他人貴，
也立即答允了受邀進駐。

最經典的事，要數2007年因「拾肆K」食字T恤攪到差人也
上門，Douglas覺得很無奈，但創意就是要敢於冒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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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是怎樣鍊成的？

建立一個品牌，可以很短時間，也可以經年

累月，才成為百年字號；但最重要，令品牌

帶出價值、理念和態度，才能讓品牌形象與

年齡不斷成長。

Chris Chan@e-print e-banner

品牌是：由堅持來支持的，由人脈來廣播

的，由親力親為來建基的，而努力是需要無

止境的。

Dion Liu@AGE Group 

在資訊爆炸的世界，大家已對一般的市場推

廣顯得麻木，所以品牌更趨向個人化，而最

好的品牌代言人，就是你自己。

Mark Kong@想+立刻

一個品牌不僅是一個商標或標語，品牌價值

的高低，也不是企業自說自話的，而是消費

者心目中對其的信賴和定義！

Hugo Lam@三上日本料理

等價交換？一個品牌帶出產品和服務的強項，

同時也反映出你的策略及誠意！鎖定目標客

戶群，傳遞共嗚的信息，品牌效應將會為你

增值！

Kenneth Lam@Touch Creative Worksho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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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建一個品牌，只要抓得住機會就行？但能

笑到最後的，就只有懂得以法律為品牌打好

基礎的人。

Jimmy Yip@Yiu & Associates Solicitors

你想擁有自己品牌，品牌可以幾百年歷史，

品牌亦可以一朝成名，我覺得品牌是代表品

質、誠信、印象；找著自己的方向，你的品

牌又會是什麼呢？

Tommy Lee@WESPACE

優質品牌是由產品品質、服務質素、系統管

理、領袖魅力、員工實踐、企業理念，透過

推廣策略所建立而成，環環相扣，缺一不可。

Eliza Lee@VRabbit Ltd.

品牌=品質+品德

在自己，在大眾心中，有品的就是品牌。

你心目中定義的品牌如何，你即等於如何。

Sharon Luk@Sharon’s Workshop

理念的堅守，信譽的貫徹

市場的洗禮，業界的標桿

Heide Kwok@Graceful Hands Kids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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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時常有人問：「究竟畢業後先創業好，抑或

是先打工後創業好？」

反覆思考過，仍然認為一個人想創業，必先要學

會打工。正如經常聽別人說，無論你做什麼，

學打麻雀又好，打桌球，學乜學物，甚至愛情拍

拖，都要交學費！交學費呢個詞語，我想大部分

香港人都明白點解，亦不多作解釋；所以，個人

經驗認為創業都需要交學費，當中數字亦確實可

大可少，故先去打工，便是以最基本方法去交學

費，兼能夠減少日後創業所面對風險，因為如果

連基本一份工都做不好，何來有能力去管理好一

盤生意？做好一份工，其實跟做生意所涉及的地

方都很相似，從最基本的待人處事、工作態度、

把握機會、積極進取、理性邏輯、溝通技巧以及

人際關係...等都是必需。打好一份工，過程中幫助

你「磨刀」，所需時間長短，就因人而異。個人

創業要「賭」

認為知識和經驗，皆通過學習才可以得到，成長

也必須通過磨練。聰明無可否認是天生，但智慧

卻是人生經歷累積，切勿將聰明與智慧混淆，因

為前者未必足以創業，但後者卻能把握無盡商機。

打工是一個學習成長的機會或過程，往往在一個

嚴峻處境，挑戰自己的極限，最後成功走過才知

道自己有多優秀。打工其實可以讓自己在低風

險情況下，令自己變得優秀。如果你想變得更優

秀，必須有心理準備去接受挑戰；如果想更快成

為最優秀，就要主動去尋找挑戰，不斷磨練自己。

打工跟賭博一樣，除了運氣更要不斷嘗試才能產

生技巧，人人都可以賭博，但真正懂得「賭」又

有幾多個？能夠打好一份工先考慮創業，又有誰

人懂呢？

創業要「賭」

工字打出頭 e-banner 創辦人
Chris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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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有玩過鋤大D吧？
現實生活中，就算你揸住階磚3嘅家庭背景，梅花3嘅學歷成績，

其實只係人生其中兩張牌。

如果唔係讀書嘅材料，就去發掘同培養一技之長，毋須為個成績

分數迫自己。考全級第一，其實好大壓力，因為如果下次唔係考

番第一，點算？大家都做過小學雞都會明白，學校、家長、同

學全部都係壓力。當然如果你係讀書材料，盡力讀，讀完之後工

作，服務社會，順理成章。

換言之，即使揸住兩張弱牌，我都希望大家手上其餘果十一隻牌

是這樣的：人際關係、親和性格=兩堂同花順，遇上伯樂=大D，

之後結牌幫助社會！人生同鋤大D差不多。

上星期我去剪頭髮，認識一位大概十六七歲嘅後

生仔，幫我剪髮洗頭，一睇外表，相信大部份人

會認定佢係唔讀書或者邊青金毛仔。

記得半年前，初初遇見佢，洗到我成塊面都濕

曬，一睇就知道佢係新手；心諗呢個年代，正常

家庭成長嘅青年，都好少咁細年紀出嚟做(洗頭)，

所以我無責怪佢。半年後，呢位後生仔，手勢已

經係摩打手舒服，今次無再整濕哂我塊面，吹頭

時，我講咗幾句 :「 手勢成熟左！OK又舒服！

有進步！努力努力！」

創業要人

洗樓王 創辦人
Ray Wong

創業要人

鋤大D人生

其實讚人一兩句好簡單，但睇到佢個樣，已經好

開心！好似中左六合彩咁！自信返哂嚟！大家俾

多d正能量，開心、關心、支持！大家咪笑多d。

人際網絡就係咁樣一個一個變出來，無需要諗住

有回報俾自己，人地快樂 自己都快樂！

現代社會識人好過識字，良好人際關係、
合群和諧性格、勤奮工作係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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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要管

創業要管 

管人如管羊
延續上期提及過的「牧羊人的管理方式」，筆

者做了管理層這麼多年，明白到要成為一個真

正的領導者，如果單憑被賦予的權力，自己的

專業能力，和公司的使命和願景 (mission and 

vision)，似乎不足以帶領公司去到目的地。即使

老闆天天竭盡心力，身先士卒，若然對於部屬

沒有真正關心和愛，他們也不會盡心盡力地投

入到工作中。

回想公司成立初期，營業額和利潤都是急速上

升的；一間十人以下的中小企業，兄弟班的管

理，年尾又有紅利，一起出外旅行慶功，平日

跟同事一起，猶如好朋友，彼此同哭同笑，共

艱同苦，確實是公司的蜜月期。

當企業開始壯大，公司開始實行制度和流程時，

往往有時令到管理者忘記了自己究竟在管理什

麼，以為自己純粹在管理一間公司，一個部門，

一個團隊，而忽略了實際上，管理的是一群人，

一群有自己個性、需要、思想的一群人。

有些管理者只顧看數據分析，控制流程，而把最

重要的人才資源忘記了。作為一個管理者，要做

好事情，必須先管理好做事情的人。要管理好

人，必須要了解他們的實際情況，處身於他們中

間，要融入當中，就要愛他們。真的關心只有出

於愛，才能夠實現，因此，作為主管的，不可能

管理他不知道的東西，不認識的下屬。

不單止要盡力去了解公司的系統、流程和員工的

工作進度，還要盡力去了解部屬的情況。如果你

並不是真的關心你的下屬，那麼，你永遠也不會

成為那種他們會撇下一切去跟隨的領袖！

筆者相信管理員工，猶如牧羊人管理羊群一樣。

以色列最偉大的王帝大衛，在真正成為傑出領袖

之前，也是一位牧羊人。

有一則牧羊人的故事，牧羊人每當看到一隻四處

亂跑的羊，偏行己路，便打斷牠的後腿，再給牠

駁好、裹傷，然後扛著牠三個月。小羊日復日伏

在牧羊人身上，牧人的氣味烙進小羊的記憶中。

待牠傷癒，可自由走動時，牠已習慣追隨那熟悉

的氣味，再不亂跑。其他小羊會”有樣學樣”跟

著牠，使牠成為群羊的領袖，如是者，牧羊人領

牠，牠領群羊，一路前行。

這狠下心腸來打斷小羊的腿，為要不使這頑皮的

小羊迷途，並培養牠成為領袖，在職場上，你又

有甚麼看法呢？

草姬 (Herb Generation) 創辦人 
Gammy Kw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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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要美...想雪 
對某些人來說，創業人生的某些階段

創業要美

在這階段，有時如履薄冰；有時順風順水，兵

不雪印；有時風雪交加，仍要冒雪前行；有人

雪中送炭；有人雪上加霜。有人投誠，有人叛

逆；有時遭人冷眼打量，有時被人大潑冷水，

告訴您堅持夢想不可當飯吃。有時雄心壯志，

有時孤伶飄泊；位高時，男則雄姿英發，備受

萬千擁戴；女則時代女性，美麗與智慧並重；

落難時，卻雀鳥獸散，避之則吉。高山低谷，

點滴心頭。

然而，每一個失敗，都是一個經驗；每個段落

的結束，都是另一段落的重新開始！

最重要是知道自己身在何處？為何堅持？如

此，在困難中總會有辦法。不用慨嘆「打風先

黎落雨」，化阻力為助力吧！正如南非總統曼

德拉的一句話：”It always seems impossible 

until it is done”。男人一個三分波，女人一個

華麗轉身，柳暗花明又一村。創業者堅持自己

夢想，最型、最美。

夢想，在雪上，仍會開花。

Rx Beauty and
Medical Group 創辦人

Dr. Anson T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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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要識

創業要查
創業需要調查，這裡指的並非市場調查，而是

企 業 調 查 。 如 《 孫 子 兵 法 》 所 言 ： 「 知 己 知

彼 ， 百 戰 不 殆 」 。 於 現 今 節 奏 緊 湊 的 商 業 世

界，知悉真相是關鍵所在，讓營商者得以在商

場穩操勝券。調查公司的主要工作正是收集資

訊、發掘真相，幫助企業和個人減低因不道德

行為所帶來的風險。

創業要對的人
創業要成功，「人」是一個重大因素。您的業務

夥伴可靠嗎？他有否隱藏的股權、未披露的負債

或可疑的交易等？您聘對人了嗎？您的僱員的經

驗是否如他履歷表所述？您的潛在大客戶過去有

不良訴訟紀錄或未披露的負債嗎？壞賬出現的機

會大嗎？

企業調查公司可以釋除創業者以上的疑慮，大幅

減低創業風險。可惜，創業者很容易把焦點放在

產品及服務開發和業務擴充上，而低估甚至忽略

了「人」這個風險，招致重大損失。根據特許詐

騙審查師學會(Association of Certified Fraud 

Examiners)的調查所指，一百人以下中小企佔

該栛會的已通報個案最高的百份比，所牽涉的損

失中位數高達154,000美元。這個數對中小企而

言，可不是一個小數目！

(http://www.acfe.com/rttn-small-businesses.aspx)

創業要防 
中小企之所以比大企業更容易淪為商業罪行的受

害者，主要是因為中小企的資源有限，很多時未

有制定足夠的程序去監管業務流程，或是業務流

程存有漏洞，讓不法之徒有機可乘。創業者不但

蒙受金錢和時間損失，企業品牌和聲譽也會受嚴

重打擊。簡單一個例子，若您的業務夥伴或僱員

虧空公款，導致公司資金週轉出現問題，未能如

期交貨給客戶，您有機會因此損失客戶及此客戶

帶來的潛在客戶。

日後我將會在這個專欄討論一些真實案例，讓讀

者認識常見的商業欺詐手法，繼而有所防範。同

時，我亦會講解調查服務如何幫助減低營商和個

人生活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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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ity Consulting,
Managing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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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初創企業(StartUp)，抑或百年老號，要持

續發展，說到底也是品牌作怪。

早於70年代，多個本地原創品牌已漸漸崛起。

最為香港人熟識的包括「利工民」、「雞仔嘜」、

「紅A牌」及「鱷魚恤」等。過往品牌，多依靠

傳統方式宣傳發展，如刊登廣告或以口碑營銷，

使產品家傳戶曉。香港品牌多不勝數，但又有多

少品牌始於創立時，已著重其品牌商標保護以得

到最適當的保障呢?

香港知識產權署於1990年方始成立，但原來上述

提及早於50年代已創立的「鱷魚恤」便已經歷了

長達10數年的商標糾紛。從1990年起，於1933

年創立法國時裝品牌「拉斯科特Lacoste」(後稱

Lacoste)便對同時使用鱷魚為標誌的「鱷魚恤」

作出訴訟，直至2006年雙方才最終和解。雖然最

後鱷魚恤不用對Lacoste作出任何賠償而只需停用

相關圖案及顏色，但訴訟費用卻超過1億，當時

鱷魚恤亦表示仲裁完結，可以幫助公司節省約1

千萬元。此類案件屢見不鮮，又以中國內地更加

常見，主要原因多為公司著落中國市場時，往往

忽略「各處鄉村各處例」此等商標註冊原則，令

品牌聲譽以至金錢利潤上均蒙受損失。

昔日品牌藉註冊商標，理應可以持續保障利益，

但隨著市場上的購物模式轉變，公司又應如何對

應呢? 不用多說，現今購物方便容易，由從前的

「店購」到「網購」，以至今日的「APP購」

都為配合市場所需。貨品服務若要受到客戶關注

談可容易，保護品牌更是不容有失，否則創意再

高，品質再好最終也只會淪為別人之物。其中最

為普及可保障品牌於網上使用的便是註冊域名，

既有代表性，亦容易被顧客找到。近年域名更發

展至與傳統商標相近的「商標域名 - 商標」，註

冊要求亦相對嚴格，申請者必須持有已註冊的商

標證明以作核實，使之保護性更加顯著。

創業不易，守業更難。於O2O年代，單靠傳統

方式守護業務，只會終日擔驚受怕，與期墨守成

規，倒不如好好由網下保護延伸至網上保障並善

加運用，辛苦創立的品牌方能發揚光大。

創業要牌

商標O2O

HUYI GLOBAL GROUP
Operation Director

Helen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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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要書

金錢也受制於這理論，當累積

到相當財富，再推動人去努力

工作的動力也會減少，往往要

花更大量的金錢來換取同樣的

功 效 ， 所 以 企 業 要 更 上 一 層

樓，必然要再想新點子。

剛看了《遊戲化的時代》，書

中提出遊戲根本是生命中的命

脈，小時候交朋友，學習新技

能都是透過遊戲，遊戲也是唯

一可以令人樂此不疲，不計報

酬繼續投入下去的原動力。

遊戲化是甚麼？簡單說，就是

把一些單調的事情，盡量變得

有 趣 。 最 明 顯 的 例 子 ： 現 時

很流行的一些跑步APPS，從

遊戲化的時代

前，跑步是一件頗單調沉悶的

事，能激勵你的就只有自己，

但自從有了跑步APPS就不同

了，透過GPS定位跟朋友比

拚；只要投入這遊戲，每踏出

的每一步，就再不是只為了自

己，而是想超越朋友。

訓練、過關、競爭，是每一個遊

戲的必要元素，同時也不能過於

複雜及傷腦筋去解難，而忘卻遊

戲的初衷。最好的遊戲必然是

在過程中，不知不覺地學會新技

能。遊戲化也是一件知易行難的

高危動作，弄不好就會由「遊戲

化」變成「政治化」。

曾於銀行工作，其中專門分配員工花紅的部門，每年都有一個擬

定來年的獎勵計劃(Incentive Scheme)的大會，猶記得主管一句

令我印象深刻的說話：「人是一種理性的動物，如果錢也不能推

動人去努力工作，世上再沒有任何其他方法了。」

錢有多重要？不在這裏多說，但怎樣衡量工作與獎勵(金錢)並不

是一條直線，讀過一點經濟學的朋友都聽過「邊際利潤遞減」

(Marginal Diminishing Utility)，意思是一樣東西有幾美好、有幾

滿意，每增加一點而功效必會減少，直到飽和再回落，這理論可

說放諸四海皆準，同樣能套用在鑽石與水的價值上。

Thinkaholic創辦人
Mark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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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間企業要在市場上芸芸競爭對手中突圍而出，最重要是要

令品牌或產品具備獨特性和認受性。惟不少企業對如何打造品牌感

到無從入手，或忽略其必要性。事實上，如果企業在打造品牌的過程

中，能夠制訂及善用不同渠道的市場推廣方法，便可為品牌創造價值，建

立知名度。

當企業在制訂市場策略時，首先必須考慮企業和品牌的長遠發展目標及方

向，之後再逐步因應品牌和產品的特點，滲透消費者生活的每一個環節，

做到品牌和產品無處不在，從而建立口碑及市場優勢。隨著近年消費者

對品牌的產品及服務要求日益提高，單靠產品和價格已不足以爭取市

場份額，企業要維持品牌知名度、認受性和顧客忠誠度，仍需時

刻留意市場情況與變化，和因應消費者的需要，不時引入新

元素，保持顧客新鮮感。

因此筆者建議，企業或品牌應揀選一間能提供一

站式品牌顧問服務的公關公司，在品牌策劃、

市場推廣宣傳方面，因應不同成本條件及品

牌目標而選擇適當的策略方案，並協助企

業兼顧線上線下營銷，從而維持品牌在

行業中的競爭力。

如何打造品牌？

創業要廣

GC Communications - 
Account Director

Christy Chau

29





31

品牌是怎樣鍊成的？

品牌，就是「道」。所謂「道」，就是自己

一套營商哲學及理念。以「道」為基礎，帶

領自己的團隊，建立自己的品牌，注入自己

獨特的世界觀，才能讓品牌於一片平板、了

無生趣的商業市場中，一枝獨秀。

Alvin Lau@The Founders 起業家

利用不同互聯網平台吸取大數據，研究客戶

心態，了解客戶群行為，為品牌設定未來發

展，是現今社會設定品牌不可錯過的一環！

Jacky Chan@Isaken media

品牌優質需要用心堅持，需要有市場觸覺，

要以客戶角度出發，以商譽為契機。

Edward Wu @Sunrise Advertising Media / 
PhotoStationHK

建立一個良好嘅品牌，唔一定要做到最貴; 最

靚; 最快; 最多品種 先為之好；而最重要係你

嘅顧客，喺有需要時，立即諗起你嘅產品或

服務。

Hamish Ho@Ocean Three

品牌建立之路，高山低谷，點滴心頭。堅

持良好質素、誠信為本，盡善盡美，方可長

久。雖偶有挫敗，男人一個三分波，女人一

個華麗轉身，便柳暗花明。共勉之！

Anson Tong@rxbeauty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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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是需要用時間通過不斷考驗，堅持不懈

的使用，在網上網下推廣而建立而成。

Cherrie Chong@環球邦信.商標

品牌是市場上名正言順的名稱。經歷順流逆

境的洗禮、創業者帶領團隊的專業用心、堅

持而打造而成「造王者」的品稱。

Ray Lee@合法索油(環保)顧問  

品牌是一個承諾，一個好的品牌就是能夠兌現

的承諾。透過承諾，和消費者建立持久關係。

Pius Chan@大埔振興肉丸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

品牌經營者恪守的初心、高尚的品德、精益求

精的理念、與及超水平的產品及服務質素才是

品牌的靈魂。”

Kelvin Ko@Verity Consulting

品，眾庶也，從三口，人三為眾。

品牌，有口皆碑；誠、禮、信，品也，成就

攝人品牌！

Steven Tsoi@T2A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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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高峰
腦震盪

《第七回》

今次腦震盪請來四位股壇財經/地產界重量級嘉賓，由分享新世代

經營之道、生意模式暢談到大家十分關心的股市樓市分析，希望

各位生意人、創業家能透過這個分享平台，如何參考別人的寶貴

經驗和心得，去為自己正在做的行業注入新的想法，

真正令大家「袋袋平安」！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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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高峰
腦震盪

陳振康「上流力」系列作者、上市集團高層

KING SIR「香港按揭」創辦人 CHRIS LO

《買對獲利點》作者、

ASC分析系統創辦人

PHEMEY PON

PHEMEY.COM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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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創業新世代 」你有什麼
  營商與投資貼士可分享？

Phemey Pon:

正如我的著作《通天密碼》，最想說的是「做

生意是不用出錢」的。當然，要出錢的話，什

麼都會買到，反而不出錢，創意才會出來，當

然你要夠膽去試。而說及賺

錢主要是兩件事——增大生

意額與減少支出。無論大小

生意，也要思考如何做緊貼

潮流的宣傳推廣，將產品或

服 務 做 得 更 好 令 更 多 人 幫

襯。在「互聯網＋」的趨勢

下，應善用新科技令經營成

本 減 低 。 如 做 到 「 一 增 一

減」，那就能賺多點了。

陳振康:

今天盡量避免跟大家開開心

心的sweet talk，總在讚美對

方「你好好呀！」、「繼續努力奮鬥呀！」、

「你得㗎！」，我覺得沒甚意思。倒希望能赤

裸裸地表達我對大家那盤生意的看法，如剛剛

我也跟其中一位說，不要當做生意是想做自己

喜歡的東西。你應該去做自己專長做的、會被

市場接納的東西。而做生意最緊要的是，大家

有沒有去努力打造自己的事業。

King Sir:

人人都問為何我「瓣瓣都掂」，我會說，要做

便要先做好本業，獲得別人賞識，自然有人找

我去講投資課程，被電台訪問得多又逐步成為

節目主持，後來再有機會寫

專欄、上電視。Build Up

自己，就是Build Up你的生

意。說起投資樓市的經驗，

香港物業供應少，需求多，

息口唔高，租樓等於幫業主

供樓，始終是買好過租，而

且 第 一 次 在 港 置 業 「 買 得

中」也是秘訣。所以我也自

己也鼓勵大家做多點生意，

賺多點錢，上樓！

Chris Lo:

說及為何樓市一路也沒有顯

著回落？其中一個現象是香

港現時失業率是偏低的，大約3.3-3.4％，屬於歷史

低位，回顧過往20年數據，若失業率升到4％

，樓市往往會有顯著調整。但這種調整對大家

卻未必有好處，因為消費力亦會下調，所以樓

市跌亦要配合整體經濟情況去思考。另外想談

談業績好的股票外，一些業績差的股票也值得

留意，如壞消息傳出，但股價不跌反升，這種

股票往後升幅通常不錯。

Brainstorming Wor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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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眼中的香港品牌
要有什麼條件？

Phemey Pon:

品牌的意思，就是stand out from the crowd。

即是說，要是你的產品跟其他一百檔也沒分別，

沒特色的，你是沒辦法成立一個品牌的。一定要

避免同質化，才能成事。

Phemey Pon:

我 覺 得 這 品 牌 一 定 能 反 映 香 港 人 的 幹 勁 和 創

意。需知道能發展至今時今日，的確很厲害。

所以說，如果一個品牌能反映香港的特質，如

對比到它跟國內或外國品牌的不同，那就能確

立它的獨特性。

陳振康:

一個香港品牌，跟一個中國或美國品牌，有何

分別？首先是作為一個品牌，you don’t argue 

with the result，我一定要做到長期有名有盈利

的東西，否則那東西一定是虛的。

陳振康:

你說香港特色是什麼？我會說是做別人做不到

的、能人所不能的，創造一些在極度貧乏資源

下，都能做得成功的事。試想想，香港連天然

資源也沒有，贏就贏在轉數快、反應快和執行力

高。要做一個香港品牌，這些特性缺一不可。

King Sir:

我自己本身就是一個個人branding，一想起房

地產、樓市和按揭的，就想到我King Sir。也不

是靠賺幾多來衡量，而是自己的努力獲得大家認

同，確實是事業最大的得著，帶來好大滿足感。

King Sir:

香 港 品 牌 最 好 要 有 本 土 形 象 ， 一 講 就 知 你 是

誰，另外亦要做社會服務，自己賺到，也一定

要回饋社會，這樣是最好的。

Chris Lo:

我也當然希望在金融界裡有自己的品牌，我自己

專注股票技術的分析，這品牌當然要能表現這最

強的一方。

Chris Lo:

最重要是原創性。做出來的東西要有特色，才

會令人欣賞。若能把宣傳推廣做好，令香港以

外的人都能看見，那就更好。

假設要成立一個屬於你自己的
香港品牌，會有什麼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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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有APP

AppOne 創辦人
Penny Yau

品牌從APP開始

做不同的業務都需要宣傳，現在流行『自媒體』宣傳，

如果你有App，宣傳會簡單得多。試想像公司想推廣新優

惠，怎樣可讓你的客戶或潛在客戶知道？發電郵？你有沒

有發現自己有多少個未讀的宣傳電郵？發短訊？客戶可能

會反感，並且短訊需收費。打電話？費時失事吧！

在Facebook發佈？首先，你的客戶不一定是貴公司專頁

的粉絲，就算是，也不一定看得到，而且boost post所

費不菲。在公司網站發佈？手機版網站還好一點，不過客

戶會經常瀏覽貴公司的網站嗎？會主動了解貴公司的近況

嗎？瀏覽得最多的應該不是客戶，而是競爭對手吧！

調查顯示，86%亞洲人願意或已經下載購物App以接收最

新資訊。如貴公司有自家App，先不談論有什麼功能，客

戶下載App後，你推送給他們的訊息都會即時收到。大家

大概都有個習慣，就是見到App icon上有未閱讀提示，便

很想清除，所以客戶閱讀App訊息的機會很大，而且發送

推送訊息都是免費，還可以同時發送給大量用戶，不論幾

個或幾百萬個客戶，你都可於短時間內讓客戶知道貴公司

的最新優惠。從此有新產品新優惠都可以直接以App通知

他們，減少廣告支出。

App比網站更互動，價錢亦越來越相宜，好像我們公司都

推出了中小企服務計劃，數百元月費就可以擁有基本版的

App，協助中小企建立品牌形象，提升客戶關係，以及方

便客戶透過手機直接了解公司近況或新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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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得到「香港人撑香港品牌」邀請為各位讀

者提供創業過程或者經營生意過程中會遇到

的會計問題，希望透過每期少少篇幅，為大家

分享一下。世界各地都鼓吹創業，對年輕人來

說，創業更加是最快實踐自己無限創意和理念

的方法，但創業時除了要有好的創業大計外，

更加要懂得方法！

最簡單及成本最低首選獨資創業！只需親自到

稅務局商業登記署辦理商業登記，並繳交商業

登記費 (現時一年「牌費」為二百五十元)，便可

即時成立獨資生意了。但有利亦有弊，獨資經

營者必須承擔所有的業務債務，所謂的「無限

公司，無限負債」。

為免「無上限」孭債，更多人會選擇成立有限公

司，有限公司成立後，法理上是為獨自存在的「

法人」，並會以「有限公司」名義進行一切業務

交易。當業務發生嚴重虧損，資不抵債時，除非

公司業務涉及欺詐，又或者股東還有未繳付的已

發行股本，除此以外，股東是毋須為公司償還債

務的。換句話說，有限公司就是為公司股東設下

虧損上限；另外，成立有限公司的手續也不是很

複雜，除了上面提到的商業登記費外，只要細

閱公司註冊處的網站及要求，也可以自己完成。

當然更多創業者會考慮時間成本，另請專業人

士，如律師、會計師等代為辦理，那創業者就有

更加多時間專注度橋。

創業有計 

以有限
為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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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有法

一張紙「拗贏」
 兩張嘴

關係再好的人，一旦開始吵架，六親不認不在話

下，奇怪的是吵架內容差不多都是一樣，沒什新意。

「以前你說過『某某某』！」

「我絕對沒有說過『某某某』，

  說的是『茂茂茂』！」

你說你的，我說我的，卻是怎樣也說服不了對

方，吵到最後要對簿公堂，卻連青天大老爺都說

不出到底是誰對誰錯，只嘆時光機尚未現世，沒

人能倒帶回去知道立下協議的那一刻到底發生了

什麼事。口頭協議雖有法律效力，但內容只有你

知我知，那要怎樣證明真偽呢？索性等神佛報夢

算了。

既然如此，我們倒不如妥妥當當在定下協議時，

白紙黑字寫清楚到底是「某」還是「茂」，省得

自找麻煩。

說實，寫合約沒關係，但隨意在網上找到一份寫

著「某」、「茂」二字的合約範本，就是最好的

合約嗎？每一盤生意自有其精細之處，引起商業

糾紛的往往不是合約的內容，而是合約內沒有提

到的部份。比方說，儘管交易、付款或是交貨方

法都寫明了，卻沒有寫明退款方法，等於記下了

「某」、「茂」，卻把「貿」忘記了一樣，不經

意間被人忘記的字，才是商業糾紛的源頭。

專業的商業法律服務會以經驗和專業知識，確保

沒有魔鬼細節被遺忘，一份清晰有效的合約由此

而生，那就沒有「拗贏」抑或「拗輸」的問題，

而是直接省卻時間、枉花精神、花錢又傷和氣的

爭拗，達至「雙贏」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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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者可能是做生意的能手，但有時候未必是投資

高手。投資高手能懂得追逐市場尋求回報之餘，亦

同時能把握風險管理。其中一項常說的部署叫「分

散投資」。這道理說出來好像小學生也懂，但細想

當中要義其實是教你平衡與避險，並非單向追求額

外回報。

投資者進行任何類型資產類別的投資活動，專家其

中一種勸導，是作出投資決定前，需要考慮分散風

險。面對第4季的市場環境，可能出現的黑天鵝而

產生的波幅，說分散投資，是大家應該意識得到及

要做到的。但各位創業者，若你覺得未能掌握這理

念，各位可以嘗試回答這條問題：將投資組給分散

之後，是否代表一定可以提升回報？

分散投資
是這樣的

分散風險的基本原則在於平衡。分散投資所追求的

目標，是得到所謂「無代價的分散投資好處」。意

思是指建構一個投資組合時 (可以是不同風險種類的

證券，或不同類別的資產放在一個藍子內)，投資者

尋求一個大約相等於市場平均水平的回報率 (例如恆

指的平均年回報率)，但承受一個低於平均值的風險

水平。

有另一種用來衡量一個投資組合的是否有足夠的風

險分散設置。在持倉變動中的投資組合，如果加入

一項風險較高的資產後，仍能將風險水平控制低於

組合內個別成份的風險水平，這可以形容組合享有

增強回報而壓低風險的好處。

創業有財

新城廣播有限公司
節目執行總監 (財經)

朱子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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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新丁

今時今日，由於在各方的支援下，年青人創業的

機會亦較上一輩大大地提高。回想起大學生時

代，大多機構都熱衷提供創業起動資金，如科學

園、GOOGLE、數碼港等等。或許已意識到舊時

的經營手法已經過時，創業更是未來新的機遇。

不過，香港創業氣氛較為慢熱，亦較外國有很大

的落差。基本上硬件配套是有的，最大主因莫過

於創業者的心態。要放棄安穩的生活，去做一位

冒險家是非常困難的決擇，固然有高昂的機會成

本，並需具有無比的勇氣及決心。回想起來，年

少的時候，身邊大多人總是會想著一畢業後就進

入政府或大公司工作，找份大銀行工作更差不多

是大家夢寐以求的目標，不過現實是殘忍的，這

些「鐵飯碗」又可容下多少人呢？時代巨輪之

下，科技日新月異，傳統行業面臨前所未見的挑

戰，科技日漸取代多個行業，安穩的美夢又能延

續下去嗎？

創業或許是較為可取的另一出路。雖然創業道路

是艱苦的，路途中或許有許多意料之外的困難，

尤如古時的探險家一樣，探索全新大陸時更會遇

到林林總總的危機，甚至喪失性命。當然，創業

未至於會性命不保，但亦不能看輕其風險，不過

如成功搶灘成功就尤如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一樣，

享有無比的榮光。

創業亦是另一種自強不息的表現，延續獅子山精

神，年青人擁有最寶貴的是時間，相對機會成本亦

較低，正所謂「工字不出頭」，是否要一直走前人

的舊路？抑或自己步出大道？是時候決擇吧！

決 擇

華林
九十後年青人，曾任電台節目主持

勇於探索極限成功地挑戰多過投資及創業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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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採及廣告查詢：
TEL/WHATSAPP: 6163 7095
EMAIL: info@t2ahk.com

e-print e-banner (各分店)

彩豐行 (各分店)

Ocean Three (各分店)

Isaken Media (各分店)

洗樓王 (各分店)

時昌迷你倉 (各分店)

橫丁 (各分店)

紅茶館 (各分店)

Lafayette Wedding

泰美科技 (各分店)

PhotostationHK

burger joys

Burgerman

CT Hair (沙田、馬鞍山)

JT Hair (馬鞍山)

Graceful Hands

IEA (百本醫護控股有限公司)

感謝以下免費派發商戶鼎力支持！
(排名不分先後)

過百個星級商戶
超過250個派發點
遍佈港九新界

免費
贈閱

FREE

Step Education（鰂魚涌、美孚及元朗店）

The Wave

名人飯堂

草姬 (各分店)

蒲東 East Lounge

起業家

陽光洗衣 (各分店)

香港體檢 (各分店)

DA Gourmet (各分店)

Mocha Jewellery (各分店)

Think Cafe、想+立刻 Coworking Space

WE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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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日本料理

環球互易資訊香港有限公司

東海飲食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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