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在全球轟動一時的Amazon Go無人超市模式，
推出約一年後，已被阿里巴巴的盒馬鮮生超市的
全面線上與線下模式超越其領導地位。近期，
Bingo Box無人便利店有跡象將會取代無人超市，
因為它能夠「更聚焦小區需求」、「融合線上與
流動實體店」及「以更低成本營運」 。

今年，香港企業創新轉型的步伐亦不甘後人，
The Miramar Group 憑籍 Localized Design
Thinking，透過轉型來增長盈利達77%。同時，
它的成功個案亦獲邀在本年的2及5月份，於兩份
環 球 商 業 刊 物 發 表 ， 包 括 《 ISPI 與 Wiley 的

Performance Improvement》及《Kedge 與 Wiley
的Global Business & Organizational Excellence》。

高回報的創新轉型，必須要做到「快、狠、準」，
也就是說，必須能夠同時滿足市場需求、投資者
利益及激發員工創新。為幫助企業決策人員能夠
掌握轉型的關鍵，我們特別安排了三位專家，透
過行政午餐會與大家深入講解與近距離交流:

制定設計思維策略
策動企業創新轉型
Driving Business Transformation 
through Design Thinking Strategies 

主辦機構 支持機構

講題一: 數碼營銷策略助企業轉危為機
Mr. Luke Chu
香港互聯網及電子商務發展協會 會長

講題三:  創新轉型的設計思維策略
Mr. Gabriel Chung，InnoEdge 資深合伙人
[過去三年曾經三度在環球商業刊物發表，
他所策劃的香港企業創新轉型成果] 

講題二: 高融資潛力的創新商業模式
Mr. Ivan Shum
香港天使投資基金會 主席

設計思維應用典範推廣月
的三項重點活動包括:

行政人員午餐會 (6月14日)

主題: 制定顛覆性創新策略，為轉型創造獨特優勢
對象: 只限企業的高層至決策層

管理人員培訓工作坊 (6月21日)

主題: 打造創新產品與服務，創造突破性業務成果

對象: 企業的中層管理人員或創新項目/團隊骨幹成員

環球與香港個案專頁 (免費開放至6月21日)

主題: 「創新有法，轉型可達」轉型個案分享專頁
對象: 正在進行創新轉型的企業之相關員工

尚餘少量名額
報名從速，額滿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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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hkiec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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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Edge與香港企業攜手創新的成果

為配合國家推動香港成為國際創新中心，企業主管的思
維、視野及能力必須提升，來迎戰未來激烈的創新競爭。

過去，我們全力推動中港企業運用Localized Design
Thinking來進行創新轉型，至今已經成功完成了超過20
個中大型項目及200場培訓活動，橫跨服務、酒店、保
險、銀行、財劃、零售、旅遊及紙品行業。

今年，我們已把多個香港企業的轉型個案，於不同的環
球商業刊物中發表 (見左圖)。為幫助企業中不同角色及
崗位的員工能夠協同地進行創新，我們在六月份特別推
出三個極具協同效應的活動:

活動一: 環球與香港個案專頁 www.transforminghk.com

主題: 「創新有法，轉型可達」創新轉型個案專頁
內容: 6個環球及8個香港個案精華 (免費開放至6月21日)

活動二: 行政人員午餐會 (6月14日)
主題: 制定顛覆性創新策略，為轉型創造獨特優勢

對象: 只限企業的高層至決策層 或 創新項目Sponsors 

時間: 12:00pm 至 2:30pm

地點: 城景國際酒店，九龍窩打老道 (提供收費停車設施)

座位: 6圍檯 (尚餘少量名額，額滿即止)

專題及講者: 請參閱第一版右下角的詳細資料

費用: HK$700 或 InnoEdge 創新領袖會籍的活動券2張

• 出席者均可獲以上兩份商業論文 [官網售價:US$76]

活動三:管理人員培訓工作坊 (6月21日)
主題: 打造創新產品與服務，創造突破性業務成果

對象: 企業的中層管理人員 或 創新項目團隊的骨幹成員

時間: A班: 10:00am至1:00pm B班: 3:00pm至6:00pm

(多謝支持，反應熱烈，尚餘少量名額，額滿即止)

地點: 創新中心，香港九龍塘達之路72號

主講: Mr. David Chung， InnoEdge 資深合伙人

學習模式: 七個香港企業個案分析 及 兩場沙盤模擬練習

學習內容: 

1. 如何贏取管理層Buy-in

2. 5 個客戶情感需求

3. 由創新意念到商品化的路線圖

4. 運用Design Thinking啟動改變

5. 5 個員工日常創新行為

課程費用

正價費用: HK$950        (每位學員)

團隊優惠: 買2送1 (平均每位約HK$633)

學習材料

• 企業創新管理指南 (約40頁)

• 六個香港企業創新個案 及 商業論文(1) [售價:US$38]

查詢與報名方式

InnoEdge Consulting Ltd

電話: +852 2235 9027

電郵: info@innoedge.com.hk

公司網址

www.innoedge.com.hk

詳情資料

www.designthinkinghk.com

報名連結

https://hk-design-thinking.eventbrite.hk

商業論文(1):  WOW the Hospitality 
Customers: Transforming Innovation into 
Performance Through Design Thinking 
(曾發表於 ISPI 與 Wiley 的Performance 
Improvement的2018年2月號)

商業論文(2): A shift in culture sparks 
innovation at the Miramar Hospitality 
Group’s flagship Mira Hong Kong Hotel 
(曾發表於 Kedge Business School and 
Wiley 的Global Business & Organizational 
Excellence 的2018年5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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