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對經營困境，如何反敗為勝？

香港企業面對市場劇變、割喉減價戰、成本上漲

及貿易戰等。如要突破就必須具備三項競爭力:

⚫ 領導層洞察市場商機，制定創新商業模式

⚫ 管理層規劃高效的創新產品、服務及營銷

⚫ 領導及管理層能夠發揮創新的協同效應

從2016年起，我們幫助中港的零售、酒店、保險、

財金、旅遊及工業界別中的不同規模企業，應用

設計思維(Design Thinking)及國際創新管理方法，

來有效突破行業常規及創造突破商業成果(下圖)。

策動營商改革、持續突破業績 的 2天實戰課程

“Sustaining Breakthrough Results through Business Transformations” 2-Day workshop   

國際頂級創新管理大師、亞洲設計思維大師與香港設計思維資深專家首次雲集於香港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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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國際營商視野及本地化實踐力

為助你掌握國際創新管型趨勢、本地化最佳創

新實踐方式，本課程更破天荒地安排

⚫ 國際頂級創新管理大師Professor Langdon

Morris首度來港教授商業模式課程

⚫ DesignThinkers Academy Singapore 聯合

創辦人 Daryl Lim 來港分享亞洲企業個案

⚫ 7位設計思維資深顧問合教產品、服務及營銷

創新課程，他們合共超過百年中港實戰經驗

http://www.innoedge.com.hk/transformations/
http://www.innoedge.com.hk/transforminghk/
http://www.innoedge.com.hk/
https://www.innovationlabs.com/
https://www.designthinkersacademy.com/singapore/
http://www.innoedge.com.hk/wp-content/uploads/2019/04/Background-of-Prof-Langdon-Morris.pdf
https://www.designthinkersacademy.com/singapore/


第一天課程(英語授課，中文傳譯):
商業模式創新，企業競爭力倍增行政工作坊
Building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Enterprises through 
Disruptive Business Model executive workshop 

課程對象:  企業領導層、行政人員或決策人員

課程特色: 

✓ 國際頂級創新管理大師 Professor Langdon
Morris 首次到香港親自授課

✓ 提供6套即學即用的創新商業模式設計工具

✓ 提供超過50個國際企業的例子與個案

✓ 為保証學習效果，人數上限約為40位行政人員

課程內容:
⚫ 未來5年的環球及主要經濟體之創新趨勢與商機
⚫ 分析自家及對手商業模式之優點與盲點、突破點
⚫ 創新商業模式的設計方法及創新回報率評估方式
⚫ 品牌效益的評估方法及品牌創新的關鍵成功秘訣

下載詳細課程內容及導師介紹(純英文版本，共3頁)

課程日期: 5月27日(星期一) | 9:30am 至 5:30pm
課程地點: 九龍尖東麼地道海景嘉福洲際酒店

(Level B3的Opera 會議室)
導師簡介:

Professor Langdon Morris
莫里斯教授 (主講導師)
Innovation Labs 創辦人 (詳細導師介紹)
InnoEdge 名譽合夥人

莫里斯教授是國際頂級創新管理大師，他的顧問與
教學足跡遍佈財星500強企業、各國政府、知名大學、
甚至太空總署及聯合國的層面。同時，亦擔任多個
環球創新組織的要職，更獲邀參與國際創新標準的
諮詢工作，他是一位擁用豐富實戰經驗的管理大師。

他的著作超過十本，主要研究創新商業模式(左上圖)
及分享他的成功實踐個案，內容過去只聚焦歐美大
企，近年已擴展至中小企，甚至亞洲各國，著作已
被翻譯成為中文、日文、韓文及法文等版本(左下圖)。

鍾先生從事企業創新管理工作逾20年，在香港及亞
洲地區曾管理逾20家企業的本地及跨國商業變革項
目，主講超過200場有關設計思維及商業創新的課程。

他曾是SGS(HK)管理學院負責人，熟悉國際創新管理
方法。他在2018及19年於全球權威商業及學術文獻
庫，發表全球首2份香港企業應用設計思維的個案，
成功轉化本地創新成為舉世共認的突破商業成果。

Mr. David Chung
鍾大為先生 (導師)
InnoEdge 創辦人及資深合夥人

第一天課程費用
包括: 
• 2本莫里斯教授的著作
• 商業模式創新規劃手冊
• 莫里斯教授簽發的課程証書
• 酒店行政午餐

正價費用: HK$6,500

早鳥優惠: HK$5,850 (4月27日前)

同時報讀「兩天課程」費用
正價費用: 
HK$9,500 [包括所有教材及午膳]
早鳥優惠: 
HK$8,000 (4月26日或之前報名)

尚餘少量名額，報名從速

尚餘少量名額，報名從速

http://www.innoedge.com.hk/wp-content/uploads/2019/04/Program-Outline-of-Business-Model-Innvation-1-Day.pdf
http://www.innoedge.com.hk/wp-content/uploads/2019/04/Background-of-Prof-Langdon-Morris.pdf


第二天課程(英文教材，廣東話授課):
應用設計思維，創造業務突破工作坊 (第11度開班)
Creating Breakthrough Products, Services, Promotions 
through Design Thinking workshop (11St In-Take) 

課程對象: 企業管理人員或部門負責人

課程特色: 

✓ 全港只有我們的設計思維課程，能在過去12個月
內連續10次成功開班，其中5班更是全班滿座。

✓ 透過商業模擬實習(Business Simulation Exercises)，
令你可以即時在堂上實習工具

✓ 提供100-page Design Thinking Application Guidebook

✓ 提供超過30個亞洲、香港及國內的例子與個案

設計思維簡介:
設計思維是美國史丹福大學研發的創新管理方法，應
用於制定突破產品與服務，Apple, 3M, Airbnb已應
用多年，香港企業近年亦已開始應用，例如 美麗華,
香港航空, 星光實業, 萬希泉, 住好啲, Green Monday。

課程內容:
⚫ 設計思維的原則、商業應用及中港地區的個案
⚫ 轉化隱藏或潛在市場需求成為創新產品及服務
⚫ 規劃難忘、震撼而標致性顧客體驗來提升業績
⚫ 量化地預測及評估業務創新的回報率及成功率

課程日期: 5月28日(星期二) | 9:00am 至 6:00pm
課程地點: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金鐘教學中心，金鐘道95號統一中心8樓

亞洲設計思維大師擔任特別嘉賓:
Mr. Daryl Lim
Co-Founder and Managing Partner
DesignThinkers Academy Singapore

InnoEdge 設計思維專家團隊:

Mr. David Chung 資深合夥人

超過20年商業創新及企業變革的諮詢經驗
曾領導超過20個大型項目及200場創新課程

Mr. Inno Man 資深合夥人

超過25年企業管理經驗，屢破銷售紀錄
曾擔任三間上市公司行政總裁及高管

Dr. Stanley Kan 名譽合夥人

超過20年航空管理及專業培訓經驗
曾經於多間航空公司擔任高管職位

Dr. Michael Kwong 諮詢總監-電訊業

超過25年人才培訓及市場行銷經驗，
曾先後創辦多家科技企業，豐富營商經驗

Mr. Dexter Cheng 諮詢總監-銀行業

超過23年企業培訓經驗，MBA及財務管理雙碩士
認證 Action Learning Coach

Mr. Marcus Tai 諮詢總監-酒店業

超過20年的工商管理經驗
曾擔任多間日本及美國上市公司高管職位

Mr. Raymond Chan 諮詢總監-珠寶與鐘錶

超過20年管理顧問及專業培訓經驗
曾於周大福珠寶鐘錶集團擔任高管職位

查詢方式

InnoEdge Consulting Ltd

電話: +852 2235 9027

網址: www.innoedge.com.hk

課程內容: 

www.innoedge.com.hk/transformations

線上報名: 

第1天: https://innovationhk.eventbrite.hk

第2天: https://design_thinking_hk.eventbrite.hk

同時報讀第1及2天

https://biztransformations.eventbrite.hk

線下報名: 課程報名下載連結

關於 InnoEdge

InnoEdge Consulting (創峰顧問)
是一家管理顧問公司，主要幫助中
港企業透過應用Design Thinking
創新管理方法及國際創新標準PD
CEN/TS16555來進行商業創新及
企業轉型，服務範圍包括創新產品、
服務及商業模式的評估、規劃、設
計、推出及實施。

有別於傳統顧問公司，我們的創新
及轉型管理服務，均以達至可量化
的商業成果為目標，例如銷售業績、
客戶獲得與維持或品牌差異化。

第二天課程費用
包括: 
• 8小時「特別加長版」
• 100頁設計思維工具應用手冊
• 香港企業設計思維國際個案2份
• 行政午餐

正價費用: HK$3,000

早鳥優惠: HK$2,700 (4月27日前)

同時報讀「兩天課程」費用
正價費用: 
HK$9,500 [包括所有教材及午膳]
早鳥優惠: 
HK$8,000 (4月27日前)

尚餘少量名額，報名從速

尚餘少量名額，報名從速

http://www.innoedge.com.hk/
http://www.innoedge.com.hk/transformations
https://innovationhk.eventbrite.hk/
https://design_thinking_hk.eventbrite.hk/
https://biztransformations.eventbrite.hk/
http://www.innoedge.com.hk/wp-content/uploads/2019/04/InnoEdge_Enrollment_Form_190527.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