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trategies in        
Re-industrial and business technology       
–Winning in the New Normal (6-Week Training Course)

商業科技
及再工業化之數碼轉型策略
-贏在新常態 (六星期實戰課程)

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在疫後為免被市場淘汰，各行各業爭相進行數碼轉型
(包括通訊技術、電子支付、網店、人工智能、大數據、
雲端運算)來迎合市場的消費新模式。你準備好未呢?

課程中的案例分析包括
 零售: 網上模擬使用體驗取代貨場親身試用產品

 教育: 人工智能評估學生專注度，提升學習效果

 餐飲: 鎖定目標顧客，外賣堂食精準推廣冇煩惱

 保險: 簡化投保過程，客戶安心自行在網上投保

 地產代理: 睇樓一Click 妥 (VR、遙距睇海外樓)

 個人護理: 數碼化跟進，將傳統記憶變知識管理

 活動統籌: 善用虚擬活動方案與互聯網科技有效
地接觸客戶、會員、合作伙伴，取代實體會面

 國際貿易: 不一樣的供應鏈接駁，由樣板到客制
化產品，透過新零售模式突破疫情下種種限制

趙溢佳(Kanny Chiu)博士
香港互聯網及電子商務發展協會副會長
工貿署中小企支援中心電子商貿專家顧問
擅長地產代理，社會服務，教育業的轉型

專家級導師

鍾大為 (David Chung)
創鋒顧問公司創辦及 IXL Center認證導師
擅長零售，保險，個人護理業的轉型

朱偉標 (Luke Chu)
香港互聯網及電子商務發展協會會長
擅長餐飲，活動統籌，國際貿易業的轉型

本課程可獲政府資助
高達 2/3 的學費
資助額: HK$10,000

學習配合指導，能夠即時應用
課程採用行動學習方式(Action Learning)，每週4小
時堂上學習與實習，配合4小時課後指導。第一屆的
香港不同行業的畢業生例如 零售、銀行、汽車、航空、
教育、人才發展及銷售培訓都能應用在業務上，而且
有所收獲。(點擊行業名稱來觀看他們的視頻分享)

國際課程，本地專家，政府資助
為幫助香港企業應用數碼轉型來重振業務，甚至搶佔
新市場，香港互聯網及電子商務發展協會(非牟利機
構)， 世界級管理顧問公司 IXL Center 及 中港創新管
理諮詢業領導者 InnoEdge聯合推出本課程。

課程已納入政府再工業化及科技培訓資助計劃(RTTP)，
香港公司的每位合資格員工可獲HK$10,000的資助。

輝煌國際往績，本地成功舉行
課程由 IXL Center 根據疫後營商環境而設計，曾在世
界各國舉行，在2021年更獲政府抗疫基金資助在港首
次舉行，第一屆的學員滿意度達98.8%及個案適用度
達100%。徇眾要求再度推出，再獲政府資助舉行。

https://www.innoedge.com.hk/ixl-0608/
https://www.innoedge.com.hk/
https://www.innoedge.com.hk/leadership/#01
https://www.innoedge.com.hk/hkpc-ixl-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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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nnoedge.com.hk/hkpc-ixl-2021/#video-09
https://www.innoedge.com.hk/hkpc-ixl-2021/#video-05
https://www.innoedge.com.hk/hkpc-ixl-2021/#video-01
https://www.innoedge.com.hk/hkpc-ixl-2021/#video-08
https://hkieca.org.hk/
https://www.ixl-cent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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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kieca.org.hk/chairman


課程日期及內容
六節課堂學習，每節4小時(9am-1pm) [第一節除外]

6月8, 15, 22, 29 及 7月6, 13 日

六節團隊指導，每節4小時(9am-1pm) [第六節除外]

6月17, 24, 30 及 7月 8, 15, 18 日

第一週
(學習課: 6月8 日: 10am-1pm , 3pm -6pm | 指導課:6月17日)

分析科技商業化的準備程度及疫情後市場
 評估業務持份者與科技管理的關係
 應用數碼審核方式來了解業務情況
 明白在疫後的焦點化業務發展策略
 案例分析: 通訊技術(零售*及化妝*)

第二週
(學習課: 6月15 日 | 指導課:6月24日)

修補經營致命缺口來重獲流失的業務
 從線下到線上的新趨勢，來鎖定新的目標客戶群
與相關的持份者

 引入創新科技來針對性解決客戶的痛點
 應用技術接受模型來進行數碼轉型計劃
 案例分析: 電子支付(餐飲*及教育*)

第三週
(學習課: 6月22日 | 指導課:6月30日)

鎖定新目標市場來及進行焦點化業務改進
 對數碼方案進行優次分析與確定方案
 制定技術方案的行動計劃與實施方式
 調整預算以便實施關鍵數碼轉型方案
 案例分析: 網店(保險*及地產代理*)

關於RTTP資助
本課程可獲RTTP資助，已被列入「再工業化及科技培訓計劃」下的公開課程
名單內。「RTTP再工業化及科技培訓計劃」是在創新及科技基金下的一個資
助計劃，以2：1的配對形式資助本地企業人員接受高端科技培訓；為了提升
企業學習高科技，每間合資格公司每年最多可獲港幣50萬元資助，即合資格
學員最高可獲得2/3學費資助。公司若為僱員申請RTTP培訓資助，須於開課日
的三個星期前提交申請，申請資料連同證明文件，在網上或以電郵提交予秘書
處，報名或登記請瀏覽:  https://rttp.vtc.edu.hk/tc/programme-description 

第四週
(學習課: 6月29日 | 指導課:7月8日)

透過數碼化產品/服務加強收入來源(第一部份)
 確定疫後商機及新產品的推出優次
 製作數碼化方案的宣傳單張
 透過電子商貿與數碼營銷方式加強推廣效果
 案例分析:人工智能(國際貿易*及社會服務*)

第五週
(學習課: 7月6日 | 指導課:7月15日)

透過數碼化產品/服務加強收入來源(第二部份)
 與科技夥伴合作來加速推出市場的可行性
 規劃進入市場策略來加強市場滲透效果
 計算數碼化轉型項目的投資計劃和回報
 案例分析:大數據(活動統籌*及物流運輸*)

第六週
(學習課: 7月13日 | 指導課:7月18日: 9am-1pm, 2pm-6pm)

總結數碼轉型策略及分析未來市場的趨勢
 企業應用再工業化科技來達至成功轉型的要訣
 製作切實可行解決方案的數碼轉型項目，來確
保企業能夠在疫後仍能贏在新常態

 案例分析: 雲端運算(個人護理*)

*備註: 案例內容將會根據整體參加者的背景及學習進度而調整

查詢或報名+852 2235 9027
cs@innoedge.com.hk
www.innoedge.com.hk/ixl-0608

時數: 6 週 | 包括 6 節學習及 6 節指導

模式: 線上進行 | Zoom

語言: 粵語配英文資料

學額: 30人 (先報先得，額滿即止)

證書: 學員出席率達七成以上及完成2份指定習作，可獲由HKIECA及InnoEdge聯合簽發的出席證書。
合資格的畢業學員可申請由IXL Center所頒發的國際認可證書(需額外繳付美金100元)。

學費: 港幣15,000 元 (扣除資助後，學員實際付出的學費只是港幣5,000 元 )

資助: RTTP 計劃提供高達 2/3 的學費資助 (即港幣$10,000)，成功申請者將會在畢業後

由政府直接發還資助。本課程的RTTP 編號: HKIECA/1/2022(RT)

課程整體目標(第一至六週)

 應用技術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來驅動後疫情時代的工商業

 制定數碼轉型策略來創造新的收入來源

 改造和重新設計技術實施和商業行動計劃

http://www.innoedge.com.hk/ixl-0608


本課程的三位專家導師鍾大為先生，朱偉標先生
及趙溢佳博士曾獲邀分享及訪問
有關數碼轉型的視頻片段

查詢或報名
+852 2235 9027
cs@innoedge.com.hk
www.innoedge.com.hk/ixl-0608

關於三個主辦機構
香港互聯網及電子商務發展協會 (HKIECA)
香港互聯網及電子商務發展協會以社會企業形式運作的非牟利機構，宗旨為建立共享平台，令不同行業人
土加深對互聯網及電子商貿之了解定，同時，期舉行各項互聯網及電子商務技術交流培訓班，教育年青一
代對互聯網及電子商貿之認識。

IXL Center
IXL Center是一家世界知名的管理顧問公司，主要幫助財富 1000 強企業創造創新突破的能力，並推動其組
織的可持續業務增長。總部設在美國劍橋，同時透過位於世界各地的分部(包括上海、首爾、迪拜、倫敦、
開羅、伊斯坦布爾、波哥大、博爾扎諾和聖保羅)為企業提供服務。

創鋒顧問有限公司 (InnoEdge Consulting)
創鋒顧問有限公司是香港的創新管理諮詢服務業領導者，曾為過百家中港跨國、上市與大型公司提供業務
轉型與產品創新項目管理服務；同時與政府、大學與商會合作推動產業創新轉型及制定創新管理典範。

RTTP Course No.:
HKIECA/1/2022(RT)

本課程導師朱偉標 (Luke Chu)會長
接受 ViuTV 99台【Fintech全方位】訪問
主題: 金融科技幫助企業升級

各行各業都適合數碼轉營？

本課程導師朱偉標 (Luke Chu)會長
接受 ViuTV 99台【Fintech全方位】訪問
主題: 電商企業要突圍而出，

一字記之曰「快」？

本課程導師鍾大為 (David Chung)
獲邀在香港新零售協會與的研討會中分享
主題: 疫後突圍的數碼化營商模式: 情感營銷策略

本課程導師趙溢佳(Kanny Chiu)博士副會長
接受海外置業大聯盟的訪問
主題: 網域亦是一盤新興嘅生意

http://www.innoedge.com.hk/ixl-0608
https://rttp.vtc.edu.hk/t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74fUyigZ6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g8U02PU21Q&t=330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GcGznmxIfg
https://www.innoedge.com.hk/hknra-20220428/#video-01

	投影片編號 1
	投影片編號 2
	投影片編號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