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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華人 品 質 聯 盟 簡 介
全球華人品質聯盟（WACQ）由中國質量協會（CAQ）、中華台北品質學會
（CSQ）、香港品質學會（HKSQ）和新加坡品質協會（SQI）共同發起成立。
它的使命是為世界各地華人搭建品質溝通平台，凝聚全球從事品質事業的華
人力量，構建具有華人特色的品質管理體係與運作實務，推動最佳實踐，致
力於提昇華人品質管理水平和品質形象，弘揚優秀中華品質文化。以華人文
化特質和品質管理為主題，開展品質文化構建、管理方法的有效運用與創新
等共性問題的理論研究、實踐交流推進活動和企業指導等。
首屆全球華人品質峰會於 2016 年 7 月 8 日在香港城市大學召開。該峰會由全

WACQ

球華人品質聯盟主辦，香港品質學會和香港城市大學共同籌辦，主題為“至
善日新——品質與創新”。峰會的目的是透過華人品質管理學者、專家、實
務管理者一起思考及交流，從而建立起適合於華人之信念、民族性、文化背
景、生活習慣及管理的有效質量管理框架；讓眾優秀華人企業分享其最佳運
作及管理模式，以作為發展華人品質管理的理念基礎。

峰會主題
今年的峰會主題是「至善日新 ―― 品質與創新」。「至善日新」的出處是來自《大學》，是從“大學之道，
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及“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中抽取出來。
「至善」意思是以成就自己及成就他人的圓滿價值為歸宿；「日新」意思是若能日求進步，天天求進，不
斷求進。所以「至善日新」道出了品質與創新的精髓—卓越（Excellent）和持續的改進（Continual
Improvement），最終達致創新（Innovation）。
「品質與創新」中，「品質」意味著客戶滿意度和持續改進。用一個簡單的句子來形容品質，就是“使事
情變得更好”(Making Things Better - MTB)。「創新」的定義是“執行一個新的或顯著改善產品（包括
產品或服務），或過程，新的營銷方法，或新的組織方法應用在商業，工作場所或其他對外方面”。簡單
地說，創新是“製造更好的東西”(Making Better Things - MBT)。所以「品質與創新」，可說是「做出
更好的東西而且越做越好」(Making Better Things Better - MBTB)。

黎劍虹博士工程師
籌辦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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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
08:45-09:15am

登記

09:15-09:35am

開幕式和合照
- 香港品質學會會長 ― 馮光 先生致歡迎辭
- 香港城市大學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副系主任 ― 錢桂生 教授致歡迎辭

09:35-9:45am

開幕演講嘉賓
開幕演講嘉賓
盧偉國博士 , 香港立法會議員 , SBS, MH, JP

09:45-10:00am

全球華人品質聯盟成立儀式和合照
- 全球華人品質聯盟理事長致辭

10:00-10:30am

主題演講：中國製造的質量提升之路
唐曉青 教授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工業工程專業教授

10:30-11:00am

茶歇

11:00-11:30am

主題演講：中國原創的學科可拓學
創意的革命 ― 蔡文 教授
新學科可拓學的創立者，國際可拓學研究院院長
可拓創新方法 助力品質創新 ― 楊春燕 教授
廣東工業大學可拓學與創新方法研究所所長，中國人工智慧學會可拓學專業委員會
主任

11:30-11:50

在『一帶一路』框架下品質專業組織可擔負的國際社會責任
王治翰 博士
中華 ( 台北 ) 品質學會代表、亞洲品質網絡組織 (ANQ) 理事會前主席
官生平 教授
中華 ( 台北 ) 品質學會代表、中華 ( 台北 ) 品質學會理事會理事

11:50-12:10am

善用儒家思想及品質管理來創造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商業王國 ― 李光前
杜明庚 碩士
新加坡品質協會代表、新加坡品質協會副會長和亞洲品質協會董事

12:10-1:4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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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休

01:40-02:00pm

質量工程面對大數據及小數據的挑戰
宗福季 教授
香港品質學會代表、香港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物流管理系教授及質量實驗室主任

02:00-02:20pm

全價值鏈以人為本的質量管理
段一泓 女士
中國質量協會代表、中國質量協會副秘書長

02:20-02:40pm

論華人企業品質提昇之道 — 從個人顧問經驗之觀點
楊錦洲 教授
中華 ( 台北 ) 品質學會代表、中華台北品質學會會士及理事

02:40-03:00pm

質量管理思維在二十一世紀應有的戰略性變化
吳桐毅 教授
新加坡質量協會代表、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

03:00-03:20pm

M-ICT 時代的智慧供應鏈與質量管理
胡江濤 先生
中國質量協會代表、中興通訊副總裁

03:20-03:50pm

茶歇

03:50-04:10pm

再創品質高峰 — 開發中國式的品管及創新方法
盧興猷 博士
香港品質學會代表、香港創新學會創會董事及創會副會長

04:10-04:30pm

打造以誠信為核心價值觀的華商品質文化
田墨忠 博士
中華 ( 台北 ) 品質學會代表、萬能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暨研究所副教授

04:30-04:50pm

「品質機能展開」（QFD）內藏的遠古農耕智慧
陳燕屏 博士
香港品質學會代表、香港品質機能展開學會創會會長

04:50-05:30pm

交流環節 — 華人品質管理之法
( 主持人：唐偉國 博士、香港品質學會代表 )

05:30-05:40pm

閉幕式
- 香港品質學會副會長 — 黃泳沂 女士致閉幕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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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演講 嘉 賓

唐曉青教授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工業工程專業教授
質量工程實驗室主任
唐曉青女士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工業工程專業教授，質量工程實驗室主
任，該實驗室主要負責生產企業和工廠的質量信息系統（QIS）的開發
和實施。她所帶領的團隊為 100 多家製造企業建立了質量信息管理系
統。
唐教授因在研究和諮詢方面的卓越成就獲得過 12 項國家獎項和榮譽。
在質量管理、質量設計與製造、質量控制和質量信息技術的工業實踐等
方面出版 4 本圖書，並發表 120 餘篇論文。
唐教授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獲得碩士學位，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獲得博士
學位。她還是中國質量協會（CAQ）副會長和 CAQ 學術教育委員會主任，
為 CAQ 的戰略發展、質量研究和質量技術推廣工作提供指導和支持。

4

主題演講 嘉 賓

蔡文教授
1964 年畢業於中山大學，國家級有突出貢獻專家，新學科可拓學的創
立者，國際可拓學研究院院長。中國人工智能學會可拓學專業委員會榮
譽主任，廣東工業大學可拓學與創新方法研究所榮譽所長。
可拓學研究人們如何生成創意（新產品的構思和處理矛盾問題的主意）
的理論和方法，研究人類如何利用電腦生產創意，是中國人創立的前沿
學科，其應用方法叫做可拓創新方法，與俄羅斯的 TRIZ 方法、日本的
創造法並列為三大創造法。美國、俄羅斯和印度的教授作為國際可拓學
研究學者先後分 5 期到廣州和布加勒斯特學習這一方法，2013 年在北
京召開了第一屆國際可拓學與創新方法研討會，有 9 國 120 多學者參
加。蔡文和楊春燕先後到歐美講學，介紹可拓學，獲得國外學者的高度
評價。
主要專著有《可拓學》、Extenics : Theory, Method and Application、《可拓集與
可拓數據挖掘》、《可拓邏輯初步》、《可拓營銷》（簡繁體）、《可拓工程》、
Extension Engineering Methods（中文簡繁體和英文版）、《物元模型及其應用》、
《物元分析》、《創意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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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演講 嘉 賓

楊春燕教授
廣東工業大學可拓學與創新方法研究所所長，中國人工智能學會可拓學
專業委員會主任，中國人工智能學會常務理事，廣東省未來預測研究會
副理事長，全國可拓學研究領域的學術帶頭人之一。
自 1996 年開始專職從事中國原創學科可拓學的理論及其在人工智慧、
設計、管理、決策等中的應用研究與普及推廣工作，主持國家自然科學
基金項目 3 項，主持廣東省科技計畫專案、廣東省自然科學基金專案等
多項，在科學出版社等出版《可拓學》、《可拓工程》、《可拓資料採
擷方法及其電腦實現》等專著 9 部，有 2 部專著被編譯成繁體字版在臺
灣出版。 2013 年，科學出版社和美國教育出版社聯合出版英文版專著
Extenics: Theory, Method and Application， 並被美國國會圖書館館藏，也
作為 5 期國際可拓學研究學者的教學用書。成果獲得學術界著名科學家
的高度評價。獲吳文俊人工智慧科學技術獎創新一等獎 1 項，獲廣東省
科學技術獎二等獎 1 項，三等獎 2 項。應邀赴美國、法國、羅馬尼亞等
的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介紹可拓學。曾在國內多所大學和科研機構為博
導、碩導、博士、碩士等培訓可拓學的基本理論與方法，為國內多家企
業進行可拓創新方法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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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演講 嘉 賓

段一泓女士
中國質量協會副秘書長
教授級高級工程師
段一泓高級工程師多年在中國質協從事質量管理的研究、培訓與技術推
進工作，具有多家企業的質量管理體系審核及卓越績效評審經驗，曾參
與創刊中國的《QC 小組》雜誌，從事全面質量管理普及教育，並為中
國多家企業提供質量及卓越績效的培訓指導，發表質量管理論文、研究
成果數十篇，是全面質量管理普及教育全國指定培訓教材《全面質量管
理（第三版）》、《CEO 的質量經營》等教材的副主編。

演講題目：全價值鏈以人為本的質量管理
摘要：
質量管理須以人為本，已成為大家的共識。但以往關於質量管理以人為
本的研究和實踐，多關注在組織內部特別是生產運營活動中如何創設良
好的工作環境，充分發揮員工的潛力和創造性，為質量提升和組織的經
營績效做出貢獻。但是，經濟全球化和快速變化的內外部環境使得現代
質量管理的內涵已經超越了組織的內部過程，延伸到質量價值鏈的兩
端；也超越了組織運營控制層面的活動，成為組織經營戰略層面中必須
要面對的問題。在這些延伸的過程和層次中，質量管理仍需關注“以人
為本”，而這裡的人，是顧客、合作夥伴等相關方，大量企業的實踐表
明，對這些“人”及其需求的關注、滿足，是現代企業通過質量的途徑
實現卓越不可或缺的基因。本文通過分析質量價值鏈全過程相關的
“人”和活動，提出了“全價值鏈以人為本的質量管理”概念，與大家
共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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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演講 嘉 賓

胡江濤先生
中興通訊副總裁
胡江濤先生於 1999 年畢業於西安交通大學，獲得工科、管理雙學士學
位，並於 2010 年獲得香港理工大學 MBA 學位。
胡江濤先生於 1999 年加入中興通訊，2003 年通過六西格瑪黑帶認證，
擁有 17 年通信企業的從業經驗，先後在公司市場營銷、供應鏈、質量
等多個領域擔任項目經理、部門經理，具有豐富的業務和管理實踐。胡
江濤先生目前擔任中興通訊副總裁，主管供應鏈質量管理。

演講題目：全 M-ICT 時代的智慧供應鏈與質量管理
摘要：
主要闡述了在 M-ICT 時代下，通訊行業如何打造智慧供應鍊和進行質量
管理。通過對供應鏈的變革與創新，以大數據分析和信息監控為基礎，
從電商化採購、智能製造、全程交互可視交付等方面打造可持續發展的
綠色、智慧供應鏈，並輔以科學的質量管理方法，努力為客戶創造更高
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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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台北 演 講 嘉 賓

王治翰博士

官生平教授

亞洲品質網絡組織 (ANQ) 理事會前主席

中華 ( 台北 ) 品質學會理事會理事 (2016~2018)

中華 ( 台北 ) 品質學會前理事長

品質知識社群 (QKC) 召集人

中華 ( 台北 ) 品質學會國際關係委員會主任委員

中華 ( 台北 ) 品質學會國際關係委員會委員兼執行秘書

演講題目：在『一帶一路』框架下品質專業組織可擔負的國際社會責任
摘要：
「一帶一路」的目的在培育世界經濟的成長點，推進區域合作，促進經濟要素的有序自由流動，加速亞、歐、非大
陸及附近海洋的互聯互通，發掘區域內的市場的潛力，提升亞洲全球供應鏈、產業鏈、價值鏈上的地位，增進沿線
各國人民的思想交流和文明互鑒。其與 ANQ 營運的目標、策略、亞洲風範及核心價值有許多不謀而合之處。「一帶
一路」牽涉到全球三分之一的國家 / 地區、全球約 40% 的面積、三分之二人口以及三分之一的 GDP 總量，其所要推
廣的合作機制及策略，是順應世界價值多元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樣化及社會網路化的潮流，秉持開放的區域合
作精神，致力於維護全球自由貿易體系和開放型世界經濟。孫中山曾說：「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
亡」，這也給 ANQ 相關的品質專業組織順勢展開一些足以擔負起的國際社會責任的推廣項目。
本文建議 ANQ 各會員組織認養「一帶一路」相關的經濟走廊，如新亞歐大陸橋經濟走廊、中伊土經濟走廊、中新經
濟走廊、孟中印緬經濟走廊、中巴經濟走廊及中蒙俄經濟走廊等，來帶動各經濟走廊品質專業學習與經驗的交流、
品質專業知識與應用技術的推廣、全面品質的改善，以至於提昇國民生活品質。以地理位置及文化背景所分派各經
濟走廊的當責品質組織，其中以 CAQ 為主導所有經濟走廊的品質專業推廣活動項目，並由 CSQ, JSQC, KSQM 為支援
品質組織。至於，需要進行那些品質專業推廣活動項目、推廣的對象以及推廣的方式。推廣活動項目可包括 NTQM
政府機關的品質發展、卓越經營績效模式、永續經營管理、持續改善機制、配合工業 4.0 各階層品質專業人才的培
訓與認證、以及產品可靠度及安全的驗證。推廣的對象包括各經濟走廊的政府、政府機關、非營利組織、營利組織
以及所屬職工，各不同層級的組織及個人有不同層級的項目。推廣的方式可以先由各經濟走廊的當責品質組織提出
適用於該經濟走廊的品質專業推廣活動項目企劃書，由 CAQ 及支援品質組織審議修訂以確保執行及效益，再向有關
當局申請立案，依約執行、檢討、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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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

全球華人品質峰會

中華台北 演 講 嘉 賓

楊錦洲教授
中華台北品質學會會士、理事
中原大學工業與系統工程系所及交通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與中國醫藥大
學醫務管理研究兼任教授
楊錦洲先生目前是中華台北品質學會會士及理事，也曾擔任過中華台北品質學
會理事長。原任教於中原大學工業與系統工程系所，也擔任過該系所主任，目
前是該系所及交通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與中國醫藥大學醫務管理研究兼任教
授。楊錦洲教授在國際期刊及國際會議上發表了一百餘篇論文，也出版了十餘
本管理與品質的專書。
楊錦洲教授於 1996 年獲得中華台北品質學會品質獎個人獎，1997 年獲得台灣
國家品質獎個人獎。楊錦洲教授在兩岸二十餘家著名企業擔任過諮詢顧問，也
在兩岸許多重要機構及百餘家企業演講與授課，其諮詢顧問、演講與授課之範
圍含蓋了台灣、大陸及東南亞國家。楊錦洲教授更在台灣擔任過十餘種有關品
質與經營之類的獎項之評審委員。

演講題目：論華人企業品質提昇之道—從個人顧問經驗之觀點
摘要：
在前三屆的華人品質論壇中許多學者專家，包括本人在內，均提到華人企業品
質管理之制度、系統及運作實務會受到中華文化、民族性及企業所在地之社會
型態、習俗與生活方式很大的影響。如果這些因素對品質管理之運作造成很大
的負面影響，則須從品質管理之制度與系統之建置與落實、主管的領導與管理、
員工之教育訓練及良好品質文化之建立等方向來進行調整與改善。
本人在華人企業做諮詢顧問、員工培訓與教育訓練，以及企業授課已有三十年
之經驗，因而深切體認到前面所提到的關鍵影響因素對品質管理與產品 / 服務
品質所造成的影響。所以在本文中會先提出親身所體驗到的一些對品質管理有
負面影響的背景因素，如差不多之想法與行為、疏於書面記錄之習性、便宜行
事之惰性、欠缺問題意識、敬業精神不足等等。然後會提出針對這些背景因素
的消除或降低其負面影響程度之對策，首先高階主管要對品質的重視與堅持、
推動員工的品質教育訓練、全面而完整的標準化、建立品質管理系統與落實、
推動持續改善與防呆，以及落實具控管功能的日常管理及先期指標的製程品
管，而最根本的做法就是培養良好的品質文化與實踐等等。海峽兩岸不乏落實
這些品質管理實務的典範，值得華人企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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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台北 演 講 嘉 賓

田墨忠博士
萬能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暨研究所 副教授
中華台北品質學會 (CSQ) 服務業推行委員會委員
臺灣認證基金會 (TAF) 稽核員驗證機構審議小組審議委員
臺北市品質協會 (TQA) 理事長
田墨忠博士曾任中華民國品質學會 (CSQ) 理事、教育訓練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考試委員會委員、ISO9000 推行委員會委員、兩岸交流委員會委員，產業電子
化運籌管理學會 (EBMS) 理事、監事、國際暨兩岸交流委員會主委，財團法人
醫 院 評 鑒 暨 醫 療 品 質 策 進 會 QCC 評 審 委 員， 第 20(2011)、21(2012)、
22(2013)、23(2014) 屆台灣精品審查委員，加拿大皇家大學 (RRU) 臺灣與中國
地區客座教授 ( 台灣、上海、廈門、成都 )，及中衛發展中心協同商務專案審
查委員。田博士現任萬能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暨研究所副教授，中華台北品質
學會 (CSQ) 服務業推行委員會委員，臺灣認證基金會 (TAF) 稽核員驗證機構審
議小組審議委員，及臺北市品質協會 (TQA) 理事長。

演講題目：打造以誠信為核心價值觀的華商品質文化
摘要：
在大多數的產業裡，品質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麼重要。無論從品質的歷史面、品
質的觀念面或是品質的制度面，都顯示了演變至今，已經走入全面品質的時代。
尤其是品質的觀念進展到「品質是“習慣”出來的」。企業都希望塑造自己良
好的企業文化，而一個公司在品質上擁有彼此認同的價值觀，同樣可反映在一
個公司的品質文化上。品質文化的塑造，從品質意識的觀念而產生個人態度的
改變，再到個人行為的改變，最後，引起團體行為的變革。這種變革是由大家
“習慣”的生活方式養成的。縱觀中國古代的各派思想學說，對“誠”的闡釋，
無論代表什麼階級的立場，其基本含義都離不開真誠、誠實、誠意、篤信等積
極含義。再從華商的生意經的內涵可以知道許多華人企業家從事經濟活動崇尚
以禮為先，以“誠信”為準則。企業的誠信與其優質並穩定的品質存在密切的
關聯，假如許多華商企業都能塑造以誠信為核心價值觀的的品質文化，這將連
帶的提昇整體社會的品質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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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

全球華人品質峰會

新加坡演 講 嘉 賓

杜明庚碩士
新加坡品質協會副會長和亞洲品質協會董事
杜明庚曾留學新西蘭和英國大學，考取獲得碩士學位，曾任職於美國的
惠普，萍果等公司，他是很多跨國企業的高品質顧問，提供六西格瑪黑
帶培訓。在過去的幾年裡，他在亞洲品質協會大會發布幾篇論文，並且
獲得三次最佳論文獎。他現為新加坡品質協會副會長和亞洲品質協會董
事。

演講題目： 善用儒家思想及品質管理來創造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商
業王國 ― 李光前
摘要：
中國傳統儒家思想源遠流長，博大精深。而儒家文化管理思想的核心是
“和”、“仁”、“禮”、“中庸”。它以“和”為組織，個人追求的
最高境界或理想，以“仁”作為其管理之道的核心，以“禮”為準則，
以“中庸”為方法論，構成其管理思想的精髓。善用以上思想，鋪以品
質管理中的適應性，應用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環境裡， 往往有意想
不到的成果。東南亞橡膠大王 - 李光前的成功故事便是一個典型儒商，
如何把儒家思想及品質管理恰到好處地應用，因而建立一個商業王國。
他已逝世多年，但是他的理念依然深深鎖在企業文化里，使到他的商業
王國歷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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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演 講 嘉 賓

吴桐毅教授
新加坡質量協會代表、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
吳桐毅博士是新加坡國立大學前質量管理處處長、工學院院長，現為工
業及系統工程系教授、新加坡質量協會顧問。吳教授多年在世界各地從
事諮詢、培訓，專長質量管理、六西格瑪及數理統計在質量改善、產品
和服務最優化方面的應用，2012 年曾榮獲美國質量學會格蘭獎章。

演講題目： 質量管理思維在二十一世紀應有的戰略性變化
摘要：
質量管理專業界的思維，多數建立在西方“質量大師”的學說上。時至
今日，世界上的經貿、製造、服務等行業由於科技的發達、訊息的流通、
社會結構的變化、以及生活方式的改變，對質量管理的要求已非傳統的
理念或者墨守成規的方法所能處理。質量管理對現代企業的競爭力能否
起關鍵性的作用，取決於其認識大趨勢、吸納新思維、開拓新技術的能
力。上述的考量，可引導二十一世紀質量管理專業戰略性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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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華人品質峰會

香港演講 嘉 賓

宗福季教授
香港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物流管理系教授及質量實驗室主任
宗福季教授現任香港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物流管理系教授及質量實驗室
主任，美國工業工程師學會 (IIE) 會士，美國質量學會 (ASQ) 會士，國
際質量學院 (IAQ) 院士，國際統計協會 (ISI) 當選會員，香港工程師學會
(HKIE) 會士。任職科大後，他積極參與有關質量改善和管理的教育及研
究工作。他是大中華地區首名榮獲美國質量學會 (ASQ) 六西格瑪黑帶的
權威 , 亦是該學會特許的六西格瑪黑帶大師之一。宗教授目前是美國質
量協會旗艦期刊 Journal of Quality Technology (JQT) 的主編 , 工業工程
學會期刊 IIE Transactions 及 Technometrics 的副編輯。宗教授於國立台
灣大學取得機械工程學士學位，其後於美國密歇根大學獲工業工程碩士
及博士學位。

演講題目： 質量工程面對大數據及小數據的挑戰
摘要：
本講座將介紹並討論質量工程面對大數據時代的挑戰和機遇。在數據豐
富卻信息惡劣的環境中，分隔信號和噪聲的能力將是關鍵。
演講的第二部分將介紹並討論質量工程面臨 3D 打印時代的挑戰和機遇，
其因高度客製而具有小數據的特性。例如，統計質量控制（SPC）源自
批量生產的技術方法將不能直接應用，因為如此小批量或單件生產將不
具有批量測量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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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演講 嘉 賓

盧興猷博士
香港創新學會創會董事及創會副會長
盧博士為英國生產工程榮譽學士，香港大學工業工程碩士，英國華盛大學工程
博士，導師生導師。退休前任教於香港大學“工業及製造系統工程系”，現為
該系的榮譽講師。持有香港工程師學會資深會員資格。盧氏在過去的三十年對
工商界推廣優質管理不遺餘力。除了在國際會議及專業期刊中發表論文及報章
專欄外，更特別關注管理方面的應用，以深入淺出的“理論與實際並重”著稱。
近年盧氏率先開創以中國文化及創新管理配合現代工業工程的技術，希望發展
有中國特色的管理模式，目標是通過管理使“中國製造”與“優質貨品”等同。
盧博士特別鑽研世界企業管理，所提倡的管理項目包括有：應用中華文化於現
代管理，以 TRIZ & People Centered Innovation 為基礎的創新方法等。盧博士開
發全新的「創新質量改進」Innovation Quality Improvement(IQI 問知創行 ) 模型
與工具。 IQI 在 2015 年 7 月的第五屆全球系統創新比賽中獲得“金獎”殊榮。

演講題目： 再創品質高峰 ― 開發中國式的品管及創新方法
摘要：
商業環球一體化已經成為一個大趨勢，中國人與外國人合作的機會越來越多，
開發有中國特色的品質管理，不但令中國人可以在管理上應用袓先的哲學，推
行起來，事半功倍，而外國人就可以認識到中國哲學文化，以增強彼此合作的
信心。
從研究兩大創新流派結果發現，單靠「人本創新」或是「萃智」都未能夠全面
照顧到今天工商業創新發展，反過來卻發現「兩流派的互補特性」；筆者在
2010 年開始研發一套簡單易學的創新方法，希望適合更多中國人應用的創新
理論，稱之為「創新品質改進」Innovative Quality Improvement (IQI) 模式。手
段是融合兩大流派的優點，將兩大創新流派精華輯成專案元素咭 ( 提示咭 )，
方便將創新元素可以隨意調整以滿足不同形式的創新項目。
開發有中國特色的優質文化是現代品質管理的開路者，是改變華人的品管行為
的重要元素，有了追求「中國式優質」的習慣，其他硬件工具都會應運而生，
加上愛好「以創新提升質量」的習慣，超越自己的知識範疇，向世界學習，將
新事物引入及提升其價值。這兩座金山是中國發展軟實力的明日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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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演講 嘉 賓

陳燕屏博士
香港品質機能展開學會創會會長
陳會長 2000 年初在香港理工大學修讀品質管理博士課程，多年來一直跟隨品
質機能展開 (Quality Function Deployment, QFD) 創始人赤尾洋二教授 (Prof. Yoji
Akao) 及美國 QFD Institute® 創辦人梅杰先生 (Mr. Glenn Mazur) 學習 QFD。陳博
士是 2007 年度赤尾獎學金及 2010 年度最優秀 QFD 應用博士論文獎得主。現
時，陳博士是國際 QFD 理事會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QFD) 成員及香港唯一
QFD 認可黑帶師 (Certified QFD Black Belt®)。陳博士得到兩位恩師大力支持，
致力把她學到的 QFD 教給大家。

演講題目： 「品質機能展開」（QFD）內藏的遠古農耕智慧
摘要：
中國和日本都是擁有悠久農耕歷史和文化的國家。這份人與土地和自然的親密
關係啟發了許多寶貴的品質智慧。今年是「品質機能展開」（QFD）五十週年，
這套赤尾洋二教授在 1966 年提出實行品質管理和開發產品的方法，效果卓越。
在今次峰會中，講者嘗試以中國和日本共有的遠古農耕智慧為據點，分享幾個
QFD 的品質觀點，其中包括：
1. 品質需要我們用心做和投放時間 ― 有些人說 QFD 不夠效率，需要花時間思
考，希望獲得捷徑。現今資訊科技發達，電腦在電子模本、在數學計算等方
面都給了我們很大幫忙，但了解顧客就不得不靠團隊隊員全情投入才能做
到，QFD 非常強調這個思巧過程，急於進取難於做出優秀品質，這跟從農耕
生活學會的忍耐，明白拔苗助長終告失敗是同一道理。
2. 學習是需要我們不斷實踐和改進 ― 農夫在田間生活，跟大自然的親密關係
令他們產生了一份自然藝術氣息。科學與藝術有很多不同之處，其中一項是
學習模式，對科學來說，學習是跟從一套清晰的規則、程序和指引，嚴謹和
熟練是重點；但對藝術來說，學習是模仿、嘗試和練習。每個農夫都知道種
稻的步驟，但需要不斷實習，不斷調整，並作出多種嘗試，才可在不同的環
境下都能種出優質的稻米。QFD 只有幾個基本的步驟，只有通過不斷實踐，
不斷改進，才能活用，才能收到效果。
講者希望今次的分享能夠給予建立華人品管模式一點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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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SAS 18001 職業健康與安全管理體系
F&IU (Factories and Industrial Undertakings (Safety
Management) Regulation) 工廠及工業經營(安全管理)





企業社會責任

SA 8000
社會責任管理體系
ISO 26000 企業社會責任指引
ISO 20121 活動可持續發展管理體系
ISO 31000 企業風險管理體系
Sustainability Report Assurance (AA1000,GRI)
企業可持續發展報告評估
EGS Report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環境、社會、治理報告
Quality Assurance
Supplier Assessments
Risk Assessments

第二方審核
質量保證
供應商評估
風險評估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O 27001
ISO 20000
EuroCloud

資訊科技

資訊安全管理體系
資訊科技管理體系
歐盟雲端服務認證

物流 / 保安管理

C-TPAT (Approved by 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物流保安管理 (獲美國國土安全部海關邊境保護局授權)
TAPA FSR 付運資產保護體系
ISO 28000 供應鏈安全管理體系
AEO - Authorized Economic Operator 香港認可經濟營運商

Retail / Service





化妝 / 藥業

GMP for Cosmetic (ISO 22716) 化妝品優良製造規範
GMP for Pharmaceutical
藥業優良製造規範




Customized Audit Solution

食品安全及衛生

BRC
英國零售業協會食品安全管理體系
GMP for Food 食品優良製造規範
HACCP
危害分析重點控制體系
ISO 22000
食品安全管理體系
FSSC 22000 (ISO 22000 + PAS 220) 食品安全體系

環境管理體系
溫室效應氣體體系
產品碳足跡體系
能源管理體系
碳足跡審計服務
Qualifor (Forestry Management / Chain
林木業及相關製造業品質管理體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osmetic / Pharmaceutical

環境

ISO 14001
ISO 14064
ISO 14067
ISO 50001
Carbon Audit
PEFC / FSC®
of Custody)

Health & Safety



Food Safety & Hygiene

質量

ISO 9001 質量管理體系
ISO 13485 醫療行業品質管理體系
Integrated Management System 整合管理體系
Lean Six Sigma 精益六西格瑪
5S 五常法

查詢 培訓課程：(852) 3543 7900
電郵：hk.academy@sgs.com
網頁：https://learning.sgs.com/hk

零售 / 服務

ISO 10002
客戶投訴管理
QualiCert
服務品質認證
ServiceCert
服務認證
Mystery Shopper Audit 神秘顧客評審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