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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協進會（ACCE）日前舉辦「2017創業論壇」。圖為會董及主講嘉賓合影：（前排由左至右）「JET」梁
偉能、「Hubnest Inc.」李明深、「Process Fusion Inc.」鄭天恩、「CN Global Distributor Inc.」張
健勇及「InnoVision Holdings Corp.」歐陽浩東。（後排由左至右）黎志成、羅淑儀、「LumiDesign
Inc.」王肇安、田頌文、蕭君慧、譚貴琼、創業協進會會長勵文灝、吳慶華、張敏、黎宏俊、關志恆及何艾
倫。
「創業協進會」主辦之2017「創業論壇」，於五月十三日在北約克市政大樓市議會廳成功舉行。為了幫助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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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人士實現在加的創業夢想，促進工商業界的信息交流和緊密合作，創業協進會每年都會牽頭舉辦大型的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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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論壇，邀請商界精英分享在加國創業的成功經驗。本年度的論壇邀請了5位加拿大傑出華裔創業家獎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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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協進會會長及主講嘉賓合影：「CN Global Distributor Inc.」張健勇、「JET」梁偉能、創業協進會
會長勵文灝、「Hubnest Inc.」李明深、「Process Fusion Inc.」鄭天恩及「InnoVision Holdings
Corp.」歐陽浩東。
大會邀請到「ACCE加拿大傑出華裔創業家獎」獲獎者與來賓分享他們的創業心得及成功之道。他們分別是：
「2017最佳亞太貿易獎」得主「 JET 」 梁偉能、「2017最佳企業進步獎」得主「Process Fusion Inc.」
鄭天恩、「2017最佳企業創辦獎」得主「Hubnest Inc.」 李明深、「2017企業優秀獎」得主「CN Global
Distributor Inc.」張健勇、「2014最佳國際商業獎」得主「InnoVision Holdings Corp.」歐陽浩東。

梁偉能在多倫多大學修讀建築設計，並於1997年畢業。初出茅廬的梁偉能滿腔熱誠，帶著設計出令人引以為
傲的地標式藝術作品的渴望，在2010年與志同道合的友人周天朗，在數位大學摯友的幫助下，合力創立了
JET。JET初創之時遇到重重困難。但很幸運的是JET得到Remington和Concord Adex的青睞，有了這兩間大客
戶的支持，讓JET在多倫多的起步變得相對容易。2004年，JET在香港西九文化區M+博物館（M+ Pavilion）
的國際設計比賽中獲勝。在短短3年內，JET已有多個設計作品在國際比賽中進入決賽，部分更有獲獎。JET
甚至引起了知名的北京大學建築與景觀學院院長，兼北京土人城市規劃設計有限公司院長俞孔堅教授的關
注，邀請JET擔任國際設計師。

張健勇在2009年創立CN Global Distributer Inc.，最初以銷售超市終端機系統、購物車及有關供應超市配
套產品為主。後來，他有見本地及亞洲市場對海產需求不斷增加，因此，為顧客提供來自斯高沙省（Nova
Scotia）新鮮和優質的龍蝦。至於未來的計劃，張健勇對此充滿信心。除了擴展本地和亞洲市場，同時亦會
發揮團隊的潛力和效能。為了應付未來發展的需要，他們會在機場附近建造一個龐大的龍蝦池，方便在多倫
多包裝及運送龍蝦往亞洲。除此之外亦會積極開拓熟龍蝦的市場。

Hubnest的負責人李明深是在2013年成立這間公司，專門幫客戶開發應用程式和經營網站。其中在研發如何
運用最低數據來自動化整個電子商務業務，便是Hubnest致力要開拓的市場。而透過這些累積下來的經驗，
Hubnest在行內被冠以這方面的專家。單在一年時間內，公司便展開了超過140個網絡項目，而這些項目涉及
數百萬用戶，並且仍然不斷創造新的收入來源。Hubnest未來將會向電子付費之類的龐大市場發展，而且同
時會把網頁設計、用戶體驗、電子商務和系統應用專家匯聚一起，幫助實現這個目標。目前Hubnest是美國
東部相關領域的供應商之一，並投資成為IoE（萬物互聯網）的專家。

相信很多政府機關、金融及保險行業，每日處理大量文件，大部分都要人手輸入資料。鄭天恩成立的
Process Fusion Inc.就研發了一個應用程式（App）專門替客戶解決處理冗繁的文件輸入問題，更可以進行
分門別類。幾年前，鄭天恩深受多倫多大學教授Geoffrey Hinton 的A1神經網絡（Neural Network）和機器
學習（Machine Learning）理論的影響。他認為這個科技很有潛力，因為電腦可以學習到人所做到的事。他
們在多用途打印機（Multi-functional printer）內，安裝了一個應用程式，名為CapturePoint
Transformer。當客戶將一些文件經掃描處理後，資料便直上雲端。現時，他們的應用程式是收費的，未來
將對公眾開放免費使用。由於市場的反應極佳，他們將會擴展這個產品到美國。

歐陽浩東熱衷於創建屬於自己的擴展企業，注重有創意的高質量產品。2004年他成立了他的公司，并將之命
http://www.youknownews.com/bencandy.php?fid=3&id=2189

2/4

2017531

創業協進會（ACCE）舉辦2017創業論壇  新闻时事  北美好生活

名為InnoVision。歐陽浩東名下的Nobis，憑著無與倫比的技術，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國際時尚品牌。Nobis目
前在全球20多個國家均有發售。Nobis的服裝刊登于眾多國際雜誌及報紙上，如《GQ》、《時尚先生》、
《Flare》和People.com。此外，它亦是索尼娛樂的熱門電影《生化危機：懲罰》的合作伙伴。Fan Ink在巴
塞羅那、皇家馬德裏和AC米蘭等15個國際足球俱樂部擁有越來越多的特許經營權。而Woods Canada是一個擁
有128年歷史的加拿大戶外品牌，歐陽浩東計劃將它重新包裝、重新運作。

梁偉能表示「關係管理對於發展中企業至關重要，與亞洲的公司做生意尤為明顯。我們傾向於通過現有的關
係網，對外拓展更多的商業聯繫。此外，我們通過參加多項競賽建立良好的知名度，從而間接獲得更多的關
注與肯定，加速拓展關係網。例如，由於JET屢獲設計比賽殊榮，引起了知名北京大學建築及景觀系院長的
關注。」

張健勇非常重視客戶服務及體驗，他表示「對於我們這個行業，客戶的服務非常重要。我們從團隊建設與管
理入手，提升團隊執行力并對於物流等各方面進行把控及安排，做到對每位用戶負責。與此同時，我們會對
於未來幾周的工作進行規劃以及風險預估及管理。我們會在每天晨會中討論各部門遇到的機遇與挑戰并討論
解決方案。例如明天是母親節，我們會針對客戶提前一兩個月進行節日促銷宣傳，確保客戶在能夠在有購買
需求的時候更多考慮我們的產品。」

李明深回顾发展初期，他認為「作為一間創業公司，成功的路上挑戰不斷，第一年是最艱辛的，因為第一年
沒有錢賺便很難在吸引投資者。進入第二年便要找對的客戶，因為要獲得客戶的信任，並非一朝一夕的事，
所以越早建立與客戶的關係，鞏固一批穩定的客源，對公司日後的發展極之重要。我和我的團隊都充分的了
解銷售對於企業的重要性，我們重視利用社交媒體宣傳產品，提升產品相關話題討論度。至於資金管理方
面，我們擁有良好的團隊對于企業資產和資金流動作出評估及調整。」

鄭天恩表示「開始的時候，是經營電腦配件的生意，後來兼營軟件。有感於科技不斷演進，我們看到有一個
商機，就是發展電子掃碼傳真機(electronic digital faxing) 。在這方面，我們取得空前成功，亦因此，
我們將這個科技賣給美國佳能(Canon) 公司。這就是我們公司的第一桶金。對於未來，鄭天恩認為會是發展
龐大的美國市場。另外，為了業務的發展，會收購一些服務機構(service bureau) ，因為他們有很多外判
的資料輸入工作，都是轉去印度。收購之後，便可以用更便宜的價錢，做到同一個效果的工作。」

歐陽浩東表示「自2014年至今，InnoVision在持續發展中，公司接手一些新項目，我們從引進人才開始，後
期加入企業培訓，我們也在發展過程中不斷引進新資源。例如我們啟用咨詢公司，對於企業現狀進行評估與
建議。在企業由小型企業向中型企業轉變的過程中，我們發現如何留住現有人才是企業面臨的挑戰。我們的
策略是為他們提供適合的培訓，嘗試找出各人的優點而加以善用，盡量令他們發揮所長，令他們對工作更投
入更有熱誠。」

創業協進會（ACCE）日前舉辦「2017創業論壇」，圖為會董、嘉賓及主講嘉賓合影。
會場氣氛熱烈，專題講座的問答環節吸引在場人士積極回應並分享各自的見解。因獲獎者出色的事業和演講
之精彩，散會后各主講嘉賓逗留現場，被眾多與會者圍繞著交流經驗。為提供更多資訊和即場解答入場觀眾
的創業疑問，大會更設有展覽攤位和安排代表提供諮詢服務。
http://www.youknownews.com/bencandy.php?fid=3&id=2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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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協進會，東岸近期活動：為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週年，將於7月13日(星期四) 在Angus Glen
Golf & Country Club「2017 ACCE哥爾夫球賽」。

近期溫哥華活動，『創業協進會- 西岸多元族裔商務交流會』將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五日(星期四)在
Pinnacle Hotel Harbourfront, Vancouver, B.C. 舉行。本次邀請到Prospero Group主席兼首席執行官，
2017「終身成就獎」得主Robert Lee李亮漢先生; 2016「終身成就獎」得主郭敦禮先生; Freehold
Development Canada Ltd.主席John D’Eathe。出席嘉賓包括三級政府代表、社區領袖、政商界翹楚及創業
家等各界人士。

查詢各項活動詳情可致電905-479-2802，或瀏覧網頁www.acce.ca。

創業協進會（ACCE）日前舉辦「2017創業論壇」，活動吸引各界人士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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