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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III

香港衣車協會於二零一四年成立，由行一批志同道合的資深衣車貿易商組成，

至今已有會員及會員公司等約百餘人。本會以凝聚行業經營和代理衣車的貿

易商為首要任務，反映行業的營商情況以及市場變動等等，協助行業發展，

並積極維護行業及從業人員的正當權益，以前瞻性的眼光面向未來，推動促

進香港工商業繁榮和進步。

香港製衣機械行業經過多年來的發展，引入了海外的先進技術，令製衣業的

生產流程在理論或是實踐都有莫大的進步，能夠有效生產小批量及客製化的

產品。同時，中國內地沿海省份的服裝製造商轉向製造高增值質量的成品，

對智能製衣機械和自動化系統的需求逐漸增加。因此，本會聯同香港生產力

促進局及生產力 ( 深圳 ) 諮詢有限公司，成功向工業貿易署申請「BUD 專項

基金 - 機構支援計劃」，推行為期兩年的《透過多方位推廣計劃開拓中國內

地智能製衣機械及自動化系統市場》的項目，集結行業力量，在中國內地知

名的製衣設備展覽會，包括中國（東莞）國際紡織製衣工業技術展（DTC）

以及上海的中國國際縫製設備展覽會（CISMA），以「香港館」的型式參展，

展示業界的先進技術，並在沿海城市舉辦商貿對接會，令香港的製衣機械廠

商與內地潛在買家接觸，在展覽及商貿對接會中項參加者收集問卷調查，最

後於經驗分享會向業界發佈有關經驗及資訊，助他們拓展中國內地市場業務。

本項目將於本年完成，特此將項目的成果集結成書，出版《透過多方位推廣

計劃開拓中國內地智能製衣機械及自動化系統市場項目總結》，期望業界定

能夠加以參考，有所獲益以及幫助業界拓展中國內地市場。

最後，感謝工業貿易署及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對行業的支持，並期望今後也會

繼續與本會合作，共同促進香港工業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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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科技發展，製衣機械也開始有所改變。從開始時的簡單設備，轉化成了

現時具有高自動化的智能製衣機械。香港製衣機械供應商在產品開發、技術、

品質監控以及管理方面都有極大的優勢，出色的客戶服務、改良以及融合都

能夠為製衣機械加強效率、功能以及降低成本。香港製衣機械供應商相對中

國內地的廠商，有著更高的品質、設計以及高智慧產品。比起外國的機械及

系統，成本則較低，能夠有效生產小批量的產品和客戶指定產品。

因此，期望通過本項目能夠向中國內地引進、營銷和推廣整個香港製衣工業

的智能機械和自動化系統，以促進香港製衣機械行業在中國內地的能力和專

業性，為高增值業務探索和可持續發展。

在中國內地，勞動力成本隨著經濟發展不斷飆升。因此，許多從事傳統勞動

密集型生產的低成本服裝和紡織產品製造商，逐漸遷移到東南亞國家或是西

部的省份。而中國沿海省份的服裝製造商則轉向製造中高端產品，期望以更

好的設計、風格、質量和較小批量來應對海外和中國內地市場。製造商的遷

移帶動了設備需求的變化。在內地沿海省份對於傳統簡單單一的設備需求開

始減少，對具有較高自動化程度、靈活性和智能的製衣機械和自動化系統的

需求則增加。

這正正是一個將香港製衣機械行業推廣至中國內地的機會，為香港紡織品製

造商及廣東省的廠商提供高端機械及自動化系統，並開拓上海、寧波、青島、

福州以及其他擁有高密度製衣公司的沿海城市的市場，製造高增值質量的成

品。

為向中國內地各省份推廣香港製衣機械，項目包括：以大型「香港館」模式

參與兩個內地的大型製衣機械展覽，以展示香港廠商製造的優質製衣產品、

技巧突破及優良管理；舉行六場商貿對接會，令香港製衣機械廠商能夠與中

國內地潛在買家進行交流，以開拓更大的市場；舉行三場經驗研討會分享參

展經驗以及研究調查，以幫助香港廠商了解中國內地市場情況。此本《透過

多方位推廣計劃開拓中國內地智能製衣機械及自動化系統市場項目總結》則

總結了大型香港館參觀者的問卷研究結果，在中國內地沿海城市舉辦的商貿

對接會的問卷研究結果，以及研討會摘要。希望通過此本書刊，能為本地製

衣機械製造商帶來啟示，協助他們瞭解市場趨勢，從而勾劃出市場拓展藍圖，

攜手為香港工業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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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中國（東莞）國際紡織製衣工業                  
技術展（DTC2017）暨華南國際縫製設備展

（SCISMA2019）參展總結

展會背景

中 國（ 東 莞 ） 國 際 紡 織 製 衣 工 業 技

術 展（DTC） 暨 華 南 國 際 縫 製 設 備 展

（SCISMA2019）是由訊通展覽公司以及廣

東省縫製設備商會主辦。展會始創於 2000

年，每年三月定期於東莞厚街廣東現代國際

展覽中心舉行。DTC 在華南地區已成為譽滿

全城的國際級盛會，獲得中、港、澳的協會

及機構大力支持。

展會展示了很多不同種類的產品，包括縫前、縫製、縫後各類機器、CAD/

CAM 系統、圓筒針織或是橫機針織等等，為觀眾以及買家提供了多方面的資

訊，並會進行技術研討會，探討紡織、製衣等熱門話題，促進珠三角同業的

技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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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的 DTC 於 2017 年 3 月 29 日至 4 月 1 日舉行，展會面積達到 35,000

平方米。根據中國（東莞）國際紡織製衣工業技術展的展會報告，展會吸引

了來自 9 個不同國家及地區的參展商，包括中國、德國、意大利等等，共有

383 家。參展商的類別含括縫製設備，編制設備以及繡花設備等等，十分全

面。展會同時吸引了超過25,000名觀眾，對比2016年的數字（20197人），

有著顯著的提升，由此可見展覽會已成為華南地區紡織、制衣及箱包及鞋類

製品等業界每年必到的展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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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調查結果及分析

2017 年中國（東莞）國際紡織製衣工業技術展的「香港館」獲大會安排設 A

區的裁縫專區。我們於 4 日的展覽中積極向各參觀人士派發及收集問卷，並

收集逾 150 名來自中國內地及海外的 DTC2017 及香港館參觀人士，從而了解

參觀者的背景、業務以及對「香港製造」的製衣機械之看法，以下是問卷調

查的綜合結果及分析﹕

I)  業務性質

因應本身展覽類型為工業技術展，因此受訪的參觀者有超過 8 成是從事製

造業相關行業，佔 84% ﹔而其他非製造業相關行業則佔 9%，其中環保所

佔比例最大，可能是期望從此了解香港製衣機械的節能情況。

至於從事製造業的受訪者當中，由於此展為紡織製衣工業技術展，並位於

縫紉專區，因此業務類別大部分是來自“紡織及製衣業”（80%）。其餘

20%分佈在「電子及電器產品」（4%）、「金屬製品」（3%）、「工業機器」

（3%）、「珠寶首飾」（3%）、「印刷及出版」（3%）等等。由此可見，

絕大部分參加者來自紡織及製衣業，但其他相關行業參加者（例如電子及

電器產品），也會期望於展覽中了解更多資訊及尋找合作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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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展覽會「香港館」活動內容對公司是否有幫助

在問卷調查中，所有受訪者都認為此次展覽會「香港館」的活動內容對

公司是有所幫助的。當中，受訪者認為最有幫助的方面是能夠藉此吸收

新知識，佔87%。其次，受訪者認為展覽會能夠幫助公司建立生意網絡，

佔 34%。從此可見，「香港館」的展覽機械都較為先進，並且能夠為參

觀者提供商機，將香港的先進製衣機械與中國內地沿海城市公司相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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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展覽會「香港館」的活動時間是否足夠

此次活動時間共為 4 天，根據問卷調查，絕大部分參訪者認為此次活動

時間是足夠的。由此可見，4天的展覽會時間是十分合適的。

	

IV)  參加展覽會「香港館」對增加公司競爭力是否有幫助

根據問卷調查，全部受訪者都認為參加這次「香港館」對於增加公司的

競爭力是有幫助的，其中 88% 的受訪者認為這是非常有幫助的。我們相

信這是因為「香港館」的展出機械以及自動化系統在行業中有所優勢，

能夠幫助公司提升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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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參觀者再次參與展覽會「香港館」的意願

調查顯示，絕大部分受訪者都表示會再次參與展覽會「香港館」的活動，

佔了 97%。在此次項目中，除了展覽也有其他的活動形式供不同人士參

加，期望參觀者能夠從不同活動中，參與到適合其公司形式的活動，並

從中得到對公司有利的資訊，考慮香港智能機械及自動化系統，以此推

廣香港智能製衣機械到中國內地沿海城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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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參觀者對是次展覽會「香港館」的整體滿意程度

問卷結果顯示，所有受訪者對是次展覽會「香港館」的都是滿意的。當

中有 88% 的受訪者為非常滿意，其餘為滿意。這個數據表示展覽會「香

港館」的活動十分成功，參加者能夠從展館中得到香港製衣機械的資訊，

從而推廣香港機械工業的智能機械和自動化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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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中國國際縫製設備展覽會（CISMA）         
參展總結

展會背景

中國國際縫製設備展覽會（CISMA）由中國

縫製機械協會主辦，始創於 1987 年，每兩

年會舉辦一次，是全球最大的專業縫製設備

展覽會。

CISMA 是展示新品的窗口，連接上下游產業

的橋樑。產品包括了縫前、縫製、縫後各類

機器以及 CAD/CAM 設計系統及面輔，展現

了縫製服裝的整個鏈條。每屆展會都吸引著

國際知名品牌以及中國內地各省市骨幹企業

同台爭輝。

2017 年的 CISMA 於 2017 年的 9 月 26-29 日在上海新國際博覽中心舉行。展

覽會面積達到 115,000 平方米，主要分為六部分展出：第一部分位於 W1-W5

區域，主要展示縫紉機整機；第二部分位於 E1 區域，主要展示熨燙、吊掛

和後處理設備；第三部分位於 E2 區域，主要展示 CAD/CAM、裁床和激光設

備；第四部分位於 E3 區域，主要展示繡花機；第五部分位於 E4 區域，主要

展示電機電控、其他設備及零件；以及第六部分位於 E5 區域，主要展示了零

部件。2017 年的 CISMA 以「智慧縫製技術與解決方案」為主題，邀請了來自

20 多個國家和地區的 1200 余家展商，共有超過 60,000 名觀眾，比上届增长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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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調查結果及分析

至於今年的香港代表展區「香港館」共有超過 50 家縫製設備製造商展出最新

的製衣機械。我們於四日的展覽中積極向各參觀人士派發及收集問卷，從而

了解參觀者的背景、業務以及對「香港製造」的製衣機械之看法，以下是問

卷調查的綜合結果及分析﹕

I)  業務性質

因應本身展覽類型為專業縫製設備展覽會，因此受訪的參觀者有超過 9

成是從事製造業相關行業，佔 92% ﹔而其他非製造業相關行業則佔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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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從事製造業的受訪者當中，由於此展為專業縫製設備展覽會，因此

業務類別大部分是來自“紡織及製衣業”（86%）。其餘 14% 分佈在「電

子及電器產品」（4.5%）、「工業機器」（4%）、「鐘錶」（4%）、「金

屬製品」（3%）等等。由此可見，絕大部分參加者來自紡織及製衣業，

但其他相關行業參加者（例如電子及電器產品及鐘錶等），也會期望於

展覽中了解更多資訊及尋找合作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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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展覽會「香港館」活動內容對公司是否有幫助 

在問卷調查中，所有受訪者都認為此次展覽會「香港館」的活動內容對

公司是有所幫助的。當中，受訪者認為最有幫助的方面是能夠藉此吸收

新知識，佔 84%。其次，受訪者認為展覽會能夠幫助公司建立生意網絡，

佔 48%。從此可見，「香港館」的展覽機械都較為先進，並且能夠為參

觀者提供商機，將香港的先進製衣機械與中國內地及海外公司相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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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展覽會「香港館」的活動時間是否足夠

此次活動時間共為 4 天，根據問卷調查，絕大部分參訪者認為此次活動

時間是足夠的。由此可見，4 天的展覽會時間是十分合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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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參加展覽會「香港館」對增加公司競爭力是否有幫助

根據問卷調查，全部受訪者都認為參加這次「香港館」對於增加公司的

競爭力是十分有幫助的，其中 90% 的受訪者認為這是非常有幫助的。我

們相信這是因為「香港館」的展出機械以及智慧縫製技術在行業中有所

優勢，能夠幫助公司提升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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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參觀者再次參與展覽會「香港館」的意願

調查顯示，絕大部分受訪者都表示會再次參與展覽會「香港館」的活動，

佔了 98%。在此次項目中，期望參觀者能夠從不同區域中，找到符合其

公司的縫製設備，並從中得到對公司有利的資訊，考慮使用香港智能機

械及自動化系統，以此推廣香港智能製衣機械到中國內地沿海城市及海

外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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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參觀者對是次展覽會「香港館」的整體滿意程度 

根據問卷調查，絕大部分受訪者都表示會再次參與展覽會「香港館」的

活動，佔了 96%。在此次項目中，展覽提供不同的產品包括了縫前、縫製、

縫後各類機器以及 CAD/CAM 設計系統及面輔，展現了縫製服裝的整個鏈

條，使參觀者能夠按各自的需求，到不同的展區找到適合其公司的設備，

並從中得到對公司有利的資訊，考慮香港智能機械及自動化系統，以此

推廣香港智能製衣機械到中國內地沿海城市及海外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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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場商貿對接會撮要及調查報告

為了能夠讓香港製衣機械和自動化系統供應商與他們的終端用戶，以及中國

內地沿海城市的中高端服裝產品製造商拉近距離和更深入的交流，我們於

2017 年間在內地不同的沿海城市舉辦了 6 次商貿對接會，分別為：2017 年

3 月 30 日於東莞舉行的穗莞港商貿對接會；2017 年 3 月 31 日於東莞舉行的

深惠港商貿對接會；2017 年 4 月 19 日於福建舉行的閩港商貿對接會；2017

年 6 月 30 日於青島舉行的商貿對接會；2017 年 9 月 27 日於上海舉行針對

上海客戶的商貿對接會； 2017 年 9 月 28 日於上海舉行針對寧波客戶的商貿

對接會。

每場對接會都邀請了香港衣車協會的會長，介紹香港衣車協會以及香港製衣

機械商的優勢、技術和發展。並邀請了當地衣車協會的領導介紹鄰近地區的

製衣業概況，以及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的顧問分享香港特區政府對香港縫製設

備行業的支援。最後請香港的製衣機械商介紹最新的製衣機械，並各自與內

地買家自由交流，以達到對接會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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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衣車協會代表分享撮要

我們在 6 場對接會中都邀請到了香港衣車協會會長陳江鳳儀女士為大家介紹

香港衣車協會以及分享香港製衣機械商的優勢、技術和發展等等。

1. 香港衣車協會

香港衣車協會於 2014 年成立，是合法的香港工商團體之一。協會以凝聚

行業經營以及代理衣車貿易商為首要目的。同時，協會也會反映行業的營

商情況以及市場變動，維護行業的正當權益。除此之外，協會會不定時的

舉辦各種活動，讓行業人員通過聯誼，增進認識和加深了解，促進感情和

交流。

香港衣車協會能夠有效為工商各界提供服務的原因是公司有著會員在中港

兩地主要經濟區域開設、經營以及代理衣車的貿易知識和辦理業務的經驗

心得，能夠熟知兩地的營商環境和差異，從而因地制宜、與時並進地為大

家服務，推動促進香港工商業繁榮進步。

 

2. 香港製衣機械商的發展

70 至 90 年代是香港製衣業最為蓬勃的時期，帶動了衣車和縫紉設備行業

的發展。過去，香港的市場多為日本、歐洲以及美國的機械生產所主導。

但是這些年來，香港商家不斷引入海外的先進技術，從而令製衣業的生產

流程在理論或是實踐都有著很大的進步。香港縫製設備商經過十年努力不

懈的裝備，在世界享負盛名，以先進的技術和成熟的經驗見稱。為配合工

業 4.0 的發展，香港製衣機械主要向高自動化智能機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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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香港製衣機械商的優勢

香港製衣機械供應商在產品開發、技術、品質管理以及管理方面都有著極

大的優勢。香港的廠商能夠提供出色的客戶服務，改良及融合以加強效

率、功能以及低成本去製造更高品質、設計以及高智慧的產品，並有效生

產小批量、個人化的產品。比起外國的機械與系統，本港的機械與系統成

本更低。

除此之外，香港的地理位置以及多元的文化背景，讓廠商能夠結合中國人

靈活和重人情的傳統以及西方文化的國際視野和思維，了解各地成衣生產

的需要。再加上香港有可靠地商譽和生產標準，讓產品能夠得到而各方的

認同，從而達到經濟效益。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代表分享撮要

我們在 6 場對接會中都邀請了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的高級顧問黎偉華先生為大

家介紹香港特區政府在各方面對香港縫製設備行業的支援。

1. 研發創新

政府在研發創新方面為香港縫製設備行業提供了支援。於 2006 年，香港

理工大學承辦了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獲得本地以至國內外的紡織及

成衣也科研機構、企業及團體的支持。中心主要為中國內地和香港提供全

面的科研技術支持，範圍包括紡織技術、紡織化學、成衣技術、時裝及紡

織設計技術、紡織管理、質量管理、市場推廣、物料採購及時裝零售。

 

2. 設計

為了鼓勵設計與創意的發展，創新中心於 2006 年開幕，匯聚了具有熱誠

和才華的設計公司。在此工作環境中，創意能夠被啟迪，專注實現他們的

創新理念，協助培訓新一代專才。中心也協助推廣設計與創意，鼓勵業界

及商界更廣泛的善用設計，從而讓設計業務得以發展，惠及製衣機械及服

裝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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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技術

技術發展在縫製設備業中也十分重要。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於 1967 年依法

成立，擁有多元化的專業技術知識，為香港的企業提供綜合支援來提升生

產力。局中設有先進的製造及測試設施，為業界提供廣泛服務。製衣機械

業能夠從此得到技術方面的支援，幫助發展自己的產品。

4. 人才

為了培育製衣業有關人才，政府幫助設立製衣業訓練局。製衣業訓練局於

1975 年成立，主要目的在於服務香港紡織及香港製衣業，提供訓練課程，

培養人才。在 2000 年，訓練局取得 ISO9001 的認證，實施國際標準化的

質量管理系統，為全港首家獲取此殊榮的工業培訓機構。在 2007 年，訓

練局成立了「時裝學院」，為畢業生提供不同領域及程度的全日制課程。

這一機構讓不同背景的人都有機會在製衣業中發展，從而培育香港製衣業

人才。

5. 品質

品質保證局於 1989 年成立，致力于協助工商業的發展質量、環境、安全、

衛生、社會以及其他管理體系。品質保證局中的團隊具有豐富的國際及行

業知識和經驗，以提供全方位的合格評定服務。並且香港的品質保證局也

通過可中國國家認證，在上海及廣州都設立了認證機構，為中國內地的企

業也提供了認證服務。這一機構幫助香港製衣機械的品質有所保證，讓買

家能夠相信香港製造的製衣機械。

6. 市場拓展

最後，政府也幫助縫製設備行業進行市場拓展。貿易發展局每年都會在全

球舉辦貿易展覽、推廣活動、交流會、外訪團以及接待訪港貿易團。並且

「一帶一路」的策略也能夠為市場帶來商機，了解相關市場信息，並建立

交流平台。製衣業能夠在活動中推廣自己的產品，從而拓展公司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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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調查結果及分析

在六次的商貿對接會中，我們向參加者派發問卷，希望以此了解參加者的背

景以及對於此次商貿對接會的見解。以下是問卷調查的結果及分析﹕

I)  業務性質

由於對接會主要目的是連接香港製衣機械廠商與中國內地買家，因此對接

會的參加者大多數為有興趣購買香港製衣機械的公司。根據問卷調查，六

次商業對接會中絕大部分參加者來自紡織及製衣業，此外還包括工業機

器，環保，零售及批發等等。

* 注﹕受訪參觀者可提供多於一項業務選擇，因此總百分比可能會多於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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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受訪參觀者可提供多於一項業務選擇，因此總百分比可能會多於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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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受訪參觀者可提供多於一項業務選擇，因此總百分比可能會多於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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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受訪參觀者可提供多於一項業務選擇，因此總百分比可能會多於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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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商貿對接會活動內容對公司是否有幫助

總體來說，本次活動能夠幫助公司發展。調查結果顯示，每場對接會中都

有超過九成受訪者認為是次活動能夠對公司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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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認為有幫助的受訪者中，超過一半的人都認為通過此活動能夠令他們

藉此吸收新知識，這表示在對接會中介紹的機器是較為先進的。其次，也

有部分人認為通過對接會能夠幫助他們建立生意網絡，我們相信這是因為

對接會能夠幫助公司與香港製衣機械廠商相連接，從而將香港製衣機械推

廣到中國內地城市。此外，也有部分人表示對接會可以幫助公司解決經營

或運作問題，這表示對接會中介紹的機器確實能夠為他們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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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商貿對接會的活動時間是否足夠

每次商貿對接會活動時長皆為三小時。活動期間，約有半小時為介紹鄰

近地區製衣業概況以及香港製衣機械行業概況，一小時十五分鐘為香港

製衣機械廠商介紹最新的製衣機械的時間，其餘便是廠商與中國內地買

家自由交流的時間，約為一小時二十分鐘。

根據調查，六次對接會中，大部分受訪者都認為活動時間是足夠的。但

人數較多的對接會，就有相對多的受訪者認為活動時間有所不足。因此

可以根據過往經驗，預計參加人數，以調整活動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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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參加商貿對接會對增加公司競爭力是否有幫助

整體來說，參加商貿對接會能夠增加公司競爭力。根據調查，六場的商

貿對接會中都有超過八成人表示活動對於競爭力有所幫助。由此可見，

對接會中介紹的機械在行業中是有十分有優勢，並能夠被運用在生產中，

根據他們各自的需求，製造出個人化的高端產品，來回應中國內地及海

外市場，以此增加公司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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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參觀者再次參加商貿對接會的意願

至於受訪者是否願意再次參加商貿對接會，根據調查，六次商貿對接會中

都有約九成人表示願意再次參與。這數據則表示了商貿對接會是成功的，

能夠達到受訪者本身對於對接會的期望，在這之中與廠商能夠有所交流，

得到有關香港智能製衣機械以及自動化系統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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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參觀者對商貿對接會的整體滿意程度

最後，在受訪者對於商貿對接會的整體滿意程度方面，在六場商貿對接

會中，都有超過八成受訪者對商貿對接會是滿意的。其中，非常滿意的

人數更是佔了大多數。由此可見，商貿對接會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都是

能夠達到的其要求及期望，與香港製衣機械廠商相連接，幫助他們運用

智能製衣機械及自動化系統，以達到升級轉型，以此幫助香港的機械推

廣到內地沿海城市。

同時，有參加者提出改善意見，希望對接會能夠有更多新技術課題以及

新產品能夠在現場展示，並以圖文並茂的方式更詳細地介紹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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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場經驗研討會之分享撮要

為向業界發佈及分享在展會以及商貿對接會的發現，我們於 2017 年分別舉

辦 3 場 經 驗 研 討 會（ 分 別 為 2017 年 5 月 5 日、2017 年 7 月 26 日、 以 及

2017 年 12 月 14 日），除了邀請了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的顧問分享在展會以

及商貿對接會的發現外，也在每次研討會中邀請了兩位參與了香港館和商貿

對接會的工業家，分享他們對於中國內地智能製衣機械及自動化系統市場的

見解。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代表分享撮要

我們在 3 場研討會中邀請了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的高級顧問黎偉華先生分享展

覽及對接會成果以及市場調查結果分析。

以下是分享撮要

1. 展覽會（香港館）的成果以及市場調查結果

本次項目中，總共參與了兩次展覽，分別為中國（東莞）國際紡織製衣工業

技術展（DTC2017）暨華南國際縫製設備展（SCISMA2019）及中國國際縫製

設備展覽會（CISMA）。在兩次展覽中設立「香港館」，面積大約為 270 平

方米，主題為「智能和自動化製造時代：從設計到包裝」。「香港館」雲集

了超過 60 家香港縫製設備製造商，在館中展出了從設計到包裝的整個製衣過

程中，一系列選定的自動化機械，設備和系統，以介紹香港縫製技術和發展，

並與專業人員同場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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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宣傳及吸引參觀者到「香港館」進行參觀，我們實施了一系列香港館市

場宣傳策略，包括刊登現場廣告，製作及播放香港製衣機械業宣傳視頻，派

發傳單，現場製作及派發以香港製衣機械生產之衣服樣辦等等。

我們向來自中國內地及海外的香港館的參觀人士派發問卷，希望了解他們的

背景以及對「香港館」的看法。調查結果顯示，絕大部分參觀者對於此次展

出都感到十分滿意。活動時間充足，對增加公司競爭力有所幫助，並且表示

能夠在展覽中吸收新知識，以及建立生意網絡等等。這代表「香港館」的舉

辦是成功的，能夠向中國內地的買家推廣智能製衣機械以及自動化系統，以

此開拓中國內地市場，達到項目目的。同時也有參觀者對「香港館」提出改

善意見，包括布場能夠更清晰有條理以及更多元化等等。在下次舉辦同類活

動時，可以參考意見作出改善，讓活動能夠得到進一步提升。

2. 商貿對接會的成果以及市場調查結果

本次計劃中，在中國內地不同沿海城市舉辦了總共六場商貿對接會，分別在

東莞（兩次分別針對穗莞港和深惠港的地區企業買家）、福建、青島、上海（兩

次分別針對上海和寧波與附近地區企業買家）舉辦。每場對接會都會介紹鄰

近地區的製衣機械業概況，香港縫製設備行業的情況以及逾 20 家香港的製衣

機械廠商介紹最新的製衣機械，與中高端服裝產品製造商的潛在買家會面。

我們向來參與對接會的中國內地買家派發問卷，期望從此了解他們的背景以

及對商貿對接會的看法。調查結果顯示，絕大部分參加者都認為此次活動對

公司有所幫助，能夠在活動中吸收新知識，建立生意網絡，解決經營或運作

問題等等。並且活動時間足夠，讓參加者能夠與香港廠商有充分的交流，將

買家與廠商配對，從而幫助香港製衣機械廠商拓展中國內地智能製衣機械及

自動化系統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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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商代表分享撮要

我 們 在 每 場 分 享 會 中 分 別 邀 請 了 2 位 參 展 商 代 表 分 享 於 2017 年 東 莞

DTC2017 及上海 CISMA，合共 2 場展覽的經驗及成果，參展商代表為：

• 陳江鳳儀女士 – 坤倫企業（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

香港衣車協會會長

• 龐淑玲女士 – 金富針車公司董事長

• 金兆平先生 – 鎧豐針車行有限公司常務董事

• 張榮新先生 – 星馬 ( 香港 ) 有限公司

• 賴偉文女士 – 利海製衣設備貿易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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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參展商代表的分享撮要

1. 香港縫製設備工業簡介及優勢

七十至九十年代是香港製衣業最為鼎盛的時期。香港縫製設備及零部件與製

衣業息息相關，隨著香港製衣業的成長，縫紉設備行業也在同時發展。以前，

製衣設備大部分由德國、意大利、美國、日本等工業國家生產，進口到香港

再分銷。當時，有三分之一的製衣機械經由香港轉往世界各地，世界批發及

零售市場由亞洲（香港）、歐洲（德國）以及美洲（美國亞特蘭大）所主導。

隨著工業轉移，部分製衣設備工廠也到中國、香港以及台灣設廠生產優質縫

製機。香港行家在這之中同樣受惠，成功把生產基地轉到中國內地。香港縫

製設備廠商引進國外的技術，亦擁有多年的經驗，現時包括縫前、針車以及

縫後等等。優質品牌的產品經生產商到代理商，再轉到買家及工廠，生產及

改良的自動化機械以及零部件出口遍及世界各地，也期望將智能製衣機械及

自動化系統推廣出去。

2. 業界趨勢

業界在縫製工業以及製衣系統都有所轉變。

在香港縫製工業方面有兩大趨勢，其一是無油化，其二是自動化。現時，全

球各地都在推廣環保意識。為了響應環保，香港製衣機械也逐漸趨向無油化，

期望以更潔淨的方式為買家提供所需產品。同時，隨著工業 4.0 的發展，產

業漸漸走向自動化生產，以提高生產效率。除此之外，另有一項較小的改善，

則是從大流水生產轉至小流水生產，達至小批量客製化的生產模式。

在製衣系統方面，業界也在逐漸改變。廠商將流程標準化，採用一機多用的

縫製設備，並將普通的製衣設備轉換為環保節能的設備，提升一人使用多機

工序，以此重新安排人手以及機器分配，來回應勞工、租金、電力以及時間

等成本效益，並減少人工生產時的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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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香港製衣機械業界未來出路

首先，香港縫製行家需要改良及改善縫製新技術。廠商可以參考最新的流行

服飾，使所縫製產品適合工廠生產線，以配合更多買家需求，以此開拓市場。

其次，香港的廠商也應該更多參與大型國際展覽，例如：國際紡織製衣工業

技術展、中國國際縫製設備展，及全國地區縫製設備企業之交流對接會，認

識有潛力的中國及海外投資買家，建立新的生意網絡，開拓不同地區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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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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