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人在1986-87在香港城市理工商學院任教期間，被日本的亞洲生產力中心在十六個

會員國中選拔成為押川大獎研究師，在日本成功調查及開始引進5S。又在1993-94年被

亞洲發展銀行邀請成為馬來西亞政府的首位品質專家，當時發覺日式5S只合適用在職業安

全健康範籌，對五常法之五個目標 ( 、 、 、  及 ) 最後三個有所欠安全 衞生 品質 效率 環保

缺，故决定 ，並全球 50點  (此乃日式5S所缺少)，並定名及放棄日式5S 首創 五常法審核表

註冊為: 

五常法: 常組織、常整頓、常清潔、常規範 及 常自律 

5-S:    Structurise, Systematise, Sanitise, Standardise & Self-discipline

香港五常法協會於1999年5月15日成立。本會是由於香港浸會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於

1998年2月得到 撥款資助兩年(總額為港幣四百六十萬)，在舉辦全球香港特區政府工商署

首創的「五常法審核領袖培訓班」的同時，招募學員而成立，過往十九年中，已培訓了來

自十多個國家之近千家機構超過30,000人。行業包括製造、建築、醫療、教育、飲食、

服務、銀行保險、公共事業 政府部門及 。

本會亦於2000年獲得優質教育基金資助，向80多間中小幼推廣「優質教育五常

法」；又在2009年獲得工貿署中小企發展支援基金資助「食品安全管理」，培訓了

1,600位飲食界的同工，以五常法為基礎，加强對食品安全管理的力度。

協會創立至今已踏入第二十年，期間一直向各行業推動優質管理，推廣由本人所創立的五常法。發展至今已有近千家中、港、台、

澳、星、馬、泰、日等機構獲認證。協會亦藉此履行社會責任，令推行五常法的機構有效地達到上述的五大目標。

正如在1993年在馬來西亞全球首創「五常法」一樣，本人在2006年以五常法為基礎，並融合豐田式的「精益管理」的意念，創出了

共有五十項要點的「 」，作為協會日後的發展主題，推行「精益五常」後能開源 、節流 。。協會推出「精益五常」精益五常 -10%+10%

可給業界提供不斷改善的創新工具，在馬來西亞已成為「 」( = 五常法 + 精益五常) 。為馬來西亞綠色革命及 建築綠色五常 綠色國家標準

五常法( )，殿定穩固基礎。CG5S

在2006年，協會更與全球兩大認證機構之一的SGS（香港及中國通用公證行）簽定合作協議，此後所發出的認證由雙方共同簽發，

不但增加了公信力，也因SGS會為五常法作宣傳，令協會得到更多商機及發展可能。近來，食品安全的問題引起社會關注，而食物環境衛

生署鼓勵食品行業考取國際性的 食物安全管理體系證書，然而那只是一個系統，五常法就是執行的方法，為業界打好有關方面ISO 22000

的基礎。SGS是ISO 22000的認證機構，協會提供顧問服務，令五常法飲食界客戶能有效達到ISO 22000認證的要求。

兩年前本會更榮獲「深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委託，在針對習近平總書記提倡之「 」重要批示，以「五常2015国家食品安全法

法」為基礎，參與編寫「 」行業標準，在2017年發表，以助餐饮服务業有效地達到 為目標。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国家食品安全法

又本會匯同 在廣東試行「 」，本會希望藉此在國內發揚光大，為健康管理及餐飲服務中港食品安全交流協會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業再建一功為盼。

 在2006年，本人首創了「 」，使亞太區國家的機構能藉著全球最合適的卓越企業標準來改善機構管治，成為亞太卓越企業標準大獎

卓越企業，其中多家五常機構榮獲大獎，令其企業管治更上一層樓。

 更藉得一提的是：自從房協在2001年將五常法引入建築合約條款後，各大承建商紛紛推行五常法，結果是本港建造業工傷意外從當

年的9,200宗 到去年的不足3,700宗，五常法對減少建造業意外實功不可沒。在大馬亦有著同樣效果，當地五常法認証的地盤下降了六成

全部拿到「五星级 > 85%」，其中GDB拿了全馬10年前到今最高的 ，五常法和職安健的緊密關係，又一言証。故此今次能承蒙政務98%

司長，運房局長，勞福局長，食衛局長，職訓局主席，立會資深議員等 ，實在地給協會三萬多位會員打了一支强心針。題賀辭

 最後本人謹代表全體董事，在此勉勵各行業先進友好，繼續為五常法 ，為大灣區的發展添加動力為盼。發揚光大

何廣明 教授

國際 (2011+) 及香港五常法協會創會主席 (1999+)

亞太卓越企業標準協會創會主席 (2005+)

國際ISO和全面優質管理會議創會主席 (1996+)

亞洲生產力組織押川研究員 (1987-88)

馬來西亞政府亞洲發展銀行品質專家 (1993+)

英國劍橋大學遵治商學院 研究員 (1996-97)五常法

英國國際管理學院策略及品管教授

英國牛津大學西爾商學院 客席講師精益五常

港大、中大、北大及清華等大学出任客席教授

廣州中山大學首位卓越企業管理桂冠教授

著有過100份論文和20本書籍，其中 "TQM: "，被翻譯為五種語言5-S

01



0302

01 02

03 04

03

12

21

22

榮譽白金 + 金帶成員 23

25

30會友對協會之心聲

過往審核活動之客戶回饋意見 31

32

36

37

38

全球宏揚五常法

40

42

43

02

食品安全管理培訓課程機構名單

44實例分享

香港五常法協會 白金及金帶師、黑帶師 同賀 24



0504

共
济

群
力

同
谱

新
篇

香
職

業
訓

練
局

主
席
 鍾

志
平

博
士
 

09 10

11 12

05 06

07 08



0706

17 18

19 20

13 14

15 16



0908

25 26

27 28

21 22

23 24



1110

33 34

35 36

29 30

31 32



1312



1514



香港五常法協會第十二屆會員大會暨發表大會

 (2010-6-26)
十二 十四 

何主席、各位五常法協會董事、各位
嘉賓、各位五常法朋友：

各位午安!很多謝五常法協會邀請
我參與今日之盛會。我能夠在此與大
家分享港鐵鐵道車輛維修部推行五常
法的背景和進程，覺得非常榮幸及高
興。 

港鐵是在香港植根，以營運鐵路
運輸系統為主的公司。鐵路範圍包括
香港本土及過境服務。港鐵每日載客
量超過四百萬人次，被喻為在安全，
可靠，顧客服務及成本效益上名列全
球鐵路領導者之一。

現時，港鐵除營運鐵路外，亦從
事多元化業務，包括發展住宅及商業
項目、物業租賃、廣告及電訊服務。
此外，港鐵在港植根，亦邁向國際，
不斷在內地及國際拓展鐵道相關的項
目和顧問服務。公司參與建造北京地

鐵四號線和深圳地鐵四號線，歐洲方面則參與營運英國倫敦，澳洲墨爾本及瑞典
斯德哥爾摩的鐵路系統。公司的國際顧問服務已拓展至亞洲、澳洲、中東和歐洲
多個城市。讓港鐵的優良管理文化也植根於世界各地。

鐵道車輛維修部是港鐵其中的一個部門，主要負責鐵道車輛的維修工作。我
們有四個信念，就是「優質服務」「互敬互重」「創造價值」「勇於進取」。要
達致乘客的優質服務，提供安全、可靠、舒適及清潔的列車是必然的。雖然我們
已有完善的管理系統，包括安全系統、品質管理系統ISO9000、環境系統
ISO14000和PA5S：2008資產管理系統等等，但我們抱着「勇於進取」的精神
仍不斷努力，尋找改善空間，創造價值。   

正當我們大力推動提升列車維修品質管理之際，「五常法」：常組織、常整
頓、常清潔、常規範、常自律這套管理概念深深吸引着我們，特別是「常自
律」。古語有云：「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萬事成功總要在修身養性，嚴
以律己開始。

我們有九間車廠，接近二千名員工，各自都有優秀的管理方法，無論在組織
管理或工序規範化上都成績斐然。要使接近二千名員工上下一心有着一套「埋
身」及「實用」的管理語言，而又要帶出修身律己的專業精神，「五常法」是一
個非常好的選擇，我們就這樣決定推行「五常法」，目的不單提供一個優質稱心
及安全的環境讓員工去工作，更重要是培育員工去發揮自律精神，提升專業操
守，加强團隊文化的建立。我們相信，只有一個優質的工作環境，滿有自律奮進
及專業精神的團隊，我們的列車表現就可以持續增長，達至「零」故障的目標。

相信大家都經歷過，凡是採納新的系統，特別是對員工有直接的影響及改
變，必遇到不同的挑戰，這是十分正常的。要成功推行五常法，我們必須確立目
標，得到管理階層的認同和支持，組織策導委員會，然後仔細地籌劃推行五常法
的策略及不斷檢討，提供培訓，過去的一年，我們培訓了二十名認可的五常法黑
帶審核師及二十名五常法藍帶審核員協助推行五常法，加強與員工的溝通，多考
慮及接納他們的意見，便可順暢地推行。

其中一個重要的策略是挑選何東樓車廠為五常法推行試點。何東樓同事在開
始推行五常法時都遇到很多困難，例如對五常法要求及應用都不太清楚，從而對
五常法在車廠應用上的成效抱有懷疑，但當得到管理層的支持及提供足夠的培
訓、督導員的協助及組別之間的溝通和團隊合作精神，最終都能成功得到認証。

何東樓車廠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成功得到五常法認証後，其他八個車廠都爭
相與何東樓車廠進行經驗交流，同事們再將訓練所得的五常法知識，加上何東樓
的寶貴經驗及有用資料，大力在自己的車廠推行。在同事同心，同德的努力耕耘
下，我們各廠終於在2010年六月，短短一年時間，都成功驗証，成為全球首間鐵
路車輛維修組織取得五常法驗証証書。雖然在實施的過程中遇到不同的挑戰及困
難，但同事抱着公司四個信念《優質服務》《互敬互重》《創造價值》《勇於進
取》的精神都一一跨越，所付出的都是絕對值得的。當同事親身體驗到五常法對
他們帶來實質的幫助，就肯定了推行五常法所給予的福祉。

其實，各員工都認同，推行五常法後，除了工作環境獲得明顯改善外，我們
察覺到在實施的過程中，同事之間增強了溝通和發揮了團隊精神。而且，同事也
鍜練了自律精神，對我們安全、維修品質和效率都有起着重大的推動力，將我們
列車的表現驅向更高峰。

我深深希望我們的自律專業操守精神，能繼續發光發熱，為香港鐵路的發展
作出更多創新的貢獻，將五常法的管理精神，常組織、常整頓、常清潔、常規
範、常自律，繼續發揚光大。

最後，我謹祝五常法協會不斷發展及進步，幫助更多的機構推行五常法，從
而令到香港能持續發展。多謝各位。

港鐵鐵路車輛經理  博士 李家潤

香港五常法協會 第十四屆會員大會 暨發表大會

何主席、各位五常法協會董事、

各位嘉賓：

能夠以一個建造工程專業

人員的身份，參加五常法協會的

第十四屆會員大會，實在是我的

榮幸。房委會是全球最大的業

主，轄下的出租公屋單位超過

7 0 0 , 0 0 0 個 ， 居 屋 單 位 超 過

100,000個，加上每年平均有

30,000個新建單位竣工，房委

會對優質的房屋建設日益重視。

房 委 會 在 1 9 9 3 年 推 行

ISO9001品質管理制度後，隨

即引入一系列新措施，藉此提高

建 築 的 質 素 和 效 率 ， 又 在

2009年推行ISO14001環保管

理制度及OHSAS18001職安健管理制度後，加强承建商對環保及職

安意識的要求。

在此，我們期望承建商竭力為市民提供優質建築樓房。要提供優

質建築，必先從個人開始，而五常法正是提高個人品質、安全及環保

標準的有效途徑。香港房屋署在當時房屋署副署長帶領下、已率先業

界在內部推行五常法，更先後在1996年8月、12月及1997年5月進行

一連串的五常法工作坊，令到保養處及建築處近200位同事能學以致

用，不單只自己得益，更有機會介紹給承建商藉以提升管理成效。

建造行業非常複雜，任何單一的建造工程，往往都牽涉很多不同

的專業和工種，影響到各方面的利益和社會上多個階層，要在這個揉

合嶄新科技及古老傳統的行業裡推行一種新的文化，真是談何容易。

雖然房委會為了推動業界提高品質水平，不惜工本地製作了一系列的

『優質安全施工』小冊子，免費提供給同業參考，但為何還要選擇挑

戰舊有觀念，嘗試引入五常法，以求改變『地盤』施工管理上的陋

習。

建造業一向給人一個守舊、粗魯、高危、污染、滋擾、管理混亂

及合約糾紛重重的印象。建築『地盤』，令人望而生畏，普通市民更

是敬而遠之，一般父母，若非不得已，都不會希望自己的子女從事環

境惡劣的『三行』工作。反觀行內人士，則對這種不良情 習以為

常，慣性地以為建築『地盤』本來就應該是這樣的，好像非此則無法

顯示有足夠的『三行仔』本色及猛男氣概。要改變這種錯誤的建造文

化，我們必須要有一套有效而易於實行的工具。五常法簡單易明，沒

有繁雜晦暗的條文，沒有永遠填不完的表格。雖然有點像老生常談，

但實際上『五常法』宣揚的，根本就是日常生活的好習慣。

很高興見到何主席，首創了50點簡單易用的五常法，我們選擇了

在『地盤』上採用五常法，通過推行夥伴合作計劃的同時，與所有工

程參與者，群策群力，將『地盤』管理得井井有條，各類機械，工具

和物料的擺放，做到有『名』有『家』，大大地改善了施工環境，提

高了品質及安全系數，亦培養5-R概念及『單一是最好』的環保意

識，各工作夥伴一 同心同德，徹底地改變了本港的『三行』文化，

成績是有目共睹的。

為了加深建造從業員對五常法的認識，為了促進經驗上的交流及

集思廣益，我誠懇地希望本屆的會員大會，能夠透過全面推廣五常

法，為建造行業文化的更新，帶來一股積極的動力；為香港的繁榮和

進步，作出寶貴的貢獻。

嚴小玲女士 - 房屋署助理署長(工務) 

[房屋署副署長(發展及建築)代表]

2012年8月18日

李家潤
嚴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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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五常法協會 第十五屆會員大會 暨發表大會

2013-7-27
十五 十六 

何 主 席 、 各 位 五 常 法 協 會 董

事、各位嘉賓：

何主席曾向我透露，協會

會員大會十五年來，我是首位

從大陸而來的主禮嘉賓，本人

在此，深表榮幸。

其 實 我 對 何 教 授 並 不 陌

生，2002年在澳洲墨爾本皇

家理工大學時第一次獲他邀請

為主要文章發表者時，已深表

敬意，何教授能從一位海外學

者，以主席身份非常成功地帶

領 約 來 自 全 球 2 8 個 國 家 的

160位發表者及近100位聽眾

作三天的學術會議，實為中國人的光榮。

有見及此，我對何主席的領導能力深信不疑，更多次邀請他

在我校中山禮堂演講，每次來自業界的高管，將三百多個座位廹

得座無虛席。而事實證明，香港五常法協會，無論在參與機構、

人數及服務內容都屢創高峰，故我校(廣州中山大學) 亦於十年前

頒發了一個「卓越企業管理桂冠教授」榮譽給他。

最近，由本人所創的「中山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屬下之

「中大管理咨詢有限公司」亦與貴會簽下協議書，將由何教授所

創的「五常法」及「精益五常」這對管理孖寶，經由我們150人

的顧問團隊大力推廣，以造福廣東一帶企業。

對於何教授榮獲「中國商務部流通產業促進處」委託，在針

對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大提倡之「厲行節約、反對浪費」重要批

示，以「五常法」及「精益五常」為基礎，編寫「綠色企業開源

節流管理系統」行業標準，本人亦引以為傲，更希望能藉著我們

的合作平台，將協會理念推到全廣東省每一角落。

現時廣州的總產值已非常接近香港特區(人均GDP是中國首

位)，有專家估計在2015總產值便可超越香港(Google: GDP)，

但本人認為對於企業管理還有一段距離，這點也是港人藉得驕傲

及堅持的。在這重點競爭優勢上，五常法可記一功，願貴會在我

們共同努力下，更上一層樓，為港為國出一分力量及貢獻為盼。

中山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總監

中大管理咨詢有限公司首席顧問

教授吳能全

香港五常法協會 第十六屆會員大會 暨發表大會

2014-7-26 

何主席、各位協會董事、各位

嘉賓、各位五常之友午安。

我非常高興和榮幸獲得五

常法協會邀請出席今天的會員

大會，亦有幸可以與各位行業

先進，藉著今天的聚會，一起

分享推行五常法的成果。

過往十五年，在香港五常

法協會大力推動下，在中港台

澳星馬，已有過千過企業單位

取 得 成 功 認 證 。 很 多 行 業 翹

楚，都取得優異成果，例如：

製造業的互太紡織、建築業的

香港房屋協會、醫療界的香港

醫院管理局、教育界的香港理工大學、服務業的雪肌蘭美容健康食

品、公共事業的港鐵及香港政府的公務員培訓處等。至於飲食業，

更是深入民心。

五常法是幫助業界有效地達到五大目標，就是SHQPI，即是安

全、衞生、品質、效率及形象。其實這五大目標適用於任何行業，

每個行業在應用這五大目標時，可因應本身行業的特性而針對不同

重點，例如飲食業則特別注重食品的衞生及從業員的安全。

我一直深信，業界透過知識及服務水平的提高，比任何法例的

規範更有效益。我舉例，防範食物中毒事故，便是近年飲食業界致

力推動的工作，從業員也理解到食物必須妥善處理，但鑑於許多事

故都是因為食物本身受到環境污染而引致，故業界必須對食物污染

源頭加深認識，以避免在有問題的地方採購食物。

除了環境衞生外，業界亦同樣關注工作環境的安全。自九九年

五常法開始引入本港後，飲食業的工業意外數字亦開始逐漸減少，

由當時的一萬三千多宗，至2013年減少了一半至六千多宗。不過，

飲食業的工業意外數字仍然在各種主要行業中排行第二高，這正好

叫飲食業不要自滿，需要繼續改善。

何教授推廣五常法的努力，大家有目共睹，我亦相信，隨著企

業管理愈趨完善，服務質素必然提升，巿民亦會受惠。最後，祝各

行業先進，業務蒸蒸日上，人人身體健康。多謝大家。

大家樂集團主席 博士 主禮講辭陳裕光

陳裕光

香港五常法協會 第十七屆會員大會 暨發表大會

2015-8-1 
十七 十八 

何主席、各位協會董事、各位

嘉賓、各位五常之友午安。

我非常高興和榮幸獲得五

常法協會邀請出席今天的會員

大會，亦有幸可以與各位行業

先進，藉著今天的聚會，一起

分享推行五常法的成果。

自從前任職訓局執行幹事李愕

教授在16年前在貴會創刊號勉

詞：「協會推廣有良方、五常

法盡顯曙光」，在香港五常法

協會大力推動下，在中港台澳

星馬，已有過千過企業單位取

得成功認證。很多行業翹楚，

都取得優異成果，例如：製造業的互太紡織、建築業的香港房屋協

會、醫療界的香港醫院管理局、教育界的香港理工大學、飲食業的

稻香集團、服務業的雪肌蘭美容健康食品、公共事業的港鐵、以及

香港特區政府的公務員培訓處等。在各行各業，深入民心，可謂如

日中天。

五常法是幫助業界有效地達到五大目標，就是SHQPI，即是安

全、衞生、品質、效率及形象。其實這五大目標適用於任何行業，

每個行業在應用這五大目標時，可因應本身行業的特性而針對不同

重點，例如飲食業特別注重食品的衞生及從業員的安全，建築業則

特別注重工業安全及建築質素、等。

我一直深信，業界透過知識及運作水平的提高，比任何法例的

規範更有效益。正因如此，我特别喜見協會現正大力推廣五常法的

升級版「精益五常」，領航業界甚樣有效地開源節流。這項管理重

點，正好為本港業界的嚴峻人手短缺，提供了一套可行又實用的具

體方案。

除了舒適的工作環境衞生外，業界亦同樣關注工作的安全。自

2009年五常法開始引入本港後，飲食業的工業意外數字亦開始逐漸

減少，由2010年的一萬三千多宗，到2013年減少了一半至六千多

宗。而被認為最高危的建造業工業意外數字亦大幅減少，由2010年

的九千二百多宗，到2013年減少了三分之二至三千一百多宗。五常

法對工業安全所作出的貢獻，實在功不可沒。

香港五常法協會推廣五常法的努力，大家有目共睹，我亦相

信，隨著企業管理愈趨完善，服務質素必然提升，巿民亦會受惠。

最後，祝各行業先進，業務蒸蒸日上，人人身體健康。多謝大家。

最後，我謹祝五常法協會不斷發展及進步，幫助更多的機構推

行五常法，從而令到香港能持續發展。多謝各位。

職業訓練局主席  博士(SBS, JP)陳鎮仁

香港五常法协会 第18届会员大会 暨发表大会

2016-10-22

何主席、各位协会董事、各位

嘉宾、各位五常之友午安。

我非常高兴和荣幸获得五

常法协会邀请出席今天的会员

大会，亦有幸可以与各位行业

先进，借着今天的聚会，一起

分享推行五常法的成果。

自从十七年前香港五常法

协会大力推动下，在中港台澳

星马，已有过千过企业单位取

得成功认证。很多行业翘楚，

都取得优异成果，例如：制造

业的互太纺织、建筑业的香港

房屋协会、医疗界的香港医院

管理局、教育界的香港理工大学、饮食业的富临集团、服务业的雪

肌兰美容健康食品、公共事业的港铁、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的公务员

培训处等。在各行各业，深入民心，可谓如日中天。

五常法是帮助业界有效地达到五大目标，即是安全、卫生、质

量、效率及形象。其实这五大目标适用于任何行业，每个行业在应

用这五大目标时，可因应本身行业的特性而针对不同重点，例如饮

食业特别注重食品的卫生及从业员的安全，医养界则特别注重职业

安全及医养质素、等。

我一直深信，业界透过知识及运作水平的提高，比任何法例的

规范更有效益。正因如此，我特别喜见协会现正大力推广五常法的

升级版「精益五常」，领航业界甚样有效地开源节流。这项管理重

点，正好为本港业界的严峻人手短缺，提供了一套可行又实用的具

体方案。

除了舒适的工作环境卫生外，业界亦同样关注工作的安全。自

2009年五常法开始引入本港后，饮食业的工业意外数字亦开始逐渐

减少，由2010年的一万三千多宗，到2013年减少了一半至六千多

宗。而被认为最高危的建造业工业意外数字亦大幅减少，由2001年

的九千二百多宗，到2005年减少了三分之二至三千一百多宗。五常

法对工业安全所作出的贡献，实在功不可没。

丰盛集团是在香港上市的多元化企业，战略定位为全球领先的

大健康生活服务商。发展理念为打造医护养生业务的核心平台，能

够与五常法现场优质环境配合，可谓相得益彰。

香港五常法协会推广五常法的努力，大家有目共睹，我亦相

信，随着企业管理愈趋完善，服务质素必然提升，巿民亦会受惠。

最后，祝各行业先进，业务蒸蒸日上，人人身体健康。多谢大家。

丰盛控股联席首席执行官 先生邓小雄

陳鎮仁 邓小雄 1918



香港五常法協會 第十九屆會員大會 暨發表大會

2017-11-16 
十九 二十 

何主席、各位協會董事、各位

嘉賓、各位五常之友 大家好：

我非常高興和榮幸獲得五

常法協會邀請出席今天的會員

大會，亦有幸可以與各位行業

先進，藉著今天的聚會，一起

分享推行五常法的成果。過往

十八年，在香港五常法協會大

力推動下，在中港台澳星馬，

已有過千過企業單位取得成功

認證。很多行業翹楚，都取得

優異成果，例如：製造業的互

太紡織、建築業的香港房屋協

會 、 醫 療 界 的 香 港 醫 院 管 理

局、教育界的香港理工大學、服務業的雪肌蘭美容健康食品、公

共事業的港鐵及香港政府的消防署等。至於飲食業，更是深入民

心。

五常法是幫助業界有效地達到共通的五大目標，就是安全、

衞生、品質、效率及形象。但每個行業在邁向這五大目標時，可

因應本身行業的特性而針對不同重點，例如飲食業則特別注重食

品的衞生及從業員的安全。

我一直深信，業界透過知識及服務水平的提高，比任何法例

的規範更有效益。我舉例，防範食物中毒事故，便是近年飲食業

界致力推動的工作，從業員也理解到食物必須妥善處理。除了環

境衞生外，業界亦同樣關注工作的安全。自1999年五常法開始

引入本港後，飲食業的工業意外數字亦開始大幅減少，由當時的

一萬三千多宗，至2016年的五千宗。不過，飲食業的工業意外

數字仍然在各種主要行業中高居榜首，這正好叫飲食業不要自

滿，需要繼續改善。

稻香集團於2002年成功獲得五常法認証，成為全球第一家

認証的中式酒樓集團，「三優」是我們的經營策略，所謂「三

優 」 包 括 了 優 質 出 品 、 優 質 服 務 及 優 質 環 境 ， 但 要 做 好 「 三

優」，一套完整的工作流程及環境管理是必須的。

推行五常法令推行「三優」達到理想的效果，特別是在出品

及環境兩方面。從出品方面來說，因為有了先出先入、高低存量

的標籤，任何人都懂得如何存放，可以保持食材的新鮮度外，又

可以減少浪費食物。而在環境的維護上，五常法更加功不可沒，

「一就是最好」令到所用的物品減少，增加了空間感。同時，五

常法提倡專人專責，每個崗位都有負責人，管理者容易掌握事情

進度及作出跟進。

在過往的經驗中，要推行五常法並不難，如何持續執行才是

重點，而作為管理者的，必須以身作則。而本人最高興的是，很

多前線員工曾對我說：在稻香最大得益是「學識了五常法」。何

教授推廣五常法的努力，大家有目共睹，我亦相信，隨著企業管

理愈趨完善，服務質素必然提升，巿民亦會受惠。最後，祝各行

業先進，業務蒸蒸日上，人人身體健康。多謝大家。

現代管理(飲食)專業協會會長及稻香集團主席

博士鍾偉平

香港五常法協會 第二十屆會員大會 暨發表大會

2018年12月29日 

何主席、各位協會董事、各位

嘉賓、各位五常之友 大家好：

我非常高興和榮幸獲得五

常法協會邀請出席今天的會員

大會，亦有幸可以與各位行業

先進，藉著今天的聚會，一起

分享推行五常法的成果。過往

十九年，在香港五常法協會大

力推動下，在中港臺澳星馬，

已有過千企業單位取得成功認

證。很多行業翹楚，都取得優

異成果，例如：製造業的鶴山

安柏電子、建築業的香港房屋

協會、醫療界的香港醫院管理

局、教育界的香港理工大學、服務業的則仁中心、金融界的恒生銀

行，公共事業的港鐵 及 特區政府的消防署等。

五常法是幫助業界有效地達到共通的五大目標，就是安全、衞

生、品質、效率及形象。但每個行業在邁向這五大目標時，可因應

本身行業的特性而針對不同重點，例如飲食業則特別注重食品的衞

生及從業員的安全。

我一直深信，業界透過知識及運作水準的提高，比任何法例的

規範更有效益。正因如此，我特別喜見協會現正大力推廣五常法的

升級版「精益五常」，領航業界甚樣有效地開源節流。這項管理重

點，正好為本港業界的嚴峻人手短缺，提供了一套可行又實用的具

體方案。

回想在協會成立以初，本人在位於工業署當副署長時，曾支持

政府批核撥款支援五常法協會的成立。而在當社署署長時，亦喜見

何教授親自督導社署一些部門推行五常法，藉以提升工作效率，減

少市民的輪候時間，和提升服務質素等，成效為廣大市民樂於見

到。

香港五常法協會推廣五常法的努力，大家有目共睹，我亦相

信，隨著企業管理愈趨完善，服務質素必然提升，巿民亦會最络受

惠。最後，謹祝各行業先進，業務蒸蒸日上，人人身體健康。多謝

大家。

梁建邦教授

香港銀紫荊勳章，

英國皇家人文工商學院榮授院士，

前：助理財政司，工業署副署長，副運輸司長，

社會福利署署長，香港政府駐倫敦總代表

鍾偉平

梁建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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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偉豪博士
前立法會議員
評議會主席

梁德華先生
互持也香港
董事總經理
評議會顧問

曾雪麗校長
曾雪麗芭蕾舞學院

校長
評議會顧問

陳旭球教授
香港品質管理協會

名譽會長
評議會顧問

柯廣輝先生
柯廣輝律師事務所

執業律師
評議會顧問

林聞深先生
林聞深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評議會顧問

張堅庭先生 
著名導演

評議會顧問

李灌強教授 
企業培訓協會總監

評議會顧問

蔡明峰先生
One Concept Group

執行總裁
評議會顧問

楊澍人教授
香港房屋協會
前項目總監
評議會顧問

陳永安先生
太興環球發展
董事總經理
評議會顧問

馮肇基先生
藝達印刷

董事總經理
評議會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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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汪浩 副主席先生：
海皇國際有限公司執行董事

何曉輝 董事醫生：
-醫護推廣

香港急症科醫學院前主席

周國英 董事先生：
-餐飲業推廣
稻苗協會會長

黃惠儀 董事小姐：
-環保事業推廣

泰信三環節能設備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陳  紅 董事小姐：
-中國大陸推廣

深圳五常改善企業管理顧問董事經理

何廣明 創會主席教授：

亞太卓越企業標準協會創會主席

梁廣泉 董事先生：
-會員事務

星馬國際有限公司 董事

楊潤基 董事先生：
-餐飲業推廣

富臨集團營運總裁

黃楚清 董事先生：
-大陸餐飲業推廣

上海天天漁港董事長

吳明遠 : 董事先生
金融界推廣

利保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董事長

榮譽白金+ 金帶成員

榮譽白金 + 金帶成員

香港五常法協會 榮譽白金帶同賀廿周年

香港五常法協會 榮譽金帶同賀廿周年

P08 ~ 梁建邦
英國皇家人文工商

學院~榮授院士  
( )全球宏楊五常法

P09 ~ 何曉輝
香港急症科

醫學院~前主席
( )醫護推廣五常法

P11 ~ 李遠康
翠華集團~主席  

( )港式餐廰五常法

P12 ~ 袁志明
太興飲食集團~執行董事  

( )太興環球五常法

G68 ~ 連志堅
Grand Dynamic 

Builder (Mal.)~HoP 
( )綠色五常~CG5S

G69 ~ 黃惠儀
泰信三環節能設備

~董事總經理 
( )環保五常

G70 ~ 馬哲
深圳市投控物業

管理產業園~總經理
( )物管五常

G71 ~ 陳艷華
伊利沙伯醫院~資深護師 

( )醫護五常

G73 ~ 鍾心明
鶴山安栢電路版廠

~品質部副總裁 
( )優質五常

G74 ~ 胡國楝
瀋陽天資教育集團

~董事長 
( )幼兒五常

G75 ~ 王麗娜
廣州市白雲區

山水庭苑幼稚~園長 
( )幼教五常

P10 ~ 譚偉豪
權智(國際)主席
+ 前立法會議員  

( )高新科技五常法

G76 ~ 李劍雄
港鐵車務處鐵道車輛

維修部 工場主管~
( )港鐵五常

G77 ~ 吳金通
東展醫藥有限公司主席

( )醫藥五常

G72 ~ 王德明
廣州幼本教育投資

~總經理 
( )教育五常



1987年5月

1993年10月至
1994年3月

1994年12月

1997年2月

1998年4月至
2000年3月

1999年5月

1999年7月至
2000年1月

2000年3月

2000年6月

2000年11月

2001年7月

2001年12月

2002年6月

2002年7月

2002年12月

2005年4月

2005年10月

何廣明以首位香港榮獲亞洲生產力組織押川研究員身份，參觀24家日本機構，體會到日式5S之奧妙。

何博士被亞洲發展銀行邀請，成為馬來西亞政府首位品質專家，全球首創「5-S」五十點，並在馬來西
亞全國推廣。

香港政府工業署邀請何博士從英回港作公開「五常法」講座，並培訓來自不同行業的約500人。

香港政府工業署邀請何教授贊寫全球首本「五常法」書，共85頁A4，全彩色印刷。

在98-00年受工商業支援資助($4.6m)計劃委任推行香港五常法運動，培訓來自不同行業的2,500人，
成為五常法審核領袖(綠帶)，現已培訓超過30,000人。

香港五常法協會成立

優質教育基金資助$460K，培訓來自80間中、小、幼的250名老師/校長，並在十間學校內推行五常
法，成效顯著。

海皇國際有限公司成為全球首間五常法認證機構。

香港五常法幼稚園 暨 國際幼兒中心 成立，並在同年11月成為全球首間五常法認證教育機構。

日資互持也香港有限公司成為全球首間五常法認證工廠，並將「五常法」引入日本母公司。

五常法審核師(藍帶)A-1班: 以後每半年開一班。

香港房屋協會–協興建築有限公司成為全球首間五常法認證建造業機構。

稻香集團有限公司(中國)成為全球首間五常法認證酒樓。

鶴山安栢電路版廠有限公司成為國內首間五常法認證工廠。

瑪嘉烈醫院成為全球首間五常法認證醫院。

全球首創「五常六式碼法(綠帶)工作坊」。

為稻香集團(香港)成功勇奪「亞太卓越服務大獎」。

舉辦首屆「亞太卓越企業標準大獎」，共有四家卓越機構及七位品質專家得獎，香港房屋協會勇奪亞太
卓越企業標準大獎。

與改善管理的始創人今井正明簽約作為期一年的「改善管理」在香港及中國推廣，除有80會員參加培
訓外，並到三家製造業與三家服務業作現場指導。

何教授全球首創「精益五常」五十點，並舉行【精益五常】審核領袖(綠帶)培訓課程，現已培訓超過
1,000人。

配合食環署對各食物業最新推行之考獲ISO 22000認證豁免計劃，舉行ISO22000 食品安全管理系統
（FSMS）內部審核員培訓課程，已培訓超過200人。

海皇國際有限公司成為全球首間推行「精益五常」企業。

香港五常法協會十週年慶典會員大會

在兩年間受工商業支援資助($1m)計劃委任推行食品安全運動，培訓來自飲食業的1,600人，成為食品
安全管理系統（FSMS）內部審核員。

舉辦第二屆「亞太卓越企業標準大獎」，共有七家卓越機構及11位品質專家得獎，卡爾瑪(亞太)勇奪亞
太卓越企業標準大獎。

與「欣葉集團」結盟，在台灣推廣飲食業五常法。

舉辦第三屆「亞太卓越企業標準大獎」，共有六家卓越機構及11位品質專家得獎，伊利沙伯醫院勇奪
亞太卓越企業標準大獎。

舉辦第四屆「亞太卓越企業標準大獎」，共有五家卓越機構及12位品質專家得獎，香港房屋署建築及
馬來西亞 UNITEN大學勇奪亞太卓越企業標準大獎。

舉辦第五屆「亞太卓越企業標準大獎」，共有五家卓越機構及10位品質專家得獎，馬來西亞國家工研
院 SIRIM勇奪亞太卓越企業標準大獎。

榮獲「深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委託，在針對習近平總書記提倡之「2015国家食品安全法」重要
批示，以「五常法」為基礎，參與編寫「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行業標準，在2017年發表。

自從房協在2001年將五常法引入建築合約條款後，各大承建商紛紛推行五常法，結果是本港建造業工
傷意外從當年的9,200宗下降了六成到2017年的不足3,700宗，五常法對減少建造業意外實功不可沒。
在大馬亦有著同樣效果，當地五常法認証的地盤全部拿到「五星级 > 85%」，其中GDB拿了全馬10年
前到今最高的98%

2006年4月

2006年8月

2007年8月

2007年9月

2008年3月

2008年6月

2008年11月

2008年12月

2009年8月

2010年11月

2012年2月

2015年8月

2016年5月

2017年12月

白金及金帶師+黑帶師同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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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金及金帶師+黑帶師同賀

香港五常法協會  同賀白金及金帶師

P-05 -- 溫秀嫻 G-046 -- 楊潤基P-06 -- 陳立文 G-022 -- 鄭浩源 G-031 -- 潘海天G-026 -- 黃慧卿

G-032 -- 鄧世璋 G-042 -- 郭偉強G-033 -- 袁志明 G-045 -- 林楊賢 G-048 -- 徐嘉韻G-047 -- 蔡鵬輝

香港五常法協會  同賀黑帶師

CA-071 -- Vicky Wan CA-124 -- 鄧杰 CA-141 -- 梁兆新CA-131 -- 麥柏衡 CA-142 -- 譚慕椿

CA-143 -- 林平樂 CA-144 -- 凌建橋 CA-176 -- 黃智文 CA-179 -- 張偉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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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 第十一屆

第十四屆第十三屆

第十二屆

第十六屆第十五屆

第十九屆

第十七屆 第十八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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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友對協會之心聲

金帶審核師(G-025)  先生陳英源
溫故創新，精益求精

恭祝香港五常法協會20周年會慶！

光陰荏苒，日月如梳，20年轉眼就過了。回望，有優有劣、有喜有悲，倒不如向前看。
可能很多人都沒想到，20年前時興的網絡即時通訊軟件ICQ，10多年後，漸被其他社交網絡
媒體所取代，煙歿於網絡洪流，永不翻身。

過去20年，五常法伴隨著各行各業，共同經歷香港大大小小的政治、經濟、網絡等重大
變革，卻仍然屹立不倒，想必有其不可取代的優勢。然而，這種優勢，是否能夠千秋萬代，
永續生存呢？

在這個網絡新世年代，社會不斷強調創新、環保，五常法是否也應考慮加入這些元素，
務求與時並進，甚至如當初般帶領著潮流，令到各行各業對五常法趨之若鶩。

金帶審核師(G-032)  先生鄧世璋
與五常法相遇於千禧之年……

那時候在報章看到有關五常法的報導，我有一種震撼的感覺: 為什麽當我們大人仍拘
泥於如何讓我們工作時有手尾時，受了五常法教育的幼稚園小朋友已自動自覺地把自己
脱下的鞋歸位。

自那時開始我便學習和教導五常法，在這多年的歷練，讓我深深感受到五常法在小
至中小企，大至大學堂，以至大型公共企業，在提高效率及職業安全健康方面也發揮
著實際而顯著的作用。

祝願 五常法協會蒸蒸日上

鄧世璋  敬上

黑帶審核師(CA-124)  先生鄧杰
我僅此恭賀香港五常法協會週年誌慶。多年來，香港五常法協會一直為社會各界提

供優質五常法管理領袖培訓，功績卓著，有目共睹。

過去二十年，香港五常法協會在推行優質企業管理培訓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在目前
知識型社會環境下，開辦不同程度的高質素課程，為社會作出重大貢獻。踏入第二十一
年，我謹祝香港五常法協會再創高峰，貫徹「溫故創新，精益求精」的精神，在未來創
造更輝煌的成績。

金帶審核師(G-041 )  女士袁群嬌
五常法是當今趨時的新派管理工具：結合了日本五常概念 + 思考引導 + 現場實際指

導，針對企業管理者經常面對的問題，引導各持份者，由心出發，使參與訓練者易於理解
和接受，和更有自信地實踐於工作環境，務求企業全員參與，各盡所能，各展其才，發揮
團隊精神，令業務 [抗衰老]，及因時制異，得以維繫與持續擴展。所以，五常法在香港各
大行業、中小型企業，政府各個部門及社會福利機構都深受歡迎，已經成功推行多年。

適逢本年是五常法協會二十周年會慶，在此恭祝協會業務蒸蒸上，更加發光發熱。

過往協會審核活動之客戶回饋意見

2018-6-1 深圳市正章乾洗有限公司
檢查認真仔細，五常知識專業到位，非常捧！ 感謝兩位老
師的付出和指導！

2017-10-24  金滿庭-荷里活
十分專業，令我們對五常概念更為了解，分析及細緻地方
十分稱識。

2017-7-24  皇室一號-九龍灣店
主審核師非常專業，邊審邊講解五常意識，對本店五常有
整體提升，副審核師亦非常認真提出本店不足。

2017-6-6  太興-淘大店
能清晰講解不足之處，提供改善方案，有效令各員工共同
改進，提高五常及安全意識，多謝教導。

2017-4-24 金滿庭-荷里活店
十分專業，獲益良多，感謝講解一切五常優良管理。

2017-3-9  譽宴-英皇道店
非常專業，好滿意。意見中肯，有利本店進一步提高意
識、工作能力。滿分!

2016-10-12 譚仔雲南米線-銅鑼灣謝斐道分店
分析非常好，對我們提點改善非常滿意。

2016-7-22  陶源酒家-尖東店
兩位考官都能正面指出店內的弊病及教育本人改善方式方
法，提供了寶貴建議及本集團作改善，做好五常及職安健。

2016-7-19 富臨漁港囍臨門-佐敦店
專業知識好，檢查細緻，意見提升好。

2016-5-27 靠得住-新都城
是次審核獲益良多，各部門主管及同事對五常認知加深很
多，會再加強各同事五常及食物安全意識，務求再做得好
並培訓新同事。

2016-4-20 靠得住-新都城
是次審核本店各員工對五常及職安有更深認識，上了寶貴
一課，會對是次評審員提出改善盡快修正，達至標準水平。

2015-7-23  炑八韓烤-太子店
非常滿意主審講解五常知識，令我們整體同事了解更多。

2015-7-21  陶源酒家-九龍灣店
本人對五常認識不多，經過今次審核令到我得益良多，兩
位審核師亦非常細心及五常意識很強。

2015-5-29  譽宴-信和廣場店
主審核師帶領下令員工清晰五常重要性，分析食物處理方
法及運用工具常識，提高員工對全店的衛生及個人衛生。

2014-12-26       新佛香食品有限公司
謝謝蒞臨賜教，不光是審核，還給了我們很多很好的建
議，謝謝!

2014-12-3  太興 – 北京萬壽路店
通過這次兩位審核師到店檢查，提醒到我們日後會注重各方
面的工作要到位，學到從「關注」到「追蹤」再「殲滅」

2013-12-11 翠華-尖沙咀店
是次評審有好多學習點，吸收很多經驗，加強各部門主管
團結性，對日後分店團隊發展有幫助。

2013-10-23  霸王山莊-尖沙咀店
兩位審核師均能表現教導及友善精神，亦能禮貌尊重本店，
希望下次再有機會指導。

2013-10-2   Paul Y. – Project H21
審核師能正確帶出需糾正的重點，有效減少重複犯錯的機
會及避免意外及錯誤發生。

2013-6-27  翠華-灣仔店
今次主審核師到場能建議我們有用的改善地方，加強了五
常認知，能提升我們在此感謝。

2013-5-22  海皇-旺角道店
主審核師有豐富的審核經驗，提出不少職安意識，及衛生
上的改善空間，通過審核令分店獲益良多。

2011-10-19   大會堂美心皇宮
具專業評審態度，友善親切，使評核得以順利完成。

2011-05-25   明愛元朗長者社區中心 – 天澤
過程中審核師給予本中心不少改善的意見，藉此表達多謝！

2011-05-27   香港扶幼會 – 盛德中心
審核師表現專業，在審核的過程中能提出正面可行的改善
意見。

2009-09-23   Campus Facilities – 西九龍
審核師有禮及有耐性講述五常，評審時態度及笑容非常好，
能幫助我們更了解五常對我們的好處及幫助。

2008-6-27   香港理工大學-體育部
感謝到場指導，專業、能提供有效及有建設性的改善建議。 3130

2007-2-8  香港消防處 – 屯門滅火輪消防局
局內各同事與審核師經過互相分享五常法經驗後，都感獲
益良多。

2007-1-11  房協 – 翠塘花園
考牌主任相當專業，能提供專業意見，提升本邨的五常效
用，持續改善具有很好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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鶴山安栢電路版廠有限公司成立於1987年，是一家早在90年代初期已把香港的線路板生產線遷

到並奠基國內發展的線路板生產商。在過去27年裡，安柏已為多家跨國公司提供服務，當中不止於

世界500強<財富雜誌>企業。集團現已有完善及足夠之設備，由生產雙面板到16層板–硬板，軟

板，以至軟硬結合板，現有生產線路板產能每月超過150萬平方英尺。

安柏結合了一套全面的品質體系，包括ISO 9001、ISO 14001、ISO/TS 169491和綠色合作

伙伴。在2002年並引入五常法管理，旨在加強各員工之團隊精神、提高安全意識水平、生產效率及

提升公司形象，以加強市場的競爭力，使公司能在同業中脫穎而出，成為全中國電路版行業之五常

法模範公司。本集團希望藉着香港五常法協會二十周年誌慶良機，向各業界總結一下我司五常法過

往十六年的耕耘成果。

鶴山安栢電路版廠有限公司

實例分享-1 實例分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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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太興飲食集團創立於1989年，憑藉創辦人陳永安先生揉合傳統與創新的經營理念，讓太興

由一間港式燒味快餐店，逐步拓展為今日譽滿華人社會的著名大型餐飲連鎖集團，令「太興出品」

成為優質食品的信心保證。 

集團極為重視企業管理及文化，率先於2002年引入「五常法」的優質管理模式，訂下高度規範

的生產流程，要求旗下員工嚴格監控每項產品的研發與生產過程，以提供顧客最優質安全的餐飲享

受。與此同時，除五常法外，集團亦非常重視員工的職業安全意識，故經常積極舉辦及參予各項社

區活動及職業安全比賽。適逢五常大會二十周年誌慶，特以表彰分享。

香港太興飲食集團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港鐵致力為香港提供安全、可靠及舒適的鐵路服務。港鐵植根香港，共營運十條客運鐵路

綫、一個輕鐵網絡、一條機場快綫並於2018年9月起營運連接中國內地的高速鐵路服務，每天的
總乘客量約580萬人次。 

每當談及品質管理，不少人只會關心文獻和記錄上的處理。事實上，在前線員工的日常工作
中，品質管理滲入於每個工作環節中，必不可缺。在日常的維修工作當中，由執行、處理，以至
最後的檢查都需要由品質管理開始。有見及此，港鐵於工作場所透過推行五常法及職安，讓團隊
有效率地處理複雜的工作，同時建立｢不斷改進｣的公司文化。

港鐵鐵道車輛維修部於2010年開始推行五常法，定立｢5-S工作試點｣ ，讓員工以多種方式體
驗並了解5-S改進項目的效果。 ｢5-S工作試點｣的目的是讓員工透過參與其中，認同理念並持續
執行。鐵道車輛維修部設有既定的5-S管理程序和工作指示，讓維修團隊有方向性地管理工作環
境，並由公司內部認可的檢查員，定期作出內部檢查及跨部門檢查，以達致｢不斷改進｣ 的公司
文化。

實例分享-3 實例分享-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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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前我通過一次學習的機會來到了香港，學習了如何使用五常法管理幼稚園，並且就在廣州市白雲區

山水庭苑幼稚園實施了五常法的管理，在實施五常法管理的過程中，也存在了很多的疑惑，很多時候幼稚園

給人的第一眼感覺都是色彩絢麗的，而且環境整潔、美觀；但仔細觀察之後，還會存在一些問題，如班級玩

具、材料擺放淩亂無序、雜亂無章等一系列問題都讓我們在管理幼稚園中存在很大的疑惑。

很有幸在今年一次偶然機會結識了五常法協會的王德明老師，也邀請了王老師來到山水庭苑幼稚園指

導，給予了我們很多的建議和幫助。例如建議我們將物品的擺放都做好標籤，將玩具收納在玩具盒中，也幫

助我們劃分物品擺放的區域，所有的資料都歸納進資料夾等，通過王老師的建議和幫助，現在教室裡所有物

品陳放有序，就連玩具及操作材料也排列得整整齊齊，所有物品按照標誌順序陳列，一目了然，除了對教具

管理大大提升外，小朋友也能從少學習到「常整頓」和「常自律」。以後我們會更加努力做到「常組織」、

「常整頓」、「常清潔」、「常規範」 和「常自律」。

廣州市白雲區山水庭苑幼稚園伊利沙伯醫院日間醫療中心
伊利沙伯醫院(伊院)於1963年啟用，是急症全科醫院，病床逾2,000張，職員約7,000名，提供

24小時急症室服務，共設15個臨床部門、3間專科診所及6間普通科門診診所，是全港的最大醫院。

此外，亦為各個臨床專科的病人提供高層次及高強度護理，在許多所設的臨床專科中，扮演著第三

層專介中心的角色，特別是癌症科、胸肺及心臟科、腦神經科、及愛滋病科。伊院的日間醫療中心

所提供的抽血服務，主要提供與各專科門診部門覆診的病人，醫療中心在推行五常法管理後，各處

物料存放有序、物品整齊清晰易見，能改善病人輪候抽血程序的流程，更可減少病人輪候抽血的時

間、加強病人抽血前的準備及減低員工的工作壓力，成效為員工有目共睹，亦因而惠及病人。

學習與實施“五常法”心得與體會

實例分享-5 實例分享-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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