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續經營管理系列

資訊科技行業新趨勢研討會
資訊科技業起革命
新概念成就大市場
隨著資訊科技普及，雲端技術的應用已成為
公司機構發展的新趨勢。
與此同時，資訊科技行業公司亦須建立「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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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持續管理及風險管理體系」，以幫助其於
各種嚴重事故，包括罷工、抵制、黑客入侵、
金融危機、大型流行病爆發或其他天災發生
前，預先做好防範措施；並在事故發生後，
採取有效應對方案以盡快恢復營運。

為了配合資訊及通訊科技企業對「永續經營」理念的高度關注，是次研討會
的講者，將與參加者分享與該理念相一致的雲端應用、「營運持續管理」及
創造力法則 (TRIZ*) 的知識與經驗。
*TRIZ（萃智）──系統創新方法（俄文：теории решения изобретательских задач 俄語縮寫「ТРИЗ」
翻譯為「發明家式的解決任務理論」，英文說法：Theory of Inventive Problem Solving，TIPS），可理解為發明式的
問題解決理論。三星（Samsung）、LG、英特爾、西門子、通用電器（GE）等均大力推薦。

研討會流程
2:00 – 2:10
2:00 – 2:10
2:10 – 2:45

登記
登記
簡介「營運持續管理及風險管理體系」
對資訊科技行業的重要性（講者：香港品質保證局）

2:45 – 3:05

個案分享（講者：富士施樂）

3:05 – 3:15

茶點時間

3:15 – 4:00

簡介雲端技術的應用及最新技術（講者：Compass）

4:00 – 4:10

個案分享（講者：Compass）

4:10 – 4:20

小休

4:20 – 5:20
5:20 – 5:30

支持機構

如何在企業內部構建創意文化及
簡介創新創意工具（TRIZ）的應用（講者：香港創新學會）
答問環節

媒體贊助

場地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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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詳情
日期
時間
地點

2014 年 7 月 11 日
2:00pm – 5:30pm
Training Room 1-3, Level 3, Core F, Cyberport 3

對象
語言
費用

資訊科技行業的中層及高層管理人員
廣東話
HKD 400

香港品質保證局、Compass、富士施樂、數碼港的公司客戶及香港創新學會的會員
均可獲贈 2 張免費門券

報名及查詢
王先生 / 區小姐
電話
2202 9395 / 2202 9370 / 2202 9111（總機）
傳真
2202 9222
電郵
anson.wong@hkqaa.org / lucy.au@hkqaa.org
#

Please make cheque payable to “Hong Kong Quality Assurance Agency” and send it together with this form to:
Hong Kong Quality Assurance Agency, 19/F., K. Wah Centre, 191 Java Road, North Point, Hong Kong

Fax No: 2202 9222 / Email: anson.wong@hkqaa.org / lucy.au@hkqaa.org

【回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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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女士)

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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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女士)

職銜:
電郵:

(先生/女士)

電話:
*備註：

職銜:

電郵:

電話:
出席者二:

電話:

職銜:
電郵:

一、成功報名人士將獲發確認信通知。

二、本活動將不提供出席證書。

三、如要求索取出席紀錄信，本局將收取行政費用

Please note that the above information may be used by HKQAA for process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eminars, and for any other purposes as stated in the Privacy Policy Statement. You may view the Privacy
Policy Statement of HKQAA from its website (www.hkqaa.org/cmsimg/privacy/statement.pdf). 上述資料將被香港品質保證局用於閣下登記研討會之用，以及用於本局在私隱政策聲明中所述之其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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