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39歲的陳家偉可算得上是年
輕有為。「家父早年在美國修

讀生化學並取得博士學位，了解健
康食品的益處，所以他每天會食用
健康食品，數十年來從不間斷。在
他的耳濡目染下，我對健康食品產
生濃厚興趣。」說起創業的源起，
陳家偉直言是受父親啟發。
陳家偉說，2000年前後，健康食品
流行趨勢逐漸明晰，消費者皆樂意食
用具功能性的食品，然而當時並沒有
針對亞洲人體質而設計的健康食品。
陳家偉認為，這個市場極具潛力，同
時自己家族一向從事實業，於是憑借
父親於生物科技方面的優勢，他選擇
健康有機食品來創業。

北上首店落穗 業績連增
隨着香港和深圳、廣州等內地城市

的聯繫日漸緊密，龐大的內地市場引
起了陳家偉的注意。「13億人口，
960萬平方公里土地，200多個大中城
市。」陳家偉直言，內地市場對於香
港創業者來說，是一個巨大的誘惑。
他列舉了一系列數字。
根據Frost & Sullivan報告，香港的

保健食品零售額由2011年的46億港元
增加至2015年的59億港元，複合年增
長率為6.7%。在內地，保健品零售額
從2011年的704億元人民幣增加到
2015年的1,183億元人民幣，年均複
合增長率為13.9%。數據顯示，2015
年內地的零售額已經是香港市場的20
倍，根據這個情況，預計2020年香港
市場的銷售額會是75億港元，內地會
是1,980億元人民幣，增長至香港市場
的26倍。
進軍內地成為創業過程中的必然一
步。第一步棋，他瞄準了廣州。「廣州
和香港距離較近，乘坐火車來往兩地，
方便快捷。而廣東的顧客也喜歡來港旅
遊，對香港的文化和產品十分熟悉。加
之廣東省發展成熟，有良好的發展潛

力，管理上也較容易。」陳家偉在廣州
建立了首批團隊，隨後在深圳等珠三角
地區鋪開，之後陸續北上，向上海和
北京等距離香港較遠的市場進發。前
年以來，隨着國家對「帶路」市場的
重視，陳家偉又借此東風，向東南
亞、中東等地區拓展市場。目前，全
球範圍內已經擁有了超過80家門店，
經營業績連續三年保持增長。

成功轉型電商 顧客更多
內地跨境電商近年來發展迅速，

「家得路」作為零售行業的一分
子，開拓電商業務勢在必行。在經
歷了實體門店的擴張之後，陳家偉
將目光投向了電商業務。「成功的
零售行業必須與時並進，跟隨市場
變化而發展。」據了解，「家得
路」進軍電商平台第一階段就入駐
了天貓、京東、蘇寧、一號店等四
家平台，目前跨境業務均錄得連續
三年高增長。
從香港出發，「家得路」一步步
走向了全國，進而走向了更多國
家。這得益於開拓內地市場所獲得
的信心，也得益於轉型內地電商平
台銷售的經驗。「國內幅員遼闊，
以實體店有效經營是相對困難，必
須透過網絡和成熟的物流才能有效
地接觸到各地的消費者」。
轉型電商的成功運作經驗給了陳

家偉信心，藉着國家「一帶一路」
戰略的東風，他又將「家得路」的
產品打入跨境電商平台，在東南
亞、中東和歐洲等地銷售。陳家偉
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網上銷售並
無國界之分，只要當地允許電商平
台，消費者即可在「家得路」的跨
境電商平台網站購物，配合線下推
廣，即O2O營銷策略，吸引到更多
顧客於網上購物。嘗到甜頭的陳家
偉表示，未來將集中利用網上平
台，進軍更多國際市場。

創業之初創業之初，，針對香港人工作節奏快針對香港人工作節奏快、、對食對食
品和保健要求高的特點品和保健要求高的特點，，陳家偉進行了市場陳家偉進行了市場
調研調研，，隨後推出了隨後推出了「「家得路家得路」」保健品系列保健品系列。。
由於做了充分的準備工作由於做了充分的準備工作，，產品甫一上市產品甫一上市，，
就贏得了好評就贏得了好評。。他隨即順勢設計出了更多產他隨即順勢設計出了更多產
品品，，直到種類足夠多時直到種類足夠多時，，他發現他發現，，與其在超與其在超
市賣貨讓超市分成市賣貨讓超市分成，，不如自己開一間舖不如自己開一間舖。。
20032003年年，「，「家得路家得路」」第一間專門店在香港面第一間專門店在香港面
市市。。開店的另一項功能開店的另一項功能，，就是更加清晰就是更加清晰、、準準
確地獲取顧客的反饋訊息確地獲取顧客的反饋訊息。。有了自己的店有了自己的店，，
他整日在舖裡與顧客面對面溝通他整日在舖裡與顧客面對面溝通，，詢問他們詢問他們
對產品的看法對產品的看法。。

SARSSARS爆發爆發「「因禍得福因禍得福」」
創業之路從來多坎坷創業之路從來多坎坷，，陳家偉也不例外陳家偉也不例外。。第第
一間專賣店開張不久一間專賣店開張不久，，就面臨就面臨SARSSARS爆發爆發，，街街
邊商店都是門可羅雀邊商店都是門可羅雀，，陳家偉面臨了又一次經陳家偉面臨了又一次經
營危機營危機。。不過也算是不過也算是「「因禍得福因禍得福」，」，當疫情得當疫情得
到控制到控制，，經受過病毒在全城肆虐經受過病毒在全城肆虐，，奪取不少人奪取不少人
生命的創痛生命的創痛，，香港人更加意識到生命可貴香港人更加意識到生命可貴，，進進
而愈發注重健康而愈發注重健康。「。「當時也有不少人到店裡詢當時也有不少人到店裡詢
問有無增強免疫力的藥品問有無增強免疫力的藥品。。因為不可能日日都因為不可能日日都
吃藥吃藥，，未病的時候未病的時候，，就要靠健康食品增強體就要靠健康食品增強體
質質。」。」不同於其他的保健品不同於其他的保健品，，陳家偉強調陳家偉強調，，

「「家得路家得路」」的產品確保原料全天然的產品確保原料全天然，「，「即使是即使是
美國的同類產品美國的同類產品，，也有不少含化學成分也有不少含化學成分。。但我但我
們運用萃取技術們運用萃取技術，，從天然食品中提煉出所需的從天然食品中提煉出所需的
營養成分營養成分，，又有自己的技術團隊又有自己的技術團隊，，將產品不斷將產品不斷
優化優化。」。」
經過多年發展經過多年發展，「，「家得路家得路」」集團已經擁有了集團已經擁有了
多於多於200200款天然健康食品款天然健康食品，，全都是自主在美國全都是自主在美國
研發和生產研發和生產；；同時也擁有一些品牌及專利成分同時也擁有一些品牌及專利成分
和臨床實驗證明有效的配方和臨床實驗證明有效的配方，，他的目標是每年他的目標是每年
推出推出2020--3030款產品款產品。「。「我們的產品可劃分為我們的產品可劃分為55大大
類別類別，，分別為孕嬰童分別為孕嬰童、、明眸護眼明眸護眼、、關節及骨關節及骨
骼骼、、成人健康及健康食品成人健康及健康食品。」。」

沿着鄭濟鈿所說的地址找尋到門店，各種燒臘被
整齊劃一地掛在明檔櫥窗內，讓人挪不動腳，

只想進店細細品味。明檔廚房可以清晰看見師傅的操
作過程，一根根完整的燒肉在師傅完美的刀工下，被
斬得大小均勻，因為表皮酥脆的緣故，在切的時候還
能看到四處飛濺的脆皮屑。
年關臨近，年廿九前客戶的烤乳豬訂單已經排滿，
鄭濟鈿正在店內忙得不可開交，「這批單不少是在福
州過年的香港人和廣東人訂的，香港人喜圖吉利，每
逢年過節上香拜神都會帶上乳豬燒臘，電影開機也喜
切乳豬圖吉利。」

為食客帶來老香港味
鄭濟鈿十幾歲去了香港，在好彩集團工作了逾30年。

退休後，他選擇回到故鄉福州。他笑言，回福州是種享
受。然而自天匠粵廚開業以來，鄭濟鈿基本都沒「享
受」過，每天在店裡呆足12個小時，事無巨細。

「我2015年回到福州，也嚐過很多間燒臘店，但
都沒有那麼正宗，不合香港人的味道，我吃得不大習
慣。」剛好覺得退休無聊，專業廚師做了30多年、
對燒臘有特殊情懷的鄭濟鈿決定自己開一間燒臘店。
「有個精神上的寄託。」鄭濟鈿頓了頓總結道。
鄭濟鈿的店面裝潢簡潔，明亮的黑色桌椅和牆面，
牆上掛着一些簡單趣味的粵語標語。相對起「不走
心」的裝修，鄭濟鈿表示，做走心燒臘，「精益求
精、真材實料、價格公道」更是他所追求的。
主廚黎興泉，是鄭濟鈿從香港酒樓帶到福州的，跟
隨他多年。鄭濟鈿指着牆上一張「法國國際廚皇會金
獎」的照片自豪地說，黎興泉還很年輕，但拿的獎已
掛滿一牆了。店內最受食客追捧的是深井燒鵝皇、脆
皮雞等精緻又美味的燒味，全部出自黎興泉之手。鄭
濟鈿表示，「廚師團隊和主要管理負責人均來自廣東
和香港，為的就是將那一抹傳統的老香港味帶給所有
食客。」

於本港起步 重顧客反饋

燒臘師傅技癢燒臘師傅技癢
福州食客有福福州食客有福

在香港，食客們總能看到燒臘店、糖水舖這般售賣

品種較單一的食店。因為多數的師傅都是一生專攻一

派，不斷精益求精。而位於福州倉山萬達的天匠粵廚

掌門人鄭濟鈿，正是這樣一位專注於港式燒臘的

人。年過五旬的他從香港酒樓退休後，回到故鄉福

州開店，為來自四面八方的食客們提供精緻的港式

燒味。 ■香港文匯報記者 蘇榕蓉 福州報道

從初到內地不適應文化語境，到現
在還算「如魚得水」，鄭濟鈿覺得多
用思辨的態度去了解香港、了解內
地，心態就會包容開放。隨着兩地人
才交流的不斷加強，港人也在關注內
地的發展機會。
鄭濟鈿笑言，福州招人比較困難，

相對會比較難找到自己滿意的。「兩地
還是有一些區別的，香港員工有生活壓
力所以更自覺一些，而不少內地人感覺
無生活壓力，所以沒那麼主動積極。」
「小細節、大智慧」，在開店細節要

求上，鄭濟鈿信奉「顧客至上」，「我
會去『遷就』客人，但是原則性的細節
我會始終如一地堅持。」鄭濟鈿解釋

道，「比如客人需要桌上增加生抽、陳
醋、醬等配料，我會叫員工馬上增加；
客人需要WIFI密碼公開，我會打印出來
貼在桌上……但是和我說燒臘切的專業
厚薄等，那些我有自己的嚴格標準。」

看重「小細節」信奉「顧客至上」

當被問及家人
是否支持自己開
店時，鄭濟鈿笑
着搖頭，「全家
人都反對。這個
歲數他們都想讓
我好好休息。」
但是開店三月有
餘，鄭濟鈿收穫
了不少認可和信
心。「不少在福
州工作生活的香
港人聞訊趕來嚐
過，和我說有種
回到香港的感
覺，他們開玩笑
說都可省一張回
港的機票錢，是
『那種吃過正宗
的味道』。」
除了獲得港人

朋友的青睞，鄭濟鈿自豪
地說，他也漸漸建立起和
內地客人及「老外」的信
任度。「前段時間還有一
個非洲朋友吃完第二次又
光臨了，再次見面跟老朋
友似的。」
「店剛開一個多月時，

就有五六個人聯繫我想加
盟，但被我婉拒了。」鄭
濟鈿覺得，堅持本心最重
要，目前只關注把一個店好
好經營下去。「開店容易守
店更難」，鄭濟鈿笑着說，
「酒香才能飄出巷子，我
不會放低品質要求，這樣順
風才能飄遠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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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家偉陳家偉（（左三左三））與港區天津市政協委員合影與港區天津市政協委員合影。。

■■來到內地後來到內地後，，
陳家偉體驗了很陳家偉體驗了很
多新事物多新事物。。圖為圖為
陳家偉在騎共享陳家偉在騎共享
單車單車。。

■■鄭濟鈿覺得鄭濟鈿覺得，，堅持本心最重要堅持本心最重要，，
目前只關注把一個店好好經營下目前只關注把一個店好好經營下
去去。。 香港文匯報記者蘇榕蓉香港文匯報記者蘇榕蓉攝攝

■■各種燒臘被整齊劃一地各種燒臘被整齊劃一地
掛在明檔櫥窗內掛在明檔櫥窗內。。
香港文匯報記者蘇榕蓉香港文匯報記者蘇榕蓉攝攝

■越來越多的「老外」客人青睞港式燒
臘的味道。 受訪者供圖

搶抓機遇搶抓機遇 陳家偉神州逐夢陳家偉神州逐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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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家偉陳家偉（（白衣白衣））創業得到創業得到
特首林鄭月娥的鼓勵特首林鄭月娥的鼓勵。。

任職政協建言獻策任職政協建言獻策
為年輕人北上鋪路為年輕人北上鋪路

說起數年來北上內地的收穫，陳家偉用
了「海闊憑魚躍」來概括。他說，來到內地
發展的這些年，學懂了各地文化差異及消費
者的購物習慣，亦了解內地和香港兩地不同
的商業模式。「內地地大物博，城市眾多，
又各有特色。各地的消費者都有不同的消費
習慣。相反香港較集中，兩地市場各有特
色。這些年學到不少，但『學費』也交了不
少，現仍處於學習階段。」陳家偉坦言，目
前內地的經營額僅佔「家得路」總經營額的
10%，未來內地市場還有無限潛力。
雖然開拓內地市場並不容易，但陳家偉

從未後悔來到內地發展。他告訴香港文匯報
記者：「最難得是累積了很多人脈和經驗。
更有幸擔任天津市政協委員，在內地參政議
政，為港青到內地發展建言獻策。以自己的
切身體會，為後來的香港年輕人鋪路。」這
讓他感到非常榮幸。
陳家偉多年北上發展的經驗讓他看到了廣

闊的機遇，他坦言無論地理上、環境上，目

前國家正在建設的粵港澳大灣
區，對於香港青年來說都有百年
難得的機遇，如果不抓住眼下的
機會，香港青年恐怕要錯失這一輪發展的先
機了。「從一個過來人的角度，我非常鼓勵
和支持青年人北上發展，因為國內市場充滿
潛力和商機，香港作為國際城市，在教育
上，讓我們擁有較大機會接觸外國文化，這
亦是香港青年的優勢，憑借這些優勢，配合
國家政策的支持，把握國內這個充滿潛力市
場的發展機遇。」

採訪美國家採訪美國家

得路天然健康有限公得路天然健康有限公

司主席兼行政總裁陳家偉不是一件容易的司主席兼行政總裁陳家偉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事，，多年的創業生活讓他習慣了忙碌多年的創業生活讓他習慣了忙碌。。參加展參加展

會會、、出差出差、、參加天津市政協會議……雖然多年來的工參加天津市政協會議……雖然多年來的工

作節奏一直緊張作節奏一直緊張而忙碌而忙碌，，將事業拓展到內地之後將事業拓展到內地之後，，

陳家偉的忙碌程度又翻了倍陳家偉的忙碌程度又翻了倍。。陳家偉經營的健陳家偉經營的健康食康食

品品牌品品牌「「家得路家得路」」門店已經拓展至門店已經拓展至8080多家多家，，新開拓新開拓

了電商業務了電商業務，，開拓了開拓了「「一帶一路一帶一路」」市場市場。。他的收穫和他的收穫和

成就感也一樣跟着翻倍成就感也一樣跟着翻倍。。 ■■文文：：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記者 何花何花 深圳報道深圳報道 圖圖：：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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