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冠肺炎疫情令百業待「救」，不少戶主

為填飽肚子，裝修意慾大減。室內設計行業

在限聚令和裁員潮下難免受到波及，加上公

私營房屋比例的轉變，室內設計公司老闆需

要變陣求出路，甚至親自到偏遠地方見客。

設計情報中心老闆陳禮善向記者分享他的

「抗疫」大計，除了改變工作模式，捕捉公

屋供應所需裝修浪潮，努力保持勤奮和正面

心態也相當關鍵。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梓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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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合作跟個案

室內設計師雖非直接面向地產市
道的行業，但難免要因應政策及市場
環境變化而作出適應。自特首林鄭月
娥上台以來，一直銳意解決本港市民
住屋問題，並將公私營房屋比例調整
至7:3，未來公營房屋供應量將大幅提
高。而室內設計師的主要客源亦由私
樓客，逐漸轉移至公屋客或居屋客。
陳禮善在近年亦已察覺到轉變，故

開始作出相應部署，不過他仍慨嘆，當
初錯過了公營房屋供應的第一波，現在
只好多下廣告爭取客源。陳禮善指，做
一單私樓客的室內設計的生意，訂單金
額介乎50萬至80萬元，而公屋或居屋可
能是10萬至50萬元，一個設計師以往平

均跟5單，現在可能是15單，不論是精
神狀態、見客次數都比以前不同，他坦
言「大家都好攰」。

4月份訂單量急升六成
他提到，公屋構件千篇一律，由於面

積限制，所以公屋的光源以單向為主，
所以最大的通病是採光不足，加睡房就
會阻礙到採光；而公屋多數採用「明
喉」設計，不過「明喉」外觀不佳加上
用料質素普通，所以多數要拆過再造，
變相增加裝修成本，令客戶陷入兩難，
「照用又唔係、拆咗佢又貴」。
眼見近年大量公屋及居屋落成，雖然

利潤少，但唯有「密食當三番」，增加

工作量來換取生意額的維持，「自己唔
變就會無客幫襯」。在疫情開始復甦
下，公司4月份接獲的訂單量錄得60%增
長，最少 50%都是來自公屋或居屋訂
單，更比起過去的20%佔比大增30個百
分點。
不過，人人都得一對手，單純增加工

作量並非長遠之策，所以陳禮善將旗下
設計師的工作模式作出相應的調整。他
解釋，以往室內設計師都是一人跟一個
項目，不過面對公私營房屋比例轉變，
要將一個項目的不同工序「拆開」，分
配予不同設計師負責。

面對疫情來襲，受考驗的並非單單商戶生
意，亦包括市民對應疫症的方法，包括各式各
樣個人防疫裝備，反映本港市民自我防疫意識
已大幅提高。大眾對室內設計行業的要求，除
了設計外觀上要符合心水之外，功能上亦需講
求實用，而部分室內設計公司亦主動求變，將
防疫功能融入其中。
陳禮善表示，家居一般常見的防疫重點在於U

型隔氣喉管及抽油煙機，而前者的防疫原理為以
長期儲水阻隔大廈排污系統的病毒細菌，除了改
裝喉管的個案之外，現時一般新式私人樓宇、公
屋及居屋大多都已裝有U型隔氣彎管，只要保持
喉管內長期儲水，防疫不是問題。

抽油煙機原是防疫重點
不過，最多人忽略的防疫重點就是抽油煙機，
陳禮善指，如非設計公司或裝修公司主動提供，

很多住宅也不知抽油煙機可以「防疫」。陳氏解
釋，抽油煙機的風管外一般為大廈天井位、污水
渠位，抽油煙機除了將室內空氣抽出，停開時也
有可能「回風」，由天井及污水渠而來的細菌病
毒便有可能透過抽油煙機的風管流入空內。
陳禮善稱，公司一般會主動為戶主在安裝抽
油煙機時加配單向活塞，防止「回風」，直言
這是「不用很多錢、但很有用」的做法；他又
提醒，業主切勿亂改廁所間隔，衛生問題最差
的多數是劏房，又或者改到一間屋很多廚所，
結果導致整個單位都是臭味，並且揮之不去。
陳氏又提到，現時也會有客戶向他查詢光觸

媒消毒。他指光觸媒在以前都有人要求使用，
但主要作用是為了消除甲醛，亦附帶有抗菌消
毒的效果，隨着全球肺炎疫情蔓延，光觸媒消
毒開始多人關注，而消毒費用大概 7,000至
8,000元。

與其他室內設計公司不
同，陳老闆旗下每間分店
都擺滿模型、公仔，每張
工作枱都充滿玩味及個人
特色，與一般室內設計公
司僅陳列產品相差甚遠，
陳笑稱「客戶嚟到好多時
都無嘢睇」。陳環顧四
周，說同事長時間在此工
作，他們是這裡真正的用
家，「佢哋做得開心就
得」，而裝修樣辦可以在
其他地方擺放或透過圖片
介紹，無需佔太多位。

陳禮善提到，自己身為
老闆，但自己家的裝修已
多年未有大執，色調略為
單一。他語氣略帶尷尬
說，若非今次疫情要在家
工作，自己亦不會「響屋
企執下嘢」、「整靚間
屋」，今次還為家裡的樓
梯走廊牆身及客廳改頭換
面，「加多啲色彩、感覺
精神啲」，而且有不少客
戶都跟他一樣，趁疫情下
在家時間增加，才有心情
大搞裝修。

面對疫情，個個老闆天天接近面癱，陳禮善卻滿滿
正能量。他說「人老精鬼老靈」，雖然未見過如斯環
境，但事前也會感覺到嚴重性，所以早在數個月前已
向公司同事作出「預警」，提早作出應變，例如在門
口安裝體溫探測器，讓客戶踏入門口時也會安心些。
他指，公司在市場中的份額大約2%，打算藉着2003
年沙士成功擴張的經驗，在疫情中再擴張，公司最近
亦頻頻落廣告，甚至計劃再物色人才。

身為老闆親自見客
陳禮善稱自己公司不屬於一線最受影響公司，「室
內設計不是一種衝動式消費，訂單不會一下子減少，
但說無影響又不可能，要生存最重要是應變能力」。
陳禮善雖身為室內設計公司老闆，但非常時期也要親
自開工，與記者面談當天早上便要入沙頭角見客，又
稱自己平時甚少去沙頭角。
室內設計往往涉及大銀碼訂單，因此需要與戶主詳
細面談，而今次疫情亦成為設計師的一個考驗。市民
減少外出，不論是Sell客或溝通均比以往更困難，因
此會在網上進行。陳禮善指，很多人不到最盡關頭也
不會迫出新方法，不過公司向來有在互聯網下功夫，
公司網站上資料較充足，反應也比同業快。他更特別
提到，「過年前加咗次人工，過年後又加咗次人
工」，加幅介乎2%-10%。
每間室內設計公司的設計理念及背景不一，有時候
差異也比較大，故商譽便成為室內設計公司的重要資
產。陳禮善指公司熟客不少，所以在兩個多月的疫情
期間也能保持生意額。他提到，非常時期下，公司不
能只以商譽留住客人，疫情的負面影響開始蔓延各行
業，打工仔或老闆會擱置裝修計劃，未來2-3個月會
是關鍵時期。

為應對「關
鍵時期」，即
使 生 意 無 大
跌，但陳氏指
公司都要減價
一兩成，變相
要 接 多 些 訂
單，而且客戶
群開始由私樓轉
變到公屋、居屋
客，同事工作量
增加了不少，但
亦同時加強設計
師之間的合作，
由多個設計師跟
進一個單位，改變過去由單一設計師跟進
單一個案的模式。

用「正能量」Sell客
陳氏提到，當日去沙頭角見客，其實
就是公屋客，而且該屋邨採用歐陸式建
築風格，是他見過最美的公屋。
戶主從事飲食業，被裁員時曾打算

擱置計劃，不過後來陳禮善運用他的
「正能量」Sell客，對戶主說「你工
作時間仲長過我，唔係咁樣停一停，
你邊有時間理間屋啊？香港人邊度
有得忍㗎，好快就會出去食嘢。你
裝修完間屋就開工㗎啦！」說畢，
戶主便笑了出來，裝修訂單亦如常
進行。

室內設計師疫市謀擴張

增接公屋居屋單增接公屋居屋單

利潤少不打緊 密食當三番

留家抗疫 才得閒整靚自己間屋
主動求變 為家居添防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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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增收工作，設計情報中心現改由多個設計師跟進一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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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
「2020 StartmeupHK 創業節」將於7
月6日至10日舉行，投資推廣署助理
署長吳國才昨表示，本港初創生態圈
在面對挑戰時依然保持強韌，去年本
港初創企業數目達3,184間，按年增
21%，從事初創企業的人數更增31%至
12,478人。他指，香港作為初創企業樞
紐的優勢惠及多個行業，而金融科
技、電子商貿、供應鏈管理與物流技
術等行業近年來均取得顯著發展。
吳國才表示，往績記錄顯示香港是
一個初創企業落戶、成長、開業和拓
展至其他市場的理想地點。初創企業
數目在2019年達3,184 間，按年增長

21%；更重要的是，從事初創企業的人
數於去年增加 31% 至 12,478 人。香
港作為初創企業樞紐的優勢惠及多個
行業，而金融科技、電子商貿、供應
鏈管理與物流技術等行業近年來均取
得顯著發展。他又引述投資推廣署關
於香港初創生態圈之調查結果，指本
港約三分之一的初創企業創辦人來自
香港以外的地區，首三大來源地分別
為美國、中國內地和英國。

創業節將移師網上
投資推廣署昨公布，今屆 Startme-

upHK創業節採取前所未有的安排，將
由實體活動全面改為虛擬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岑健
樂）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續
下，不少香港市民選擇在家
「避疫」渡過難關，減少社

交聚會，令相關行業的營運表現下滑。其
中，交友約會公司的營運受到一定程度影
響。香港婚活創辦人張惠萍早前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受上限為4人的「限聚
令」影響，公司有不少群體聚集活動需要
取消，令生意額較平常時期下跌了約三分
之一。
雖然疫情打擊營運表現，張惠萍強調，
現時公司沒有裁員，亦沒有強制要求旗下
員工放無薪假與提早放年假。她續指，公
司現時有逾10,000名客戶，疫情期間正好

讓員工透過電話與電郵等方法，更貼身地
跟進與了解的客戶最新情況，為日後的業
務發展作好準備。
目前，香港婚活提供單對單約會及

Speed Dating（極速約會），有超過20,000
個登記，早前更成功通過政府神秘顧客測
試，獲政府頒發 「香港工商業獎 - 顧客服
務獎」。張惠萍表示，為免公司的營運全
面冰封，疫情肆虐與「限聚令」生效期
間，公司增加了單對單的交流活動，例如
她們會與公司客戶們進行單對單諮詢活
動。「大家傾下偈，了解客戶的性格喜好
與需要，幫助他/她提升自信與社交技巧，
令客戶日後更易結識伴侶」。她續指，線
上與線下的單對單諮詢活動都可以提供，

視乎不同客戶的需要。

線上分享打扮護膚心得
香港婚活的另一位創辦人黃嘉如補充

指，公司於疫情期間會繼續與客戶及網民
互動，不論線上還是線下。她舉例，公司
曾與客戶及網民分享溝通、打扮、護膚與
化妝技巧，鼓勵單身男士與女士們於疫情
期間自我增值，充實自己，為日後的交往
作充分準備。
為了防止病毒傳播，張惠萍表示公司在
舉辦線下活動期間，會做足防疫措施，除
佩戴口罩與量度體溫外，還包括安排客戶
於地方較大的會議室進行交流，以及人與
人之間亦會保持約2米的社交距離。

投推署：去年港初創企業增21%限聚礙約會 香港婚活教客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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