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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簡介

黃子欣，太平紳士，五十三歲，偉易達集團主席兼集團行政總

裁，於一九七六年創立本集團，為集團聯席創辦人。黃博士持

有香港大學電機工程系理學士學位、美國麥迪遜威斯康辛大學

電機及電腦工程科學碩士學位及香港理工大學頒授榮譽科技博

士學位。黃博士為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主席以及創新科技委員

會成員，並兼任香港大學校董、東亞銀行、中港照相器材集團

有限公司及利豐有限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偉權，五十三歲，偉易達集團副主席，於一九八四年加入本

集團，並於同年成為董事。彼於加入本集團前，曾經營電子製

造服務公司達兩年及曾於一間電腦棋遊戲製造公司任職經理達

三年。彼持有加拿大卡加利大學電機工程系理學士學位。

錢果豐，GBS，CBE， JP，五十二歲，自二零零一年十一月起出

任集團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現為  chinadotcom corporation 之執

行主席及其子公司  hongkong.com corporation 主席。錢博士並擔

任香港㶅豐直接投資（亞洲）有限公司及地鐵有限公司之非執行

主席。彼為㶅豐控股有限公司、香港上海㶅豐銀行有限公司、

英之傑集團、利亞零售有限公司和九龍倉集團有限公司之董

事。公職方面，錢博士為香港／日本經濟合作委員會主席、廉

政公署貪污問題諮詢委員會主席及香港工業總會名譽會長及前

主席。錢博士並擔任非政府機構「匡智會」之會長，該會主要是

幫助一些智障的人士。錢博士曾擔任工業及科技發展局及香港

工業科技中心公司之主席。錢博士於一九九二至一九九七年被

委任為當時港英政府的行政局議員，亦於一九九七至二零零二

年六月獲委任為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會議成員。彼持有美國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之經濟學博士學位。錢博士於一九九

三年獲委任為太平紳士，一九九四年獲頒  CBE 勳銜，一九九

九年獲頒金紫荊星章。

馮國綸，OBE，JP，五十五歲，自二零零一年十一月起出任集團

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現為利豐有限公司之董事總經理。彼曾任

多項貿易公職，包括香港總商會及香港出口商會及太平洋經濟

合作委員會之主席。彼現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經濟及就業委員會

委員。馮博士持有普林斯頓大學工程學士學位及哈佛商學院工

商管理碩士學位，並獲香港科技大學頒授工商管理學榮譽博士

學位。馮博士為利亞零售有限公司、㶅豐控股有限公司、

chinadotcom 集團及中電控股有限公司之非執行董事。

田北辰，BBS，JP，五十三歲，自二零零一年十一月起出任集團

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現為縱橫二千集團主席。田先生於一九七

九年創辦G2000時裝零售集團。在此之前，田先生曾任職於美國

紐約美施百貨公司。田先生非常活躍於香港之社區事務，於多

個機構出任不同職位，包括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主席、

僱員再培訓局副主席、教育統籌委員會委員。田先生於二零零

一年十二月獲委任為九廣鐵路公司主席。

汪穗中， JP，五十三歲，自二零零一年十一月起出任集團之獨

立非執行董事。汪博士現任德昌電機控股有限公司主席及行政

總裁，並擔任香港金融管理局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委員、港美

商務委員會委員及香港總商會理事會成員。汪博士亦是香港上

海匯豐銀行有限公司及  Tristate Holdings Limited 非執行董事。汪

博士在美國印弟安納州  Purdue University 專攻電機工程，於一

九七二年獲理學士及碩士銜，更於二零零四年五月獲該大學頒

發榮譽工程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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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管理層簡介

電訊產品

孔捷思，三十九歲，電訊產品業務之行政總裁，專責監管全球

電訊產品的業務。孔先生曾於麥肯錫公司  (McKinsey & Company)

出任管理顧問一職，專責向多間位於亞洲及北美洲的主要公司

提供顧問服務。於二零零一年加入本集團前，孔先生創辦並掌

管亞洲一家主要娛樂媒體公司。孔先生持有哈佛大學經濟學學

士學位及哈佛商學院頒授的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彼目前擔任

Tristate Holdings Ltd. 之獨立非執行董事。

黃華舜，四十一歲，電訊產品業務之首席營運總監，專責整體

業務營運包括生產、配件供應及採購，以及新產品開發工作。

黃先生於一九八九年加入本集團，在過去多年彼曾在多方面包

括業務拓展、工程、營運及品質控制工作上擔任管理層職位。

黃先生持有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物理學高級文憑，並持有  Warwick

University UK 工程學碩士，香港城市大學工程管理學碩士及

Strathclyde Business School, UK 工商管理學碩士學位。

James D. PALMER，三十八歲，VTech Communications, Inc. 之總

裁，專責電訊產品業務在北美洲之推廣／品牌管理、產品管理

及銷售工作。於二零零四年一月加入本集團前， PALMER 先生

於  Uniden, Inc. 擔任產品開發及推廣之副總裁，並專責在北美

洲市場銷售  Uniden 整系列之消費產品。彼曾於  Motorola, Inc. 任

職超過十年，並曾於北美洲及歐洲擔任多個管理層職位。

Palmer 先生持有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之電子工程理學士

學位，並擁有生物醫學工程、人體及有線科技上之訓練。

Philip J. SHERMAN，五十三歲，北美洲市場之高級副總裁及

首席營運總監，專責監管電訊產品業務於北美洲之行政、財

務、銷售支援及營運工作。 SHERMAN 先生於一九九九年加入

本集團，彼擁有超過三十年在財務、營運及管理方面之工作經

驗，並曾於多個著名之環球企業工作，其中包括  Textron Inc.

及  The Stanley Works, Inc.。 SHERMAN 先生持有  Roger Williams

University 會計學學士學位及  Bryant College 之工商管理碩士學

位。彼現為  Financial Executives International 及  Society for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之會員。

譚偉強，四十歲，國際銷售及市場拓展部之副總裁兼總經理，

負責電訊產品業務於歐洲、南美洲及其他北美洲以外之國際市

場之銷售及推廣工作。彼亦負責全球原設計生產業務工作。譚

先生於一九八六年加入本集團，並曾在多方面包括營運、銷售

及推廣工作上擔任管理層職位。彼持有香港中文大學頒發之電

子工程系理學士及  Strathclyde Business School, UK 頒發之工商管

理學碩士學位。

Gary K. ROGALSKI，四十一歲，工程副總裁，專責電訊產品業

務全球工程科研及開發工作。彼帶領位於加拿大溫哥華、香港

及中國專責開拓900兆赫、2,400兆赫及5,800兆赫電話產品及其他

語音及數據傳輸技術之研發隊伍。 ROGALSKI 先生於一九八八

年加入本集團，並擁有超過十九年於電訊業之工程科研及開發

經驗。彼持有  British Columb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所頒授之電

訊學文憑。

Stanley M. HARTSTEIN，四十七歲，業務拓展副總裁，專責開

拓新業務工作，包括開展數據網絡、互聯網電話（VoIP）產品及

集團屬下公司  Be Connected。彼亦負責電訊產品業務跟  AT&T 集

團之日常聯繫工作。HARTSTEIN 先生於消費性電子產品業有超

過二十二年之經驗。於二零零零年加入本集團前，彼曾於  Sony

Corp.、AT&T Corp. 及  Lucent Technologies Inc. 擔任多個管理層職

位。HARTSTEIN 先生持有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所頒授之會

計學學士學位。

Nicholas P. DELANY，五十二歲，供應鏈及物流管理副總裁，

負責電訊產品業務之全球供應鏈及物流管理。 DELANY 先生於

二零零零年加入本集團前，分別在位於亞洲、歐洲及南美洲之

工業、零售業、建築及採礦業擁有超過二十年之銷售及管理經

驗，彼於供應鏈系統開發工作上亦擁有七年工作經驗，並於北

美洲著名公司包括  The Stanley Works, Inc. 任職。DELANY 先生持

有  University of South Africa & Damlein College 所頒授之市場學及財

務管理學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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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景麟，三十四歲，電訊產品業務財務總監，專責該業務之全

球營運財務報告及監管工作。歐小姐於專業會計及財務工作上

擁有超過十年經驗，於二零零零年加入本集團前，歐小姐於

PricewaterhouseCoopers 擔任審計經理。歐小姐持有香港城市大

學頒授之會計學學士及  Macquarie University, Australia 頒授之金融

學碩士學位。彼屬英國特許會計師公會資深會員及香港會計師

公會之會員。

電子學習產品

應連君，五十一歲，電子學習產品業務之行政總裁，負責監管

全球電子學習產品業務。應先生於一九八六年加入本集團為總

工程師。加入本集團之前，彼擁有超過十年電子產品之工程技

術經驗。應先生持有香港大學頒授之機械工程理學士學位。

曹欣榮，四十五歲，電子學習產品業務之首席財務總監及首席

營運總監，彼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加入本集團，並於二零零二

年十二月獲委任現職。同月，彼更獲委任為企業傳訊董事，專

責集團與投資者關係及傳訊項目。曹先生擁有二十多年專業會

計及財務經驗。彼持有加拿大  University of Ottawa 工商管理碩

士學位，並為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公會資深會員、香港會計師公

會及加拿大  Certified General Accountants 會員。

William TO，四十八歲，VTech Electronics North America, L.L.C. 之總

裁，於一九八三年加入本集團。 TO 先生專責電子學習產品於

美國及加拿大市場之業務。彼持有  University of Chicago 頒授之

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Andrew DICKSON，四十三歲，電子學習產品業務北歐洲市場

之行政總裁，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加入本集團。 DICKSON 先

生專責集團電子學習產品業務於英國及北歐洲地區數個國家市

場之業務。彼擁有超過十六年在推廣、財務及物流功能之營運

管理經驗，其中包括銷售及推廣耐用消費產品。 DICKSON 先

生曾於  IDTUK（即  Oregon Scientific UK Ltd）任職英國市埸之董事總

經理。DICKSON 先生畢業於  Royal College of Music 並曾修讀  Insead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Management 之課程。

Gilles SAUTIER，四十八歲，  電子學習產品業務南歐洲市場之

行政總裁，於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加入本集團，專責電子學習產

品業務於法國、比利時、西班牙、葡萄牙、希臘及土耳其市場

之業務。彼在玩具業擁有超過二十四年推廣、銷售及管理經

驗。彼曾於  Kenner-Parker, Spear’s Games, Ideal Toys and Majorette 公

司任職多個不同職位。彼持有  Paris University 頒授之法律學士

學位及法國商業學院  L’ESSEC 頒授之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SAUTIER 先生現為  Board of the French Toy Federation 之成員。

Josef LUKAS，四十八歲，電子學習產品業務中歐洲市場之董

事總經理，於二零零一年三月加入本集團，專責電子學習產品

業務於德國、奧地利、瑞士、荷蘭、波蘭、匈牙利及俄羅斯市

場之業務。彼擁有超過二十一年在零售及品牌消費產品業之工

作經驗。彼曾於  Binney and Smith 任職德國及奧地利市場之董

事總經理。彼持有  University of Munich 所頒授之商業學士學

位。

承包生產業務

梁漢光，四十五歲，承包生產業務之行政總裁。梁先生自一九

八八年加入本集團，其間擔任總經理職務達九年，及後於二零

零二年四月起出任集團承包生產業務之行政總裁。梁先生擁有

超過十九年在電子承包業務行業之工作經驗。彼持有英國紐卡

素大學所頒授之電機工程系理學士及美國  Oklahoma City University

所頒授之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蔡立雄，四十一歲，偉易達電訊有限公司業務拓展部副總裁，

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加入本集團，專責承包生產業務之全球性

之拓展及項目管理工作。在加入本集團之前，蔡先生曾於數間

電子承包業務公司任職達十六年，工作範圍包括品質保證、項

目管理及業務拓展。彼持有英國  Warwick University 所頒授之生

產系統工程碩士學位。

張景輝，四十二歲，偉易達電訊有限公司之高級物料經理，張

先生於一九八九年加入本集團，彼持有管理學文憑，張先生擁

有超過二十一年在電子行業之工作經驗。加入本集團前，彼曾

在多間電子公司擔任高級職位。

翁錦傑，四十七歲，偉易達電訊有限公司之系統及品質經理，

專責承包生產業務之品質管理工作。於二零零零年加入本集團

前，翁先生已擁有十八年電子產品生產經驗。  彼持有香港大

學頒授之電機工程系理學士學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