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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年过半百，掌握修表
工艺的黄顺强并不畏惧走上创
业之路，2019年选择离开老东家
自立门户开设个人修表店Time 
Origin。
　　现年58岁的黄顺强曾在一家
瑞士名贵腕表的本地维修服务中
心工作长达30余年。
　　他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
透露，自小就喜爱组装坦克车和
飞机等模型玩具，长大后因为追
求个人兴趣而选择入行，从学徒
慢慢成为独当一面的修表师傅，
对手表由内至外的所有机械零件
已了然于心。
　　他说，自己入行这么久，身
边不少旧同事都自立门户并做出
不俗成绩，这也让他更具信心，
“不怕没有工作做”。
　　在黄顺强看来，修表这个行
业讲究良好口碑，生意都是靠客
户口耳相传，即便遇到冠病疫
情，店里业务也没有受到太大冲
击。他的客户有老有少，所修过
的手表不分便宜或贵重，一年下
来就有两三百只。

　　“我与名表二手经销商一起
合作，专门为他们的客户提供修
表服务，因此都会有固定生意上
门。”

修表最大难题 
是找不到可替代零件
　　他说，手表不论新旧，修表
过程之中最大难题就是找不到可
替代的零件。一般上，一天之内
就能修好，之后再观察一个星期
看能否正常运作，但如果遇到手
表进水或内部零件已经生锈，就
要花更长的时间维修。
　　曾遇到形形色色客户的黄顺
强也明白待客之道。“顾客永远
是对的，毕竟顾客有问题才会来
找你。”
　　修表虽然很考验眼力和精
力，但他表示自己从中获得最大
的成就感，便是看到客户收到焕
然一新手表时的笑容。
　　一直在背后鼓励黄顺强开店
创业的是他的妻子叶雪伦。
　　叶雪伦受访时直言不讳地
说：“我一直烦他，要他自己出
来创业，毕竟他掌握专门技术。
如果创业的话，那就可以有自己

的时间，无须向老板交代，此
外，直接与客户对接，能从工作
获得更大的成就感。如果我们一
起创业，也可以互相扶持。”
　　叶雪伦相信丈夫最终愿意自
立门户，也是因为家中两个孩子
四年前已长大成人，家庭负担没
有太重。她自认是外行人，仅会
帮忙修表店的网上宣传和回答客
户询问。她本身还有另一门生
意，从2012年开始经营意大利雪
糕店。
　　感情好的夫妻俩开店也都形
影不离，一开始是在大成（Tai 
Seng）地铁站附近的分层地契
工业大楼内，三年前转移至勿
洛一带综合项目The Promenade@
Pelikat的小型店铺。
　　虽然修表工作都由黄顺强一
人独自作业，但他表示居家工作
并不合适，因为须要有一个防尘
及安静的专属工作空间。
　　叶雪伦认为，客户都会把送
修的手表视为贵重物，拥有一个
妥当的门面较易获客户信任。她
指着店内各式各样的修表工具笑
说：“我也不想家里都摆满这些
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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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新时代，月老也必需
提升技能，他不单要配对男女，
还要充当情感顾问，帮助他们分
析问题和指点迷津，在情场上助
他们一臂之力。
　 　 成 立 于 2 0 1 1 年 的 D a t i n g 
Moments在公司网站写着一句颇有
意思的话：“谈恋爱的过程始于
遇到那位让你心动的人之前！”
（The process of dating starts even 
before you meet your special one!）
言下之意是要先做好准备，成就
更好的自己，才有望找到另一
半。
　　这家红娘公司由夫妻档刘财
舜（44岁）和黄炜斌（43岁）齐
心创立。他们交往时很喜欢帮熟
人牵姻缘，见到一对对朋友在两
人撮合下成为恋人，一种满足感
总会油然而生。有一天早上，他
们在喝咖啡看报纸时，偶然看
到一则社交发展网（SDN）的广
告，内容是号召企业家成立婚姻
介绍所。两人心想这正是恰好时
机，毅然投身创业。
　　黄炜斌接受《联合早报》访
问时说，公司的特点是为客户提
供非常个人化的服务，顾问会花
心思了解他们对感情的想法和期
望。
　　她说：“有兴趣者前来询问
时，我们平均会花一个多小时，
有时甚至三个小时与他们交谈，
深入了解他们过去的交往经历以
及所面对的挑战等。双方建立起
信任，才能够让我们更好地扶持
他们，为他们介绍最合适的对
象。”
　　与其说是红娘公司，他们更

像是帮人改造的顾问，指点客户
如何提高自信心、更有效地沟
通，以及让约会对象留下正面印
象等。公司也与营养师、化妆
顾问、健身教练和瑜伽指导员合
作，帮助客户达到身心健康，以
最佳姿态去寻找另一半。
　　黄炜斌坦言，10多年前设立
红娘公司时的主要挑战，是消除
单身人士对红娘公司的负面标
签。“当年社会对寻求婚姻介绍
所帮助的人存有偏见，认为他们
‘太饥渴’，或是没有魅力才嫁
不出去，甚至觉得他们一定是有
什么问题。”

担心网络爱情骗局 
选择付费找红娘公司
　　然而，人们对红娘公司的刻
板印象近年有所改变，其中一个
因素是交友应用带来的影响。尽
管这些应用为想找另一半的人带
来便利，但也让爱情骗子有机可
乘，令人对网络交友心有余悸。
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些人不介意
付费找红娘公司牵姻缘，确保约
会的对象是经由专人筛选，希望
更快找到终身幸福。
　　与此同时，冠病疫情改变工
作模式，居家办公成为新常态，
让一些人感到更加孤单。黄炜斌
说：“由于更常居家办公，人们
有更多空闲时间去思考人生目
标，他们会想是不是真的要一辈
子保持单身。”

已服务上万名客户 
成功配对率达七成
　　疫情期间有一名男高管上门
求助，他在疫情暴发之前常常出
国公干，外地朋友比国内来得
多，但受疫情影响，他无法出
国，因此希望透过红娘公司扩大
生活圈子。
　　刘财舜说，公司目前收到的

询问比疫情前的水平高出10％，
可见人们对红娘公司的需求正在
增加。此外，也有家长带子女上
门，希望帮他们找到归宿。
　　公司的大部分客户是专业
人 士 、 经 理 、 执 行 员 与 技 师
（PMET）。它成立至今服务的客
户超过1万名，成功配对率约为
70％。
　　约会是一门学问，公司非常
重视在约会后为客户提供反馈，
帮助他们改进，提高成功配对的
概率。
　　男客户最常提出的反馈，是
女对象约会时太过公事化，气氛
像是在应征工作，曾有男客户开

玩笑说：“好像是在跟老板出
去。”女客户则认为一些男生在
交谈时不够主动，大部分时间由
女方主导话题。
　　为了更好地指导客户，公司
有时会在约会男女双方同意下，
安排两人戴上耳机，让坐在另一
边的顾问听谈话内容，之后提供
分析和建议。
　　配合现代人对线上服务的
需要，公司也在去年底设立付
费 的 单 身 人 士 网 络 社 群 平 台
“Socialepods”，让他们在一个
安全的虚拟平台交友。
　　对于接下来的计划，刘财舜
透露，公司正探讨进军泰国、越

南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市场。
　　他认为，这些国家的人口庞
大，因此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他
定下在2024年扩大业务版图的目
标。

成立社企 
为弱势单身者配对
　　回首这么多年来的创业旅
程，刘财舜说：“我们在这一行
接近13年，从来不觉得是为了要
赚大钱。我们目前能够维持收
入，赚到一点儿利润，但更重要
的是，为社会带来内在价值，发
挥一些影响力。”
　　这对“现代月老”不忘弱势

群体的需要，他们去年设立社会
企业，希望帮助残疾者和低收入
人士等群体寻觅另一半。这个社
会企业主要与社会伙伴合作，提
供低廉或免费的服务。
　　常有人说夫妻不应该一起工
作，因为这很容易产生摩擦，影
响感情。刘财舜对此不以为然，
他说：“相比一个人创业，我
们有彼此相伴扶持，这让过程
不那么令人畏惧。我们当然会发
生冲突，但就是因为克服了这些
冲突，才能够与那些想要投入感
情、组织家庭的单身人士分享亲
身经验。”

 三之一

　　在人手一机的时代，约会交友应用琳琅满目，不少更是免费让人

使用，这给提供付费服务的红娘公司带来竞争。

　　然而，本系列访问的三家红娘公司不畏竞争，以各自独特的定位

争取客户的信赖，立足市场多年。他们有的利用科技，有的提供配对

以外的增值服务，从多方面帮助客户牵姻缘。让我们来了解这些公司

如何随社会需求变化，不断求变求新，扮演好现代丘比特的角色。

以艺谋生　修表师自立门户

夫妻档刘财舜
（左）和黄炜
斌齐心创立红
娘公司，为客
户提供个人化
服务，帮助他
们寻姻缘。

（邝启聪摄）

黄顺强2019
年自立门户开
设 个 人 修 表
店 ， 一 年 要
修理两三百只
各类手表，有
便宜也有贵重
的。

（关俊威摄）

创新求变牵姻缘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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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不懈、持续的努力、选
择可信赖的生意合作伙伴，都是
创办公司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
这是四位年轻人创业后悟出的道
理。
　　新加坡国立大学毕业的韩广
誉、伍俊榮、谢志聪和李凯毅通
过学校的海外学院（NUS Overseas 
Colleges，简称NOC）赴美国和上
海当了一年的实习生，回到新加
坡后因住在同一个宿舍而认识，
继而一起创业。
　　谢志聪在经营自己的酒吧时
面临不少有关管理轮班员工的
“痛点”，于是和另外三位友人
集思广益，设法填补市场的缺
口，StaffAny也因此于2018年诞
生。
　　StaffAny联合创始人兼首席科
技官韩广誉（29岁）接受《联合
早报》访问时说，不少餐饮公司
通过WhatsApp或Excel软件为员工
排班。负责人在排班之前须通过
WhatsApp与兼职员工沟通，员工
上班签到则是通过指纹扫描或打
卡记录。
　　“这两个系统不相连接，所
以如果你想查证员工迟到了多
久，你要先查班表了解他们应该
什么时候签到，之后查他们确切
签到的时间，这些都需要人力完
成。”
　　StaffAny因此希望通过综合
系统，让公司负责人排班及灵活
调整班表、也让员工在同一个系
统签到，以此快速收集员工是否
准时签到和工作了几个小时等资
料，大大提升支付薪金的效率。
　　除了协助客户灵活安排和调
整员工的班表，StaffAny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营收官伍俊榮（29岁）
说：“我们希望帮助客户降低劳
动力成本、优化人力配置，以及
提升员工保留率。”
　　StaffAny目前有约50名员工，
主要与数百名来自餐饮业和零售
业的客户合作，包括亚坤（Ya 

Kun）、“里喝”（LiHO）等。
　　回忆起创办公司初期，伍俊
榮认为公司主要面临两个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锁定首10名客户，
这也是每一家起步公司在初期面
临的最大障碍。
　　StaffAny团队咬紧牙根，挨家
挨户寻找客户，把每一次的拒绝
视为学习的机会，了解自己在哪
些方面做得不足，下一次努力做
得更好。
　　伍俊榮说，第二个挑战则有
关程序，相比已创办并经营公司
10多年的创始人，公司团队的经
验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至于
克服挑战的最佳方式，我们读了
很多资料，与更有经验的人接
触。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会请教
更有经验的人，从每一次的经历
中学习。”

疫情期间协助客户 
解决管理员工问题
　　在疫情期间，StaffAny不断
变通，帮助客户解决管理员工的
问题。公司研发的一项新功能让
用户在StaffAny的系统签到之后
能自动开启“合力追踪”（Trace 

Together）手机应用，助用户更方
便地登录Safe Entry。
　　此外，由于在疫情高峰期间
员工每两个星期都需要完成冠病
检测，StaffAny也研发了疫情测试
提醒，助用户遵守规则。
　　如今随着许多经济体重新开
放，StaffAny也在努力为未来做
好准备。伍俊榮说，公司在马来
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已有团队，明
年将重点放在这两个国家发展业
务，希望能扩大业务。
　　伍俊榮也说，公司观察到本
地不少业者面临请不到员工的担
忧，所以将进一步探讨如何留住
员工的方案。公司近期推出了新
产品线EngageAny，希望通过挑战
和奖励激励员工，吸引员工留下
来。
　　例如，若员工完成每天准时
上班的挑战，他们可以得到一定
的积分，而积分可用来换取礼券
或奖金等。韩广誉说，企业的人
事部有时忙于工作，无法收集员
工的反馈，所以EngageAny设有反
馈的功能，让用户及时提出任何
问题。StaffAny也计划在未来探讨
其他可激励员工的方式。

四好友联手创业助餐饮公司优化人员配置

StaffAny的联合创始人伍俊榮（左）和韩广誉计划明年将重点放在这马来
西亚与印度尼西亚发展业务，希望能扩大业务范围。（特约陈福洲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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