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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CE 是由在城市綜合體項目方面經

目標，並積極地透過與業主和開發商的

驗豐富的國際建築師團隊組成。公司熱

緊密合作，為城市環境作出貢獻。

衷於為可持續發展的城市建築營造具當
地個性的場所。

香港的辦事處將擔任區域總部，為亞洲
市場提供全方位的建築設計服務，尤其

公司多技能的專業團隊，是在多年來在

著重開發大灣區、中國內地和東南亞

世界著名建築事務所共同合作下建立而

市場。

成的，完成了許多城市綜合體地標項
目，項目遍佈世界各地。PLACE 相信
建築設計可以為全球問題帶來針對當地

城市規劃、建築設計及室內設計
place-architects.com

的解決方案。
透過人文和當地環境作為其思考的核
心，PLACE 以創造持久的生活環境為

加拿大

Avidbots 所設計和製造的智能機械人

Ventures 等全球領先風投公司的資金

幫助拓展人類潛能。公司的突破性產品

支持。Avidbots 的總部位於基奇納

Neo 是一款商業式地板擦洗機械人，被

（Kitchener），並於矽谷、香港和哥倫

廣泛應用於全球的國際機場、主要交通
樞紐、貨倉、工業生產用地、商場、保
健設施、大學、科學園，以及其他商業
物業等。

比亞設有辦事處。

機械人研發
avidbots.com

公司已獲得包括 True Ventures、
Next47、GGV Capital 和 Golden

魁北克駐香港辦事處成立的使命是招攬

國際市場上招聘臨時員工，以及吸引

符合魁北克需求的亞太地區人士，吸引

外國學生來魁北克留學。

他們把魁北克作為移民的首選之地。辦
事處主要提供的服務包括：向有意到
魁北克定居的人士介紹移民申請方法、
魁北克的勞動市場和生活，並為移民申
請者提供協助。同時，辦事處亦根據魁
北克部分特定行業僱主的需求，協助在

政府移民服務
unbelavenir.gouv.qc.ca/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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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alabeds 於 2018 年在香港成立，

作夥伴關係。Koalabeds 還與當地旅

並設立總部。公司是一間年輕富有活力

遊和款待應用程式合作，以優化其服

的企業，專注於以科技為基礎的廉價

務。

住宿管理，也是一個數碼家庭旅館集
團。目前，Koalabeds 旗下品牌的
15 個營運點提供逾 500 個房間，並計
劃在未來數月進一步增加房間和經營點
的數目。
為滿足客戶需求，Koalabeds 進一步
擴大其服務範疇，包括提供旅遊景點折

最近，Koalabeds 在泰國曼谷推出了
首個海外業務，並計劃在不久將來把
業務擴展至其他亞洲地區，例如菲律
賓。

旅遊及款待
koalabeds.com.hk

扣，以及與旅館附近場所的餐飲展開合

多年以來，個人化包裝僅適用於大規模

地的預先審查包裝供應商合作，為客戶

和擁有內部設計人員的大型品牌。由

提供優質、價錢合理的包裝服務。

Vincent Choi 和 Wendy Choi 於 2018
年 5 月成立的 PackMojo 致力解決此
問題，讓包裝適用於任何公司。
透過 PackMojo 的網上平台，用家可於
數分鐘內完成建立及訂購包裝。客戶可
在網上設計立體包裝，獲取即時價目及

PackMojo 總部設於世界級物流中心香
港，有助公司有效地照顧世界各地的客
戶需要。

包裝
packmojo.com

在兩星期內收到貨品。該公司與中國內

法國

經過與運動診所、私人教練和國際級健

客戶提供訓練，協助他們達成目標及贏

身運動員合作研發近一年，Ahera 將

取挑戰。

於 2020 年初推出其尊尚物聯網啞鈴及
社交平台。
這個組合讓客戶能夠制定每星期和每月
的健身目標，更能對健身夥伴發起健身
挑戰，並保持高效的動力。Ahera 將為

Ahera 的產品將立即成為客戶好朋友和
喜愛的社交平台。

智能物聯網健身設備
aherafitness.com

AMA 在遠程實時助理解決方案領域擁

總部位於法國的 AMA 已經建立了全球

有超過五年的豐富經驗，公司致力幫助

性業務網絡 : 美國、英國、德國、羅馬

所有工商企業、醫療機構、公共事業的

尼亞、上海及香港均設有辦事處，讓

工作場所進行智能轉型。

AMA 在每個時區都可持續運作及提供

領先市場的 XpertEyeTM Assisted
Reality 平台已經廣泛應用在全球 80 多

高效率的客戶支援，以服務公司來自全
球各地的客戶。

個國家，應用範疇例如：遠程診斷、遙

軟件及科技

距檢查、優化資源、日程規劃和工作流

amaxperteye.com

程管理等。這種遙距交互式協作解決方
案能幫助客戶善用員工的營運時間，縮
短解決問題的時間以提高公司整體的生
產力。

客戶簡介
Impactified 是由一群企業家一同創

工具和方法，成為約百位決策者投以信

辦的商業專業諮詢服務公司，旨在幫助

賴的私人顧問。

其他企業家制定具影響力的商業策略。

Impactified 於香港成立，同時以香港

經營生意猶如跑馬拉松，需要耐性、

為基地。公司正進一步拓展業務至覆蓋

彈性和毅力，當然還要有充足準備。

學術性策略領域，並計劃從 2019 年底

因此，Impactified 不斷挑戰企業家的

開始進軍歐洲市場，隨後數年再擴大其

想法，在他們的思想旅途上陪伴左右。

於亞洲區的業務範圍。

自 2014 年起，公司為客戶提供包括業
務策略制定、流程構建、團隊管理、領
導才能，甚至個人組織力等服務，並憑

企業家業務諮詢服務
impactified.com

藉其於業務指導和思維設計上的獨特

Piks Design International Limited

從公司的產品可以感受得到，無論是全

是一間多功能設計工作室，在產品和服

球設計項目以至設計創意書籍，當中都

務設計方面擁有近 15 年的經驗。公司

充滿了易於融合和延伸的想法和簡單概

於法國和香港均設有據點，不但可與客

念。

戶的設計和創新團隊緊密合作，也可向
公司團隊提供新意念、新想法、創造性
研究和見解等。

產品設計
piksdesign.com

Sparknews 是一間使命主導的顧問，

對社會及環保關鍵議題的意識及知識。

糅合創意、正面影響、目標及互動，旨

該公司監察、尋找解決方案及創新計

在為可持續的未來作出啟發及促進正面

劃，為環境及社會帶來正面影響，並提

的改變。

供與客戶最相關的議題項目。公司有效

Sparknews Hong Kong 支持公司轉
型以結合業績表現和正面的社會及環境
影響。
Sparknews 透過互動內容、項目及活

地支援客戶與主要的持份者互動，為社
區人士建立正面的轉型動力。

可持續性創新顧問
sparknews.com

動，並以例子及證明作出說明，以增加

環球多媒體平台 Teads 聯合全球優質

Teads 的香港辦事處於 2019 年 3 月成

出版商並讓其如虎添翼，每月將廣告

立，專注擴大 Teads 的客戶投資組合

商與超過 15 億受眾連繫起來。Teads

和在亞太地區的業務增長。自成立以

的流動特設廣告體驗在整個行銷漏斗

來，Teads 香港的強大奢侈品客戶網

（Marketing Funnel）中為品牌帶來關注

絡已經獲得不少關注。Teads 在 26 個

度以及有保證的成果。
Teads 透過其端到端平台提供需求方、
供應方及創意技術，為品牌提供更好的
媒體投放效果，為出版商提供更好的營

國家及地區擁有 800 多名員工，與領先
的營銷機構、代理商和出版商建立合作
夥伴關係，並希望在 2020 年底前將香
港辦事處的員工數量增加一倍。

利解決方案，亦為消費者提供更好的

廣告科技

體驗。

tead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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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

Skinbuddy 是一個創新護膚品牌，提

徹 Skinbuddy 的願景：
「盡可能讓最多

供專為擁有鬍子的男士而設的面膜。公

的男士把最佳狀態保持得更持久」。

司經過重新設計面膜，終於解決了使用
傳統面膜時鬍鬚所造成的問題。現在，
用家可以享受和體驗產品的煥活、保濕
和抗衰老效果。面膜屬百分之百的棉布
質地，並採用創新的 2 合 1 設計，以便
同時覆蓋鬍鬚和脖子。
經過一年多的研發，公司設計了完美的

Skinbuddy 的總部位於香港，並與多
家本地公司合作，以加強與整個地區的
聯繫。香港總部也是公司的國際分銷
中心。

健康及美容
skinbuddy.com

貼合式面膜，並為男士配製了獨特的精
華素。目前公司正投入更多研發資金，
更多產品亦正在醞釀當中，務求致力貫

印度

成立於 2017 年的 Fyoro 是專為品味人

Fyoro 的工匠為 B2B 市場供應產品，

士設計的高級配飾品牌，靈感來自日

並為一些知名企業提供企業禮品定制服

本。公司所有產品均在香港製造，並蘊

務。公司同時擁有強大的 B2B 網上業

藏了豐富的工藝。Fyoro 的包裝是由印

務，服務包括香港、北美和歐洲在內的

度和中國內地的責任和公平貿易工廠所

全球主要市場。

製造（即工人薪酬有所保障）。於運送時
的碳排放也是百分百抵消。

高級首飾
fyoro.com

Fyoro 的創辦人發現了在時尚潮流領域
中的價格水平，高級首飾市場存在缺
口。該公司還採用了知名八步曲質量監
控流程確保產品質量。

以色列

LeapXpert 是一個桌面和手機平台，

公司內部安全集中地儲存所有歷史通訊

幫助金融機構在與客戶溝通時符合合規

紀錄，並把它們歸屬為公司所有，僱員

標準。平台旨在集中儲存及監察其與客

亦無法外泄。通訊記錄可隨時用作審核

戶的所有通訊紀錄，協助金融機構滿足

和合規性監察用途。

合規性要求之餘，同時填補與其客戶溝
通上的不足。
藉著 LeapXpert 的平台，公司可以
監察、記錄和擁有其員工與客戶之間
的所有通訊活動。LeapXpert 平台讓
客戶使用他們慣用的通訊工具，包括
Whatsapp、微信、Line 等，減少使用
障礙。

金融科技、B2C 合規傳訊
leap.expert

客戶簡介

意大利

7Cento HK 是一間資訊及通訊科技公

夥伴，可為中小型企業和跨國公司提供

司，專注於諮詢、用戶支援、網絡連接

服務，是可滿足所有資訊科技需求的單

和網絡安全業務，並通過改善和優化企

一聯繫點。

業的資訊科技基建，協助使其達致更高
效安全的業務流程，從而提高其生產
力。公司的網絡安全產品組合包括 24

資訊科技及網絡安全
www.7cento.hk

小時服務台和安全運營中心（SOC），
以及滲透測試、漏洞檢查、基礎架構評
估和諮詢服務等。
7Cento 在歐洲和美國均設有夥伴辦公
室，並擁有 250 多個國際客戶和合作

ASZ 集團於 1998 年在佛羅倫斯成立，

ASZ 集團於 2015 年成立了創意分

是一間專注於建築項目、覆蓋住宅、會

支 SUPERFUTUREDESIGN，以

所、辦公室和高級商業空間第範疇的意

獨特的理念負責設計開發領域，從

大利顧問公司。隨著集團擴張，旗下

豪華住宅到商業，以及酒店業。

執行單位 ASZ Architetti Ltd 已在米
蘭、杜拜設立據點，並於 2019 年進駐
香港。公司的成功關鍵在於採取綜合方

SUPERFUTUREDESIGN 以 ASZ
Architetti Ltd 香港的品牌名字在
亞洲營運。

案，並與客戶緊密合作，在控制預算得

建築、室內設計和項目管理

宜下按時完成具質量的項目。

aszarchitetti.com

該公司將設計發展、項目和施工管理與
400 多個已完成的項目結合在一起。在
高端零售設計方面，該公司與頂級品牌
合作，並為商店和購物中心注入新概念。

日本

總部均設於日本東京的 RINGBELL CO.

日本產水果、農產品、海鮮、肉類加工

LTD., 及 ITOCHU LOGISTICS CORP.

品等，以點對點運輸方式由產地送遞至

於香港設立合資公司 RINGBELL

客人手中，讓客人足不出戶亦可以享受

International Company Limited。

到日本的時令鮮味。該公司亦視進軍其

該公司主力在亞洲市場發展禮品目錄產

他亞洲地區為其未來目標之一。

品及禮品預購服務生意，提供相關企劃
及銷售服務，亦是業界首次嘗試於海外
市場著力發展禮品目錄產品生意的公司。
合資公司主要業務是向海外推廣日本的
禮品文化，透過禮品目錄產品及禮品預
購服務，把在市場上較難入手的高品質

銷售禮品目錄及優質食品
ringbell-int.com/?ls=zh-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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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養蜂園（香港）有限公司的母公司為

公司近年積極設立海外分店及參加展覽

杉養蜂園株式会社，總部位於熊本縣，

會，並吸納各地人才，致力向世界介紹

是蜂蜜製造及銷售商。母公司在 1946 年
成立，由三個蜂箱起家，如今已成為

「世界的養蜂企業 — 杉養蜂園」。

日本其中一家最大規模的養蜂企業。

製造及銷售蜂蜜、蜂王乳、蜂膠及
保養品

香港分部於 2017 年成立，現透過直營

sugibeegarden.com.hk

店舖及購物網站，為當地消費者提供更
便利的購物體驗。杉養蜂園的目標是將
大自然恩賜的蜂蜜，以最高品質運送到
顧客手中。

韓國

MKIM & CO 是一個由專業監製組成的

Gonzalez Inarrito 及 Michel Gondry

團隊，為創意廣告代理商和品牌製作大

合作 ，之前出任香港奧美廣告影視廣

量電視廣告和網路視頻。

告部製作總監，現於香港統籌全球品牌

MKIM & CO 的創辦人 Mikyung Kim 在

廣告和視頻製作。

全球品牌廣告及視頻製作方面擁有十多

可於 Instagram 搜尋 @mkimproducer

年的經驗，客戶包括 SKII 化妝品、

與 MKIM & CO 聯絡。

Samsung、Toyota 汽車及食品和飲料
集團等。

創意產業
mkimand.co

Mikyung 在荷里活開始她的製作事業，
曾經與著名奧斯卡得獎導演 Alejandro

中國內地

植物醫生（國際）有限公司是北京植物

及於大阪設有兩家分店。於 2019 年 9 月

醫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旗下主打品牌，

打入香港市場，其門市提供零售和體驗

為中國內地高山植物護膚品類的開創

區等服務，公司計劃將來於世界各地開

者，與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簽訂

設更多分店。

獨家合作，並聯合成立了「植物醫生研
發中心」。植物醫生已開設近 3,500 間
門市，遍佈中國內地 316 個城市，並致

化妝護膚品
www.drplant.com.cn

力開拓海外市場，更於日本開設生產線

江鐵國際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江鐵國際）

募股權投資和貿易融資，並計劃透過其

是江西省鐵路投資集團有限責任公司根

全資子公司持有香港證監會 1、4、9 號

據「一帶一路」國家倡議以及江西省委

牌照公司開展資產管理及諮詢和拓展境

省政府鼓勵企業「走出去」的策略下在

外產業投融資整合等業務。

香港成立的全資子公司。江西省鐵路投
資集團是江西省政府直屬企業，江西省
政府授權省發改委監督的省級鐵路投資
主體，以鐵路、航空為核心主業，其他
業務包括金融、地產、現代物流、節能
環保等。江鐵國際目前主營業務包括私

股權投資及貿易融資
jxtt.com.cn

客戶簡介
雙基（香港）集團控股有限公司（雙基

的設立，是雙基集團國際化戰略佈局的

集團）於 2017 年在香港成立。其母公

關鍵一步，目前已取得證監會 1、4 號及

司為中國內地的一家資產管理公司。

9 號牌的資格（牌照號碼：BNN852）。

雙基集團致力於引導客戶登陸香港資本
市場，並提供財務、法律、公司註冊、
跨境併購、投融資等全面的金融服務。

金融服務
www.shokygroup.com

集團在香港設立了四間全資或控股子公
司，包括證券公司、財務服務公司、投
資公司和科技推廣公司。雙基證券公司

俄羅斯

Landmaster Inc. Ltd 於 2013 年在

風格，包括「休閒」、「時尚」、「休閒運

香港成立，為有 22 年歷史及馳名於俄

動」和「校服」。該公司在 2019 年已投

羅斯的 Gulliver & Co International 的

資約 2,100 萬港元。

國際業務擴充點之一。Landmaster 致
力在安全和高質量的業務基礎上，為
孩子的生活帶來歡樂和正面的之氛圍。

玩具及兒童服裝貿易
landmaster-ltd.com

公司在全球以註冊商標和授權電視內容
生產玩具，是 50 多個合作夥伴和 30 多
家廠商的分銷商。
Landmaster 擁有三條業務線，包括
品牌玩具、玩具生產，以及玩具和時尚
兒童服裝分銷。服裝系列適合年齡介乎
初生至 13 歲的兒童，並大致分為四類

新加坡

DotBio 是一家前期生物製藥初創公

善數據分析能力，並推動一個治療分子

司，以利用抗體技術為患者提供更安全

進入一期臨床試驗。公司在香港的業務

有效的癌症療法為願景。DotBio 採取

專注於與其他公司合作開發早期藥物研

了創新性的治療方法，透過利用其原型

發的項目，預期在 2020 年進一步拓展

設計的多功能抗體，發掘具有協同活性

業務。

和獨特作用方式的分子。DotBio 通過
其模塊化 DotBody 技術平台、以高通
量簡易測試和模式識別計算法來生成獨
特的治療分子。DotBio 在 2018 年獲得
了 230 萬美元的種子資金，目前正在籌
集 2,000 萬美元的 A 輪融資，冀將其研
發能力進一步提升，包括提高通量、改

生物製藥
dotbi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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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istal.AI 為一個多元化人工智能投

Kristal.AI 於 2016 年獲得香港證監會的

資平台，所提供的解決方案有助分析

4 號及 9 號牌照，並在印度獲得註冊投

客戶的風險承受能力、投資偏好、目

資顧問牌照。

標需求，並通過智能運算建構中長期
投資組合。該公司的產品包羅 ETF、
房地產信託基金、股票、債券等不同

金融科技
kristalstg.wpengine.com

類別。
Kristal.AI 一直以客為本，致力為投資
者實現長遠投資目標。由於公司將資
產配置的過程全部自動化，因此將顧
客的投資成本降到最低。

Osome 是一家無紙張、以技術驅動的

準確和安全的全天候服務，並創造卓

服務供應商，可為中小企業提供公司

越的客戶體驗。

註冊、銀行帳戶設立、簿記、會計、
稅務、公司秘書服務、薪酬表、工作
簽證等方面的服務。公司目前在香港、

商業及專業服務
osome.com/hk

新加坡和英國營運。AI 技術使 Osome
能夠以最具競爭力的成本為客戶提供

Sleek 讓企業家和投資者的生活變得

自成立以來，Sleek 為數以千計的公司

更輕鬆。Sleek 成立香港及新加坡的公

註冊，提供百分百數碼化公司登記及

司，透過科技協助管理其的規管、會

註冊、公司秘書及會計服務。

計及稅項事務。Sleek 在 2017 年 5 月
於新加坡推出其服務，改善以往緩慢
及以紙張為主的公司登記及註冊流程。

企業服務
sleek.hk

初創公司 Zenyum 於 2018 年在新加

Zenyum 現時已經在六個市場投入服

坡成立，結合了創新先進的科技及專

務，包括香港、新加坡、泰國、馬來

業的「Smile Cosmetics」牙科美容知

西亞、印尼和越南，在過去一年提供

識。公司採用優質的物料製造牙套，

了數以千計讓客戶滿意的專案治療。

並與亞洲區的註冊牙醫攜手合作，使
用家可安心信賴之餘，亦毋須大費金
錢，便可獲得夢寐以求的完美笑容。
Zenyum 致力提供優質、創新的矯齒方
案，研製出以 3D 打印的隱形牙套，為
繁忙的亞洲都市人提供度身訂造的服
務，讓用家可舒適、方便地完成矯齒
療程，並以實惠、合理價錢，矯正前
排牙齒的位置，達至整齊牙齒效果，
展現自信的笑容。

矯齒方案、牙科保健及美容
zenyum.com/hk

客戶簡介

西班牙

AXE Colours HK 於 2009 年在西班牙

其度身定制的壁畫可幫助客戶通過色彩

巴塞羅那成立，是一家塗鴉藝術工作

和圖像傳達他們的想法和信息，同時將

室，並於近期擴大了在香港的業務範

客戶的業務概念轉化為創新的願景。

圍。
該工作室擁有多年平面設計和藝術創作
的跨國經驗，提供一系列廣泛的藝術服
務，包括全套壁畫或塗鴉繪製、大型廣
告宣傳活動、藝術創作工作坊和現場

在 2019 年的夏天，AXE Colours HK
為世界著名的巴塞羅那足球隊創作了
歐洲最大的足球壁畫。通過在香港的業
務，AXE Colours HK 將繼續發展並擴
大其亞洲市場。

繪畫活動，希望能將城市藝術帶入香港

塗鴉藝術及設計

社區。

axecolourshk.com

Profiled 於 1984 年成立，是西班牙的

公司在該領域的廣泛技術專利。許多大

其中一批先驅企業。憑藉在 LED 行業

型國際公司已經採用了這種創新和變革

中多年研發新產品的經驗，Profiled 成

性的照明技術。

為了提供高壓 LED 線性照明解決方案
的全球領導者之一。Profiled 崇尚創新
文化，並為來年制定了多項計劃，例如

線性 LED 照明
profiled.es

最近在香港科學園開設研發中心，以提
高開發新產品和生產力的賦能，並擴大

台灣

「走杯 CUPFY」品牌創辦人 Amy 在台
灣的百年茶飲文化路上，發現了鹿谷烏
龍茶獨有茶香，決定由香港出發，用心
做出每一杯充滿著愛的健康茶飲。

為環保走杯的生活責任盡一份心。
其後，Amy 與理念相同的另一創辦人
在旺角共同開設首間「走杯鹿谷烏龍專

現代人為了控制血糖，難以從甜味得到

門店」，推出一系列適合不同年齡層，

快樂，從前簡單的追求彷如奢侈品一

包括關注血糖人士都喜歡的一杯茶。

般。創辦人一直希望能讓所有人重拾
甜蜜的好滋味，繼而研發無添加糖茶
飲，為追求健康的未來出一分力。品牌

土耳其

名字 CUPFY 是 Cup-Free 的意思，更

手搖茶飲
cupfy.co

Cevherun 是一家工匠工作坊，專門

Cevherun 在伊斯坦堡設有工作室，在

生產純 24k 黃金首飾，並以日常優雅為

新澤西州設有美國銷售辦事處。

座右銘。公司認為珠寶首飾會說故事，
並可以窺探人類歷史和個性。其珠寶
系列為人生中的特別時刻增添回憶。

珠寶首飾
cevher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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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聯酋

Switch ＆ Co 是一個為用戶發掘及直

各大小企業，同時促進發展企業健康

接預約多項休閒康樂活動的手機應用

文化。

程式，目標是鼓勵用戶參與優質的健
身、休閒和平衡身心的活動，「活出精
彩每一刻」。公司透過智能科技將人和
多項活動選擇連結起來。
Switch Technology HK Ltd 的總
部位於杜拜，香港分公司成立於 2019
年，旨在將平台引入香港並為多間本

Switch 更與香港最具競爭力的保險公
司之一建立了長期合作夥伴關係，透過
最新技術為公司員工及保單持有人提供
一系列有益身心的休閒及健體活動。

休閒與健康活動手機應用程式
switchand.co

地的健身、休閒康樂活動機構推廣至

英國

由國際廣告公司創意人員及區內活動

新意念及高效優質內容，arcc 提供創

專家 Magnetic Asia 組成，arcc 提供

新及有效的解決方案面對任何市場營銷

一系列品牌營銷、市場營銷及創意服

的挑戰。

務，由策略、設計和內容創作到執行等
一應俱全。arcc 亦與客戶合力打造全
新精彩活動體驗，以及協助品牌以更引

品牌營銷、市場營銷、設計及活動體驗
arccasia.com

人入勝的方式與受眾互動連結。
透過結合核心專門專業包括目標群眾分
析、深入市場研究、目標明確的非凡創

Dishtag 是一個追求食物美學的飲食科

公司亦為餐廳提供專業攝影服務。現時

技平台。平台不但提供一個以視覺刺激

平台已擁有超過 100 間食肆。

為首的美食搜尋網站，亦是一個內置美
食相機的社交媒體，為新一代的美食愛
好者打造一個零食評的菜式搜尋及社交
體驗。
該公司致力帶領食客感受行業的多個面
向，透過與主廚、博客、品牌經理，以
及其他策略性伙伴，如 Quandoo、
Chope 和 Taste of Hong Kong 的緊密

Dishtag 投放超過 200 萬港元作為技術
研發及品牌宣傳。現時，該公司聘用兩
名全職及兩名兼職員工。Dishtag 以上
環作為基地，先以普及平台為目標，其
後將拓展至新加坡、澳洲及東南亞。

食物科技
dishtag.com

合作，成為餐廳及美食愛好者的橋樑。

倫敦深受歡迎及擁開揚景觀的 Duck &

造，其開放式佈局充滿活力，熱情親

Waffle 餐廳最近在香港開業，成為其首

密。Duck & Waffle 由早上一直營業至

間海外分店。這間享負盛名的餐廳位於

深夜。餐廳提供共享菜單配以反傳統的

中環的 ifc 商場。Duck & Waffle 於傳

雞尾酒體驗，為所有食客帶來一場此生

統英倫美饌中糅合歐陸和美式風味，保

難忘的美食之旅。

留經典之餘亦加入玩味元素，並圍繞
其享譽國際的招牌菜 — 鴨肉窩夫。餐
廳由獲獎建築設計公司 CetraRuddy 打

餐廳
duckandwaffle.com.hk

客戶簡介
Eckersley O’Callaghan 是屢獲殊榮

卓越品質、效率和優雅。公司在過去十

的結構和幕牆工程設計事務所，在倫敦、

年來為全球蘋果旗艦店創新性採用的結

紐約、三藩市、巴黎、上海和香港均設

構玻璃，便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其中包

有辦事處。

括香港中環國際金融中心、銅鑼灣和廣

該公司透過與客戶、開發商、建築師和

東道的蘋果門店。

承辦商合作，在全球進行非凡的建築項

公司亦有與香港一些著名的房地產公司

目，致力通過智能工程設計解決技術難

合作，包括 K11 Musea、太古坊 2 期

題。

和美利道 2 號。

該公司對建築和整個行業的熱誠，體現

結構和幕牆工程諮詢

於其對材料的大膽使用，突顯出項目的

eocengineers.com

Infobip 是世界領先的全渠道通訊平

源，致力發展亞太地區業務。現向領先

台。公司的雲端平台介面簡單、可擴展

的流動網絡服務營辦商、通訊應用程

且便於使用，支援眾多通信渠道，並能

式、銀行、社交網絡、科技公司和綜

夠提供先進的認證和安全解決方案。憑

合服務供應商提供合作及服務。過去十

藉能夠快速部署，公司一直致力於幫助

年，Infobip 已發展成為擁有超過 2,000

客戶和合作夥伴解決在業務中遇到的通

多名員工的企業，藉著其產品和解決方

訊難題，幫助客戶實現業務增長，提升

案改變世界。

客戶體驗。公司在全球設有 60 多個辦
事處，連接 800 多個流動網絡服務營辦
商，能輕鬆幫助客戶聯結 190 多個國家

資訊科技及服務
infobip.com

的 70 億個流動裝置。公司投入大量資

ipulse 是香港一間跨領域的創意機構，

作為一間綜合策劃服務商，ipulse 相信

並在英國設有衛星辦公室。其企業使

與客戶攜手創造、為生活帶來改變的力

命是透過圍繞三個核心服務 — 品牌推

量。公司更於 2019 年與 Peduli Anak

廣、網頁設計和市場推廣，幫助本地和

Foundation 合作發起了首個回饋計劃，

全球品牌達成業務目標。

旨在幫助印尼龍目島上的貧困兒童。

ipulse 已成功為投資銀行、大型企業、

創意機構

香港大型活動策劃商和本地初創社群等

ipulsedesign.com

的全球客戶提供服務，並取得卓越成效。

Jobable 是一間人力資源軟件及分析

供直接的解決方案，同時亦與一些全球

公司。Jobable 與企業、政府和教育機

最大型的人力資源諮詢公司合作。公司

構緊密合作，以幫助他們推動人力資源

透過對數據進行辨識、整理、分析和演

數碼化的轉型。該公司擁有歡迎新員工

算後所得的資料，為客戶提供推動關鍵

加入的員工入職軟件，同時亦提供受著

業務發展的決策，並幫助制定策略。

名企業青睞的虛擬實境產品。
Jobable 還利用數據分析協助其客戶應
對工作環境中一些關鍵挑戰，例如工作
自動化、職途發展和技能差距。公司提

人力資源科技
jobab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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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墨爾文國際幼稚園（MCPS）秉承

MCPS 是全港其中一間首設「森林學

英國墨爾文學校的傳統和核心價值，並

校」課程的學校，並由認可的第三級

以「學童為本」。學校根據英國的《幼年 「森林學校」導師授課。該學校提供一
基礎階段》
（EYFS）課程，以「寓學習於

個國際化的環境，特別注重多元化，著

遊戲」教育方式，制訂了一套為 2 至 5 歲

重每個孩子的個別發展，在雙語環境下

幼童而設的創新教學課程。其位於港島

培育學童。

西區新開辦的校舍佔地 8,000 平方呎，
校園的學習環境結合了大自然元素和開
放式設計，設有小樹屋、沙池、軟硬玩

教育
www.malvernpreschool.hk

墊等。校舍中央位置為玩樂區，四周的
教室成為了孩子的學習基地，而兩者之
間設有不同的學習空間。

MilkGarage 成立於 2018 年，透過會

型格的大坑和堅尼地城，讓會員把握難

員制讓客戶進出其位於香港及各地區的

得的機會在充滿活力的社區與同好者

工作空間和會議室，將世界上生活成本

互相交流。每個工作空間均提供免費

最高的城市工作空間再次變得可以負

WiFi、充電服務和無上限的手工咖啡

擔。

及茶品。

MilkGarage 正在快速擴張，其共享空

房產科技

間的網絡已遍佈多個核心地點，包括中

milkgarage.com

環、銅鑼灣、尖沙咀等。
會員還可到訪 MilkGarage 的標誌性尊
貴空間，包括位於高級食肆林立及充滿

Mobkoi 已成為全屏移動設備廣告的首

Mobkoi 獲得了由 GroupM Media

選參考商之一，受到全球 300 多個高級

Award 頒發「The Next Best Thing」

和奢侈品牌的信賴。目前，該公司在香

獎項，該獎項旨在表揚其在創新性和

港的團隊已為本地客戶提供服務。

對品牌期望的有效回應之卓越表現。

公司提供完整的個人定制方案，以確
保全屏廣告的創意性、直接連繫到
媒體，以及高透明度的報告系統。

GroupM 還在 2019 年宣布與 Mobkoi
建立合作夥伴協議，是對這間奢侈品牌
廣告商的獨特性的認同。

Mobkoi 在全球擁有 4,000 多個高級發

移動設備廣告

行商合作夥伴，可以在百分百安全的品

mobkoi.com

牌環境中定制全屏廣告 — 在發行商的
內容中加插「禮貌廣告」，從而提供無
縫品牌體驗。

客戶簡介
Pagoda 是一個英國豪華生活時尚設

鵝絨帽和防水特別版背包系列，以擴展

計品牌，在香港設有銷售辦事處，並在

Pagoda 的生活時尚產品種類至旅遊用

中國內地和越南設有工廠。

品。此外，Pagoda 的產品及包裝均由

Pagoda 的旗艦產品是豪華天鵝絨涼鞋，

具可持續性和可回收物料製造。

是新型的休閒和智能鞋履。Pagoda

生活時尚品牌

用柔軟的絨布包裹人字拖，創造了消

pagodastore.com

費者心目中最時尚和舒適的人字拖。
Pagoda 將推出兩條款新產品，包括天

Soho House 成立於 1995 年，是創意

於孟買，以及其他設有 Cities Without

業界人士的專屬私人會所，在英國、

Houses 會員社區的地點，包括東京、

歐洲、北美和亞洲擁有共 26 個會所地

首爾、新加坡、曼谷、北京和上海。公

點。他們最新擴建的 Soho House

司寄望未來以香港作為擴展亞洲業務的

Hong Kong 位於上環一幢 28 層建築

平台，進一步培育本地創意社區。

中，設有游泳池、會客室、酒館、私人
餐廳、三層 Soho 健身室和九層 Soho
Works 共享工作空間。位於一樓的

私人會所
sohohousehongkong.com

House Studio，專為舉辦展覽和文化
活動而設。在亞洲，Soho House 也設

TableWorks 正在革新彈性工作領域。

TableWorks 會員均可使用其流動應用

該平台是 Work 3.0 的先驅，將空置的

程式，獲取最新可用辦公桌網絡的資

座位變成共享辦公桌空間，令其會員

訊，以及顯示出他們需前往地方的地

可以在香港 38 個便利的工作網點使用

圖。

410 個以上的座位。公司採取無合同服
務形式，是寫字樓和傳統共享工作空間
的一種可替代性選擇，甚至填補了市場

共享辦公桌網絡
tableworks.app

上的隙縫。

英國特許保險學院（CII）是一個專業機

CII 在香港設有辦事處，協助企業開發

構，致力於建立公眾對保險和財務規劃

定制的解決方案，並於區內提供持續專

行業的信任。透過相關的教學、領導及

業進修課程和聯誼活動。

其會籍，提升行業的專業標準。
CII 的資格被廣泛認可，是行業知識和
技術專長的有力證明。CII 會員透過持
續進修和遵守 CII 道德規範來保持高專
業標準。

專業培訓
www.cii-h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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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tual Touch Group Ltd 是一家 3D

Virtual Touch Group Ltd 的第一個產

視覺效果動畫製作公司，擁有世界一流

品 Naked Eye App，是通過從單張照

的時裝技術愛好者、視覺研究人員、遊

片製成完整的個性化 3D 化身來重新定

戲設計師和視覺效果藝術家團隊。

義虛擬時裝零售體驗的解決方案。只需

公司構建了一個虛擬的時尚世界，每個
用戶都有一個 3D 虛擬化身。這個 3D
動畫世界可幫助時裝企業和消費者做出
更明智的決策。
通過數碼化頭像和定制的服裝技術，公

上傳照片，即可化身成完好的臉部、身
體和定制服裝，並在幾秒鐘內與朋友互
動。

時裝科技
virtualtouch.tech

司提供了一個電商空間，讓網上購物和
品牌體驗變得更加吸引。虛擬化身更可
以應用於製造商，通過數碼模型來提高
效率並減少浪費。

Zebra Projects Limited 自 1998 年

Zebra 藉著其於香港的新據點，以及在

在倫敦成立以來，便成為零售和酒店設

倫敦、杜拜和亞利桑那州鳳凰城的三個

計領域的市場領導者之一。許多知名品

現有辦事處，繼續為其身處於亞洲、美

牌均向 Zebra 諮詢其在世界各地零售

洲、歐洲和中東的客戶提供國際化設計

和餐飲設計概念。通過結合創造力、完

服務。

全投入於客戶的視野，以及其對全球文
化的深刻理解，公司不但確保每個品牌
不僅可在國際上取得知名度，更確保它

室內設計
zbr.co.uk

們擁有與目標客戶有共鳴的定位。

美國

Health Advances 為客戶提供業務策

來對亞太地區的承諾，以及繼續幫助

略，科學和臨床專業知識，以及對產

尋求擴大全球業務的本地和跨國公司。

品開發考慮因素，轉介模式和可能影
響醫療產品和服務採用的經濟條件的
深入了解。Health Advances 的本地

Health Advances Asia 由 12 名多語種
專業人士組成。

團隊及其 160 多名全球員工將為亞太

管理諮詢

地區，包括大中華區、日本、韓國、

healthadvances.com

澳洲、印度和南亞國家的醫藥、生物
技術、醫療技術和數碼醫療保健行業
提供策略諮詢服務。
Health Advances Asia Limited 的
成立進一步推動了公司在過去 20 多年

客戶簡介
Medallia 是體驗管理的先驅和市場領

加銷售機會，從而提供清晰而有效的投

導者之一。公司屢獲殊榮的 SaaS 平台

資回報。

Medallia Experience Cloud，引領著
市場對客戶、員工和大眾的體驗的理解
和管理。Medallia 會捕捉在人與人之
間、數碼世界和物聯網的日常互動所
創建的體驗信號，並應用專有的 AI 技

除了在香港設立新辦事處外，該公司已
在新加坡、日本和澳洲設立辦事處，以
滿足亞太地區對 Medallia CX 平台的需
求。

術，提出個性化和具前瞻性的見解，從

SaaS 客戶體驗管理平台

而為業務帶來巨大的成果。透過使用

medallia.com

Medallia Experience Cloud，客戶可
以減低其客戶流失率，將惡意批評者變
成忠誠顧客，並創造即時交叉銷售和追

越南

新品牌「Sustainabl」是專門研製由

Sustainabl 是一個由四人組成的團隊。

「家用」可堆肥料製成、真正零浪費的

公司擁有在越南聘請的採購經理。銷

生活家品。Sustainabl 的第一款產品

售部門則設於香港、倫敦和馬德里。

是由東南亞手工採摘的可持續手羊草

Sustainabl 的產品在全球銷售。

製作及於當地製成的天然草飲管。這
些稻草百分百天然，可用作家庭肥料
和生物降解，無化學成份或防腐劑。
無味、碳中性、純素及無麩質，為全
球飲管問題提供解決方案。公司在
2020 年初推出的新產品包括檳榔棕櫚
和甘蔗餐具、杯子和其他包裝，全都
是可以百分百用於家庭堆肥的產品。

可持續和環保生活家品
sustainablstraws.com

香港中環紅棉路8號
東昌大廈24樓
（852）3107 1000
enq@investhk.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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