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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簡介
澳洲
Artvantage（Asia）Limited 於六月在香港開始
營運，並推出一個獨特的計劃，幫助畫廊增設分
期付款服務，款項最高可達三十萬港元，還款期
上限為 48 個月，以增加畫廊收入。
Artvantage 是第一間在香港推出此計劃的公司，
客戶現可於實體店舖以分期付款方式結帳，該服
務亦即將擴展至互聯網。Artvantage 網上平台
「Marketplace」能讓畫廊免費展出作品，並直接
售賣給選擇分期付款的顧客。目前，Artvantage

Containerchain 為航運業提供 B2B 的雲端軟
件，服務對象包括貨運代理、進出口商、運輸機
構、貨櫃場及航運公司，涵蓋所有航運界業者。
Containerchain 提供創新及先進的解決方案，能
簡易地聯絡業內不同單位，並為客戶定制軟件工
具，協助處理日常運作。公司宗旨務求增加業界
透明度，改善營運模式以提高工作效率，減低成
本，從而提升客戶服務質素。

Diadem 是一間一站式招牌與導向標識顧問公
司，幫助企業重塑實體空間；透過配合品牌定位
與建築設計，讓顧客能跟品牌親身接觸。Diadem
自 2000 年在澳洲創立起，已在亞太區內協助規劃
及建設全球多個場地，在格局重塑與標誌導向的
設計項目上領導市場。
Diadem 幫助客戶善用自家品牌優勢和提升顧
客體驗，由設計至完工的過程都以創新意念達

Inside Retail 是一個全球性線上及線下零售業
資訊出版商，提供有關零售業的新聞、評論、活
動、報告及分析。公司於 1975 年在澳洲成立，
以香港作為亞洲營運總部，設有香港、新加坡、
菲律賓、泰國及泛亞新聞網站，以及出版季刊
Inside Retail Hong Kong Magazine。

的分期付款計劃由 WeLend Limited 提供給香港
顧客。
Artvantage 計劃從香港總部擴展至亞洲其他國
家，讓這些國家的顧客能於網上向與 Artvantage
合作的香港畫廊購買作品，並可以分期付款。

畫廊服務
artvantage.com

Containerchain 於 2007 年在墨爾本創立，成功
在澳洲及東南亞貨櫃運輸業發展業務。公司於
2016 年進駐香港，以擴展北亞市場。

B2B 航運業軟件解決方案
www.containerchain.com.au

致準確，並以專業管理方式做到物有所值。拓
展至香港是該公司邁向全球策略的重要部分。
現時 Diadem 的客戶包括新西蘭航空、澳新銀
行、寶馬、花旗銀行、世邦魏理仕、Goodman
Property、聯實以及宏利金融。

招牌與導向標識顧問服務
diadem.hk

澳洲舉行亞太區首屈一指的零售業盛事 Inside
Retail Live。該活動會將 Inside Retail 每日帶給
讀者的新聞和活動建構成一個一站式展覽。

B2B 媒體
insideretail.hk

Inside Retail 為專業人士舉辦零售業考察團、從
事訂製出版和發佈、及為以零售商為服務對象的
公司設計市場推廣活動。來年三月公司將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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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時
Odoo Limited 提供一體式企業管理軟件系統，
協助企業有效地管理日常運作，包括帳單處理、
銷售程序、倉庫管理、會計和項目管理等。Odoo
能夠提供企業所需，支持業務發展。Odoo 的解
決方案有 23 種語言選擇，在全球擁有超過兩百萬
用戶及多達 350 個合作夥伴。

市和印度設有分公司。Odoo 香港分公司於 2013
年成立，是該公司的亞太區總部，作為發展亞洲
市場的據點，配合區內迅速的發展。

企業資源規劃綜合解決方案
odoo.com

Odoo 是一家比利時公司，十年前在布魯塞爾成
立，現已成為跨國企業，並於香港、紐約、三藩

加拿大
愛力思科學™ 以溫哥華為基地，旨在透過天然
產品提高公眾對腦部健康的認知，設計的產品有
助於改善記憶、減壓、情緒、警覺性和行為表現
等。在加拿大及香港都有出售的產品包括思維
寶、創建寶、智力寶、智專奧米加及兒童寶，這
些產品配合以科技驅動的移動平台，提供經科學
驗證的腦部訓練遊戲及其他電子學習單元，幫助
顧客培養及維持良好健康的習慣。

愛力思已在香港設立旗艦店，善用香港作為通向
大中華地區的門戶角色，向亞洲擴展營運規模及
加強銷售其加拿大製造天然貨品。

保健產品
allysian.com

愛力思致力幫助每一個人從最重要的腦部開始，
改善生命的每個範疇。由企業家 Rod Jao 和美國
八次奧運獎牌得主 Apolo Anton Ohno 創辦，

Fairchild Canadian Academy（FCA）Limited
於 2014 年在香港創立，致力發展一條龍模式的國
際學校系統，提供從幼兒親子班、幼稚園、小學
課程到十二年級的教育。

FCA 的幼齡學童課程參考了加拿大及英國的教育
準則和瑞吉歐（Reggio Emilia）方法，以問題探索
為本。FCA 同時與加拿大頂尖學校及大學合作，
為幼兒發展帶來獨特兼以研究為本的學習活動。

創辦人馮尚賢發現香港教育界有空間創辨獨特
學習經驗，於 2016 年 2 月在天后成立幼兒教育
中心 Fairchild Junior Academy，並將於 2016
年 10 月在西營盤成立第二所教育中心 Fairchild
Kindergarten，現正等待教育局批核執照。

教育
www.fairchild.academy

Bellota-Bellota® 致力呈現享負盛名的西班牙伊

Bellota-Bellota® 自 2011 年 3 月起，便與香港的
City’
super 建立獨家零售關係。來自西班牙地道
而罕有的產品，在 City’
super 位於國際金融中心
商場、時代廣場及海港城的分店均有出售。

法國
比利亞美食，以高檔環境及獨特禮儀襯托，讓顧
客得到上盛的美食體驗，令人感到滿足。上佳的
伊比利亞火腿（Pata Negra）為公司的主要賣點，
被視為世上最出色及最獨特的產品，以手工精製
而成，味道出眾，香氣濃郁，令人回味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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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貿易
www.bellota-bello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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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Arges Global 是一間一站式的專業服務機構，

或缺的一部分。另外，Arges Global 亦希望打造

服務涵蓋範圍廣泛，包括管理諮詢、科技支援與

一個世界級的服務機構，在創造利潤的同時也能

人才招聘。Arges Global 以香港為總部，在新加

提供良好工作環境。

坡和日本設有辦事處，並計劃拓展業務至澳洲及
印度。

專業服務
argesglobal.com

Arges Global 由一群經驗豐富的專業人士組成，
來自科技、來自銀行、金融服務和保險業。該公
司的願景與使命在於為客戶提供一個可持續的服
務機構與環境，作為客戶和員工步邁向成功不可

意大利
寶思顧問於 1997 年在意大利都靈創立，主要負責

公司於 2016 年進駐香港，視其為邁向亞太區的主

決策及管理人員招聘和人事顧問，為高層管理架

要門檻。

構提供度身訂做的招聘及篩選方案。公司希望與
客戶保持良好夥伴關係，在合作過程中做到最好。

獵頭及人事顧問
propositionmanagementsearch.com

為滿足歐洲市場與促進國際化發展，寶思顧問分
別於2012年在米蘭及2015年在倫敦設立辦事處。

日本
梅光軒於 1969 年在北海道旭川成立，其拉麵食譜

確保高品質。在未來，Ocean Food Service, Inc

已保存了 40 年。Ocean Food Service, Inc 致力

有意在中國內地及澳門開設分店。

將拉麵傳遍世界各地，因此積極透過香港這個世
界之窗接觸海外市場，並將傳統旭川拉麵帶到全
球市場。

餐飲業
Baikohken.com

除了位於希慎廣場的第一間拉麵分店之外，梅
光軒於 2 月及 7 月先後在香港國際機場及 AEON
STYLE 康怡內開設餐廳，材料由日本直接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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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CP Dining Hong Kong Limited（YCP）於

位於灣仔的首間哲平食堂餐廳取得成功後，公司

2016 年 2 月在香港創立，並於同年 6 月在灣仔開

正計劃開設第二間分店，為香港帶來更多新的日

設旗下第一間日本餐廳哲平食堂。山下哲平在九

式餐飲概念。

赤色 文字 カラーモデル

州學習烹調日本菜式十年，其後在新加坡開設哲

CMYK カラーモデル
ーーーーーーーーーーーーーーー

平餐廳，目標是將地道日本風味帶到海外。於

シアン（Cyan) : 12.55%

マゼンタ
（Magenta）: 100%
イエロー（Yellow）: 100%

2010 年，他從哲平餐廳發展出一個更大眾化的品

餐飲業
facebook.com/teppeihk/

キー・プレート
（Key Plate）: 3.92%

牌哲平食堂，並由 YCP 帶到香港。

RGB カラーモデル
ーーーーーーーーーーーーーーー
レッド（Red) : 205

グリーン（Green) : 32
ブルー（Blue) :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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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內地
Unispeed Development Limited 專注日本跨境
供應鏈管理，主要客戶群為售賣化妝品、個人護
理產品、食品、保健品、日用品等產品的零售商
及電子商貿平台。公司最近在九龍灣和元朗設立
倉儲運營中心，為客戶提供更全面周到的供應鏈
管理配套服務。

國際平台上的網上店鋪，如 33 號農場海外專營
店、鼎美國際海外專營店、山本漢方海外旗艦店
和新谷酵素海外旗艦店等，把貨物送到消費者手
中。作為日本產品的供應商，Unispeed 在中國
內地主流跨境電商平台中佔領導地位，公司的成
功印證了香港作為世界領先物流中心的固有優勢。

目前，Unispeed 的業務分為 B2B 和 B2C 兩個方 供應鏈管理及貿易
www.nysochina.com
向。B2B 業務的服務對象包括內地各主要大型電
商平台如京東、唯品會、聚美優品和小紅書等，
加上莎莎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卓悅控股有限公司、
Colourmix 等連鎖店。而 B2C 方面則通過天貓

未來機器人有限公司為一家高科技公司，由一群
香港中文大學的內地畢業生創辦，業務集中於研
發及銷售先進的機器人及自動化科技，以提升製
造及服務業的質素和生產力。由該公司發展的智
能自動導向叉車可以代替人手操作的叉車，在工
廠、貨倉等環境進行不同的運輸工作。香港勞工
成本高昂的情況，令智能自動導向車輛的市場需
求殷切。

才。公司在香港進行核心科技研究及市場推廣，
並計劃在未來三年在香港聘請研究人員、工程師
和其他人員等，製造多於 30 個職位。

機器人及自動化
hkstp.org/hkstp_web/zh-cn/Directory/
VisionNav%20Robotics%20Limited/

未來機器人有限公司的創始人認為香港是一個國
際城市，擁有自由經濟市場和大量高水平的人

秘魯

以香港為總部的初創公司 Pachamama Farmers

如同很多具前膽性的城市，香港對促進健康的食

主要售賣來自秘魯的有機超級食物，首推產品包

物需求急速上升。健康食品能為城市人帶來活

括奇亞籽、瑪卡和藜麥。瑪卡和藜麥已於秘魯種

力，以面對繁忙生活帶來的挑戰。

植超過 2,000 年，在印加帝國時期被視為神靈賦
予人類的禮物。該公司的產品百份百由秘魯製
造，採用合符人道及可持續原則的製作方式，其

食品貿易及分銷
pachamamafarmers.com

一成收益會撥捐至秘魯的基層慈善組織。

新加坡

Anyworkspace 是一個實時網上市場，讓工作

者，包括初創公司或大型企業、業主、物業管理

空間提供者與需要彈性辦公室和臨時會議室的

人及經紀商等。公司把總部設於香港，作為打入

客戶接觸。其網上預訂系統提供短期辦公室出

中國內地及北亞市場的門戶，亦是銷售及市場推

租，租用時限可以按每小時、每日或每月計算。

廣和產品研發的中心。

Anyworkspace 平台提供大量不同種類的臨時工
作空間，包括公用辦公桌、共用工作空間、私人
辦公室、會議室及活動場地。
Anyworkspace 的宗旨是在開闊空間提供者及用
戶的網絡，服務商業房地產生態內的每一個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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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商業房地產服務
anyworkspace.com

客戶簡介 5

MyMaha 是一個卓越的營養保健品牌，融合東西
方高品質且來源可靠的原材料，致力打造高級的
產品、混合製品及食品，確保健康的同時堅守可
持續原則。公司與有名的教練、瑜伽導師、營養

的資訊，一同建立一個健康的社區。MyMaha 在
香港開設公司，籍此增加銷售量及為顧客提供更
佳服務。

師、醫護人員及專家，以創新的產品及具啟發性

保健產品
Mymaha.com

Zfranchises 是一間投資控股公司，致力搜羅一

對 Zfranchises 而言是一個重要里程碑，他們也

系列食品及飲料品牌，於世界各地以不同形式及

計劃要加快發展的步伐，將公司在西班牙、新加

口味呈現。現時，Zfranchises 旗下有西班牙首

坡及其他地方取得的成功帶到香港。

屈一指的乳酪雪糕品牌 llaollao，並作為其亞洲主
要特許經營商。香港以外，Zfranchises 在新加
坡及馬來西亞也設有辦事處。

飲食業
zfranchises.com

llaollao 於 2016 年 6 月 9 日登陸香港，於繁華的
旺角開設門市。把 llaollao 帶到這個璀燦城市，

西班牙
Excellence in Languages HK Limited（EIL）

日文。所有教師均以其母語教授語文，並持有相

是一間總部位於灣仔的持牌教育中心，由兩名來

關資歷及豐富經驗，務求達致最高的教學標準。

自西班牙及德國（另通曉法語）的語言專才創辦，

EIL 提供度身訂造的訓練課程，彈性上課時間配

提供外語訓練以滿足不同的需求。

合商業行政人員需要。

EIL 為企業及個人客戶提供語言訓練，涵蓋英
文、法文、西班牙文、德文、普通話、廣東話及

外語教育
eilanguages.com

來自泰國的 The Vault 是一間休閒產品零售店，

目的倉庫購買布料，而這一系列紡織品則由泰北

售賣紡織品、古董及懷舊物件。店內出售的貨品

土著部落手工編織而成。

種類繁多，有 200 年歷史以上的古物，也有近數
十年的收藏品。該公司曾經向泰國詩麗吉皇后項

生活產品零售
thevault.hk

Elastic 於2012年在阿姆斯特丹由 Elasticsearch

Uri Boness 及 Simon Willnauer 與 Shay 志

及 Apache Lucene 的團隊共同創辦，以搜尋索

同道合，因而創辦 Elastic。之後，Kibana、

引功能處理眾多數據問題。於 2010 年，Shay

Logstash 及 Beats 的創辦人陸續加盟 Elastic，

Banon 開始編寫 Elasticsearch 搜尋引擎，並將

令產品組合 Elastic Stack 更臻完善，吸引全球

其以開源形式推出，促成 Elastic 的出現。

數以百萬計的發展商使用。

隨著雲端計算系統崛起，資訊科技基礎設施的

軟件及科技
elastic.co

泰國

荷蘭

需求改變，例如針對結構化和非結構化海量數
據的實時搜索，Shay 認為需要用嶄新的軟件處
理真實世界的數據問題。Steven Schuu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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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客戶簡介

JAM Consulting Limited 於 2015 年 11 月在香
港成立，是三文治概念店 Knead 的母公司。
Knead 的共同創辦人因在香港找不到心目中期
望的美味三文治，於是決定主動解決問題，創
業售賣新鮮製造的三文治及沙律。Knead 計

劃於年底前開設第二家店鋪，並將繼續擴展業
務，包括一間午餐概念店。

餐飲業
kneadhk.com

英國
領導全球籌款科技市場的 Givergy 於 2009 年

球五個不同國家共設立八所辦事處，抱持的願景

在英國創立，2015 年底在香港設立亞洲總部。

簡單如一，就成為全球首屈一指的籌款活動夥

Givergy 去年在全球支援超過 1,500 項籌款活動，

伴。香港有很多不同的公益事業及籌款活動，

涵蓋 1,200 種公益事業，共協助籌得 2.8 億港元。

Givergy 的科技將帶來新體驗，幫助機構籌募更

Givergy 專門提供最先進的籌款科技，包括無聲

多善款。

來革命性的參與度、可靠性及真確性。公司在全

籌款科技
givergy.com/fundraise

MissQT 是一個以香港為總部的媒體與科技公

家、投資者、投資組合經理，也是科技人員，致

司，旨在打造一個平台大規模蒐集原創和引人入

力成為金融與科技的重要門檻。

拍賣及認捐直播等，為亞太區的慈善籌款活動帶

勝的故事，同時提供新聞、議論、評價、特寫、
投資資訊及活動。

網上媒體
MissQT.com

MissQT 與其他媒體與科技公司不同之處，在於
他們扮演多元化角色，身兼新聞工作者、企業

以英國為總部的 Cognita 在世界各地經營私立學

Stamford American School — Hong Kong 選址

校，服務領先全球。Cognita 在三大洲已成立超

何文田高級住宅區，學生可選讀國際文憑大學預

過 65 所學府，而 2017 年 9 月將於香港開辦為 5 至

科課程* 及美國高中文憑課程，或兩者兼修。

18 歲學生而設的國際學校 Stamford American
School — Hong Kong，是公司在亞太區第十所
院校。
Cognita 在新加坡成立的 Stamford American
International School 現有超過 3,000 名來自 70 個
國家的學生，九成畢業生能夠升讀首選學校。由
於在新加坡取得空前成功，Cognita 為香港的項
目斥資 6 億 7 千 300 萬港元收購有關地段。

investhk.gov.hk

*Stamford American School — Hong Kong 將於
2017 年 12 月申請國際文憑大學預科課程的候選
資格。

教育
www.sais.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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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e & Spirit Education Trust（WSET）於

WSET 位於灣仔的辦事處由一個四人團隊組成，

1969 年在倫敦創辦，以非牟利形式運作，是全球

主力支援本地提供課程的機構、教育工作者和合

最大型葡萄酒、烈酒及清酒教育培訓機構，在超

作夥伴，以及持續增加的 WSET 畢業生。WSET

過 70 個國家以 19 種語言提供九個 WSET 課程及

亦計劃擴展業務範圍至考試支援。

資格認可。
從 90 年代起，WSET 已於香港提供課程及資格

教育及訓練課程
www.wset-china.com

認可，現在更選擇香港作為全球第一間地區辦事
處。香港及大中華區是 WSET 在英國以外的最大
市場，並會持續穩健增長。

美國
助視會是一間非牟利社會企業，致力於消除全球

助視會總部設於美國，香港分會於 2015 年成立，

白內障致盲的健康危機。白內障是世界上致盲的

作為亞太區聯絡辦公室，主要透過在亞洲區內進

主因，全球超過 2 千萬白內障患者因得不到適時

行企業合作、街頭募捐及宣傳活動等，提高公眾

及有效的治療而失明。

對患上白內障的認知及其肆虐的嚴重性。

助視會以手術培訓為重點，引入一套市場可行的

國際非牟利社會企業
helpmesee.org.hk

方案，確保最需要治療的社群得到幫助，杜絕致
盲的主要因素。自 2012 年起，助視會與 242 名醫
生合作，在九個國家，包括印度、中國、馬達加
斯加、尼泊爾、秘魯和越南等，進行超過 24 萬次
視力回復手術。

香港綜合腫瘤中心與香港綜合影像及內視鏡診斷

香港綜合影像和內視鏡診斷中心提供廣泛的篩

中心於 2015 年成立，提供優質和完善的跨專科

查、影像診斷和介入放射治療等服務，並配備

診斷私家腫瘤治療服務。兩個中心均座落於位處

多種先進儀器，確保病人能獲得優質的服務。

中環心臟地帶的冠君大廈。
香港綜合腫瘤中心提供全面的跨專科醫療服務，

專科醫療服務 , 影像及診斷中心
hkioc.com.hk

從癌症預防、篩查、內視鏡檢查、影像診斷至跨
專科治療均一手包辦。中心的專業團隊涵蓋外科
醫生、臨床腫瘤科醫生、放射科醫生、腫瘤專科
藥劑師和專科護士等，確保每位病人均可得到綜
合的專業意見和最適切的治療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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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vot Global Limited 於 2016 年成立，是一個

香港作為國際商業中心，吸引具備豐富經驗、全

以香港為總部的招聘平台，致力幫助擁有頂級專

球視野及廣泛技能的專才。Pivot 可讓香港公司接

業經驗的女性再次投身職場。任何公司若計劃聘

觸這些來自各行各業的高質素專業人才。

請有能力和有經驗的人才，可透過此平台按個別
項目（為期一至三個月以上）招聘尋找彈性工作機
會的女性。Pivot 主要按照不同的專業經驗，向這
個未開發的人才庫提供一系列工作機會，亦協助
她們避免因時間限制浪費全職工作的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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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
pivot.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