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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簡介
法國

Ekimetrics 是一家獨立的諮詢公司，專注運用最

前沿的統計和數據分析知識幫助客戶做出更明智

的業務決策。

Ekimetrics 成立於2006年，現有超過150名具 

有統計兼諮詢專業知識的顧問。公司總部位於 

巴黎，同時在倫敦丶紐約、迪拜和香港設有辦事

處。香港辦事處於2014年成立，負責亞太區 

業務的區域總部。

公司現時的客戶涵蓋了各行各業的跨國公司， 

專門為他們制訂完善的解決方案，例如市場營銷

ROI，大數據和數碼營銷轉換率，客戶策略和定價

策略等。

顧問及數據分析
ekimetrics.com

德國

French Allure 是French Allure Limited 旗下的

時裝品牌及電子商貿平台。這家網上商店提供價

格大眾化的時尚產品，讓顧客以較低廉的價錢購

買高級服飾。此外，French Allure 也提供全球

配送服務，由香港總部直接將貨品運送到顧客家

中，本地顧客更可享有隔天免費送貨服務。為

了令顧客感受到貼心周到的個人化購物體驗，所

有貨品都會附送精美包裝、收納袋和感謝卡。

French Allure 的目標是將法國女性率性自然的時

尚風格帶給全球的時尚愛好者。

時裝批發/ 零售
frenchallure.com

Kello Labs Ltd根據醫學研究開發睡眠訓練裝置。

這裝置可幫助使用者入睡、提升睡眠質素、減少

打瞌睡並調整生理時鐘，讓使用者可以精力充沛

地應付日常生活和工作。

Kello 的團隊之所以決定移師香港，是因為他們相

信香港是開展硬件業務的最佳選址。香港集合了

生產樞紐與西方市場思維的優勢，令研發和市場

推廣更具效率而且迅速，可謂兩全其美。公司亦

計劃增聘研發和全球銷售人員，於香港繼續擴展

業務。

睡眠科技及物聯網
getkello.com

a.Hartrodt 專營食品及飲料貨物物流，就食品及

飲料產品提供特別處理，確保此類產品在貨運流

程中得到妥善而專門的保護。

a.Hartrodt 能夠提供快捷的付運速度、配備溫度

控制的運輸工具及存倉設備，以及訂單監測服

務，每個環節都是為了處理容易變質的高品質食

物及飲品而設。該公司擁有覆蓋全球各地的強大

網絡，其海外辦事處對協調運輸業務更是不遺餘

力。作為a.Hartrodt 的區域辦事處，香港分公司

竭力為區內各種不同文化背景的客戶提供最高質

素的物流服務。

物流及運輸
hartrodt.com/en/sector-solutions/food-be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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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velements 是一家綜合型保健生活服務公司，

專注於提供高效創新的保健策略、為目標地點提

供設計概念及項目開發、以植物為本療理美食和

養生管理作為重點強項。

Fivelements 於2010年在峇里開業。他們將傳統

療理的智慧融入創新保健概念之中，是當地第一

家新式風格的養生中心。他們全面的養生度假服

務獲超個26個國際獎項肯定，獎項所涉獵的範疇

橫越度假/ 療養、保健、美食和可持續設計界別。

在2017年第一季，Fivelements 將於香港開設第

一家位於市區的養生中心，專注於提供運動員訓

練支援以及家庭保健服務。

全球保健市場增長迅速，消費額高達千億。在保

健市場中，Fivelements 一直領導創新，市場領導

者地位備受肯定。Fivelements 採取的增長策略

是將他們的概念推及到擁有獨特文化的地點和金

融中心，並套用到各種環境之中，將保健融入家

居、款待業和多用途企業，從而創造新機遇。

保健行業
fivelements.org

Accelerate 於香港首創社交程式編寫訓練營，

範圍涵蓋軟件開發、數據科學及機器學習、用戶

體驗設計。教學方法一改傳統授課模式，以「學

以盡其用」為本，「自主學習」為法，務求發掘人

才，加以密集培訓，並引薦學員至超過25間香港

頂尖初創企業，盡展其能。學員學費皆可「獲聘

後付費」，亦常設獎勵計劃以供資助。Accelerate

將為科技業界訓練下一代精英。

Accelerate 摒棄考試，以專題研習為主，連接教

育與實際需要，訓練多方面人才，致力於培訓學

員積極學習，發揮潛能。Accelerate 亦希望建立

「學會學習」之典範，為同業發展出一分力。

科技教育
acceleratedhk.com

愛爾蘭

印尼

意大利

Axiom 是一家擁有對科技充滿熱忱的人脈網絡獵

頭公司。他們利用對業界的知識結合內部先進的

技術解決方案，為客戶提供寶貴的服務。

該公司的業務跨越多個職能領域，並專注於支援

從事科技產品或服務的公司。Axiom 的客戶包括

一些享負盛名和正在崛起的科技品牌。至今，他

們已完成多個在美國、歐洲和亞太區舉行的招聘

項目和活動。

招聘
axiomsource.net

Trip Guru 是一個人性化的旅遊及生活品味網上

預訂平台，將志同道合的人士連繫在一起，以盡

可能優惠的價格預訂團體特色活動。這家公司的

業務主要針對亞洲市場，因此他們將總部設於香

港，以方便管理所有業務運作。平台提供的所有

活動均由Trip Guru 員工親自策劃，致力提供「市

場至優」之選擇。而他們採用的人性化系統更可

記錄客戶的喜好，從而提供相關的活動建議。旅

客可以選擇預約私人活動或參與團體活動。透過

加入群組，參與者將可以與其他人結伴同遊，這

樣便能符合活動提供者所設的參加人數下限，享

用團隊折扣優惠，並且結識志同道合的朋友。

旅遊
thetripguru.com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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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教育集團，自成立28年以來，秉承「辦中國

最好的職業教育」的教育理念，先後在全國35個

地區開辦近百所學校，在校學生人數超過10萬

人，香港新東方廚藝培訓為首間建於中國內地以

外的分校。香港分校主要以教授蛋糕、甜品、麵

包及西餐的興趣班為主，更會定期邀請國內大師

來港教授中國八大菜系，為滿足對烹飪有興趣的

人仕提供全面的課程。

香港新東方廚藝培訓計劃於3年內開拓2-3家分

校，並以香港為基地，繼而發展業務至其他東南

亞及歐美等地區。

廚藝培訓
www.hknoc.com.hk

中國內地

菲律賓

新加坡

紐西蘭
KorumLegal 擁有一支資深的律師團隊，能夠按

客戶所需，提供具彈性而且經驗豐富的法律顧問

服務。律師團隊背景相當多元化，包括律師事務

所律師及合夥人、內部法律顧問和總法律顧問。

律師事務所提供的服務包括法律顧問借調及委

派、項目及進程項目管理相關的法律行動，以及

專為法律及監管技術而設的解決方案。他們的客

戶涵蓋初創公司、中小型企業以至跨國公司、銀

行和律師事務所。KorumLegal 借助技術解決方

案、在客戶辦公室實地辦公或遙距作業等彈性安

排，為客戶帶來極大的方便。

法律服務
korumlegal.com

快樂蜂（Jollibee）是菲律賓最大型的美式快餐連

鎖店，供應菲律賓風味的食品，以「home of the 

famous chickenjoy」（享受炸雞歡樂的發源地）作

為宣傳標語。香港作為全球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

一，是向全球各地人士推介快樂蜂的黃金機會。

快樂蜂旺角分店由美佳大中華餐飲集團有限公司

營運，選址位於香港最熱鬧繁華的地方之一。快

樂峰的目標是將最美味的炸雞帶到香港，將家鄉

風味帶給在香港生活和工作的菲律賓人。除了供

應快樂蜂的旗艦產品外，快樂蜂旺角分店也積極

研發新產品，例如雞柳、火腿蛋卷，以迎合本地

市場口味。集團也希望以歡欣的服務態度，為顧

客帶來歡樂的用餐體驗，並將此訊息傳播開去。

快餐店
facebook.com/jollibeemongkok

來自新加坡的米芝蓮二星餐廳御寶飲食集團，在

新加坡、上海和廣州經營超過30家餐廳。香港新

店位於尖沙咀北京道一號，是集團進軍香港飲食

界的首個項目。

顧客能夠在御寶軒品嚐精緻地道的廣東菜式，同

時享受周到的服務。餐廳位於10樓，能夠眺望壯

麗的維多利亞港景致。

御寶飲食集團委託了國際知名的設計公司，並耗

資數百萬元為餐廳進行設計和裝潢。御寶軒更安

排擔任主要職務的本地員工於早前遠赴新加坡和

上海分店接受培訓，為的是提供最好的食物及優

質的服務予客人。

集團並已宣布計劃於2017年年中，在香港開設第

二家高級食府。

餐廳
imperialtreasure.com/hk

http://www.investhk.gov.hk/zh-hk/index.html
http://www.hknoc.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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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

土耳其

Pear & Carrot 開設moreganic Sweden 門市，專

門售賣各種優質北歐有機食品。自2012年在香港

開業以來，他們致力推廣北歐食品及飲料，並將

有關產品引入香港、澳門和中國內地。他們搜羅

多種瑞典優質品牌，種類涵蓋罐頭產品、糖果、

咖啡等乾貨以至飲料、新鮮及急凍食品。此外，

他們還提供一站式解決方案，包括採購、市場推

廣、品牌策略、全面的銷售管理以及分銷服務。

食品及飲料
moreganicsweden.com

Gino Monti San.Ve.Tic.Ltd.Sti. 成立於1984年，

是土耳其領先的皮革服飾製造商之一。香港辦事

處Gino Monti HK Ltd 於2016年6月開業，是公

司的區域辦事處，負責處理從歐洲國家入口用於

生產服飾、手袋和鞋履的真皮材料。此外，香港

辦事處也會擔當銷售及市場推廣的角色，負責與

中國內地、韓國和日本客戶建立並保持緊密關係。

他們的擴展計劃包括在中國東部和南部設立陳列

室或代表辦事處，以便拉近與客戶的距離。

真皮貿易
ginomonti.com.hk

Reste Laboratories Pte Ltd 是一家醫學實驗室

公司，總部設於新加坡，於2016年年底在香港

中環設立首個海外實驗室。Reste Lab 為臨床醫

生、內科醫生和專業保健人員提供齊全的高靈

敏度診斷方案和高質素的實驗室服務。他們透過

實驗室自動化系統、嚴格的品質控制和整合資訊

科技，交付準確及時的化驗結果。為滿足不斷

演變的醫療需要，他們不斷擴大其專門測試的

範疇。ResteLab 是Reste Group 的成員公司。

Reste Group 是醫療保健的綜合公司，附有生物

醫學的研發部門，擁有專利技術。

醫學實驗室
restelab.com

荷蘭
Fruit for You 以訂購方式為辦公室提供優質水

果。這項服務在歐洲已盛行多年。

初創公司Fruit for You 選擇在香港設立總部，是

因為他們看準香港健康風氣漸盛、營商環境國際

化，而且商業基建完善。透過定期供應優質水果，

他們間接提高了職場員工的生產力、健康和工作

魄力。他們提供的水果由歐洲進口並且採用冷鏈

運輸。所有Fruit for You 的果籃每週都會附上不

同的資訊咭，因為他們相信要讓客戶享受健康生

活，就必須不斷提升他們的健康知識。該公司並

設有一個自助訂購的電子商貿網站。

辦公室水果配送
fruitforyou.hk

http://www.investhk.gov.hk/zh-hk/index.html
http://moreganicsweden.com
http://ginomonti.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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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ruitforyo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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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DRA 是一家獨立的全球信託、企業及基金專

業服務公司。他們的辦事處遍及11個主要司法管

轄區，由380位業界精英組成的團隊致力為多元

化的客戶群提供適切客戶需要的解決方案，客戶

包括高淨值人士及其家人、跨國企業、機構投資

者、企業家和創業家。ZEDRA 屬私人公司，營運

具靈活性，勇於求變而且具備專業知識，能夠應

對客戶不同需求，同時在瞬息萬變的監管環境下

保持高水平的企業管治準則。ZEDRA 於2016年

1月由一個獨立投資集團向巴克萊銀行收購而來。

集團具有豐富的信託及受信服務經驗、企業及基

金業界經驗和專業知識。

堅定的承諾和資深團隊的驕人往績是ZEDRA 的業

務支柱，令他們建立起與客戶及合作伙伴的互信

關係和令人鼓舞的企業精神。

信託、企業及基金行政管理服務
zedra.com/hong-kong

創智教育（PEL）是一家世界領先的教育諮詢公

司，他們的資深顧問全都具備超過40年的豐富教

育經驗。面對教師短缺的問題，教師招聘成為全

球國際學校拓展業務非常重要的一環。創智團隊

一直努力將國際教育機構與來自世界各地、對教

學抱有熱誠並優秀的教育工作者聯繫起來。

PEL 相信每所學校均是獨一無二的，而學生的成

功取決於度身訂造的師資管理策略。不論是為新

學校進行大型招聘活動、挽留人才，還是臨時專

科教師招聘，他們的訂制招聘服務都會全面照顧

到整個招聘過程。PEL 致力協助教師的專業發

展，促進學校與未來教師的長遠關係。

招聘
pel.asia

Nelian Holdings 專責為旅遊及奢侈品零售業提

供專門的諮詢和銷售/ 市場推廣代理服務。公司於

2016年9月在香港開業，並定位為亞太區旅遊及

奢侈品零售業中心。

在開業的首六個月間，他們已取得七份合約，客

戶分別來自亞洲、北美和歐洲。合約內容都以將

高質素的旅客帶到香港以及亞太區各地為重點，

從而帶動本地經濟。

他們將繼續擴大客戶群，並預期於2018年年底，

將公司規模擴大兩倍。

旅遊及奢侈品零售

Imagesound Group 專門為全球的零售、時裝、

款待、奢侈品、食品及飲料品牌提供店內音樂及

影音方案設計服務。簡而言之，他們透過音樂和

科技，協助公司提升客戶體驗。他們看準香港的

增長機遇和戰略性位置，選擇在香港設立亞太區

總部。

Imagesound 以英國為據點，在杜拜、洛杉磯和

香港均設有環球辦事處。現時他們的合作夥伴超

過300個品牌，服務覆蓋店舖多達30,000間，

遍佈於全球139個國家。他們將內部員工的專業

知識以及對音樂的熱愛，發展出品牌化的解決方

案。他們的團隊所支援的服務包括設計音樂播放

清單、度身定做的店內方案、影音設備安裝和數

碼顯示系統。

零售及款待音樂方案
imagesound.com

英國

http://www.investhk.gov.hk/zh-hk/index.html
http://www.zedra.com/locations/location/hong-kong/
https://www.pel.asia
https://www.imagesou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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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籍商業攝影師E.P. Miller 在葵涌開設影樓，提

供多元化的攝影服務，包括珠寶、鐘錶、時尚產

品和商務人像攝影。Miller 指出香港一直是中國

與世界各地的重要交會點，而他們服務的公司都

深明視覺訊息的重要性，認同視覺訊息有助向本

地及全球各地的受眾推廣產品、人才和服務。他

們協助各公司建立獨一無二的原創視覺品牌。在

品牌設計及攝影方面，E.P. Miller 擁有超過17年

經驗，全面滿足初創企業以及全球100大企業的

需求。

攝影
ericpatrickmiller.com

Epsilon Venture Partners （EVP）是一家科技風

險投資及增長型股票基金管理公司，專責為中國

以外的亞太地區引進多元化以及與設備無關的投

資方案。

EVP 由Sudheer Kuppam 領導，他曾經擔任Intel 

Capital Asia 的主管，在矽谷和亞太地區都擁有 

風險投資經驗。EVP 共有四個合作夥伴，合作年

期平均長達11年，並成功將6億資金投放於約

100家公司，投資成效備受業界肯定，而且虧損

比率低，成績斐然。

EVP 總部設於香港，並於孟買、首爾、台北和東

京設有辦事處，為有意透過其首項區域科技基金

涉足亞太區的投資者提供獨到的建議。這項區域

科技基金會物色在區內具吸引經濟機遇，例如北

亞地區的創新產品以及南亞地區的創新服務。

科技風險投資者
epsilonventurepartners.com

Go2Group 成立於2002年，是一家應用程式解決

方案的全球供應商，協助各機構把業務靈活應變。

他們提供的產品和服務包括ALM（應用程式生命週

期管理）、DevOps、雲端以及快速系統應用。

他們擅長處理涉及多個平台和團隊的複雜整合項

目。旗艦產品ConnectALL 是一個能夠連接多種

工具和應用程式的綜合解決方案，讓客戶得以高

效、無誤地互相合作。

作為全球擴展計劃的一部分，Go2Group 在香港

開設了辦事處，是繼美國、印度和日本辦事處後

最新增設的據點。隨著市場的急遽增長，應用程

式整合解決方案需求日益增加，而新設的香港辦

事處將能夠滿足市場的有關需求。

軟件技術解決方案供應商
go2group.com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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