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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sa Ionic Co. Ltd 是專注於生產水質處理系統的
專家，目標是為工商界及住宅提供控制水質的相關
解決方案，適用於商業、工業及家居等不同環境。

該公司的 Pura 商用及家用系統，採用了世界上最
頂尖的水質處理技術，使顧客得以利用可持續發
展的方式獲得符合標準的水質。

Aisa Ionic 最近在香港設立辦事處，專責亞洲地區
的業務發展，期望利用香港把系統推廣到區內各
地市場。

水質處理
aisaionic.com.ar 
pura.com.ar

澳洲

巴西

Preem International （HK） Ltd 是一家專門提
供特許設備及用品的餐飲服務公司，主要提供
爆谷、棉花糖，玉米片和熱狗等「趣味食品」。
Preem 是香港最大的爆谷米進口商，為區內的
大部分爆谷公司提供優質的食材、設備和服務。
Preem 透過其位於香港的貨倉，為本地以至世界

各地的戲院、遊樂園、零食生產商、餐飲活動公
司及零售商提供服務。

餐飲服務 — 特許設備及用品之進口及分銷
preem.com.hk

Raiz The Bar Chocolate Makers 是香港本地
原創並獲獎的巧克力製作商，由可可豆採購至巧
克力製作的過程均一手包辦。其巧克力的特點包
括手工製作、有機認證、生機素食、原始飲食、
低升糖指數、石磨而成，而且不含精製糖、乳製
品、麩質、大豆、花生、果仁、基因改造食物和
餡料。此外，巧克力並無使用現成的調温巧克力、
烈酒，醬餡或粉料，而是以新鮮的石磨可可豆製
成，百分百真材實料。

Raiz The Bar 的有機巧克力條以及一系列健康的
可可和椰子產品於香港各大超級市場、有機和健

康食品商店及咖啡店有售，這些香港製造的產品
亦會出口至世界各地。

儘管 Raiz The Bar 只是一個小小的家族經營巧
克力工場。由來自悉尼的兩姐妹經營，已為人母
的二人均支持可持續發展及具道德操守的農業活
動，除了親身參觀所合作的家庭農場，以查核對
方的誠信外，還採用環保的包裝材料。

食品製造
raizthebar.com

Wilderness 國際幼稚園位於堅尼地城，校園環
境經過精心設計，既安全又能有效提升幼童的參
與度以及學習和理解能力。其課程融合國際文憑
及瑞吉歐教學法（Reggio Emilia Approach），
內容包括日常戶外遊戲、中文學習和瑜伽等。
Wilderness 的戶外空間由感官遊戲區、香草園
和有利幼童發展的「搗蛋」遊戲區（Messy play）
組成。此外，班房和戶外學習遊戲空間亦經過悉

心設計，以吸引幼童與大自然和四周環境互動
接觸，從而建構他們對周遭世界的認識、提高
其身心健康水平，並培養愛護大自然的態度。
Wilderness 與「自然」環境親近的這項特色，對在
香港這樣的國際大都市中成長的幼童尤為重要。

幼兒教育
wilderness.asia

Unique Pack 於1969年成立，現已成功在巴西
市場建立強大的品牌地位。Unique Pack 專精於
為珠寶相關產品生產和分銷獨特、優質和低成本
的包裝。公司正在積極擴展業務，並選擇香港作
為總部和全球銷售中心，其優秀的本地銷售團隊
和產品專員秉持有禮、尊重和高效的服務態度，
為世界各地的客戶提供全方位的支援。

Unique Pack 的工廠設在中國深圳，每月能生產
80萬件包裝，並可迅速處理大量訂單。

Unique Pack 的目標是與全球戰略夥伴建立及鞏
固長期的業務合作關係，在不斷變化和充滿活力
的全球商業環境中，為各方創造更大的利潤，締
造雙贏。

銷售、貿易
uniquepack.net

Where learning is an adventure
 Kennedy Town

www.wilderness.asia

Where learning is an adventure
 Kennedy Town

www.wilderness.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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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finity Sports & Education Ltd. 是香港唯一為
學生及運動員提供運動及教育諮詢服務的公司，
致力於協助他們追求海外運動生涯和教育機會。
自成立開始，Affinity 已經協助超過80名運動員取
得運動員獎學金並入讀海外大學。Affinity 作為香
港初創企業，現已拓展到中國內地和巴西，繼續
提供運動專業發展、經理人以至升學輔導等服務。

Affinity 的使命是開創「培養運動員成為改變世
界的領袖」的新時代，因而造就 Sportsync 電子
平台的誕生。該平台致力為運動員和教練提供一

個相互聯繫及進步的社交渠道，同時提供在體育
界競爭的所需資源，目標是建立專屬於全球運動
員、教練和招聘機構的最大型網上社群。

運動及教育服務
affinityed.com

法國

坐落於西營盤的全新 Fairchild Kindergarten 現
已開幕，為年屆2歲至5歲的學童提供幼稚園幼兒
班及低班課程，高班課程將於2018年開始提供。
這是 Fairchild 旗下第二家教育機構，而其位於天
后的幼兒中心 Fairchild Junior Academy 正值慶
祝其首個周年紀念。

Fairchild Canadian Academy 成立於2014年，
致力在自然環境中提供優良的學習機會，以激發
兒童遊玩、發問和學習的天性本能。FCA 為幼兒
提供的探索式課程參照加拿大和英國的完善教育
框架及瑞吉歐教學法（Reggio Emilia Approach）
來制定。此外，FCA 與加拿大的頂尖大學、幼稚

園、小學和中學有正式的合作關係，包括英屬哥
倫比亞大學、西門菲莎大學、聖喬治學校和約克
莊中學等，旨在為兒童發展引入獨特的研究性學
習活動。

Fairchild 的長遠目標是在香港發展學前幼兒班至
高中部的「一條龍」辦學模式，旗下幼稚園獲教
育局發出牌照並正式開幕，為其奠定了另一個里
程碑。

幼兒教育
fairchild.academy

儘管市場上有許多智能服飾公司，但當中只有少
數產品能根據收集所得的數據作出即時反應。
Clim8智能恆溫衣監察和分析所有與用家體溫舒
適感有關的數據，並作出調節，以滿足人體保暖
的基本需求。Clim8採用特薄貼身發熱元件，而且
內藏細小的感應器，塑造出品質優良的創新服裝
品牌。香港與深圳只有數哩之遙，亦是各大品牌
落戶之處，因此對於完美結合衣飾和電子技術的
Clim8而言，香港是最佳的據點。

Clim8的辦事處位於數碼港，現有4名員工分別負
責電子技術、財務和行政工作，公司計劃增聘人
手以應付業務擴張的需要。

電子紡織品
myclim8.com

Corsican Flavour 從法國南部進口食品和飲料
到香港和澳門，亦計劃出口到泰國。Corsican 
Flavour 專注為個人、酒店、餐廳和企業等客戶提
供區域性優質產品，產品包括高級葡萄酒、優質
礦泉水、蘋果酒、果醬和蜂蜜。此外，Corsican 
Flavour 亦計劃進口和分銷芝士和現成食品。

Corsican Flavour 關注客戶的期望和要求，致力
為他們提供富有價值的優質產品，同時，不斷物
色新的業務發展機會，積極締結良好的合作夥伴
關係。

餐飲業
corsicanflavour.com

E-learn2grow 致力為企業提供專業電子學習和培
訓方面的增值服務，以助企業客戶提升員工的知
識和技能，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

此外，E-learn2grow 亦致力幫助客戶跟上數碼
化、法規和金融改革的步伐，從內革新公司組
織，並提供度身訂造的一站式電子學習服務（教學
設計、電子學習概念和多媒體開發）、企業培訓，
舉辦工作坊和會議 / 研討會並製作相關動畫，同
時提供電子學習平台的運作和支援服務。公司能
將過時的培訓材料轉化為引人入勝的學習體驗，

並透過度身訂造的平面設計和多媒體解決方案，
提供富互動性和趣味性的優質內容，以達到激勵
和促進學習之效。

E-learn2grow 坐落在香港的心臟地帶，而香港的
各種有利條件將有助加快教育科技業的發展。

電子學習和企業培訓
elearn2grow.com

加拿大

http://www.investhk.gov.hk/zh-hk/index.html
http://www.affinityed.com
http://fairchild.academy
http://www.myclim8.com
https://www.corsicanflavour.com
https://www.elearn2gro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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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nge 於2016年11月在香港推出，主打專業
的上門美容服務，致力將美容護膚融入香港人繁
忙的日常生活之中。

鑑於香港人生活繁忙，對於方便、靈活的服務需
求極大，Sponge 因此為顧客提供方便快捷的專業
美容服務，不但價錢實惠，顧客只需點擊一下即
可安坐家中、辦公室及酒店等地點進行。Sponge
的操作方式十分簡單，從其招牌選單選擇服務和
風格後，輸入預約日期、時間和地點，Sponge 的
專員將按照顧客輸入的選項資料，上門提供服務。

公司目前提供美髮、化妝和植駁睫毛服務，並即
將推出更多美容服務。現在的顧客往往希望精簡
其美容護膚的日常流程，並在保持服務質素的情
況下降低美容成本，Sponge 因而定位「隨選」
市場。

Sponge 由法國出生的駐港紐約律師 Diane 
Younes 創立。

隨選美容服務
gosponge.com

德國

印度

愛爾蘭

意大利

作為一家諮詢公司，suPPPort ltd. 專注於發起、
設計和執行全球可持續發展項目。目前，儘管協
助發展中國家發展項目的資金供應充裕，但由於
極大及迫切的需求，以及商業世界對相關的資助
計劃缺乏認識，因此 suPPPort 積極推廣資助計
劃，並為企業、當地社區和社會設計和實施具效
益的項目。現今，企業社會責任對於保持競爭力
至關重要，因而獲納入公司的整體戰略。目前，

suPPPort 的主要資助計劃來自德國、奧地利和瑞
士政府。

suPPPort 於柏林、香港和達卡設有辦事處，亦於
世界各地有多家合作夥伴。

諮詢
www.suPPPort.org

Retired Not Out 於2017年在香港成立，是一家
提供就業機會的社會企業，致力釋放銀齡人士的
潛在才能，以其利用他們的能力及經驗滿足千禧
代機構的需求。Retired Not Out 相信，長者重投
職場不但能減輕勞動人口不斷萎縮的負擔，令正
在迅速老化的社會獲益，還可確保長者保有生產
力、提升其社會參與感，為企業和社區帶來價值。

Retired Not Out 專為長者而設，根據需求情況，
為他們在各大機構安排兼職或富彈性的項目、諮
詢工作、顧問角色以及教學和義工服務等。

Retired Not Out 的營運團隊對於實現社會可持續
發展充滿熱誠，目標是創造包容長者的文化，並
透過能力發展和有尊嚴的退休後職業，賦予他們
成就感，從而進一步擴張公司業務。

社會企業、人力資源科技
retirednotout.com

OpenJaw Technologies 是一家為航空公司、
忠誠計劃公司及網上旅行社提供電子商貿技術的
領先供應商，其旅遊零售平台能讓用戶在網頁和
流動裝置上完成機票預訂、旅遊套票和零售銷售
流程。透過 TRIBE API 和 NDC API 的應用，其
客戶更可以在其他渠道（包括間接渠道）上實現銷
售流程。

OpenJaw Technologies 於2002年成立，總部設
在愛爾蘭都柏林，於哥爾威、馬德里、克拉科夫

以及香港均設有辦事處。OpenJaw Technologies
因應本地據點的需求日益增加，加上拓展亞太區
業務計劃，在2016年11月開設了香港辦事處。
OpenJaw Technologies 現正積極擴張，本地員
工人數更有望倍增。

旅遊科技及服務
openjawtech.com

Pazzeria Italian Brewery 來自意大利米蘭，於
2002年開業。

餐廳雖具英式酒吧風格，當中的熱情溫暖、色彩
運用及美食卻充滿正宗意大利色彩。除了傳統主
菜、意大利冷盤、意式三文治和沙律外，餐廳亦
提供來自意大利的16多款生啤和200款不同的手
工啤酒，每隔一天進行一次生啤開桶。

此外，Pazzeria Italian Brewery 提供十多款
屢獲殊榮的樽裝啤酒，包括意大利唯一的修

道院啤酒 Tre Fontane、獲提名世界最佳啤
酒的 Vesleteren 12、Toccalmatto、Birrificio 
Lariano、Stradaregin 以及 Il Doge 等。

自2015年開始，Pazzeria Italian Brewery 便一直
計劃將概念酒吧拓展至多元化的香港市場，餐廳
現已進駐香港，落戶旺角和中環兩個黃金地段。

酒吧餐廳
pazzeria.hk

http://www.investhk.gov.hk/zh-hk/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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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內地
內蒙古蒙牛乳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始建於1999年
8月，總部設在內蒙古和林格爾縣盛樂經濟園區，
2004年在香港上市（股票代碼：HK2319），2014年
成為入選恒生指數成分股的中國乳業第一股。

蒙牛是中國內地領先乳製品供應商，致力於為全
球消費者提供健康安全的乳製品，是中國內地航
天事業戰略合作夥伴、中國內地運動員專用牛
奶、香港及上海迪士尼指定牛奶，以及 KFC 戰略

合作夥伴，曾多次在香港獲得由多家超級市場頒
發的獎項。

蒙牛目前擁有近3萬多名員工，在內地建立了33個
生產基地53個工廠。2016年，蒙牛營業收入超
過500億元。

乳製品
mengniu.com.cn

福建建達律師事務所香港分所是為了順應內地和
香港日益頻繁的經濟往來和不斷增加的跨境法律
服務需求的趨勢而設立。建達香港分所現有5位
合夥人律師，主要提供跨境法律服務，包括內地
公司在香港上市，跨境的收購與並購，香港銀行
辦理內地物業的抵押登記，內地民商事判決在香
港認可和執行，香港居民繼承內地遺產，辦理內
地房產買賣等跨境業務。建達香港分所將繼續秉

持「樸實、沉毅、勤勉、盡責」的精神，為內地與
香港的經貿往來及國家「一帶一路」的建設，提供
更便利更周到的法律服務。

中國法律服務
jdlawyer.com.cn

古兜控股有限公司為中國溫泉度假村及酒店營運
商及旅遊物業開發商，於2003年開始古兜溫泉綜
合度假村的溫泉度假村及酒店營運，開業十多年
來，先後被中國不同單位評為「優秀旅遊景區」、
國家 AAAA 級旅遊景區、「廣東省溫泉旅遊示範基
地」等殊榮。古兜溫泉綜合度假村坐落於中國廣東
省江門市新會區，毗鄰廣珠城際鐵路、廣東西部
沿海高速、江肇高速公路等多條鐵路及高速公路。

度假村提供有五間主題酒店，並配備多種娛樂設
施，當中包括溫泉設施、酒店、商鋪、餐飲店、
康樂水世界、水療中心、會議中心、公園、旅遊
景點及其他休閒娛樂配套設施。公司已於香港創
業板上市。

款待業營運商及發展商
gudouholdings.com

Reeracoen HK Co., Ltd 是一家以日本為基地的
人才顧問公司，除了為各行各業的公司提供人才
顧問服務外，亦同時支援香港及日籍求職者於香
港發展事業。Reeracoen 於亞太區10個國家擁有
逾19間分部辦事處，其總部 Neo Career 共有超

過2,000名員工，致力透過公司的強大網絡和人
力資源專長，幫助客戶達至事業上的成功。

招聘服務
reeracoen.com.hk

日本
敬洋（香港）國際貿易股份有限公司於2017年1月 
在香港太古城開設了日本山梨縣著名糕點品牌
Chateraise 的首家香港分店。為了打破「優質日
本產品均價格高昂」的固有印象，敬洋首次在香
港投資，希望讓更多香港人能以優惠公道的價錢
享受到 Chateraise 的美味糕點。此外，為了令顧
客品嚐到日式糕點的原始風味，所有產品皆由日

本直送，食材亦經精心篩選。敬洋將繼續在香港
開設更多 Chateraise 分店，同時引入更多令人驚
喜的美味日式糕點，以滿足千變萬化且需求強大
的香港市場。

餐飲業
chateraise.co.jp

Morgan Search Consulting Ltd 自20年前成立
以來，便一直以東京為總部，專門為各行業提供
行政人員招聘服務。其香港辦事處於2015年設
立，作為一家獵頭公司，其招聘服務主要是針對
亞洲範圍內的中高級職位、行政職位以及高專業
技術職位。公司利用深入調研能力，在客戶的競
爭對手、特定專業範疇或行業之中，物色合適且

合資格的人選。Morgan Search 具備多個領域的
知識，無論是流動科技金融服務、社交媒體消費
品或是清潔能源汽車領域，都能充分利用各自的
專長，確保為每個客戶帶來理想成果。

招聘服務
morgansearch.co

http://www.investhk.gov.hk/zh-hk/index.html
http://www.mengniu.com.cn
http://jdlawyer.com.cn/en/
http://gudouholdings.com
https://www.reeracoen.com.hk/zh/
http://www.chateraise.co.jp
http://www.morgansearch.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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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台灣

新西蘭金灣酒業有限公司坐落在新西蘭南島的美
麗金灣，專門小批量出產世界頂級的手工烈酒。

秉持著可持續發展理念，金灣酒業的使命是將金
灣礦泉烈酒的完美風味帶給世界上一眾極具鑑賞
能力的品酒及愛酒人士。

六八九酒公司是金灣酒業國際業務的品牌及全球
品牌大使，公司之所以選擇於香港設立全球總

部，是由於香港擁有優越的地理位置、法律制
度、物流基建設施以及一流教育環境，令其成為
世界上建立全球性品牌的最佳地點之一。

飲料
goldenbaydistillery.com

CATCH JUICERY 於2015年成立。有別於其他
蔬果汁業務，CATCH JUICERY 提供經過100％
有機認證的冷壓果汁，冰沙、沙律、湯、松露、
蛋糕、巴西莓果碗和其他小吃。CATCH JUCIERY
旨在提高香港人對食物來源，有機耕作的價值的
意識，提供價格合理的產品並打破大眾對水果和
蔬菜的一貫的規範。CATCH JUCIERY 近期擴充

業務，分別在威靈頓街、置地廣塲及美麗華商場
開設門市。

餐飲業
catchjuicery.com

曙客香港股份有限公司是 FunNow 流動平台的
營運商，致力為平台上的眾多休閒娛樂服務供
應商及消費者提供便利及可掌控的使用體驗。在
FunNow 平台上，消費者能一次過進行休閒娛樂
服務搜尋、預約及付款，而服務供應商只需按手
機螢幕三下，就能推出或更改其產品服務。極具
彈性的平台可以提供靈活定價的方式，令服務供

應商和消費者均能受惠，讓每個人在指掌之間盡
享各種休閒娛樂服務。

手機應用程式平台
zoeknow.com

Blue Pool Limited 是一家最近成立的資本市場
科技公司，總部設於香港，在新加坡和孟買均設
有辦事處。Blue Pool 致力利用嶄新科技，促進金
融服務業的數碼商業轉型，並與世界各地的資產
經理、理財經理、家族辦公室、對沖基金和投資
銀行緊密合作，以帶來變革並創造具競爭優勢的
新代企業。透過演算帶動收益的商業活動和行為，

Blue Pool 能因應業務度身定制數據集，讓客戶採
取最有效率的措施和對策，以大量經篩選的有用
數據為推動力，加速企業的大規模拓展。

金融科技
bluepool.tech

魔法雞排是一個由台灣年輕人開創的速食連鎖品
牌，致力研發炸雞料理。

魔法雞排於2010年在台灣開業同時被譽為全台灣
最專業的雞排專賣店之一。短短7年間，分店已
遍及台灣、內地與香港。現今台灣有25間直營
店，內地有超過200多間分店，而現在於香港的
紅磡與旺角也能看到「魔法雞排」的分店。

魔法雞排以食品安全以及對食材品質的嚴格要求
為前提，不斷提升食物的品質及口味。至今魔法

雞排共有四種不同的獨家炸漿，搭配六種不同的
醬料搭配，以及數十種的外灑味粉，共提供超過
72款口味。

餐飲業
magicchickenpie.getcilantro.com

新西蘭

http://www.investhk.gov.hk/zh-hk/index.html
https://goldenbaydistillery.com
http://catchjuicery.com
http://www.zoeknow.com
http://www.bluepool.tech
https://magicchickenpie.getcilantr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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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BitKloud （Hong Kong） Limited 是一家資訊科
技顧問公司，致力幫助全球企業客戶運用強大的
雲端運算技術，實現數碼轉型。公司在倫敦和香
港設有業務據點，並於印度進行離岸軟件開發。
其工程師和顧問團隊成員均來自頂尖資訊科技公
司，團隊銳意革新服務交付模式，為企業客戶創
造更大價值，其提供的一系列雲端相關服務包括：

• 企業雲端建構、採用和管理
• 安全與身份識別管理、風險與合規

• 企業流動設備管理與協作
• 與傳統科技平台的相互操作性
• 業務案例開發及總成本分析

雲端運算有助於提升效率和創新，是發展數碼經
濟的決定性技術。有見及此，QBitKloud 將致力
協助香港企業克服在是次重大轉型中遇到的挑戰。

資訊科技
qbitkloud.com

香港社會環境富裕繁盛，香港人熱衷學習、積極
活躍、擁有多元文化和能操多國語言能力等，都
是致使 Kappu （HK） Limited 決定在香港投資的
因素。Kappu 在香港設立辦事處，並正招募人
才，以支持公司拓展香港、澳門和台灣的業務。
Kappu 的平台能讓語言學習者在其空餘時間，透
過網絡向合資格的母語教師學習語言，大為配合

香港繁忙的生活方式。Kappu 正在計劃拓展香港
以外的亞太區業務，並大力擴充其團隊。

教育科技
kappu.earth

香港墨爾文國際幼稚園（MCPSHK）秉承英國墨爾
文學院的傳統並以「學童為本」，利用創新教學模
式為一至五歲兒童提供優質英式教育。墨爾文學
院擁有超過一百五十年歷史，乃英國教育先驅，
被譽為培育「諾貝爾獎得主的搖籃」。MCPSHK 坐
落於西九龍中港薈，佔地8,000平方呎，採用開
放式課室設計。幼稚園之課程乃參照英國「兒童
啟蒙階段學習綱要」而編定，包括有組織遊戲課
程及自由遊戲課程，學童將會透過探索、發展性
和實踐性方式學習。MCPSHK 是一間歡迎並提倡

多元文化的國際幼稚園，重視每名學童的獨特背
景，致力在雙語環境的氛圍下培育學生成長。此
外，MCPSHK 亦將提供全港首個「森林學校」課
程，課程由獲得森林學校協會認證、最高級別之
森林學校導師教授；同時亦引入有組織之家長課
程，讓父母及主要照顧者積極參與孩子的身心發
展。

幼兒教育
malvernpreschool.hk

英國
Design Partners Creative （HK Limited）是一家
平面設計和創意諮詢公司，過往逾20年一直與各
行各業的企業客戶和中小企業合作，當中包括教
育、出版、製造和服務型行業等。

公司總部位於香港，在英國設有姊妹公司，致力
透過不同媒體提供具創意和精準的設計。小至設
計宣傳單張，大至塑造企業形象，他們都深深以
自己的工作為榮。Design Partners 實幹的團隊樂

意聆聽客戶的反饋意見，並將其採納至設計，奉
行「一流設計、簡約、準時交付及符合預算」的企
業精神。

平面設計和廣告
designpartners.hk

DMS Solutions （Hong Kong） Limited 為軟件
開發公司，致力提供符合成本效益及創新的解決
方案，以協助企業提高效率。公司於2017年1月
在香港成立，母公司為2011年成功打入中東歐市
場的 DMS Solutions Ltd。

DMS Solutions （Hong Kong） Limited 是提供智能
過程自動化解決方案商，服務包括：文件與業務
流程管理（elDoc）和機械人過程自動化平台，以
及跨行業協助客戶進行過程自動化與金融科技解
決方案的端對端部署。

DMS Solutions （HK） Limited 位於中東歐的軟件
開發外判中心設有數以百計的高技術開發人員，
致力以低廉的成本為亞洲企業提供一流的開發服
務。受惠於母公司 DMS Solutions Limited 的龐大
合作夥伴網絡，DMS Solutions （HK） Limited 能
為客戶提供全面的服務，包括但不限於數碼銀行
平台及軟件開發功能外判。

軟件開發
dms-solutions.co

烏克蘭

http://www.investhk.gov.hk/zh-hk/index.html
http://qbitkloud.com
http://kappu.earth
http://www.malvernpreschool.hk
http://www.designpartners.hk
https://dms-solution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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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ke Audience （Hong Kong） Limited 是一家
源自美國的公司，其創辦人在香港土生土長，公
司以香港為經營據點，目前專注服務香港市場。

AlikeAudience 通過建立數據管理平台，致力於
為廣告媒介公司實現程序化購買，提供精準消費
者數據以實現精準營銷。公司能夠持續有效地挖
掘有營銷價值的目標觀眾，得益於與多家值得信
賴、享有高知名度的數據公司建立的長期合作夥
伴關係及公司的獨有的專利技術。他們現時專注
香港和東南亞的受眾資料，並抽取最相關和最新

的數據，讓市場營銷人員制定出最適合的策略。
作為香港科技園的培育公司，AlikeAudience 的員
工數已經增長到九人，並預計在2017年拓展至亞
洲其他地區。

廣告科技
www.alikeaudience.com

Clickful 不但是面向亞洲企業的網上廣告解決方
案，亦是一個透過機械學習技術進行自動化廣告
製作、管理、測試及優化的端對端平台。透過機
械學習技術，Clickful 能預測及訂制最佳的廣告策
略，以增加企業廣告的點擊率和銷售轉換率。此
外，該平台亦能自動移除未如理想的廣告，以減
少浪費廣告資源。香港奉行自由市場原則、擁有
融資渠道、鄰近區域市場以及匯聚大量技術及設
計人才，無疑是 Clickful 的最佳經營據點。目前，

Clickful 的整個業務均以香港為據點，範圍包括工
程及銷售與市場營銷，未來，公司將繼續以香港
為主要經營據點。

網上廣告及市場營銷
clickfulapp.com 

Ekowarehouse Limited 以創造健康生活為宗
旨，旗下兩家公司包括 Ekowarehouse 和 Green 
Queen。Ekowarehouse 是全球首個 B2B 媒合
平台，專營有機、具環保標籤的認證產品，致力
協助全球買家在芸芸140多個國家的認證公司之
中，採購品質優良的產品。公司之所以選擇香港
為總部，是由於香港擁有國際貿易中心的戰略位
置，而且是區內創業樞紐，能通達全亞洲，因而
有望成為全球最大的健康商品和保健服務市場。
Green Queen 是香港最大型的健康社交平台，其
網站、網上目錄和 iOS 流動應用程式為類似 Yelp!

的地區性健康指南，涵蓋健康食品 / 飲食、健身、
瑜伽、可持續時尚、有機水療、健康及環保生活
等資訊。

有機食品貿易與健康平台
ekowarehouse.com 
greenqueen.com.hk

FeatForge 是一家由矽谷企業家創立的軟件公
司，以發展容易使用的3D 網上設計工具為主要業
務，讓包裝業買家透過其在網上買到定制的廠商
產品。隨著媒體、零售、市場營銷和通訊等眾多
行業紛紛轉向網路發展，FeatForge 認為包裝業
亦應把握這股網路熱潮。由於香港與許多國際企
業，特別是製造商有多年的合作往來關係，因此

在香港、紐約和倫敦三者中，FeatForge 選址香
港為總部，作為銷售、產品開發、市場營銷及行
政基地。

軟件開發與製造
featforge.com

KAYAK 是全球領先的旅遊搜尋引擎，透過搜尋
其他旅遊網站，為旅客整理合適的機票、酒店、
租車和旅遊套票資訊。公司的網站和流動應用程
式均提供價格提示、價格預測，以及免費行程
管理等工具，幫助旅客計劃和管理他們的旅程。
KAYAK 每年處理超過15億宗旅遊資訊相關搜尋，

提供超過40個國際網站與20種語言。KAYAK 是
The Priceline Group旗下一家獨立經營的子公司。

旅遊搜尋引擎
kayak.com.hk

美國

http://www.investhk.gov.hk/zh-hk/index.html
http://www.alikeaudience.com
https://designjar.com
https://www.ekowarehouse.com
https://www.greenqueen.com.hk
http://www.featforge.com
https://www.kayak.com.hk


8 客戶簡介

investhk.gov.hk

LINKA Lock Limited 於2015年成功透過
Kickstarter 計劃在加州三藩市成立，專為全球單
車手製造無鑰匙智能單車鎖。LINKA 智能單車鎖
與 iOS 及 Android 版本的 LINKA 應用程式配合
使用，提供車主識別、自動解鎖及干擾警報等功
能。LINKA 除了致力為全球單車手提供高智能上
鎖方式外，亦同時與政府和關注及建造智能城市
的企業合作。LINKA 的主要生產綫設於亞太區，
公司因此將總部設在位於亞洲門戶位置的香港，
並以此為銷售及市場營銷中心樞紐。

目前，LINKA 正在與本地承建商合作，並積極擴
張其本地團隊，預計於今年底增一倍。

製造及貿易
linkalock.com

Polaris 是世界領先的醫療保健合規軟件和諮詢公
司，致力為生命科學公司提供創新解決方案。鑑
於醫療保健合規性和透明度法規更趨嚴謹的全球
趨勢，以及人口快速增長和醫療保健成本上漲，
帶動了市場對 Polaris 解決方案的需求。就如公司
其他分部一樣，Polaris Hong Kong 致力滿足客
戶對合規性和透明度的需求，為區內迅速增加的
醫藥、生物科技和醫療器械公司提供一流的軟件
解決方案、專家諮詢服務以及規劃和戰略指導。
此外，公司亦提供競爭數據分析和端對端管理服

務。Polaris 的總部設於紐約市，並在阿姆斯特
丹、波士頓、香港、巴黎和三藩市設有辦事處。
自2001年以來，多家世界知名的醫藥、生物科技
及醫療器械公司都以 Polaris 作為行內領先的合規
權威依據，並視之為值得信賴的合作夥伴。

合規軟件及諮詢
polarismanagement.hk

以英屬處女群島為基地的 Terminal 1 Limited，
看準香港擁有成熟的金融市場，且鄰近就業市場
正在快速增長的中國內地，計劃以香港為全球總
部，並透過其網路平台提供全球性的招聘服務。

Terminal 1正在為眾多求職者和招聘經理建構由
專業人士組成的網絡，系統將根據職位描述、技
能和雙方的文化契合度來計算關連分數，所有資
訊皆以電腦可讀格式儲存，以平台的獨特演算法
改善職位對配功能。

Terminal 1在香港以至全世界提供招聘服務，尤
其專注軟件工程與分析領域，憑藉其在相關領域
的專長，Terminal 1保證提供最高質素的求職者。

招聘服務
tty1.co

Patron 由 uFO Ordering Services Hong Kong 
Limited 開發，是專為餐廳和酒吧而設的創新智能
手機應用程式，用戶能透過這個數碼平台連接到不
同的餐廳食店。Patron 會為用戶推介鄰近的餐廳
和酒吧，用戶瀏覽餐牌後，即可隨時隨地點餐及付
款。Patron 能接駁到餐廳的零售系統，點餐資料可

直接送到廚房或水吧，用戶更能於流動裝置上直接
付款。Patron 現已在香港和美國開放下載，並將在
未來幾個月內在亞太地區推出。

餐飲業軟件解決方案
patronmobile.com

http://www.investhk.gov.hk/zh-hk/index.html
https://linkalock.com
http://polarismanagement.com/hk-2016-0912/
https://www.tty1.co
http://www.patronmobil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