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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簡介
澳洲
Brand Journey 最近於香港成立，主要為各大機
構提供品牌發展及營銷服務。無論是消費、企業
或是僱主品牌，要成為大眾喜愛的著名品牌，就
需付出不懈的專注和努力。

Brand Journey 的團隊成員曾於新加坡、泰國、
中國內地、香港、英國、澳洲和美國居住及工
作，不但擁有多年的全球品牌規劃經驗，更曾服
務無數高級及休閒酒店品牌及零售物業集團。

Brand Journey 致力與客戶緊密合作，為其終端
顧客創造或提升客戶的品牌體驗。為了有效支援
品牌發展、市場測試和實現卓越的客戶體驗，公
司就品牌策略、界定目標客群的特質、建立有效
的品牌訊息，以及開發和引入品牌培訓工具和程
序方面，提供清晰明確的解決方案。

品牌發展及營銷
brandjourneypartner.com

伍倫貢大學（UOW）長期被列為全球最佳當代大學
之一，並以出產全球爭相招攬的職業型畢業生而
聞名。UOW 在許多海外地點提供學士及碩士學
位課程，並提供度身訂造的專業培訓，以促進學
習、研究和職業之間的關連。

CCCU 將充分利用 UOW 的專業資源和國際專業
知識，設計和編訂符合香港經濟需要的新副學士
及學士學位課程。

為實踐擴闊學生世界視野的理念，UOW 自 2015 年
開始全面負責香港城市大學專上學院（CCCU）的
管理工作。CCCU 是香港首屈一指的專上學院，
為約 6,500 名學生提供優質專上教育。

高等教育
uow.edu.au/index.html
cityu.edu.hk/cccu/home.html

CCCU 的願景是發展成為國際認可的學位提供機
構，為其學生提供更多的外展機會，並強化 UOW
於 15 年來在香港建立的根基。

Valenta Asia Limited 專門從事金融及法律服
務的外判和境外轉移業務，其人力資源方案能有
效促進數以百計遍佈澳洲、紐西蘭、加拿大、英
國、美國和亞太區的企業成長，同時確保企業能
獲得最佳的資源，以助他們緩解瓶頸難題、提升
專業能力及實施具成本效益的高效僱傭方案。
公司的客戶包括獨立企業以至跨國組織，並已取
得 ISO 9001 品質認證及 27001 資訊安全認證，保
證客戶所提供的資料獲安全妥善的管理。

亞洲擁有大量外籍人士，為這些群體服務的企業
亦多不勝數，因此，香港對 Valenta 而言是極具
吸引力的據點。此外，香港擁有優越的地理位
置，有利公司將業務拓展至新加坡、美國和英國
等主要金融中心。

金融服務外判
valentab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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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地利
總部位於奧地利的吉布達偉士（Gebrüder Weiss）
創立 500 多年以來，已在全球約 150 個地點開設
了辦事處並聘用了 6,500 名員工。該公司在2015年
的營業額約 12.8 億歐元，是歐洲運輸及物流業的
領先企業之一。
除了跨國陸路運輸、海空貨運及物流等核心業務
外，公司還在 Gebrüder Weiss Holding AG 旗下
提供多方向性專業方案及擁有多家附屬公司，包
括物流諮詢、運輸系統管理、鐵路貨運及 GWP
速遞等。

香港分公司是珠三角的地區辦事處，目前正致力
把業務擴展至深圳、廣州、湛江等地。吉布達偉
士香港有限公司憑藉其龐大的全球網絡，為客戶
提供靈活先進的物流服務。

物流與供應鏈管理
gw-world.com

比利時
REVATIS S.A 於 2013 年在比利時成立，是列
日大學的衍生公司，致力為全球提供基於生長因
子、支架及再生幹細胞組合的再生醫學服務。
REVATIS S.A 選址香港為公司的亞太區樞紐，因
為香港地處區內有利位置，便於進入中國內地市
場，行政效率高，並且支持環保運動。

有關專利，該等細胞由生物銀行保存，能用作即
時治療或供日後使用。此外，REVATIS S.A 計劃
在香港成立具良好生產規範認證的實驗室，滿足
日益增長的替代醫藥需求。

生物科技
revatis.com

公司已成功開發一套收集、製造和儲存哺乳類自
體肌肉間充質幹細胞（MdMSC）的程序，並取得

加拿大

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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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影隨行是一個亞洲攝影師出租平台，透過在平
台上預約當地攝影師，旅客無需自拍都可以記錄
每個度假時刻。自駐港團隊於六個月前進行測試
發佈以來，旅影隨行現已覆蓋 40 多個目的地，並
提供四種類型的攝影服務，助旅客留住了無數精
彩時刻。

外遊次數頻繁，亦熱衷在社交媒體上分享外遊相
片；香港的 Instagram 社群名人文化發展蓬勃；
香港擁有成熟的非政府組織生態體系，能輕鬆找
到可靠高效的合作夥伴，從而擴大公司的「影響
力計劃」規模，鼓勵大學為擁有才華和專業技巧
的實習生提供更多支援及財務協助。

旅影隨行之所以選址香港為根據地，主要是由於
香港偏向西化的發展，而且匯聚商業人才，便於
將影響力擴展至中國和東南亞市場；完善的法律
和稅收架構；超過 60% 的世界人口居住在距香港
五小時的飛行半徑範圍內；香港人熱愛亞洲旅遊，

攝影及旅遊平台
wandersnap.co

作為一個日間酒店預訂平台，Dayuse.com 致力
將酒店與當地客戶、旅客和商務人士聯繫起來，
更為商務人士提供日間酒店房間為一個臨時辦公
室。網站目前覆蓋全球 20 個國家，提供超過
4,000 個酒店選擇。自 2016 年 1 月獲得領先創投
企業 Idinvest Partners 和 Partech Ventures 的
1,700 萬歐羅 A 輪融資以來，平台便一直迅速
成長。鑑於香港是進入亞太市場的重要策略性

據點，Dayuse.com 於 2017 年 2 月成立香港辦
事處，務求在進軍中國內地及其他眾多新市場
之前，與香港和澳洲的各大酒店成立合作夥伴
關係。

網上酒店預訂
dayu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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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Savior 致力為消費者提供餐廳最後限時優
惠及其他特別優惠資訊，以減少完好無缺的食品
被丟棄。其網站將實時標示各餐廳的過剩存貨，
並讓顧客能於雙方都方便的時間取得食品。透過
這個網上平台，消費者能以超值價格享用豐盛膳
食，餐廳亦能賺取重新販售的額外收入，最終達
到減少廢物、保護地球的目的。

餘最後會在堆填區腐爛，並污染環境，而 Food
Savior 將有效鼓勵美食愛好者和廚師在日常生活
中就上述問題採取行動，締造三贏成果。

網上食品平台
foodsavior.hk

香港每日有 3,600 噸食物被棄置，相當於六架
A380 型空中巴士或 200 輛雙層巴士的重量，廚

INCO 於六年前在法國創立，其使命是透過影響
力投資、加速及培育計劃，塑造新的經濟體，
從而為世界創造就業及經濟機會。公司是首個針
對綠色及社會事業初創公司的國際培育網絡，其
Impact Network
（影響力網絡）社群匯聚了來自
19 個國家的 500 多名企業家。
2016 年 5 月，INCO 與香港科技園攜手合辦
「SoInSoGood」創業培育計劃，計劃由香港賽馬
會慈善信託基金資助，旨在利用科技的力量，共

Lookdiary 是一個香港美容服務網上預約平台，
於 2015 年由前 Groupon EMEA 客戶管理主管
Simon Gomez de Kset，以及 Dood Limited 兩位
聯合創辦人兼數碼業務專家 Fung Ho 和 Edouard
Nomico 共同創立。透過結合預約管理程式及網上
預約系統，Lookdiary 能有效打造匯聚優良商戶的

同創造能革新市場規則的方案，以解決香港在經
濟、社會和環境方面最迫切的挑戰。
此外，INCO 亦希望利用香港蓬勃發展的生態體
系吸引外國企業家，將全世界的社會創新者聯繫
起來。

社會及環保業創業培育
inco.co.com

完善網絡，並提高品牌知名度。目前，Lookdiary
的日常營運由兩名全職員工及一眾兼職員工負責。

美容服務軟件
lookdiary.com.hk

日本
C& Higo Dining Co Ltd 主要在香港從事高級和
食料理店「割烹櫓杏」之管理及經營，料理店的
主要投資者為熊本縣的地區銀行肥後銀行。公司
致力與熊本縣政府緊密合作，於香港推廣熊本縣
的地道菜餚和文化。

維港全景，一邊享用以熊本縣新鮮食材炮製而
成的美食。店內裝修以熊本城為設計藍本，並設
有專區出售熊本縣的特產及提供當地資訊。

餐廳
discoverjp.info/roann.

割烹櫓杏位於尖沙咀 iSQUARE 國際廣場 28 樓，
提供火鍋料理、壽司和刺身，食客能一邊欣賞

吉祥廣場有限公司於 2016 年 11 月正式在香港開
始營運，由日本 Masuya 株式會社投資，致力在
香港推廣正宗的日本料理和文化。
公司購得數間在日本大受歡迎的日式料理店的海
外經營權，目前在銅鑼灣 V Point 大廈經營五間餐
廳，包括：
「鵬」相撲火鍋店、日本名廚笠原將弘
的首間海外餐廳「贊否両論」懷石料理店、於東京
築地中央批發市場設有兩間門店的「築地青空三

代目」江戶前壽司專門店、由名古屋伊勢丹經營
並於沖繩另有三家分店的「銀座三越」，以及集拉
麵居酒屋及日式中華料理店概念於一身的「麵酒
場蒜 Bill」。首家以忍者為主題的餐廳 Shinobi 亦
即將開幕。

餐廳
excitingjapan.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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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科德（香港）有限公司是一家全方位網站營銷
顧問公司，專門從事營銷科技業務，其總部位於
東京，客戶遍佈日本、香港、中國內地、印尼和
泰國。
飛科德致力與客戶緊密交流，了解他們的需要，
從而協助其加強網站內容。作為在日本網絡及
網站營銷領域擁有逾十年經驗的營銷顧問公司，
飛科德主要透過其自主開發的營銷科技（f-tra
CTA、Push 和 EFO）提供提升網站表現的數碼

黑船 QUOLOFUNE 於 2003 年在大阪成立，為
1919 年創立的長崎堂集團之旗下品牌，其招牌長
崎海綿蛋糕源於葡萄牙，在 16 世紀時首次傳入日
本，配合日本人口味加以改良後，漸漸成為日本
傳統甜點。長崎堂集團目前在上海經營三家黑船
QUOLOFUNE 門店，並在台灣和韓國各設一家門

東京製綱（香港）有限公司為東京製綱株式會社
的附屬公司，是專門為海外客戶提供鋼纜、升降
機纜繩及相關產品的銷售辦事處。東京製綱株式
會社成立於 1887 年，作為亞洲第一家鋼纜製造
商，公司在鋼纜、鋼索、大橋等多個行業領先
同儕。
東京製綱株式會社製造的升降機纜繩在世界各地
獲廣泛使用，包括著名摩天大樓的超高速升降
機，以至公共設施、辦公大樓和公寓的一般升降
機等。除了日本外，其產品的足跡亦遍佈中國、
東南亞國家聯盟、印度、中東和歐洲等地。

investhk.gov.hk

解決方案。目前，已有 2,000 多個網站採用了
公司的工具，達到增強用戶參與度及顯著增加
轉換率之效。飛科德致力提供一站式的全方位服
務，包括初步分析以至全面諮詢，力求提升客戶
網站的效能。

網上營銷顧問
f-code.com.hk

店。公司最近將業務拓展至香港，於 2017 年 4 月
在銅鑼灣崇光百貨開設了第一家門店。

甜點
quolofune.com

公司的升降機纜繩在日本的土浦市製造，加上位
於越南的海外工廠共同供應予全球客戶。東京製
綱將利用香港的優勢作為業務發展平台，致力將
銷售版圖擴展至全球各地。

工業纜繩製造商
www.tokyorope.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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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內地

香港全球影像有限公司是杭州聯眾醫療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致力提供適用於醫學
影像，及醫療保健紀錄管理與交換的實時雲端解
決方案。

除了讓使用者在不同的電腦和移動設備上安全地
取得患者的影像和報告外，上述解決方案更能讓
醫生與其他醫療保健機構合作，隨時進行臨床診
斷，從而達到節省時間及改善護理服務的成效。

其全球影像遠程醫療及遠程會診平台的功能包括： 遠程醫療及會診、醫療成像和診斷報告、數據存
安全性極高的醫學影像雲端儲存和數據共享功
儲、共享和交換的雲端解決方案
能、為醫生而設的流動診斷功能，以及適用於醫
eimageglobal.com
療諮詢的先進通訊工具。
此外，平台界面保安度高，易於使用，使用者能
在網上輕鬆存取、檢視、分享或儲存 DICOM
（醫療數碼影像及通訊）和非 DICOM 影像，以及
醫療報告和紀錄。

實體銷售渠道，樹立安全優質的貴州茶葉品牌形
象。貴茶連鎖將根據市場發展需要，以香港為大
本營，不斷開拓東南亞茶葉市場。

貴茶（香港）連鎖有限公司於香港開設多家專門
店，主營高品質的貴州高原紅茶、綠茶、烏龍
茶、白茶、花茶等產品。公司希望借助香港這一
開放的國際平台，了解國際茶產業發展動向，並
學習茶葉行銷新理念，推廣貴州茶品牌和進行國
際市場開拓。香港屬於傳統茶飲市場，有著龐大
的消費群，對高品質茶葉的需求在不斷增加，對
茶葉安全性的要求更為嚴謹，貴茶將以此為契
機，大力推廣貴州歐盟標準乾淨茶，結合網上及

茶葉種植、生產、銷售、貿易
emerail.cn

四川能投（香港）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
是四川省能源投資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
能投集團）所屬國有全資子公司。於 2016 年 8 月
在香港註冊成立，註冊資本 1000 萬元人民幣。

公司目標及未來規劃：為深刻踐行能投集團對外
合作的戰略方針政策，優化服務提「走出去」發
展戰略，公司將重點建設進出口貿易、投融資服
務、資本運營服務三大平台。

公司經營範圍：國際貿易、海外投資、融資業務、
金融服務、物流服務、供應鏈管理服務、資本運
營服務、海外產品和技術的引進與交流等 。

國際貿易及投融資
scei.hk

LT Render Limited 是一家在香港成立的公司。
公司的專業團隊為建築和室內設計公司提供優質
的 3D 繪圖服務。

為初創企業提供的各種業務發展支援，LT Render
致力物色和培養本地的 3D 專業人才。這將有助公
司繼續擴展，並提升可視化行業的專業水平。

公司的主要特色是在設計過程的各個階段，引入
嶄新的顛覆性技術，如虛擬實境和擴增實境等。

3D繪圖服務
ltrender.com

俄羅斯

LT Render 在不斷增長的物業發展市場潛力龐
大，並獲選加入「數碼港培育計劃」。借助數碼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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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Ematic 提供的營銷分析平台，助各大品牌和電
子商務企業將電子郵件轉化為強大的推廣工具，
以促進客戶互動及增加收益成效。採用自我優化
人工智能技術，Ematic 為企業整合客戶的行為
數據，並適時提供準確的資訊，以擴充電郵數據
庫，並與訂閱戶保持交流互動，從而增加轉換率
及帶動收益。

亞客戶進行更密切的合作。 Ematic 的客戶遍佈亞
洲，涉獵不同領域，如廣受喜歡的品牌、電子商
務平台、酒店、實體及網上旅行社，以及新聞和
媒體平台。

電郵推廣科技
ematicsolutions.com

Ematic 的總部位於新加坡，最近進駐香港，作為
拓展亞洲業務的重要陣地，更可與亞洲各地及泛

Li Da Foods 是一家新加坡食品科技公司，致
力透過創新產品及科技，為整個餐飲業帶來革命
性的變化。憑藉其完善的電子商務及物流基礎設
施，公司力求顛覆大眾的用膳方式，除了自設品
牌外，公司亦與 AMGD 等對經營食品品牌充滿熱
誠的公司始創人合作。
®

需在 AMGD 的網站上選擇餐點，食物隨後便會送
到府上。AMGD 的餐單選擇包羅萬有，更輔以各
種手工醬和調味料，不但提供含豐富蛋白質和蔬
菜的餐點，還有堅果和水果等「超級食品」。

食品科技
amgd.hk

公司最近將業務拓展至香港，並開設了一家專門
處理訂餐的食品廠。訂餐過程非常簡單，顧客只

南韓
TmaxSoft 是一家成立已有 20 年的國際軟件創新
公司，專注於雲端、基礎設施及遺留系統現代化
範疇，並為各大企業的資訊總監提供切實可行的
替代方案，以支援其國際資訊科技樞紐，提升競
爭優勢。TmaxSoft 的全球總部位於芝加哥，研發
中心則位於南韓。目前在全球設有 20 個策略性據
點共聘用一千名員工。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
雲集了全球頂尖的企業，因此，TmaxSoft 認為這
個城市充滿商機。

TmaxSoft 香港有限公司專門於港澳市場從事
Tibero（企業數據庫解決方案）、OpenFrame
（主機
現代化解決方案）及 JEUS（網絡應用框架）此三大
TmaxSoft 產品的銷售及營銷業務。此外，公司提
供客戶管理、售前諮詢及客戶支援等服務。

軟件發行
tmaxsoft.com

瑞士
Edgar 的零售服務概念是提供精選有機天然食
品。Edgar 從世界各地精心挑選各種產
品，提供與別不同的購物體驗。消費者藉著購買
散裝產品，除了在選購過程享有更高的自主性，
亦有助保護環境。
Edgar 提供的高效環保購物體驗有別於傳統的購
物模式，既以消費者為中心，亦重視行動對環境
的影響。
散裝產品亦稱為無包裝產品，相比包裝產品有更
多優點，例如可讓消費者只購買所需數量；讓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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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廠房棄用包裝物料而減少廢物；提倡自備餐盒
或購物袋而達至零廢棄；以有效的貨運改善物流
和營運模式；從生產到銷售的整個流程減少碳排
放足跡，並降低最終價格。

天然有機食品和產品的零售與批發分銷
edgar.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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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mmut Sports Group AG 為攀石、登山及戶
外設備的知名品牌，其產品的卓越品質和超凡創
意為行內打造新標準及潮流，堪稱典範。Mammut
Sports Group AG 於 2017 年 1 月 1 日在香港成立
區域辦事處，以管理其位於日本、韓國及中國的
三家全資附屬公司，及處理香港和台灣分銷市場
的業務。

發、零售和電子商務業務，並作為管理樞紐，加
快開拓亞太區各國業務的步伐。

戶外運動用品批發、零售和電子商務
mammut.ch

由於亞太區是 Mammut 全球業務的主要增長點及
重點市場，因此，其區域辦事處正在積極擴展批

台灣
Master World Limited 將「度小月」帶來香港。
於 1895 年創辦的台灣「度小月」，名字源起於創
辦人以捕魚為生，在天氣欠佳的季節時因無法出
海捕魚，漁民俗稱「小月」。為了養家活口，創辦
人藉賣麵來「度」過「小月」。一開始創辦人以挑
擔沿街叫賣，攤前燈籠寫上「度小月擔仔麵」。
由於擔仔麵口味獨特，廣受大眾歡迎，「度小月

擔仔麵」成為金漆招牌。「度小月」目前在北京、
上海、天津、廣州及澳門設有分店。

餐廳
noodle1895.com

英國
CAMPION College Consultancy 致力提供一對
一高等教育指導服務，其負責人為獲國際認可的
高級顧問 Martin Campion。Martin Campion 於杜
倫大學和劍橋大學接受教育，並對美國高等教育
界的環境有豐富經驗，理解香港學生及其家人擴
闊世界視野的渴望。CAMPION 現已在銅鑼灣利
園一期設立辦事處，除了為期半年的多次或單次
計劃外，亦提供諮詢服務，主要針對升學階段的

新特蘭大學於 2017 年 3 月在香港開設首間亞洲分
校，為香港學生提供「職業就緒（career ready）」
的英國學士及碩士學位課程。其 Sunderland
Futures 計劃更已協助不少學生在職場上取得成
功，並於芸芸剛畢業的求職者中脫穎而出。
隨著亞洲新校開幕，學生現時能於三間校園（新特
蘭、倫敦和香港）享有更廣泛及多元化的教育服
務。在香港分校就讀的學生更可選擇到英國修讀

各個方面提供指導，例如面試、大學論文、個人
陳述和學費諮詢等。有別於行內做法，CAMPION
主張在兼顧學術成績的情況下，讓學生主導過
程。此外，公司採用具透明度的收費制度。

教育顧問
campionhk.com

一至兩個學期，藉此擴闊學習體驗，認識英國文
化，更可提升英語能力，擴展國際視野，增強日
後的就業競爭力，讓亞洲學生即使面對不同的市
場環境，均具備競爭優勢。

高等教育
sunderland.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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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Back to School Brewing 於2016年在香港成立， 展業務。其釀酒課程和品酒導賞活動能讓顧客接
觸更多啤酒種類，更深入了解釀酒過程，繼而引
是一家手工啤酒及釀酒教育公司。公司以「愛、
導他們品賞香港日益豐富的啤酒產品。
學習、釀酒」為格言，彰顯其致力透過教育和相
關體驗來促進啤酒及釀酒界發展的抱負。公司舉
手工啤酒及釀酒
辦的活動眾多，包括品酒活動、課程、特別活動
backtoschoolbrewing.com
及私人活動等。
鑑於亞洲的手工啤酒業近年迅速發展，加上消費
者對相關課程的需求日增，公司於是選址香港開

Bio-Techne Corporation（納斯達克股票代碼：
TECH）為一家領先的高品質純化蛋白質開發商
及製造商，其產品的銷售對象主要為生物醫學研
究員和臨床研究實驗室。Bio-Techne 研製的產品
有助科學家研究生物過程及特定疾病的性質和
發展。憑藉其數以萬計的產品數目，公司於
2016 財年錄得約 5 億美元的淨銷售額，在全球
有約 1,650 名員工。
Bio-Techne 自成立以來一直迅速發展，目前仍
積極擴展業務，以進軍生物科技研究發展潛力

investhk.gov.hk

龐大的市場，包括香港、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和
地區。公司的區域辦事處位於香港科學園，除了
為香港客戶提供支援外，亦致力與亞洲的大學和
企業建立合作關係。

生物科技
bio-techn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