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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簡介
澳洲
Elevate Digital 是一間數碼營銷公司，於 2017 年
由兩名澳洲投資者在香港成立。公司之所以落戶
香港，是由於創辦人被這裡的多元文化、活力
以及快速發展的商業生態體系所吸引。Elevate
Digital 由一班企業管理者、SEO（搜索引擎優化）
及數碼內容策略專家組合而成，因此，即使是競
爭最激烈的細分領域，團隊亦具備獲國際認可的
數碼營銷技巧。
Elevate Digital 專注於亞洲市場，致力為客戶帶來
成員自身發展網上業務的第一手經驗。憑藉對數

Lanterne Rouge Online 在香港以 Ka-BLOOM
集團的名義從事貿易活動，是一間致力於提供
千禧人才管理方案的人力資源諮詢及技術公司。
公司為渴望在新經濟工作模式中脫穎而出的機構
和人士提供專業指導、人才管理諮詢及顧問服
務。其導師、輔導員和合作顧問經驗豐富，能

XLMS 的團隊由一班以香港為基地的建築師和
建造業從業員組成，主要從事城市規劃、建築設
計、室內設計及項目管理範疇。目前，XLMS 已
在亞太地區參與了多個項目。
XLMS 的建築設計建基於團隊對於現代不斷轉變
演化的生活方式的細心分析，尤其受到多元文化
交流、全球經濟流動及社交媒體三方面的綜合影
響，因此，團隊致力於提供具保證、經久耐用、
符合成本效益及商業標準的建築解決方案。

碼營銷技術方面的深入知識，管理團隊成功開發
獲業界廣泛採用的專門軟件。透過提供各種網頁
設計、SEO（搜索引擎優化）、PPC（點擊收費型
廣告）、內容營銷及網上聲譽管理服務，Elevate
Digital 將全程幫助企業制定和執行完整的數碼營
銷策略，還可根據他們所需的服務類型和範圍，
為他們提供補充現行策略的服務。

數碼營銷
elevatedigital.hk

根據客戶的目標制定出結合設計思維的發展計劃
和人才管理策略，從而確保明確的投資回報。

人力資源管理諮詢
kabloomgroup.com

個概念融入社會基礎建設中，建築作品便能成為
城市活力與再生的催化劑。
XLMS 涵蓋的項目範圍包括知識型社區、共用工
作間、共生空間以及體驗店等大型城市設計，還
有現今愈來愈普及的混合土地用途建築。

城市規劃、建築設計、零售、室內設計及項目
管理等設計顧問服務
www.xlms.co

總體規劃是 XLMS 團隊塑造城市空間，以及將建
築物與周遭環境相互聯繫的關鍵所在，只要將這

加拿大
Sunnybrook Farm Estate Winery Inc. 於 1993 年
創立，是一間由加拿大人所擁有及經營的酒精飲
料製造商，總部位於安大略省全球知名的葡萄酒
產區 — 濱湖尼亞加拉。公司專精於製造優質酒精
飲料，包括經典果酒、手工蘋果酒、葡萄酒、氣
泡酒及混合飲料。
Sunnybrook 認為，只有使用優質、新鮮的原
材料，才能完全展現加拿大人的釀酒技藝。
Sunnybrook 旗下所有產品均經過安大略省酒類

管理局的嚴格測試，公司為安大略省葡萄酒理事
會及安大略省手工蘋果酒協會的資深會員。
為了向持續增長的亞太市場提供更佳的服務，
Sunnybrook Wine Canada（Asia Pacific）Ltd.
於 2017 年 11 月在香港成立。該公司能為客戶提
供廣泛的客制解決方案，以滿足他們的需求。

酒精飲料製造商
sunnybrookwi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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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
I-Tracing 是一間專門從事資訊保安業務的法國
公司，尤其專注於可追溯性、政策合規性及數據
價值範疇。香港是資訊科技界中最具發展潛力的
市場，公司因此決定將其業務版圖擴大至香港，
藉以拓展發展蓬勃迅速的東南亞地區。
透過提供獨立於供應商的資訊保護、網路安全
監控，以及確保遵循相關法規及監管標準（例如
PCI-DSS、GDPR、SOX 及 ISO2700x）等專業

Les Gens 是一間擁有 40 名員工的小型一站式創
意設計公司，致力於為奢侈高級品牌建立國際品
牌平台。公司於 10 年前由三位充滿熱誠的創意專
才成立，自此創作出無數顛覆業界、啟迪人心的
內容。
為拓展公司網絡，Les Gens 於 2016 年在香港
開設新辦事處。除了幫助國際品牌連接歐亞市場
外，公司還專注於創作本地廣告短片、擴增或虛

服務，I-Tracing 致力幫助客戶掌控繁複的網路
安全問題。
由於許多國際企業都將其亞洲總部設在香港，
I-Tracing 計劃壯大香港的顧問人數以及商業發展
規模，從而擴大公司於香港及歐洲的客戶群。

資訊科技保安
i-tracing.com

擬實境形式的創新數碼內容、社交媒體故事，以
及塑造具有影響力的網路名人。為了打入亞洲市
場或接觸頂尖決策者，香港無疑是最理想的策略
陣地。

數碼營銷公司
lesgens.asia

德國
Colloq 是一間由 Tobias Tom、Holger Bartel 與
Anselm Hannemann 於2017年創立的私人公司，
其目標是建立一個可持續的會議及活動平台。公
司致力透過令人愉快和引人入勝的方式把主辦單
位、演講者和與會者聯繫在一起。他們的目標是
把 Colloq 打造為中央資源中心，以提供全面而豐
富的會議及活動內容。

此外，公司十分注重用戶和數據私隱，以及平台
的效能表現，其平台並無使用任何追蹤或分析工
具，只有在必要時才會使用第三方提供的服務，
例如付款服務。

會議及活動平台
colloq.io

Colloq 的使命是收集活動期間由主辦單位和與會
者製作的大量知識資料。影片、投影片及媒體報
導等均有助於專業發展的重要資源。Colloq 希望
收集這些活動資源，以促進教育，幫助新人和業
界專家緊貼最新消息。

愛爾蘭
Intuition 是一間專門提供知識管理解決方案的
國際企業，在世界各地皆設有辦事處。30 多年
來，公司已為眾多世界領先的企業和大型公營
機構開發屢獲殊榮的產品及服務，其「端對端」
的平台能有效幫助客戶在組織內部進行知識優
化，從而實現真正的業務目標。
Intuition 的香港區域辦事處致力帶來世界一流的
網上金融學習庫專業技術、知識管理及流動學習
科技，以至各類專業服務，以滿足客戶的學習
需要。Intuition 的專業團隊由頂尖學習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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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師、視覺設計專才、桌面與流動軟件開發專
家以及具豐富經驗的銷售和支援人員組成，其產
品和服務覆蓋各種不同行業，全球每年用戶數目
超過二百萬，足以證明公司的解決方案和專業技
術能滿足各方面的要求。

知識管理服務
intui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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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
DO IT – IDEAS INTO THINGS 是一個專門滿
足現今市場對設計、開發及採購需求的一站式平
台。其營運團隊兼具國際思維，再加上意大利的
特色，憑藉在相關領域逾 15 年經驗以及覆蓋歐亞
各地的穩固專業網絡，公司能迅速地為各種生活
時尚創作項目提供世界一流的設計、開發及採
購方案。項目範圍包括時裝、功能配件、家居設
計，以至短片及照片拍攝和製作等。公司的意大

利設計師團隊以米蘭和香港為基地，並與駐守中
港兩地的研發及質量控制人員緊密合作，以確保
每個項目都獲得至臻完善的跟進處理。

設計及開發服務
doitiit.com

日本
愛德蘭絲香港有限公司於 1968 年創業，為日本頭 香港店為男女顧客提供「Aderans」訂造服務、
髮護理及相關服務的業界領導者。公司在全球共 「Fontaine」現成假髮，各種頭皮護理服務和頭髮
護理產品等全面頭髮護理方案。
有 829 間店鋪，當中有 506 間位於日本，其餘則
分佈於北美、歐洲及亞洲各地，並持續在全球不
全面頭髮護理服務
斷擴張。2017 年 9 月，愛德蘭絲在香港銅鑼灣開
aderanshongkong.com.hk
設首間全面頭髮護理髮廊。
愛德蘭絲致力於提供頭髮護理、造型、增髮和假
髮等一站式服務，集團旗下的五大核心品牌包括
提供訂造服務的「Aderans for Men」和「Aderans
for Women」、現成假髮的「Fontaine」、醫學植髮
的「Bosley」以及提供非手術性頭髮再生服務的
「Hair Club」
。

Heguru 是專為兒童而設的右腦訓練課程，其
香港教育中心於 2016 年成立。2017 年 9 月 6 日，
Heguru 的創辦人逸見宙偉子及逸見浩督獲美國
白宮和聯合國分別頒授「卓越教育獎」和「傑出
成就獎」，以表揚他們對全球兒童的右腦教育和
開發所作出的貢獻和努力。

發展。此外，這些活動亦有助提升孩子的記憶
力、專注力和創造力，並能改善他們的行為。

教育
heguru.com.hk

Heguru Education Limited 致力透過節奏明快
及有趣的活動，培養孩子的品格，助其得到平衡

成城 Fruitier 於 2017 年開業，公司致力透過其日
本西式甜品，讓顧客品嚐到水果的真正滋味。除
主打的芭菲甜品外，成城 Fruitier 亦提供各色各樣
能突顯水果美味的蛋糕、曲奇、朱古力及啫喱甜
品，還有健康的水果飲品。
旬香堂有限公司認為，香港作為一個具前瞻性的
國際大都會，以及人所皆知的美食天堂，是展示
全新精彩飲食概念的理想地點。

包括銷售與推廣、人力資源及行政管理等工作。
此外，成城 Fruitier 聘請了大量本地人才，員工
除了能在餅房學到多種技能外，還能學會待客至
誠的服務態度。

飲食
facebook.com/seijofruitier

成城 Fruitier 的實體店坐落於尖沙咀，除了售賣
手工甜品和糕點外，還包辦公司的其餘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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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之劇團是一間食品進出口統營公司，專門分銷
日本的優質食品，直接從生產商採購食品，包括
水果、蔬菜、肉類及漁業產品。公司獲日本政府
注資，致力於把每項產品背後的訊息和故事，從
生產商處傳遞給所有顧客。

該公司最近開設了一間以劇場為主題的餐廳，以
滿足顧客的需求。餐廳內設有日式櫃檯席位及影
音設備，可一覽廚師烹飪精美食材的料理過程，
以及一路觀賞該餐廳採用日本四季食材的影片，
有助顧客更深入了解他們即將享用的食材。

2016 年，食之劇團在香港成立附屬公司，以拓展
其於香港之業務。該公司現時為本地知名的酒店
及餐廳採購和供應日本食品。為擴大客戶基礎，

優質日本食品出口商、進口商和分銷商以及餐廳
wa-theater.jp

自 2003 年成立以來，總部基地發展了北京總部基
地、總部基地金融港、北京瑪雅島酒店、東北總
部基地、青島總部基地、海寧總部基地及總部基
地倫敦皇家阿爾伯特碼頭等商務區項目，並從中
獲得豐富的項目開發經驗。

這個項目獲中英兩國政府大力支持，並分別由中
信集團和中信建設共同投資及承包，這是總部基
地首次在內地以外地區成立的項目，同時也是英
國史上由中資私人企業持有的最大型地產項目。

中國內地

2017 年 7 月，公司宣佈在香港成立辦事處，作為
國際投資者與投資價值高達 17 億英鎊的皇家阿爾
伯特碼頭地標開發項目之間的橋樑。鑑於倫敦市
內其他地區的物業租出率持續高企，皇家阿爾伯
特碼頭項目作為亞洲企業進駐歐洲的新跳板，勢
必成為倫敦的全新商業中心。

蜀大俠於 2015 年在中國四川成都創立，作為新興
的火鍋品牌，兩年間迅速佔領四川火鍋市場，成
為成都餐飲同業會「常務理事單位」，躋身四川火
鍋十大連鎖品牌。
「堅持好食材，用心做品質」是蜀大俠想傳達的
產品核心價值理念，在保持火鍋經典口味的同時，
突出火鍋獨特的香味。餐廳更強調不使用任何
添加劑和純天然製作，以獲得廣大食客的認同及
肯定。

The Beam Co., Limited 最近在香港這個世界級
城市成立，其目標是將「Simple Pieces」塑造成
國際品牌。Simple Pieces 瞄準追求自我實現、真
我力量的新一代，並選用身材比例符合現實的真
實女性作產品示範，讓顧客能輕鬆找到最適合自
己的衣飾。此外，Simple Pieces 的產品採用易於
打理的彈性布料，能迎合不同顧客的生活方式和
時尚風格。公司在香港設有創意中心和展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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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投資開發
abp.cn/en

為了讓更多的香港客人品嚐正宗的四川火鍋，
蜀大俠進駐香港，致力向香港顧客推崇正宗川派
火鍋文化。

餐廳
cd-sdx.com

銷售範圍覆蓋香港以至中國內地，並將於不久的
將來進行國際擴張。公司的供應鏈及營運中心設
於深圳。

時裝品牌
www.simplepiec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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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

SERA 專門為墨西哥的客戶和進口商提供物流及
相關增值服務。SERA 一詞在拉丁語中有掛鎖
（一種普及而可靠的保安裝置）之意，彰顯公司致
力於提高供應鏈安全性和透明度的宗旨。從關始
生產到最終貨物交付的整個供應鏈流程中，SERA
皆竭誠滿足進口商及客戶的需要。

鑑於墨西哥企業與亞洲的業務往來日益頻繁，加
上他們對中國原材料及製成品的採購需求不斷增
加，SERA 因而於最近在香港開設辦事處，藉以
協調亞洲與墨西哥之間的貨運事宜。

物流及供應鏈管理
sera.com.mx

為確保貨物能準時有序地到送到客戶手上，公司
還提供相關的增值服務，例如從初期階段開始提
供訂單檢驗服務，以及提高運輸過程及進口清關
的透明度等。

俄羅斯

Interfax 為業界領先的專業資訊方案提供商，專
精於風險評估、合規、強化審查評鑒、瞭解客戶
（know-your-customer, KYC）
、商業及金融情報範
疇。公司以俄羅斯和獨立國家聯合體（獨聯體）為
重點市場，致力幫助企業將潛在商業風險減至最
低，讓他們作出適時、明智的決定。
SPARK-Interfax 是一個全面的資訊核實解決方
案，其核實對象包括俄羅斯、烏克蘭、哈薩克、
白俄羅斯、吉爾吉斯及摩爾多瓦的法律實體、私
人企業家、企業董事及股東。SPARK-Interfax 具

高度可靠性，能有效幫助客戶滿足第三方、打擊
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調查及審查評鑒程序
方面的國際監管要求，還提供公司登記和業績資
料，並具備精密的分析能力，在最短的時間內辨
明特定公司的可靠性和信譽度。

資訊及通訊科技
interfax.com

新加坡
成立於新加坡的 Apex Retail 致力透過其獨特的
概念店，將一線國際品牌旗下的高端化妝品、頭
髮護理產品以及高級護膚品等美容產品引進亞洲
市場。公司認為進駐香港能為其帶來充足的國際
市場曝光，因此於最近將業務拓展至香港。此外，
香港能為外國公司提供信心保障，並具備穩定、
成熟和透明的法律制度，Apex Retail 因而決心投
資於香港業務。

為支持本地業務的運作，Apex Retail 將為香港辦
事處增聘美容顧問和銷售總監，並計劃在建立強
大客戶群及理想的盈利能力後，繼續擴展業務。

高級美容護膚
apexretail.com.sg

英語教育機構 I Can Read 於 2016 年 10 月開設首
間香港教學中心，其英語閱讀課程源於 1995 年，
是教育心理學專家長達 15 年的研究成果，能於早
期階段培養學生的音韻覺識能力。

地區設有 140 多間教學中心，而作為全球頂尖的
英語學習系統，公司將致力透過其獨特的教學方
法，確保學生能長遠培養出卓越的閱讀、寫作、
口語及聽力技能。

I Can Read 系統以科學為基礎，並透過獨特的
教學方法培養孩子所需的讀寫能力和溝通技巧，
學生能像學習第一語言般，自然地發展英語能
力。根據研究顯示，這個方法免卻了記憶背誦的
需要，非常有效。I Can Read 於全球 8 個國家及

英語教育
icanread.asia/hong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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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ger 為業界領先的高階人工智能供應商，亦是
知識工作者自動化領域的先行者，致力於解決資
訊存取問題。Taiger 的解決方案建基於四個不同
的人工智能學科，具備媲美人類的讀取及理解資
訊能力，因此能以無可比擬的績效表現，幫助企
業及其客戶把散亂、非結構化的資料轉化為有價
值的知識。全球各地的金融服務業客戶以至政府
機構皆依靠 Taiger 進行客戶引導、銀行與保險營
運、貿易金融及客戶服務等工作。對於希望實現
效率最大化、成本最小化及加強客戶關係的行業
領袖而言，Taiger 無疑是不二之選。

Taiger 的總部設於新加坡，是一間 IMDA 認證公
司，於 2017 年奪得 Citi FinTech Challenge 金獎
並入選 Gartner Cool Vendor。公司為 W3C 聯盟
的成員，符合 ISO 9001 質量標準。

資訊科技
taiger.com

西班牙
對西班牙足球聯賽 LaLiga 而言，香港是個機遇
處處的地方。足球在香港極受歡迎，對聯盟發展
更能起到關鍵作用。LaLiga 認為，香港是個具龐
大發展潛力的重要市場，因此已聘請了一名駐港
代表在此物色新機會。

地位。此外，LaLiga 亦積極推廣團隊合作、奮鬥
拼搏、領導才能、可靠、責任心及尊重等核心價
值。

體育及娛樂
laliga.es/en

為了在香港市場持續發展，LaLiga 致力擴大聯盟
的球迷群眾，以維持其作為世界領先足球聯盟的

瑞典
®

BIMobject Corporation 是一間於納斯達克
OMX 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備受投資者認可，榮獲
《Red Herring》雜誌評選為全球 100 強企業。公
司專門從事建築資訊模型（BIM）物件的數碼內容
管理系統業務，並透過獨特的解決方案為生產商
提供 BIM 物件（製成品的數碼複製品）的開發、託
管、維護、聯合及發佈服務。

俱增，前者能建立建築產品的數碼版本，即 BIM
®
物件；後者則從 BIMobject 雲端平台下載相關數
碼物件，以用於實際的建築及開發項目。

建築資訊模型（BIM）技術
bimobject.com

BIMobject 在香港成立全資附屬公司，由 Simon
Cai 擔任亞洲區執行業務總監，致力於滿足亞洲
市場對公司產品日益增長的需求。這增長主要是
由於建築產品生產商及用戶對其產品的興趣與日

台灣
大樹先生的家於 2014 年在台灣創辦，是一間針對
學齡前兒童設立的親子餐廳，主要提供 0 至 6 歲
兒童兼顧用餐與玩樂的友善環境，在台北及台中
共有三家分店，因了解到香港家庭對親子餐廳的
需求，故 2016 年進駐香港，來客數累積約 60 萬
人次，是台灣目前最大的親子餐廳品牌，並於
2015、2016 年連續獲得台灣十大親子餐廳第一名
與香港 2016 十大親子餐廳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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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廳在內部空間規劃與功能上，追求多元創新，
像是開放式的用餐環境、遊戲區採用分齡設計、
玩樂設備更重視安全性、提供多樣化親子活動
等，致力營造一個家長與孩子、家長與家長、
孩子與孩子共同發酵的友善空間。

親子餐廳
mrtree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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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
Cheryl China Wow 旨在以時尚新潮的概念展示
香港的男女時裝。公司來自倫敦，致力為香港客
戶如 Le Saunda、連卡佛、周生生、Staccato 和
置地廣塲等提供創意方案。Cheryl China Wow
的老闆 Cheryl Leung 為一名時裝設計師，曾為
L’
Oreal Paris、Condé Nast 旗下的中國版《時尚》
雜誌以及 Net-a-Porter 等國際客戶提供造型設計
服務，亦曾與澳門新濠天地及 St. Regis Hotel
合作策劃生活時尚項目，其他合作單位包括
adidas HK 及 Nike 等運動服裝品牌。

目前，公司正在積極探索數碼策略，務求為香港
以至中國內地、亞太區和世界各地的初創企業和
本地品牌創建網上社交平台、流動應用程式及電
子商務方面的內容。

創意、時裝、品牌內容創作
cherylleung.com

是培育學生的學術知識及專業技能，幫助他們成
西倫敦大學於香港成立教學中心，以期透過香港
功發展事業。
的國際地位擴大其全球影響力。該中心位於香港
能仁專上學院，提供音樂、法律、旅遊、航空、
高等教育
設計、金融、心理學和醫療保健研究等多個本科
uwl.ac.uk/hong-kong-centre
生及研究生課程，所有課程由西倫敦大學的資深
講師以英語授課，頒發的資格將與英國本校等同。
香港教學中心將成為西倫敦大學的亞洲旗艦，其
就業導向教學將按照英國本校的模式推行，目標

美國
BiteUnite 的理念是透過烹調和分享美食，為都市
社區的生活、創造力及文化增添姿彩。公司亦希
望作為活動、活力及靈感的集中地，把所有熱愛
傳統美食之人凝聚在同一個廚房。

廚藝精湛的成員與食客及品牌夥伴等人士聯繫起
來，以營造一個充滿活力的社區。

社區共享廚房及食品電商平台
biteunite.com

BiteUnite 是一個匯聚職業級大廚、充滿熱誠的烘
焙師以及出色廚師的社區，另外亦為新晉廚師提
供共用烹飪空間、宣傳推廣平台及持續的業務支
援，協助他們開創餐飲事業。BiteUnite 致力把其

可承資本是一間以香港為基地的獨立資產管理公
司，創辦人皆來自美國。可承資本致力為區內本
地及外籍家庭之中的合資格投資者提供投資策略
服務。公司的價值定位，是其經過時間考驗的投
資組合管理流程、客觀研究以及具透明度的收費
結構，並保證公司與客戶的利益相一致。

香港是中國內地的金融中心，可承資本因此落戶
香港，以隨著香港獨立投資服務的發展一同成長。

獨立資產管理
clarityinvestme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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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是一家國際機構。憑藉成熟完備的技術管理
諮詢服務，其內地成員所最近在香港成立了德勤
亞太區區塊鏈技術實驗室，協助亞太區客戶透過
分佈式帳本技術（DLT，亦稱區塊鏈）的應用解決
各類業務問題。「一帶一路」倡議提升了香港作為
金融及貿易中心的地位，因此 DLT 的應用在貿易
融資、供應鏈及保險等領域充滿大量機遇。為支
持德勤亞太區區塊鏈技術實驗室的發展，德勤建

Polygon 是來自美國的咖啡店，是舉辦社區活
動、敘舊和結識新朋友的好地方。Polygon 致力
營造愜意舒適的環境，讓顧客一邊品嚐各種咖啡
美茶，一邊互相交流。Polygon 獲 Tatler HK、
Foodie 及 Lifestyle Asia 列為今年開業的最佳咖啡
店之一，現時更與 Naked Hub 合作，在其多個共

專業服務
deloitte.com/cn/zh/pages/financial-services/
solutions/asia-pacific-blockchain-lab.html

用工作間據點營業。Polygon 不但是咖啡愛好者
的不二之選，更成為西營盤一帶居民的聚會場所。

咖啡店
www.cafepolygon.com

Verrex 於 1947 年創立，是備受推崇的全球視聽
系統整合及管理服務供應商。公司已獲 APEx 認
證，把香港納入其亞洲業務版圖後，將進一步滿
足市場對視像會議、協作及其他高階視聽系統方
面的需求。

門，以服務其跨國及區域客戶和合作夥伴。亞洲
持續湧現無與倫比的商業機遇，而香港能充分發
揮區內潛能。Verrex 的終極目標是建構一個策略
版圖，讓公司能根據不斷演變的客戶群體，加強
其全球化能力。

香港是繼上海後，Verrex 在亞洲的第二選址，同
時是其 70 年系統整合歷史中，全球第五間辦事
處。香港辦事處與北美總部一樣設有銷售、工程、
項目管理、現場安裝、現場服務及服務中心等部

視聽系統
verrex.com

WatchBox 是美國最大型的二手高級手錶電子
商務平台，目前已把業務擴展至香港。在先施
錶行、英皇鐘錶的業界領導者推動下，其團隊
熱衷於所有關於腕錶的事物，並運用科技為大眾
帶來享受高級腕表的全新方式。

受惠於香港的理想地理位置，有效的物流系統
以及優惠的貿易關稅，使 WatchBox 可為亞洲和
澳紐地區提供服務，把 WatchBox 的體驗帶到
其他地區。

香港作為全球最大型的高級手錶市場，理所當然
地成為 WatchBox 這個為市場信賴的平台，採購
已被驗證二手錶的進駐地點，也為顧客售賣手錶
提供一個方便途徑。 WatchBox 的「收藏家
會客廳」歡迎所有希望尋求關於鐘錶意見的客
人，並樂於舉辦手錶愛好者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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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一支精通新興科技的工程師團隊，並將與設
於都柏林和紐約另外兩個地區的區塊鏈技術實驗
室緊密合作，為客戶提供區塊鏈應用方案。

高級手錶電子商務
thewatchbox.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