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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簡介
澳大利亞

Change Enablement 在澳大利亞提供培訓及顧問
服務，最近獲選為 Prosci 香港區的主要機構，獲
得在香港開辦 Prosci 公共變革管理培訓課程的專
有權利，並會與不同機構合作。隨着有關項目的
性質愈趨全球化，香港無論在地理和經濟環境上
都擁有優勢，可擔當領導角色，建立適用於亞洲
地區的變革管理培訓方案。

投資於香港並招聘本地團隊讓 Change 
Enablement （HK） Ltd 可與本地公司和機構
緊密合作，將客戶項目的投資回報率提升。

Change Enablement 是一家發展成熟的澳大利亞
公司，擁有豐富的變革管理經驗和文化知識，能
夠將有口皆碑的 Prosci 變革管理方法和工具擴展
至香港市場，滿足本港日益增加的需求。

教育
schangeenablement.hk

思胚有限公司於2015年3月1日成立，提供一
個交流意念的平台。用戶可提出有趣的想法，讓
公眾加強參與、合作、交流知識、宣傳及互相支
援。用戶可分享不同主題的意念，無論是輕鬆有
趣或是精確嚴謹的話題皆可。交換想法的目的可
以是為了娛樂、個人需要、學術、專業，甚至解
決世界上的問題。

思胚有限公司選址香港，是因為香港的地理優勢
讓海外公司更易踏足中國內地及國際市場。香港辦
事處主要負責產品發展、beta 測試及市場推廣，
並提供網頁及應用程式的製作和人才招聘服務。

知識交流平台
intralogue.com

Mega Force 成立於2016年4月，其廣泛的業
務組合包括零售、商業及住宅領域，其中涉獵
設計、建築及產品等行業。作為市場領導者，
Mega Force 致力於為客戶提供最新穎的設計和
概念，以及幫助開發定制的設計解決方案。公司
逐步擴展，開始涵蓋餐飲業，將流行的希臘先生

（Mr.Greek）品牌專營權從加拿大帶到亞洲。該公

司提供卓越的質素和客戶服務，期待以香港作為
管理、培訓及行政工作的主要基地，推動公司邁
步向前。

飲食業

旨豐科技有限公司（Liricco Technologies）選址 
香港作投資，利用香港優越的地理位置，與鄰近
的南中國生產基地合作，大幅加快將產品從概念
轉化到生產的過程。同時，香港擁有完善的法律
體制和人才，可確保知識產權得到保障。隨著公
司開發項目產品化，區內的生態系統不斷成長帶
來龐大的機遇，令公司業務得以擴展和成長。

香港的辦事處主要負責研發和銷售活動，現時聘
用了15名員工。位於多倫多的辦事處則和多間加
拿大的大學和研究所合作，不斷研發新技術以提
升公司的競爭力。隨着業務的擴張，公司計劃於

今年年底前將香港辦事處的規模擴大一倍，所有
範疇都會得以擴展，包括數據分析、軟件工程和
設計、硬件工程、銷售和市場推廣，以及使用者
體驗設計。Valta是旨豐科技有限公司擁有的商標。

樓宇能源管理
valta.com

加拿大

http://www.investhk.gov.hk/zh-hk/index.html
http://www.changeenablemen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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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傳輸系統全球供應商 AVIWEST，在香港
開設全新銷售和服務支援辦公室 AVIWEST 
Asia Ltd，進一步加快在亞太區內的業務增
長。香港辦事處由 AVIWEST 亞太區銷售總監
Frederic Parbey 領導，負責管理亞洲區的業務營
運。AVIWEST Asia 也擁有一支工程支援團隊，負
責器材維修和升級，有助進一步減低其總體擁有
成本（TCO）。

全新的香港辦事處成立後，公司便可以更迅速地
回應亞太區客戶對售前、銷售和服務支援的需

求，而由於客戶多數從事現場直播的新聞採訪工
作，公司對客戶的迅速回應尤為重要。公司同時
希望透過在亞洲區開設營運網點、提供即時服務
支援和更迅速的售後服務，能為本地經銷商和渠
道合作伙伴帶來益處。香港在配合 AVIWEST 公
司的長期業務目標及技術發展的路綫圖中，具有
戰略地位。

即時影像傳輸系統
aviwest.com

ALT-254為一家建築及項目管理公司，以香港
作為全球營運的主要據點。ALT 以帶來符合成本
效益的世界級設計為理念，設計範疇遍及零售、
住宅、食品和飲料，以及平面設計，客戶群包括
全球知名品牌，例如 Tommy Hilfiger、Evisu、
Lululemon 和2XU 等。

由他們承接的住宅項目遍佈亞太區，現時在日
本、印尼、澳大利亞和菲律賓都有住宅項目正在
進行。另外，他們的團隊尤其擅長香港住宅的室

內設計項目，包括在港島區佔地超過600平方米
的矚目項目。ALT 有別於大部分的設計公司，他
們能夠有效控制內部流程，帶來巨大的成本效益
和效率，讓他們更具競爭力。他們設有內部項目
管理團隊，能夠持續跟進各個項目，並在指定限
期和預算內完成項目。

建築及設計
ALT-254.com

MOMO HK Ltd 是一家以香港為據點的公司，
旨在向香港和特定亞太區市場的批發零售商輸
入、推廣並銷售來自埃及的新鮮食品。其理念是
為埃及塑造可靠的食品供應國形象，在亞太區內
輸出優質的新鮮食品與主要的國際供應商看齊。
MOMO HK 創辦人兼大股東 Mohamed Elmalt 是
埃及園藝品出口公司 Orchard 的前營運經理。他

不但擁有豐富經驗，更與眾多產量穩定、獲國際
認可的埃及新鮮蔬果耕作者建立起緊密聯繫，向
亞太區客戶供應優質的出口新鮮蔬果。

食品貿易
momohkltd.com

德國

愛爾蘭

法國

Elyctis 是一家領先的電子身份証明文件閱覽儀器
開發商兼供應商，在2016年成立香港辦事處。香
港辦事處的主要業務功能是支援 Elyctis 的亞太區
客戶，促進及推動旗下產品在亞太區內包括澳大
利亞和紐西蘭的銷售和市場推廣活動。這有助公
司更深入了解客戶的需要和需求，從而改進在亞
太區的客戶關係和客戶服務水平。另外，亞太區
的客戶也會更容易接觸到 Elyctis 產品。

Elyctis 總部位於法國佩爾蒂伊，專門開發安全身
份證明文件（包括電子護照、電子身份證、居留
證、電子駕駛執照等）相關的硬件和軟件。公司於
2008年成立，在電子身份證明文件項目上具備優
良專業知識，也擅長硬件和軟件開發。

電子身份証明文件閱覽儀器供應商
elyctis.com

3Faktur 是一家專業的設計及生產公司，專門透
過先進立體打印技術進行生產。他們主要提供的
合約服務包括立體設計、立體掃瞄、倒序工程、
快速原型設計、隨選生產及成品小量生產。除了
合約制業務外，3Faktur 還積極研發創新服務，
進一步發揮立體掃瞄和立體打印技術的彈性和速
度，迎合消費者或業務上的需求。

3Faktur 於2014年年初在德國耶拿（Jena）成立，
總部成立不久便隨即在香港開設辦事處。香港具

備完善的物流系統、創意人才，加上創業生態蓬
勃發展，令香港成為3Faktur 發展亞洲業務和數
碼生產基地的理想地點。3Faktur 在創辦人 Simon 
Choe 的帶領下，旨在與其亞洲客戶緊密合作，協
助他們迅速將夢想化為現實。

原型設計及小批生產
3Faktur.com

埃及

http://www.investhk.gov.hk/zh-hk/index.html
http://www.aviwest.com
http://www.alt-254.com
http://www.momohkltd.com
http://elyctis.com
http://3faktur.c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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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Rotbart & Co 已在香港設立營運據點，為全 
球各地的高淨值（HNWI）客戶提供度身訂造的貴
金屬採購和清算服務。他們提供的服務包括貴金
屬全球運輸和儲存，以及為客户度身設計解決方
案，例如金屬檢定、估價、稀有收藏品和硬幣認
證。

自2016年一月起，黃金價格持續攀升，成為整
體投資表現最出眾的商品，吸引投資者再度回
歸黃金市場。隨著投資者對傳統金融體系的信心
減少，更多高淨值客戶在投資組合中加入有形資

產，例如黃金、藝術品和珍貴寶石等。然而，這
類需求不只是來自亞洲，由於香港聲譽良好、位
置優越、司法制度健全，愈來愈多來自歐美的高
淨值客戶認為香港是全球存放有形資產最安全的
地方之一。

實貨貴金屬投資
jrotbart.com

Keshet International Ltd （KI）於2015年在香
港成立，專責管理所有亞洲區活動，為 Keshet 
Media Group 的全球發行和製作分支公司，由行
政總裁 Alon Shtruzman 領導，旗下業務包括在英
國、亞洲和美國設有 Keshet 的當地製作基地，以
及全球發行公司。

KI 曾製作超過70部作品，全部都經過考驗和實踐
證明，內容風格多元化，風靡全球觀眾。矚目作
品包括大熱劇集《Prisoners of War》、以色列原創
劇集兼黃金時段艾美獎得獎作品《Homeland》、
間諜驚慄劇集《False Flag》、動人親情劇《The 

A Word》、高質素遊戲節目《BOOM!》、大熱互動
選秀節目《Rising Star》、兒童選秀節目《Master 
Class》、戀愛真人秀《Girlfri3nds》以及國際艾美
獎得獎作品、拍檔喜劇《Traffic Light》等。

媒體內容製作及分銷
keshetinternational.com

Massimo De Carlo （MDC）畫廊於1987年在
米蘭成立，首個展覽以 Olivier Mosset 的作品
為主題。畫廊致力促進全球知名當代藝術家、
具潛力的年輕藝術家和50至60年代經典大師之
間的交流。多年來由畫廊策劃的多個重要展覽
之中，合作過的藝術家包括嚴培明、劉小東、
Rudolf Stingel、Nate Lowman、意大利戰後
藝術家 Lucio Fontana、Enrico Castellani 以及
Piero Manzoni 等。

2009年，Massimo De Carlo 於倫敦市中心開設
第二家畫廊。除了與歷史上著名的藝術家合作
外，這家倫敦畫廊也專注於發崛新晉美國藝術

家。經過多年來在亞洲地區包括香港和中國內地
的藝術領域工作，Massimo De Carlo 於2016年
在香港中環畢打行開設新畫廊。

當代藝術畫廊
massimodecarlo.com

以色列

意大利

日本
NTT DATA Hong Kong Ltd 為一家國際支付服
務供應商，能夠透過單一平台，協助經營國際業
務的全球商戶，處理並管理不同貨幣的境內和跨
境交易。他們不但擁有全球網絡，在亞洲地區更
具備豐富的專業知識和處理不同付款方法的優勢。

NTT DATA 提供多種付款方式以及嶄新的支付解
決方案，協助商戶抓緊新市場帶來的機遇。NTT 
DATA Hong Kong Ltd 為日本 NTT DATA 集團
其下的子公司，也是他們全新的環球支付中心。
NTT DATA 在管理大型支付系統方面擁有超過
30 年經驗，隸屬於日本 NTT 集團 — 全球最大

型的技術服務公司之一。NTT 集團每年盈利超過
1,000 億美元，《財富》世界100 強公司當中，有
80% 是他們的合作伙伴。

全球支付服務
hk.nttdata.com

http://www.investhk.gov.hk/zh-hk/index.html
http://jrotba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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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hk.nttda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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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AIMS Immigration Specialist （HK） Ltd 成立
於2016年2月底，為新加坡移民顧問公司 AIMS 
Immigration Specialist 旗下的第六個海外辦事
處，也是 AIMS 邁向十週年，成功將業務擴充到
亞太區的指標之一。除香港辦事處外，AIMS 於澳
大利亞、中國內地和越南也有辦事處。

AIMS 香港辦事處將提供全新的當地服務，例如 
協助客戶申請香港簽證、在不同國家，例如澳大

利亞、加拿大、紐西蘭、新加坡、英國和美國等
辦理居留申請等傳統服務。

移民顧問
aims.sg/hk

OBK Labs 為軟件開發和數據分析公司，開發產
品包括 KwikDroid — 一個多語言的工作流程管理
網上解決方案，可精簡、簡化並遠端管理薪酬和
開支安排。KwikDroid 可即時向管理人員提供所需
資料，有助作出業務決策並監控詐騙事件。此軟
件也可和所有主要會計軟件包完全整合，能回應
在國際環境下工作的會計和稅務顧問公司的需求。

OBK Labs 是活躍於大中華地區的北京偉嘉信經
濟咨詢有限公司的姐妹公司。他們選擇香港作為
業務拓展基地，是因為香港是一個節奏快速的商

業城市，也是通往亞洲市場的門廊，能提供完善
的資訊科技基建、訓練有素的勞動力，以及合理
的稅務和規管機制。

軟件開發服務
obksecure.com

廣東申菱環境系統股份有限公司著眼於全球特種
空調和環保設備市場，追求更高的產品與服務品
質。公司寄望善用香港的國際市場地位，以及優
質的科技資源實現這個目標，因此成立申菱環境
系統（香港）有限公司。香港的公司作為亞洲暨海
外銷售網路的中心平台、建立客戶關係、統籌行
銷管道及市場推廣，並以香港和國際行業標準提
升公司產品出廠標準、提高產品品質、增強公司
的國際競爭力。同時與香港科研機構合作研發、

謀求創新、升級產品。目前公司已經投入500萬
元人民幣，新增七名員工，並將繼續加大投資力
度和員工數目，以增強業務能力和深度。

暖通空調生產商
shenling.cn

Sino-Euro Air Training Alliance Holdings Ltd
於2016年3月在香港註冊成立，股東包括來自中
國內地、歐洲和美國領先的航空業培訓機構。他
們選擇來港設業，是因為香港是個國際化城市，
擁有優越地理位置，有利中國內地和亞洲市場與
全球接軌。香港的地理位置也有助為亞太區客戶
提供更優質的服務。在成立之初，其香港辦事處
將至少聘請三名銷售和市場推廣專才，並計劃在
未來三至五年內逐步將員工團隊擴充至10 人。 

香港辦事處不但是這家公司的亞太區總部，也將擔
當處理國際營運事務和推行發展策略的重要角色。

機師、空中服務員及飛機工程師訓練
sinoeuroair.com

廣東高捷航運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高捷物
流”）於2004年在廣東省廣州市成立，是一家專
業的大型綜合性國際物流服務企業，在華南地區
擁有悠久的經營歷史和品牌地位。高捷物流緊抓
國內跨境電子商務發展機遇，為滿足客戶需求，
在香港設立分公司，以跨境第三方物流為主營業
務，具體承接國際空運、國際海運、報關報檢、

倉儲配送、國際快遞、跨境電商物流等業務，服
務全面而連貫，業務模式成熟穩定，物流網絡覆
蓋全球，可為客戶提供一站式綜合物流服務。

物流業
goldjet.com.cn

中國內地

http://www.investhk.gov.hk/zh-hk/index.html
http://www.aimsvisa.com
http://obksecure.com/zh-hans
http://www.shenling.cn
http://sinoeuroair.com
http://goldje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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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

台灣

英國

Angsana 是一家跨國公司，專門針對亞洲人最受
影響的四大醫療範疇，發展先進的基因型鑑定技
術，包括：分子腫瘤學、產婦及胎兒健康、敏感
症和分子過敏學，以及藥物基因學。由認可臨床
遺傳學家和受過附屬專科訓練的病理學家，結合
基因檢測和臨床咨詢，讓醫生和病人能夠獲得更
充分的資訊，有助作出臨床決定並改善病人護理

的質素。Angsana 位於亞洲心臟地帶，具地理優
勢，加上獲 CAP 認證的實驗室，致力為亞洲人
提供快捷、收費合理和就近的檢驗服務。

基因分子診斷實驗室
angsanadx.com

KOI Café 源自於台灣中區50嵐手搖茶飲專賣店，
創始人是中區50嵐主理人馬雅芬。KOI 品牌在
2006年創立，於台中設立兩間門市，專注於商品
的開發與創新，並於2007年前往新加坡開設第一
間海外門市，再次挑起新加坡人對台灣珍珠奶茶
的熱愛，截至目前已在新加坡設立37間門市。

KOI 自2011年起開始拓展海外版圖，陸續在中國
廈門、中國澳門、印尼、柬埔寨、日本、韓國、

中國上海、蘇州、越南開店，2015年年底登陸香
港，以及即將進駐泰國。目前已在十多個國家和
地區設立超過百間門市。經營理念則是傳承台灣
頂級珍珠奶茶文化，堅持始終如一的品質，建立
標準化的泡製流程，秉持了認真、服務、分享的
經營理念，讓喝茶成為一件快樂的事。

飲料連鎖店
koicafe.com/hk

雲端操作系統解決方案公司 Picowork Ltd 於
2012年五月成立，為商業和個人客戶開發了一個
極富彈性及靈活性的雲端解決方案。Picowork 是
個人化、跨裝置的整合式溝通平台，讓用戶無縫
地進行多元的互動、實時通訊和安全文件管理。

2016年，Picowork 提升香港辦事處為地區總部，
以加強與中國內地和台灣辦事處的合作，同時提

供客戶支援和咨詢、進行平台整合和客製化等工
作。他們的願景是為全球客戶提供一個無界限的
綜合操作系統。

雲端操作系統
picowork.com

Vousten Shoes 是一家國際網上商店，銷售人手
製作的意大利男女裝鞋履，於1926年由現任行政
總裁的祖父創辦，隸屬於 Vousten Man & Mode 
BV 旗下，是荷蘭市場上領先的網上高級時裝專賣
店。現時，Vousten Shoes 穩佔網絡市場的領導
者地位，銷售品牌包括：Santoni Shoes、Stone 
Island、Jacob Cohen jeans、Armani 及 Philippe 
Model。2015年，Vousten Shoes 於香港開設遙
距存貨分公司 Faust Hong Kong Ltd。

Vousten 相信銷售高級時裝品牌必須配合優質服
務。隨著在歐洲、美國和亞洲吸納忠實客戶，他
們成功將業務拓展至荷蘭境外。透過三個分別位
於斯海恩德爾（歐洲）、香港（亞洲）和洛杉磯（美
國）的區域辦事處，他們的產品將可迅速配送到顧
客手中。

鞋類零售
voustenshoes.hk

英國文化協會的成立目的是致力為英國和其他國
家締造交流機會，讓彼此建立互信，透過文化交
流建立伙伴合作關係。在全球超過100個國家及
地區運作，以推廣英語教學、藝術、教育及社會
項目為服務範疇，滙聚數以百萬計的人們。

香港英國文化協會將於2016年8月開辦一所全
新而獨特的國際幼稚園，名為英國文化協會國際
幼稚園，致力為學生提供優質的雙語雙文化教
育，培育他們成為具國際視野的公民。課程將

參照英國的國際小學課程（International Primary 
Curriculum）編制，並以英文和中文教學，辦學目
標是培養學生的國際視野，養成終身學習的習慣。

教育
britishcouncil.hk/preschool

http://www.investhk.gov.hk/zh-hk/index.html
http://angsanadx.com/angsana/
http://www.koicafe.com/hk/
http://www.picowork.com/
http://www.voustenshoes.hk/index.php/?___store=trad_chinese&___from_store=default
https://www.britishcouncil.hk/en/pre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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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gins + Higgins Architecture + Design 
Studio（H²a）是一家由設計師組成的合作社，擁
有十年企業環境建築知識，能夠將專業知識發展
成為具創意和啟發性的設計方案。其設計的生活、
工作和玩樂空間強調可持續性而且設想周到。

H²a 選擇在香港開設工作室，是因為香港擁有大
量講究獨特設計的客戶，以迎合他們國際化的生
活方式和特質。H²a 堅持審視每項外觀設計，直

至得出最佳的方案，追求設計項目的品質多於數
量。工作室由一眾見識豐富的頂尖設計師組成，
他們可以分享並且受益於香港的廣泛脈絡、活
動，以及來自本地和國際市場的創意平台。他們
打算將項目規模擴展到全球，帶領前衛設計，為
全球建築文物出一分力。

建築及設計
higginsandhiggins.com

Practicology 於2009年在英國成立，是一間多渠
道策略顧問公司，在倫敦、悉尼、墨爾本及香港
設有辦事處。擁有超過50名顧問的全球團隊持續
發展，但其獨特主張維持不變 — 每位顧問都曾於
零售和消費品牌公司內工作，了解客戶所面對的
挑戰；不同的咨詢渠道讓客戶得到真正客觀的建
議；團隊擁有國際視野，提供全面的點對點服務，
包括策略咨詢、國際化發展、數據分析、客戶關
係管理、網絡營銷、轉化率優化及設計服務。

目前，Practicology 為英國、北美及澳大利亞的
客戶發展國際業務。對中國或亞太區其他發展中
國家市場而言，有效的策略對商務發展來說非常
重要。很多零售公司都會在香港設立地區辦事處，
因為香港與大中華市場有密切聯繫，而且能吸納
當地人才。

多渠道零售顧問
practicology.com

在過去50多年，Croylek Ltd 成功在英國奠定其
業界地位，在電力，機械及熱能保護解決方案供
應商中領導市場。2016年四月正值 Croylek 香港
辦事處成立10週年，業務主要為在中國內地設置
生產基地的歐洲公司提供無間斷服務。Croylek 香
港辦事處原以一個位於尖沙咀的服務式辦公室為
營運據點，隨著在過去十年間業務持續增長，他
們供應的產品和服務也漸趨多元化，涵蓋行業包
括醫療、汽車、集體運輸系統、變壓系統和電影
設備。

現時，這家公司在香港的觀塘工業區設有辦事處
和倉庫，服務香港、中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和
日本的客戶。他們擁有穩定可靠的供應商和生產
商網絡，以在亞洲和歐洲市場保持競爭優勢。

電力、機械及熱能絕緣供應商
croylek.com

Eventus Study Tours Ltd 是一家創新的遊學團
營辦機構，由兩位英國老師創辦，以配合香港學
生對針對性海外學習經驗日益增長的需求。

他們相信學生應該多參與課室以外的學習體驗，
有見及此，他們提供了度身訂造的遊學園，特別
設計能迎合個別學校需要的活動。機構的特別之
處在於他們會與學校緊密聯繫，以訂定預期的學
習結果，然後制定相應的行程。遊學團通常都有

特定主題，從現時課程中選擇希望深造的範疇，
同時也提供有助個人成長和學生全面發展的行
程，類型包括提升個人自信、澳大利亞內陸團體
挑戰或莎士比亞原著體驗等。

教育
eventusstudytours.com

BuyAssociation 是一家獲獎的物業市場推廣和媒
體平台，總部位於英國曼徹斯特，最近踏入11週
年。該公司選址香港作為亞洲據點，因為香港是
一個真正的國際都會，有利營商，也是進駐亞洲
市場的門廊。作為亞洲區總部，BuyAssociation 

（Hong Kong） Ltd 負責處理亞洲區內業務，包括
管理台灣辦事處。香港辦事處設於中環，現時聘
用五名員工。

他們的註冊名稱為 BuyAssociation Marketplace，
是英國一個集結發展商、代理商和買家進行直接

交易的物業平台，能夠有效推廣物業並物色買
家。由於不收服務費、手續費或會費，加上在亞
洲和英國售賣的物業採用相同定價機制，因而能
夠成功建立忠實的客戶群和戰略性伙伴網絡。

英國物業
bamarketplace.com

http://www.investhk.gov.hk/zh-hk/index.html
http://www.higginsandhiggins.com
https://www.practicology.com
http://www.croylek.com
http://www.eventusstudytours.com
https://www.bamarketpla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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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sh Hour Media 於2011年成立，他們有一個
目標 — 為香港的互聯網應用帶來革命性的新氣
象。他們希望摒除圖文雜亂繁多的網頁，帶來更
簡潔優雅的介面、易於使用的瀏覽體驗。他們的
客戶包括滙豐銀行、法國工商總會和法國文化協
會。

公司深明並非每位用戶都喜歡他們設計的網頁，
所以他們善用咨詢時期，以便全面了解並確認客
戶的業務願景和目標。他們每一位員工都對工作

充滿熱誠，積極將絕佳的構思轉化為精彩的智能
動態網站以及市場推廣解決方案。他們充滿活
力、滿腔熱忱、服務殷勤，更熟諳多種語言：廣
東話、英語、法文、普通話、超文本預處理器

（PHP）以及串接樣式表（又稱為“層疊樣式表”）
（CSS），然而，他們都懂得一種共同語言—設計
優雅卓越的網頁。

品牌及網頁設計
rushhourmedia.hk

作為美國境外 BASIS.ed 課程的獨家提供機構，
BASIS Global 的使命是將學生的學習水平提升至
最高的國際水平。BASIS Global 會評估各個國際
市場的課程需要，然後替各所提供 BASIS.ed 課
程的新國際學校落實營運方針。BASIS Global 不
但為中國學生帶來獨一無二且優越的頂尖課程，
還提供國際學生計劃，讓國際學生可以遠赴美
國，就讀提供 BASIS.ed 課程的學校。

BASIS Global 旗下設有深圳貝賽思國際學校， 
以香港作為亞洲營運據點，負責執行未來數年 

在亞洲地區的新校建設計劃。除了深圳的國際學
校外，提供 BASIS.ed 課程的還有五所獨立學校 

（布魯克林、曼克頓和麥克萊恩各有一所，矽谷設
有兩所），和18所遍佈美國各地的特許學校。

教育
basisglobal.net

OSSIC Corporation 是一間總部位於聖地亞哥的
音響技術公司。OSSIC 提供的硬件和軟件解決方
案是利用感應器針對人體獨特的耳朵結構進行校
準，讓耳機呈現精準的3D 虛擬實境音響效果。
OSSIC HK Ltd 於2016年初在香港開展業務，
為母公司 OSSIC Corporation 提供研發和生產支
援。OSSIC 旗下的電子商品、軟件、品質管理和

物流團隊將以香港為基地。在開業的第一年內，
OSSIC 計劃聘請最少10名員工，第二年則額外增
聘10至15人。

3D 虛擬實境音響耳機
ossic.com

美國普盈律師事務所（香港）有限法律責任合伙
（Pillsbury Winthrop Shaw Pittman）獲《金融時報》
評選為最創新的法律事務所之一，為一家具領導
地位的跨國法律事務所，辦事處遍佈全球各地，
也剛於香港成立新據點。具有前瞻思維的業務策
略、對跨界別合作充滿熱誠，加上無可比擬的商業
意識，讓 Pillsbury 和旗下律師獲得高度肯定。

在香港開設辦事處是 Pillsbury 擴展亞洲區業務
的重要一步。香港是 Pillsbury 在中國內地（繼北
京和上海後）的第三個辦事處，也是亞洲（繼東京

後）的第四個辦事處。其香港團隊由擁有英美法律
資格的律師和員工組成，他們與亞洲和環球辦事
處緊密合作，服務範疇專注於運輸金融、私人客
戶咨詢、糾紛爭議，以及與科技有關的公司和證
券事務。香港團隊的員工通曉英語、普通話、各
種中國方言、波斯語和意大利語。

法律服務
pillsburylaw.com

Schragels 將地道紐約風味麵包圈引入香港。為
了供應新鮮的麵包圈，每天早上都會即日烘焙。
他們的麵包圈按照傳統方法炮製，經人手搓揉，
然後讓麵糰發酵超過 24 小時、燙煮，再採用石
爐烤製。

Schragels 由 Rebecca Schrage 創辦，她的母親
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父親來自紐約。Schrage
的祖父母在1950至60年代期間於紐約經營猶太
熟食店，她的麵包圈製法便是家族代代相傳下來

的食譜。麵包圈店設於上環，每天營業，歡迎顧
客到店購買，也為週末早午餐派對或早餐會議提
供送餐服務。每日供應新鮮出爐的麵包圈、麵包
脆片、自家製忌廉芝士和煙三文魚。Schragels
也供應新鮮的麵包圈給餐廳、酒店、會所和咖啡
室，客戶數目持續增加。

紐約麵包圈
schragels.com

美國

http://www.investhk.gov.hk/zh-hk/index.html
http://rushhourmedia.hk
http://www.basisglobal.net/
https://www.ossic.com
http://www.pillsburylaw.com
http://schrage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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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太平洋大學協會（APRU）是由亞太地區45所頂
級研究型大學聯合組成的學術組織。協會於1997
年成立，由加州理工學院、加州大學柏克萊分
校、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以及南加州大
學（USC）校長共同創辦。有見亞太區經濟一體化
迅速發展，創辦人期望建立一個雲集研究型大學
的尖端組織，作為支援國際機構、政府和企業發
展創新科研，推動高等教育發展的顧問組織。現
時，他們以專注於發掘新知識為目標，以迎接影
響區內發展的全球性挑戰。

最近，APRU 將其國際秘書處從新加坡移師到香
港，借助香港作為全球資訊和通訊樞紐的地位，
進一步推動國際社群間的學術研究、產業合作和
學生發展的策略性合作機會。

非牟利教育及研究網絡
apru.org

http://www.investhk.gov.hk/zh-hk/index.html
http://apru.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