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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 Grazing是香港第一間專門經營昆蟲
原料（insect-based）美食的網上零售
商。Grazing 提供多種類型的優質美
食，足以兼顧日常顧客及專業食品服務
商的需要，其產品包括注入昆蟲的能量
棒、麵粉、粉末、麥片、意大利粉、寵
物食品等，全部都是傳統食品的健康替
代品。

創辦人 Lucie Somé 憑藉在餐飲及商業
策略方面的經驗，首先注意到市場越

來越追求有營養、可持續而又不會影
響口味的蛋白質食物，於是就有創辦
Grazing 的構思。

昆蟲原料食品進口商及分銷商
grazingfoods.com

Irostors重新定義了上市公司、投資
者、公關公司和銀⾏在資本市場中的交
流方式。Irostors 將企業溝通的主要形
式無縫組合到一個數碼金融平台中，簡
化了金融⽣態系統中的多方交流，讓企
業溝通變得簡單快捷、⾼效可測且具經
濟效益。

該公司在香港成⽴及營運，所有員⼯均
在這裡⼯作。其技術研發、市場營銷和
⾏政管理活動均在本地進⾏。Irostors

為全球的上市公司和投資者提供了多語
⾔的按需即⽤軟件（“SaaS”）。

金融科技 — 金融溝通技術

irostors.com

	德國 Miskawaan	Health	Group（MHG）
強調以結合自然療法及先進診斷和分析
而達至的健康之路，所⽤的原理是增強
服務對象的免疫系統以促進自我修復。
公司的從業員都是合格醫⽣，他們採⽤
的療法是基於 Johannes Wessolly 博
士的專門技術和研究，他在過去30年
治理超過一萬六千名病患者。

MHG 的總部在香港，在尖沙咀設有診
所，而公司辦事處則位於銅鑼灣。公司
尚有其他診所在曼谷、蘇梅島、維也納
和德國。所有銷售和營銷職能均在香港

進⾏，為全球客戶提供預防性的醫療保
健選擇。

MHG 計劃通過其醫療及⽣物科技子公
司 Miskawaan Biotech Limited 進⾏預
防和治癒保健的研發，目標在首年獲取
GMP 認證。

預防保健、⽣物科技、補品、 
營養液及研發

miskawaanhealth.com

http://grazingfoods.com
http://www.irostors.com
http://miskawaanheal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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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爾蘭

	以色列

	印度

FPG	Amentum除了從事飛機租賃
外，還是專為航空股權投資者、航空業
界銀⾏以及債務投資者而設的獨⽴服務
機構。公司總部設於愛爾蘭，內設所有
重要功能，提供全方位服務供應，其規
模可躋身頭30間飛機租賃公司之列（儘
管 FPG Amentum 僅以第三方方式提供
服務）。

公司一直致力幫助股權投資者客戶投資
及管理數以十億美元計的資產，又為
其貸方客戶管理部分最複雜的重組項
目，以及為其全球各大航空公司客戶提

供有效的營運及融資租賃方案，而且 
往績一直甚為理想。FPG Amentum 
進駐香港是公司重要的一步，目標是與
區內的投資者及航空公司客戶有更佳的
聯繫。

飛機租賃

fpg-amentum.aero

OpenLegacy提供企業應⽤程式介面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整合平台，能幫助各種組織將核心 

（舊有）系統延伸至網上，從而開展創
新的數碼服務。平台透過將 API 的建
⽴過程自動化及加速、付諸採⽤、測
試，以及管理核心應⽤程式、大型主
機及數據庫，減少項目的積壓。公司
已於2019年擴充至亞太地區及日本。
擴充之前，先由香港公司 Silverhorn 
Investment Advisors 內部率領這項專
門投資，其至今已為 OpenLegacy 自
各方募得總共5,000萬美元的資金。

香港是公司 API 業務的策略營運總部，
聯繫許多全球最頂尖的金融機構。由
於 OpenLegacy 能為這些機構開通其
核心系統及舊有系統、將他們真正數碼
化，所以備受重視。OpenLegacy 在
以色列、瑞士、墨西哥、芝加哥亦設有
分公司。

應⽤程式介面整合及管理軟件

openlegacy.com

Transvision	Shipping	Pvt.	Ltd.	
以合理的價格為全球客戶及企業提供 
多元化的運輸服務。在團隊的同心協力
下，公司得以成為⾼速發展的服務供應
商之一。

Transvision 專注香港市場，目標是發展
整箱裝載（Full Container Load，FCL）
及拆箱裝載（Less than Container 
Load，LCL）物流業務包括公司定
期付貨人所屬集箱（Shipper Own 
Container，SOC）、貨運代理、超尺
寸貨物（Over Dimensional Cargo，
ODC）、冷藏船、散件卸貨、滾裝， 
以及整體物流。

公司的服務覆蓋印度、孟加拉、巴基斯
坦，斯里蘭卡、馬來西亞、新加坡、
越南、泰國、印尼、中國內地、阿聯
酋、伊朗、科威特、伊拉克、巴林、 
阿曼和非洲。

貨運及物流
transvisionshipping.com

http://fpg-amentum.aero
http://openlegacy.com
http://transvisionshipp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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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大利

	日本

Kapuhala是一個全球性的⽣活品牌， 
於香港、泰國蘇梅島及意大利西西里島 
設有業務。位於香港愉景灣的 Kapuhala 
Training Space 健身中心為大眾提供
⾼強度健身課程；位於意大利西西里島
的 Kapuhala Sicily 則背靠25公頃的家
鄉酒店和有機葡萄園；而位於泰國蘇梅
島的 Kapuhala Koh Samui 則擁有旗下
精品酒店及⾼級素食餐廳。

Kapuhala 品牌發展迅速，旨在以健
身、有營飲食及共居經驗增進⽣活體
驗。居港多年的品牌創辦人利⽤香港亞
洲金融中心為基地，在亞太區推廣源自
西西里自家農場的有機葡萄酒、橄欖油 

和未經處理巧克力。Kapuhala Koh 
Samui 酒店內的 Halapua 餐廳為客人
提供在蘇梅島內獨一無二且百分百 
素食的⾼級⽤餐體驗，Kapuhala Sicily
亦將於2020年5月在意大利西西里島
開幕。

健身中心、食品及酒類和款待
kapuhalaspace.com

Nakamura	&	Associates是一家香
港律師事務所，與日本最大的律師事務
所之一 Anderson Mori & Tomotsune 

（“AMT”）聯營。Nakamura & Associates
由中村祐子於2019年11月成⽴。中村
祐子是 AMT 的成員，也是獲得香港、
英格蘭和威爾士資格的律師，在香港的
大型律師事務所執業20多年。

Nakamura & Associates 和 AMT 將 
為香港和其他地區的公司及有意將
業務擴展到香港的日本公司提供法
律服務，並將與 AMT 東京及其地區

分所合作提供全面的商業法律服務。
Nakamura & Associates 和 AMT 各 
地區分所將繼續與全球包括香港在內 
的著名當地律師事務所合作。

對於有意將業務擴展到日本的香港客
戶，Nakamura & Associates 亦會是
客戶的第一聯絡點。

律師事務所

amt-law.com

快意於1964年在大阪枚方市成⽴， 
致力製作品質超卓及合身的手造西裝 
禮服，至今已歷半個世紀。

快意深信手造西裝禮服可為每個人提 
供最細緻和獨一無二的設計。公司考 
慮客人的身形、其選取布料的質地和 
重量，以及西裝設計，製作⼯序超過
400個步驟，絕大部分⼯序以人手完
成，以提供最合身和舒適的剪裁。

裁製西裝禮服講求準確和利落，快意的
所有西裝都是在其位於大阪枚方市的⼯

廠製造。「快意製造」產品已經成為符
合各種質量標準的信心保證，只要⽤家
小心保養，其出品的西裝禮服至少可穿
十年以上。

定製西裝禮服批發及零售
fiveone-m.com

http://kapuhalaspace.com
http://amt-law.com
http://fiveone-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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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工房，來自日本京都祇園，創辦人

來自經營過百年的古美術商世家，於

2002 年創辦夢⼯房，傾心於傳統及當

代的漆器、陶瓷、家具、茶具和竹藝

作品。熱愛⽣活及藝術的夢⼯房最近

在香港中環區開拓業務，面向別具魅

力的維多利亞港。在日本竹藝家田邊

竹雲齋四代的大型裝置作品襯托下，

夢⼯房展示來自日本的茶道及花道⽤

具。在香港這個獨特現代都市中，又

增添一處香港與日本文化交流、海內

外藝術家展覽等的活動場所。

日本漆器、陶瓷、家具、茶具和竹藝
yumekoobou.com

Galleass	Co	Ltd提供的產品 — 

Enlightenment，專為零售、個人或非

機構投資者提供低門檻、一站式的解

決方案，讓他們可以對債券市場進⾏

直接投資。

通過創新的人⼯智能（AI）線上平台，

Enlightenment 為客戶提供更簡單、更

快速和更實惠的交易途徑，讓客戶可

以獲得向來只有機構投資者可以在全

球債券市場上所獲的收益。

Galleass 由長期從業於債券或固定收

益投資的專業團隊創⽴。公司的願景是

推動普及金融，滿足客戶對債券投資的

需求。Galleass 的總部位於香港，亦

在上海設有辦事處。

金融科技
credit-frontier.com.hk

	中國內地

熊貓速匯於 2018 年在香港成⽴。現

時，公司持有香港金錢服務經營者牌

照（MSO）。公司旨在為大眾提供更完

善的傳送及接收匯款服務，並以「透過

智能跨境支付科技優化大眾⽣活與商

業上的連接」為基本目標。

公司以提供便捷及價錢實惠的全球匯

款服務為宗旨，獲得多家全球領先的

投資機構的支持，並與國際知名律師

事務所合作，確保匯款完全符合法律

要求。

熊貓速匯引入移動互聯網支付技術，

以「熊貓速匯」手機程式和微信公眾號

即可完成匯款操作，為客戶帶來更 

便利的體驗。公司亦提供海外到中國

內地實時匯款，服務更覆蓋內地超過 

500 家收款銀⾏。

匯款和匯兌服務
pandaremit.com

http://yumekoobou.com
http://credit-frontier.com.hk/
http://pandaremi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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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隆國際投資有限公司的核心業務為

向個人及中小型企業提供應急短期財

務方案。公司目前與香港及中國內地

的代理合作為香港市場提供服務。公

司於 2018 年利⽤「Fund$mart」平台

開展金融科技業務。Fund$mart 有潛

力滙聚零售界及商界的投資者及借款

人，從而滿足他們的短期資金需要。

目前，達隆正利⽤香港作為拓展亞洲

市場業務的起點。公司擁有 130 多位

負責物色交易的業務代理，而且其資

金來源得到可靠的投資者及銀⾏支持。

公司亦持有可以開展金融科技業務的

香港放債人牌照。

金融科技及信貸科技

fundsmart.com.hk

StartupCare「菁晨」是一間由上海

康語及其股東創辦的保險科技初創公

司，致力為本地中小企及初創企業提

供企業健康方案。

公司與香港一間保險公司合作，提供

全方位員⼯健康福利方案，度身訂造

「低成本、⾼效益」的優質團體醫療保

險計劃，覆蓋超過 2,500 個醫健服務

據點，以配合各⾏各業不同年齡層的

醫療需要。

嶄新的流動醫健服務有助企業控制預

算，節省開支。StartupCare「菁晨」

致力協助僱主及其團隊不受健康及醫

療問題困擾，讓他們全力以赴推動業

務發展。

保險科技
startupcare.com.hk

	新加坡 China	Trading	DeskTM（CTD）是專

注於中國內地廣告及中國旅客業務的新

型市場推廣服務公司。CTD 提供可以

在內地採⽤的科技，能在當地有效、

⾼效地運⾏、監察、報告宣傳項目。

公司憑藉專有的數據方案 — China 

Data BankTM，能夠找出最準確的定制

數據，滿足內地各種市場推廣需要。

CTD 不單重視科技解決方案，亦着力

於開發人員解決方案，處理非科技的關

係，務求為客戶找到合適的解決方案或

團隊，幫助他們在內地展開有效的宣傳

活動。

CTD 總部位於新加坡，在香港、上海、 

深圳、廣州亦設有辦事處。

數碼廣告及市場推廣

www.chinatradingdesk.com

http://fundsmart.com.hk
http://startupcare.com.hk
http://www.chinatradingdes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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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士 夏博爾德顧問公司（Chappuis Halder 

& Co.）是一所國際管理顧問公司，致

力服務金融機構。其客戶包括銀⾏、 

資產管理公司、保險公司、證券交易 

公司及私募股權投資機構。

自2009年創⽴至今，這所起源於瑞士

及法國的獨⽴及私營合夥公司已拓展至

全球9個城市，超過200位專責金融服

務之專業顧問團隊，讓公司有效連繫合

適的專家及各類型項目企劃。

夏博爾德顧問公司位於香港的亞洲 

地區總部，聘任了近20位專業顧問，

引領實踐增強顧問服務（Augmented 

Consulting），拉近科技與業務之間 

的距離，以協助當地及環球客戶數碼 

轉型。

金融科技管理顧問

chappuishalder.com

Sibex是一家從事軟件開發的公司，其

總部設於瑞士。公司正在研發及分銷點

對點式（peer-to-peer）的結構軟件，讓

金融機構或公司在無需使⽤任何第三方

的情況下，處理大量市場交易，進⾏買
賣及交易結算。

金融科技
sibex.io

路勝基因是一間精準腫瘤醫學公司，其

願景是將可避免的癌症死亡率降至零。

公司致力研發創新的液體活檢血液檢

測，通過無創癌症檢測為病人量身定製

最適宜的治療方案。其總部位於新加坡

及加州，並在香港及蘇州設有辦事處。

公司位於新加坡的分子診斷實驗室獲

得包括美國臨床實驗室改進法案修正

案（CLIA）、美國病理學家學會（CAP）

實驗室認證及 ISO15189等全球基準認

證，致力為世界各地提供⾼水準的臨床

服務。公司期待著2020年在加州開設

第二個世界級實驗室。公司更有信心通

過與香港的學術研究中心建⽴合作關係

及為香港病人提供臨床服務，使整體社

會受益。

公司的技術聚焦於肺癌、乳腺癌、結腸

癌和肝癌等亞洲常見癌症。由於亞洲的

癌症患者與西方患者相比有著不同的臨

床特徵，公司希望透過個人化的癌症診

斷及監測，提⾼病人的存活率和治癒的

機會。

⽣物科技
lucence.com

http://chappuishalder.com
http://sibex.io
http://lucen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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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

Decoded是一間幫助大型機構數碼

轉型的人才培訓公司。公司於 2011 年

在倫敦創⽴，與全球 100 多個不同城

市的數千間企業合作，幫助這些領先

企業有策略地採⽤新技術，同時協助

培訓主要人才具備數據賦能。

Decoded 提供兩個主要課程，第一個

是「數據學院」，通過數據分析在職計

劃，於機構內培育出世界級專業認可

的數據分析科學家。另一個是「數碼

領袖」，是為⾼級管理人員而設的一種

快速實習型課程，重點解釋企業如何

迎接數碼化的模式轉變而加強數據素

養能力。

香港是 Decoded 的地區總部，提供數

據學院和數碼領袖的課程。公司還在

悉尼、倫敦、紐約、洛杉磯和阿姆斯

特丹設有辦事處。

科技教育及培訓
decoded.com

優利佳金融科技有限公司成⽴於香

港，旨在通過其先進的金融創新服務

平台與度身訂造的諮詢服務，為亞洲

的金融機構提供反洗錢（AML）或客戶

身分審查（KYC）和合規問題之解決方

案。其綜合性金融服務平台藉由人⼯

智能（AI）和圖形技術將大數據、私有

數據供應商之數據庫和銀⾏內部數據

整合而成。該平台既專業又易於使⽤，

可為使⽤者提供強力支援，例如提供

易於使⽤且全面性的信息，以幫助分

析業務關係和供應鏈的潛在風險，以

及這些風險所可能引發的可疑或危險

訊號。作為香港的初創公司，公司期

望能為亞洲的客戶提供跨境與多種語

⾔服務項目，以樹⽴其在市場之獨特

地位。

解決合規問題及風險管理平台方案
eurekafintech.com

	英國

	荷蘭 Eastwing	Solutions的辦公室位

於香港，其業務範圍覆蓋亞洲各地。

公司所提供的軟件及應⽤支援服務

可幫助財務部門及其他⽤戶快速及

輕鬆地從企業資源規劃（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ERP）中存取所

需數據。雖然市面上的 ERP 已具備優

秀的整合功能，但於建⽴或匯出報表

方面一直欠決靈活性。部分的⽤戶只

能以舊有方法將資料存入 Excel，並

需要資訊科技部門的協助下建⽴及修

改報表。這種傳統手動的運作模式不

但涉及多個部門的人力資源還耗⽤大

量時間。

Eastwing Solutions 的產品及服務 

能有效地彌補這方面的不足，並協 

助⽤戶簡化程序及提升效率。從而 

騰出更多時間作數據分析，達致更 

理想的決策。

軟件銷售及推廣、應⽤、培訓和 
開發服務
eastwing.solutions

http://decoded.com
http://eurekafintech.com
http://eastwing.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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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Prime	Hong	Kong	Limited是全

方位服務的多元資產經紀商，為專業

的機構投資者，包括銀⾏丶經紀和基

金經理提供槓桿式外匯交易及執⾏、

技術支援和 Prime of Prime （PoP）等

服務。

公司最近取得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

員會的第 3 類槓桿式外匯交易牌照，屬

於 ISAM Capital Markets 集團一員。

該集團成員包括屢獲殊榮和總部設於

倫敦並受英國 FCA 監管的外匯交易和

PoP 經紀 IS Prime Limited，以及辦

公室位於美國的風險管理專家 IS Risk 

Analytics Inc。

IS Prime Hong Kong Limited 辦事處

設於香港銅鑼灣，主要為客戶提供來

自全球頂級機構的定制方案、全面的

前端後端技術支援方案和風險管理 

服務。

金融服務—外匯交易

isprimefx.com

Moving	Beans透過為全球咖啡愛好

者創造⾼品質和真正可持續的咖啡粉

囊，解救這個正在製造嚴重污染問題

的產業。公司使⽤新穎的材料 — 竹子

及咖啡豆殼，以及註冊專利技術製造

咖啡粉囊來取代傳統⽣產所使⽤的膠

和鋁。

公司已在香港開設了一間子公司，主

力負責亞洲個別市場的本地批發和分

銷。未來，公司將建⽴⽣產基地，並

計劃與亞洲眾多的咖啡烘焙廠合作。

位於香港的子公司將與澳洲的子公司

緊密合作。公司還計劃在短期內招聘

以擴充其銷售、業務發展、市場營銷

和⽣產部門。

可持續咖啡粉囊業務
movingbeans.hk

Pacific	Green	Technologies	

Group（PGTG）提供可持續的潔淨科

技（CleanTech）方案，能夠緩和氣候

暖化、⽣產綠色能源、減低排放並解

決資源短缺問題。

Pacific Green Marine Technologies

（PGMT）則專注船舶廢氣洗滌器業務，

其排放控制科技開創先河，效率優異。

PGMT 在過去兩年間發展迅速，現已於

海事⾏業中成為主要供應商之一。

PGTG 於香港開業是其進一步拓展 

亞洲市場的重要步署，旨在建⽴海事

業務，同時發展東南亞區內的脫硫、

太陽能及海水化淡項目。PGTG 於全

球潔淨能源及減排過程中將扮演重要

角色。

海事科技
pacificgreen.tv

http://isprimefx.com
http://movingbeans.hk
http://pacificgreen.tv


客戶簡介

Within	International成⽴於 2006

年，致力為全球商業領袖提供世界級

傳訊項目。公司以敏銳獨到的思維為

基礎，運⽤創意為客戶設計傳訊內

容，並打造優雅得體的客戶體驗；其

業務範疇涉足法律、房產及建築、航

空、能源、金融、科技、電訊等多個

領域。

Within International 擁有多個具知名

度的傳訊項目，名聲響譽業界，全賴

其才華橫溢的創意團隊、出色的顧問

團隊以及對於受眾和信息傳遞具備充

分和深刻的理解。公司在歐洲、北美

和亞太地區均設有辦事處，為具時間 

性的項目提供綜合服務和支援。

策略性傳訊
withininternational.com

Portier是酒店智能系統。透過於酒

店房間放置特製智能電話供旅客使

⽤，讓營運商與第三方藉此運⽤這個

全球最龐大的旅客數據庫。

旅客只需留在單一地點，即可全權使

⽤酒店特定設施，以及當地的智能系

統；而酒店及當地商戶則可根據旅客

實際的⾏動模式及喜好，提供更加適

切的商品及服務。

現時，Portier 智能系統的精確數據，

已能為酒店業提升⾼達百分之二十五

收益，而在 Portier 的消息推送功能上

運⾏的市場推廣活動，在送出後五分

鐘內就達到⾏業內最⾼的百分之七點

擊率。

Portier 是為旅客精心設計獨特及更個

人化的旅程體驗。

酒店業科技
www.goportier.com

Remo 就是呈現真實的人與人聯繫。

Remo 通過提供虛擬空間協助活動 

舉辦方進⾏數碼交流體驗，安排如現

實⽣活與⼯作環境中可互動的場境，

以及建⽴有意義的對話和交流。 

Remo 是下個世代的網絡活動和遠程

⼯作 2.0，讓人們通過線上活動，以 

最自然、最真實的方式互動溝通， 

建⽴聯繫。

Remo	Holdings	Limited已在香港

設⽴地區總部，並計劃在香港、韓國

和東南亞進一步拓展業務。

下一代活動及遠程⼯作方案

remo.co

	美國

http://withininternational.com
http://www.goportier.com
http://remo.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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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成⽴的 Queue	Associates	

Worldwide	China	Limited是

Microsoft Dynamics 金牌認證的合作

夥伴以及是 Queue Associates,Inc.

旗下一家全方位諮詢服務公司。

作為在亞太區、美國、英國和德國資

深的諮詢顧問，屢獲殊榮的 Queue 團

隊致力為各企業服務，以 Microsoft

解決方案為核心，提供會計和財務、

項目會計、財務報告、企業資源計

劃（ERP）、客戶關係管理（CRM）、

Microsoft Dynamics 365、NAV、

SL、GP、Management Reporter 及

PowerBI。

Queue 擁有 50 多名的國際人才，為客

戶提供一系列專業的 IT 支援服務。在

2019 年，Queue 已投資超過 100 萬港

元，並將積極投入亞洲市場。

技術服務和諮詢顧問
queueassoc.com.hk

總部位於紐約市的 STARK成⽴於

1938 年，是第一家將圖案⾼端手⼯地

毯引進到美國市場的公司。從 60 年代

的白宮裝潢到 70 年代首個訂制的地板

鋪裝項目，STARK 的業務板圖不斷發

展，從兩個展廳的規模發展成獲得國

際認可的⾼端品牌，並在全球擁有自

設的美國⼯廠和製作夥伴，在北美、

歐洲和亞洲設有 19 個展覽廳。

現在，STARK 成為了客戶追求⾼質

量、多色彩和手⼯製地毯的靈感之

處，亦是最受客戶歡迎的家居品牌

之一，於美國和全球均享負盛名。

STARK 在全球擁有最大的地毯設計 

資源，憑著其一絲不苟的質量控制和

服務態度，將繼續開拓全球市場，尋

求新穎和創新的理念、品質、設計和

效果。

公司在香港設⽴辦公室，並於中國內

地設有兩個展覽廳，STARK 期望能更

好地服務亞洲的室內設計社群。

豪華住宅、酒店地毯和地毯項目
starkcarpet.com

http://queueassoc.com.hk
http://starkcarpet.com


客戶簡介

York	Capital	Management是以

環球短期股價波動為主的另類投資基

金，並以公開和私人市場上的證券和

信貸為投資策略。公司成⽴於 1991

年，於紐約、倫敦和香港設有辦公

室，截至 2020 年 2 月公司團隊已擁

有超過 200 名員⼯。公司的客戶多屬

大型機構，同時也為私人財富管理平

台、基金、家族辦公室、私人銀⾏和

客戶以及其僱員管理資產。透過其全

球性平台，公司採⽤以⾏業和企業基

本面分析為主的多方位短期股價波動

投資策略。

York 的香港團隊來自世界各地，擁有

多元語⾔和文化。無論是⾏業上、地

域上，還是業務周期，以至股票和債

務市場等多個領域，他們都擁有豐富

的知識和人脈。

資產管理

yorkcapital.com

http://yorkcapit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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