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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稿 

实时发布  
 

首个来自硅谷的中国真人秀《西游计》在香港举行 数码港初创企业备受评审团队赞誉 
国际知名平台 Silicon Dragon –让来自香港及海外的投资者与 ICT 传奇汇聚数码港  

 
 

香港，2014 年 4 月 15 日  

 

4 月 14 日 –《西游计》– 首次在港拍摄的真人秀 

 

由香港数码港管理有限公司(数码港)、丁丁电视及华源科技协会(HYSTA) 联合举办的《西游计》互动节

目已于 2014 年 4 月 14 日圆满举行，是该节目自 2009 年于美国电台及有线电视频道进行广播以来，首

次冲出硅谷于海外拍摄及直播的网上电视节目。 

 

《西游计》是具指针性的电视真人秀，让参与节目的初创企业透过互相比试以获得来自美国、亚洲与内

地知名 ICT 业界翘楚和投资者的指导及资助。 

 

节目于丁丁电视网上频道进行现场直播，四间来自数码港的初创企业：Live-it-China、WTM、Ipselex 及 

Telsa 在一众评审前讲解其业务策略。评审团队由五位业界翘楚及投资者组成，包括橡子园创投共同创办

人林富元先生、Plug and Play 科技中心总裁 Canice Wu 先生、Baynote 创办人及金沙江创业投资基金合

伙人兼天使投资者贾石琏先生、智体奥创办人兼行政总裁袁国富先生以及数码港技术总监钟伟强博士。 

 

经过一连串热烈讨论及提案，三间公司包括 Live-it-China、WTM 及 Ipselex 由评审团队选为“可注资”的初

创企业。 

 

是次《西游计》节目挑选香港为亚洲首站，意味着国际以及内地业界均认同香港作为亚洲创新科技枢纽

的地位，亦同时展现了数码港及硅谷小区之间多年的紧密联系，以及香港作为「中西合壁」文化之地的

优秀地位。 

 

数码港技术总监钟伟强博士，同时作为是次节目的评审之一，希望借着香港、硅谷和全球 IT 小区之间的

紧密联系可以为香港初创企业开拓更多业务机遇，让他们在本地及海外都获得成功。 

 

钟博士表示：「过去多年，我们派出多个代表团到硅谷及美国其他地区，与全球最出色的 IT 小区取得紧

密联系。透过与全球网络的联系，我们的代表团从中得到启发，进一步追求梦想，同时美国的 IT 专才亦

对香港初创企业的优秀水平、创造力及对国际和内地市场环境的充分了解留下深刻印象。」 

 

数码港早已与《西游计》建立联系，多年来派出多个代表参与该节目。数码港受培育公司之一

OPENBALL 为一间本地球赛程序设计的初创企业，于参与节目后经已成功筹集 750,000 美元作为其种籽

基金，让其专业的体育赛事管理平台迅速于硅谷软着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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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5 日 – Silicon Dragon –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创新者及投资者联系 

 

为进一步将香港塑造成亚太区 ICT 业界的领先枢纽，数码港于翌日举办世界知名的 Silicon Dragon Hong 

Kong 2014。 

 

Silicon Dragon 连续第二年于数码港举行，是汇聚全球创新者及初创企业投资者的知名平台。创办人为

Rebecca Fannin 女士，她曾为福布斯攒稿人、记者、作家及媒体企业家。论坛将分享 ICT 业界的见解，

自去年开始于香港举办，并曾于硅谷、悉尼、上海、北京、伦敦及纽约举行。 

 

除了为海外投资者提供了解本地 ICT 生态的机会，吸引他们注资香港初创企业外，今年的主题为「具有

中国特色的科技及金融创新展示」，由业界翘楚包括 Makerbot 创办人 Zach Smith 先生及光速安振中国

董事总经理兼比特币投资者曹大容先生发表主题演讲。 

 

活动当日晚上举行的酒会吸引了本地及海外 ICT 业界人士出席，为年轻企业家提供机会与跨国企业高

层、风险投资者及天使投资者在轻松的方式下进行交流。 

 

数码港行政总裁林向阳先生为活动致欢迎辞，他表示：「我们很荣幸能在数码港举行第二年的 Silicon 

Dragon 论坛。随着 Silicon Dragon 再次在香港进行，我们得以驱使香港的 ICT 生态维持蓬勃发展：让本

地人才、全球志同道合的创新者及投资者相互交流，确保人才与本地及全球最优秀的 IT 小区联系，并为

他们创造实现理想的机会，在本地及海外都取得成功。」 

 

2014 国际 IT 汇于 4 月 7 日至 20 日举行，《西游计》及 Silicon Dragon Hong Kong 2014 是今年的精彩

活动之一。国际 IT 汇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与科技机构及 ICT 业界合办，让国际专

家聚首一堂，分享在各个 ICT 领域的知识及见解。 

 

 
(由左起) 数码港技术总监钟伟强博士、Baynote创办人及金沙江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人兼天使投资者贾石琏

先生、橡子园创投共同创办人林富元先生、Plug and Play科技中心总裁Canice Wu先生、商务及经济发

展局局长苏锦梁议员，GBS，JP、智体奥创办人兼行政总裁袁国富先生、丁丁电视创办人及总裁丁维平

女士、以及数码港行政总裁林向阳先生为活动掀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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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间参与《西游计》节目的初创企业于评审团面前讲解其业务计划。 

 

  
Silicon Dragon Hong Kong 2014 的主题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及金融创新展示」，创办人 Rebecca 

Fannin 女士为活动致欢迎辞。 

 
 

### 
 
 

关于数码港 

数码港为一个云集科技与数码内容业务租户的创意数码小区，由香港特区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数

码港管理有限公司所管理。数码港的愿景是成为亚太区信息及通讯科技业界的领先枢纽，一直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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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专注培育信息及通讯科技业界的新成立企业及企业家、推动协作以集中资源及缔造商机，以及

推行策略性发展计划及合作以促进信息及通讯科技普及化，藉此推动本地经济发展。数码港小区

内设有顶尖的信息及通讯科技设施及先进的宽带网络，四座甲级智能型写字楼、一间五星级设计

酒店及一个零售和娱乐商场。 

 

详情请浏览 www.cyberport.hk 

 

关于丁丁电视 (只供英文版本) 

Ding Ding TV is the first Chinese American Internet TV content producer and distributor, devoted to 
bringing out and enhancing its understanding of global realities. Ding Ding TV has being positioned as 
a hub, bridge and platform for US-China business relations. Ding Ding TV’s branding show Innovation 
Dialog, Battle Silicon and tech news are delivered through multiple channels in US and China. Ding 
Ding TV is a trustworthy brand for high tech professionals and innovators in Silicon Valley and all over 
the world.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Ding Ding TV’s reality show Battle Silicon, please visit 
http://battlesilicon.com/. 
 

关于华源科技协会 (只供英文版本) 

Hua Yu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sociation is a leading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 in Silicon Valley 
and China. It was founded in 1999 in Silicon Valley, and aims to promote entrepreneurship and career 
development, and facilitate networking and exchange of business ideas among successful 
entrepreneurs and executives in Silicon Valley and China.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Hua Yu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sociation, please visit 
http://www.hysta.org/. 
 

关于 Silicon Dragon (只供英文版本) 

Silicon Dragon is a world-leading news and events group with a network of 15,000 innovators and 
investors in leading tech hubs in Asia and internationally. Silicon Dragon was formed by journalist, 
author and media entrepreneur Rebecca Fannin in 2010. 
 

如欲了解详情，请关注我们的 Twitter 账户@cyberport_hk。 

 

传媒查询，请联络： 

 
Waggener Edstrom Communications 
Kirby Wong 

电话：(852) 2907 8810 

电邮：kirbyw@waggeneredstrom.com  

 

香港数码港管理有限公司 

Sara Lai 

电话：(852) 3166 3819 

电邮：saralai@cyberpor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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