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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即時發布 

 數碼娛樂領袖論壇 七月數碼港全新電競場地上演 

  「數碼娛樂巡禮 」電競賽事與活動浪接浪 

 

香港，2019 年 6 月 24 日 - 數碼港推動香港數碼娛樂及電子競技（電競）發展，將於 7 月 16 日舉

辦「數碼娛樂領袖論壇」（ Digital Entertainment Leadership Forum，簡稱 DELF）主論壇，聚焦

席捲全球的電競熱，業内知名領袖、商界菁英和頂尖勁旅將聚首一堂，剖析電競業的發展前景和

未來商機所在，解構區內不同市場的電競業趨勢，並上演多場邀請賽，讓與會者全方位了解電競

及數碼娛樂的發展。「數碼娛樂領袖論壇」亦為 7 月下旬的「數碼娛樂巡禮」打響頭炮，「數碼

娛樂巡禮」透過一連串的電競及數碼娛樂活動，包括論壇、比賽及體驗日等，加深商界及市民對

電競及數碼娛樂產業的認識。 

日韓電競權威  國際勁旅對決 激發電競潛力 

2019 數碼娛樂領袖論壇，爲香港首個電競主題國際論壇，同時為數碼港新落成的電競場地揭幕。

論壇以「電競打拼 潛力激發」為主題，一系列主題演講和討論環節，請來全球各地，包括英國、

德國、以色列、日本、韓國、東南亞和內地等的行業領袖，加上本地的業界翹楚，探討電競產業

鏈如何進一步延伸，分享各地在發展電競產業的經驗，以及大灣區電競業界如何協作發展，多角

度發掘電競行業的發展機遇。  

為了讓與會人士親身體驗電競科技、創業及競賽發展，論壇將設三大主題專區，主舞台更會上演

多場勁旅對戰，包括 Hong Kong Attitude 香港態度及東南亞强隊較量的《英雄聯盟》邀請賽，以及

多場電競明星賽 —— 頂尖韓國電競女子職業隊 Rox Caracal 將與香港首支女子職業電競團隊

PandaCute 進行《英雄聯盟》女子巔峰對決；街霸達人 HumanBomb 將對戰來自日本的谷田優也；

TVB《電競王》藝人會在 FIFA 場上挑戰電競戰隊 Nova eSports； 專業人士包括 Bird & Bird 律師與

德勤會計師亦會組隊一決高下。屆時數碼港商場全天候廣場内 400 位觀眾將率先感受現場熾熱氣

氛，更有機會參與幕後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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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港公眾使命總監陳思源表示：「全球電競產業的蓬勃發展，不論生態、產值、認受性均全速

向上，絕對是香港推動電競產業的最佳時機。是次論壇將提供一個理想平台，讓商界及市民大衆

加深對電競產業鏈的認識，明白電競業不單是普遍認知的潮流玩意，同時連繫主要持份者，開拓

商機，並期望與業界領袖、精英、專業電競選手、業餘玩家，攜手推動本地電競文化。數碼港將

繼續致力優化香港的數碼生態環境，透過人才培訓、賽事交流和促進技術發展，讓香港保持電競

樞紐的競爭優勢。」 

活動主論壇邀請逾 30 位在電競業界舉足輕重的領袖擔任講者，包括︰ESL Gaming 全球品牌合作

高級副總裁 Bernhard Mogk、韓國職業電子競技協會秘書長金哲學、日本 WellPlayed, Inc. 代表董

事兼行政總裁谷田優也、Esports Insider 董事總經理兼聯合創辦人 Sam Cooke、LaLiga 香港代表艾

度亞、行業專家普華永道香港娛樂及媒體行業合夥人邱麗婷、NVIDIA、AWS、Zotac 及 Zenox 等管

理層，以及香港業界代表香港電競體育總會理事會主席鍾培生、香港電競總會會長楊全盛等。 

三大主題專區 體驗電競文化 

除了前瞻性的演講和討論環節，活動將設三個主題區域 ——「遊戲地帶」、「科技空間」及「敢創

天地」，為公眾體驗更貼地的電競文化。 

「遊戲地帶」設有多個試玩區，讓玩家體驗不同類型的嶄新電競及 AR 和 VR 遊戲 ，包括港產電競

遊戲初創 Godzpeed 研發、結合遊戲與車手訓練的賽車遊戲，來自日本 HADO 講求合作和策略的 

AR 攻防戰、港產 VR 電競盒 VAR BOX，以及遙控對戰機械人 Ganker EX 等。 

「科技空間」將集中展示遊戲品牌及開發商的最新研發，並請來行業專家介紹尖端電競科技、數

據分析等；「敢創天地」則展示超過 20 間包括數碼港初創在內的本地創科企業的最新遊戲及電競

相關研發，並請來電競創業軍團以及院校代表，分享電競行業的創業、專業發展，以至網絡健康

議題， 啟發年青人對數碼娛樂及電競行業的興趣。 

數碼娛樂巡禮 掀起娛樂新時代 

除了為期一天的主論壇，7 月下旬數碼港將繼續延續電競及數碼娛樂熱潮，由 DELF 全力策動的

BGC 全球區塊鏈遊戲大會，將於 7 月 17 至 18 日於數碼港舉行。這項國際性活動曾於三藩市、赫

爾辛基及倫敦舉行，今年首次登陸亞洲，為手機遊戲及區塊鏈業界提供拓展交流及洽談合作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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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緊接一系列主題盛事包括《英雄聯盟》大型賽事、為銀髮一族而設的樂齡電競體驗日 、年度

盛事香港電競音樂節等，推動香港電競及數碼娛樂發展。 

DELF 完整議程及嘉賓名單，請瀏覽網址︰http://delf.cyberport.hk/ 

數碼娛樂巡禮詳情，請瀏覽網址︰https://delf.cyberport.hk/tc/de-spark  

傳媒如欲邀約論壇講者嘉賓進行專訪，請填寫媒體訪問邀請提請表格並於 7 月 9 日前電郵至論

壇公關代表 wendy.chan@creativegp.com。 
 

傳媒查詢，請聯絡： 

創思顧問集團有限公司 

陳淑君小姐 黃嘉琪小姐 
T: (852) 3159 2962 T: (852) 3159 2909 
M: (852) 6741 9620 M: (852) 6986 5822 
E: wendy.chan@creativegp.com E: june.wong@creativegp.com 
 

數碼港 

莊菀婷小姐 
T: (852)3166 3867 
E: sandrachong@cyberport.hk 
 
 

附件一  數碼娛樂巡禮節目表 

http://delf.cyberport.hk/
https://delf.cyberport.hk/tc/de-spark
https://creativegpcom-my.sharepoint.com/:w:/g/personal/wendy_chan_creativegp_com/EUADYhWUODFLsg8GF9lscT0BL88EbEDg_uoaHKIyQH2zVA?e=jJZfKZ
mailto:wendy.chan@creativegp.com
mailto:wendy.chan@creativegp.com
mailto:june.wong@creativegp.com
mailto:sandrachong@cyberpor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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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片（相片連結）： 
 

 
 
香港首支女子職業電競團隊 PandaCute（左）將與頂尖韓國電競女子職業隊 Rox Caracal（右）將

於 7 月 16 日的數碼娛樂領袖論壇進行巔峰對決。 

 
 
「數碼娛樂巡禮」包括於７月２７日數碼港舉行的樂齡電競體驗日。 
 

 

 
數碼娛樂領袖論壇設有「遊戲地帶」，讓玩家體驗不同類型的嶄新電競及 AR 和 VR 遊戲 。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2Eze41eCTdWiIZZXBJ2uvFN-aXohI2_z


                                                   

5 

附件一 - 數碼娛樂巡禮節目表 

活動 日期 地點 聯絡及報名 

2019 數碼娛樂領袖論壇 7 月 16 日 
09:30 - 18:30 

數碼港商場 

全天候廣場 

 早鳥優惠港幣$300  

(852) 3166 3757 或 event@cyberport.hk  

BGC 全球區塊鏈遊戲大

會 

7 月 17-18 日 數碼港商場全天

候廣場 

*成功登記 DELF 主論壇的參會人士，可享七折票價優惠參加

BGC 全球區塊鏈遊戲大會 。 pgconnects.com/hong-

kong/registration 或 sally.kevan@steelmedia.co.uk 

英雄聯盟香港校際盃
2019 

大專組及中學組決賽 

7 月 20 日  
14:00 - 20:30  

7 月 21 日 
12:00 - 21:30 

數碼港商場全天

候廣場 

https://cga.gg/studentcup2019/ 

2019 電競音樂節 

英雄聯盟國際大學 

冠軍賽資格賽 

7 月 25 日 
10:00 - 22:00 

數碼港商場全天

候廣場 

https://emfhk.com/emf2019/ 

樂齡電競及體驗日 7 月 27 日 
09:00 - 16:30 

數碼港商場全天

候廣場 

 (852) 2331 7036 或 kathywu@hospicecare.org.hk  

香港電競音樂節 

(旅遊發展局主辦)  

7 月 26-28 日 香港會議展覽中

心展覽廳 3 

https://emfhk.com/emf2019/  

香港動漫電玩節 7 月 26-30 日 
10:00 - 21:00 
 

香港會議展覽中

心展覽廳 1 

https://www.ani-com.hk/2019ver/ 

*現場售票   (852) 2344 0415 

mailto:%C2%A0%E6%97%A9%E9%B3%A5%E5%84%AA%E6%83%A0%E6%B8%AF%E5%B9%A3$300%20%0B(852)%203166%203757
mailto:%C2%A0%E6%97%A9%E9%B3%A5%E5%84%AA%E6%83%A0%E6%B8%AF%E5%B9%A3$300%20%0B(852)%203166%203757
mailto:event@cyberport.hk
https://www.pgconnects.com/hong-kong/registration/
https://www.pgconnects.com/hong-kong/registration/
mailto:sally.kevan@steelmedia.co.uk
https://cga.gg/studentcup2019/
https://emfhk.com/emf2019/
tel:85223317036
mailto:kathywu@hospicecare.org.hk
https://emfhk.com/emf2019/
https://www.ani-com.hk/2019ver/
tel:8522344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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