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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即時發布  

 

首個來自矽谷的中國真人秀《西遊計》在香港舉行 數碼港初創企業備受評審團隊讚譽 
國際知名平台 Silicon Dragon –讓來自香港及海外的投資者與 ICT傳奇匯聚數碼港  

 
 
香港，2014年 4月 15日  

 

4 月 14日 –《西遊計》– 首次在港拍攝的真人秀 

 
由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數碼港)、丁丁電視及華源科技協會(HYSTA) 聯合舉辦的《西遊計》互動節

目已於 2014 年 4 月 14 日圓滿舉行，是該節目自 2009 年於美國電台及有線電視頻道進行廣播以來，首

次衝出矽谷於海外拍攝及直播的網上電視節目。 

 

《西遊計》是具指標性的電視真人秀，讓參與節目的初創企業透過互相比試以獲得來自美國、亞洲與內

地知名 ICT業界翹楚和投資者的指導及資助。 

 
節目於丁丁電視網上頻道進行現場直播，四間來自數碼港的初創企業：Live-it-China、WTM、Ipselex 及 

Telsa 在一眾評審前講解其業務策略。評審團隊由五位業界翹楚及投資者組成，包括橡子園創投共同創辦

人林富元先生、Plug and Play科技中心總裁 Canice Wu先生、Baynote創辦人及金沙江創業投資基金合

夥人兼天使投資者賈石璉先生、智體奧創辦人兼行政總裁袁國富先生以及數碼港技術總監鍾偉強博士。 

 

經過一連串熱烈討論及提案，三間公司包括 Live-it-China、WTM及 Ipselex由評審團隊選為“可注資”的初

創企業。 

 

是次《西遊計》節目挑選香港為亞洲首站，意味著國際以及內地業界均認同香港作為亞洲創新科技樞紐

的地位，亦同時展現了數碼港及矽谷社區之間多年的緊密聯繫，以及香港作為「中西合壁」文化之地的

優秀地位。 

 

數碼港技術總監鍾偉強博士，同時作為是次節目的評審之一，希望藉著香港、矽谷和全球 IT 社區之間的

緊密聯繫可以為香港初創企業開拓更多業務機遇，讓他們在本地及海外都獲得成功。 

 

鍾博士表示：「過去多年，我們派出多個代表團到矽谷及美國其他地區，與全球最出色的 IT 社區取得緊

密聯繫。透過與全球網絡的聯繫，我們的代表團從中得到啟發，進一步追求夢想，同時美國的 IT 專才亦

對香港初創企業的優秀水平、創造力及對國際和內地市場環境的充分了解留下深刻印象。」 

 

數碼港早已與《西遊計》建立聯繫，多年來派出多個代表參與該節目。數碼港受培育公司之一

OPENBALL 為一間本地球賽程式設計的初創企業，於參與節目後經已成功籌集 750,000 美元作為其種籽

基金，讓其專業的體育賽事管理平台迅速於矽谷軟著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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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5日 – Silicon Dragon – 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創新者及投資者聯繫 

 

為進一步將香港塑造成亞太區 ICT 業界的領先樞紐，數碼港於翌日舉辦世界知名的 Silicon Dragon Hong 

Kong 2014。 

 

Silicon Dragon 連續第二年於數碼港舉行，是匯聚全球創新者及初創企業投資者的知名平台。創辦人為

Rebecca Fannin女士，她曾為福布斯攢稿人、記者、作家及媒體企業家。論壇將分享 ICT業界的見解，

自去年開始於香港舉辦，並曾於矽谷、悉尼、上海、北京、倫敦及紐約舉行。 

 

除了為海外投資者提供了解本地 ICT 生態的機會，吸引他們注資香港初創企業外，今年的主題為「具有

中國特色的科技及金融創新展示」，由業界翹楚包括 Makerbot 創辦人 Zach Smith 先生及光速安振中國

董事總經理兼比特幣投資者曹大容先生發表主題演講。 

 

活動當日晚上舉行的酒會吸引了本地及海外 ICT 業界人士出席，為年輕企業家提供機會與跨國企業高

層、風險投資者及天使投資者在輕鬆的方式下進行交流。 

 

數碼港行政總裁林向陽先生為活動致歡迎辭，他表示：「我們很榮幸能在數碼港舉行第二年的 Silicon 

Dragon論壇。隨著 Silicon Dragon 再次在香港進行，我們得以驅使香港的 ICT生態維持蓬勃發展：讓本

地人才、全球志同道合的創新者及投資者相互交流，確保人才與本地及全球最優秀的 IT 社區聯繫，並為

他們創造實現理想的機會，在本地及海外都取得成功。」 

 
2014國際 IT匯於 4月 7日至 20日舉行，《西遊計》及 Silicon Dragon Hong Kong 2014是今年的精彩

活動之一。國際 IT 匯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與科技機構及 ICT 業界合辦，讓國際專

家聚首一堂，分享在各個 ICT領域的知識及見解。 

 

 
(由左起) 數碼港技術總監鍾偉強博士、Baynote創辦人及金沙江創業投資基金合夥人兼天使投資者賈石璉

先生、橡子園創投共同創辦人林富元先生、Plug and Play科技中心總裁Canice Wu先生、商務及經濟發

展局局長蘇錦樑議員，GBS，JP、智體奧創辦人兼行政總裁袁國富先生、丁丁電視創辦人及總裁丁維平

女士、以及數碼港行政總裁林向陽先生為活動掀開序幕。 



 

3 
 

 

 
其中一間參與《西遊計》節目的初創企業於評審團面前講解其業務計劃。 

 

  
Silicon Dragon Hong Kong 2014 的主題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科技及金融創新展示」，創辦人 Rebecca 

Fannin女士為活動致歡迎辭。 

 
 

### 
 
 

關於數碼港 



 

4 
 

數碼港為一個雲集科技與數碼內容業務租戶的創意數碼社區，由香港特區政府全資擁有的香港數

碼港管理有限公司所管理。數碼港的願景是成為亞太區資訊及通訊科技業界的領先樞紐，一直致

力專注培育資訊及通訊科技業界的新成立企業及企業家、推動協作以集中資源及締造商機，以及

推行策略性發展計劃及合作以促進資訊及通訊科技普及化，藉此推動本地經濟發展。數碼港社區

內設有頂尖的資訊及通訊科技設施及先進的寬頻網絡，四座甲級智慧型寫字樓、一間五星級設計

酒店及一個零售和娛樂商場。 

 

詳情請瀏覽 www.cyberport.hk 

 
關於丁丁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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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華源科技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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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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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欲了解詳情，請關注我們的 Twitter 帳戶@cyberport_hk。 

 
傳媒查詢，請聯絡： 

 
Waggener Edstrom Communications 
Kirby Wong 
電話：(852) 2907 8810 

電郵：kirbyw@waggeneredstrom.com  

 
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 

Sara Lai 
電話：(852) 3166 3819 

電郵：saralai@cyberpor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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