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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稿  
实时发布 

 数码娱乐领袖论坛 七月数码港全新电竞场地上演 
  「数码娱乐巡礼 」电竞赛事与活动浪接浪 

 
香港，2019 年 6 月 24 日 - 数码港推动香港数码娱乐及电子竞技（电竞）发展，将于 7 月 16 日举

办「数码娱乐领袖论坛」（ Digital Entertainment Leadership Forum，简称 DELF）主论坛，聚焦席

卷全球的电竞热，业内知名领袖、商界菁英和顶尖劲旅将聚首一堂，剖析电竞业的发展前景和未

来商机所在，解构区内不同市场的电竞业趋势，并上演多场邀请赛，让与会者全方位了解电竞及

数码娱乐的发展。「数码娱乐领袖论坛」亦为 7 月下旬的「数码娱乐巡礼」打响头炮，「数码娱

乐巡礼」透过一连串的电竞及数码娱乐活动，包括论坛、比赛及体验日等，加深商界及市民对电

竞及数码娱乐产业的认识。 

日韩电竞权威  国际劲旅对决 激发电竞潜力 

2019 数码娱乐领袖论坛，为香港首个电竞主题国际论坛，同时为数码港新落成的电竞场地揭幕。

论坛以「电竞打拼 潜力激发」为主题，一系列主题演讲和讨论环节，请来全球各地，包括英国、

德国、以色列、日本、韩国、东南亚和内地等的行业领袖，加上本地的业界翘楚，探讨电竞产业

链如何进一步延伸，分享各地在发展电竞产业的经验，以及大湾区电竞业界如何协作发展，多角

度发掘电竞行业的发展机遇。  

为了让与会人士亲身体验电竞科技、创业及竞赛发展，论坛将设三大主题专区，主舞台更会上演

多场劲旅对战，包括 Hong Kong Attitude 香港态度及东南亚强队较量的《英雄联盟》邀请赛，以及

多场电竞明星赛 —— 顶尖韩国电竞女子职业队 Rox Caracal 将与香港首支女子职业电竞团队

PandaCute 进行《英雄联盟》女子巅峰对决；街霸达人 HumanBomb 将对战来自日本的谷田优也；

TVB《电竞王》艺人会在 FIFA 场上挑战电竞战队 Nova eSports； 专业人士包括 Bird & Bird 律师与

德勤会计师亦会组队一决高下。届时数码港商场全天候广场内 400 位观众将率先感受现场炽热气

氛，更有机会参与幕后导览。  

数码港公众使命总监陈思源表示：「全球电竞产业的蓬勃发展，不论生态、产值、认受性均全速

向上，绝对是香港推动电竞产业的最佳时机。是次论坛将提供一个理想平台，让商界及市民大众

加深对电竞产业链的认识，明白电竞业不单是普遍认知的潮流玩意，同时连系主要持份者，开拓

商机，并期望与业界领袖、精英、专业电竞选手、业余玩家，携手推动本地电竞文化。数码港将

继续致力优化香港的数码生态环境，透过人才培训、赛事交流和促进技术发展，让香港保持电竞

枢纽的竞争优势。」 

活动主论坛邀请逾 30 位在电竞业界举足轻重的领袖担任讲者，包括︰ESL Gaming 全球品牌合作

高级副总裁 Bernhard Mogk、韩国职业电子竞技协会秘书长金哲学、日本 WellPlayed, Inc. 代表董

事兼行政总裁谷田优也、Esports Insider 董事总经理兼联合创办人 Sam Cooke、LaLiga 香港代表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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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亚、行业专家普华永道香港娱乐及媒体行业合伙人邱丽婷、NVIDIA、AWS、Zotac 及 Zenox 等管

理层，以及香港业界代表香港电竞体育总会理事会主席钟培生、香港电竞总会会长杨全盛等。 

三大主题专区 体验电竞文化 

除了前瞻性的演讲和讨论环节，活动将设三个主题区域 ——「游戏地带」、「科技空间」及「敢创

天地」，为公众体验更贴地的电竞文化。 

「游戏地带」设有多个试玩区，让玩家体验不同类型的崭新电竞及 AR 和 VR 游戏 ，包括港产电竞

游戏初创 Godzpeed 研发、结合游戏与车手训练的赛车游戏，来自日本 HADO 讲求合作和策略的 
AR 攻防战、港产 VR 电竞盒 VAR BOX，以及遥控对战机械人 Ganker EX 等。 

「科技空间」将集中展示游戏品牌及开发商的最新研发，并请来行业专家介绍尖端电竞科技、数

据分析等；「敢创天地」则展示超过 20 间包括数码港初创在内的本地创科企业的最新游戏及电竞

相关研发，并请来电竞创业军团以及院校代表，分享电竞行业的创业、专业发展，以至网络健康

议题， 启发年青人对数码娱乐及电竞行业的兴趣。 

数码娱乐巡礼 掀起娱乐新时代 

除了为期一天的主论坛，7 月下旬数码港将继续延续电竞及数码娱乐热潮，由 DELF 全力策动的

BGC 全球区块链游戏大会，将于 7 月 17 至 18 日于数码港举行。这项国际性活动曾于旧金山、赫

尔辛基及伦敦举行，今年首次登陆亚洲，为手机游戏及区块链业界提供拓展交流及洽谈合作的机

会。紧接一系列主题盛事包括《英雄联盟》大型赛事、为银发一族而设的乐龄电竞体验日 、年度

盛事香港电竞音乐节等，推动香港电竞及数码娱乐发展。 

DELF 完整议程及嘉宾名单，请浏览网址︰http://delf.cyberport.hk/ 
数码娱乐巡礼详情，请浏览网址︰https://delf.cyberport.hk/tc/de-spark  

传媒如欲邀约论坛讲者嘉宾进行专访，请填写媒体访问邀请提请表格并于 7 月 9 日前电邮至论坛

公关代表 wendy.chan@creativegp.com。 
 
传媒查询，请联络： 
创思顾问集团有限公司 
陈淑君小姐 黄嘉琪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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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码港 
庄菀婷小姐 
T: (852)3166 3867 
E: sandrachong@cyberpor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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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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数码娱乐巡礼节目表 
相片（相片连结）： 
 

 
 
香港首支女子职业电竞团队 PandaCute（左）将与顶尖韩国电竞女子职业队 Rox Caracal（右）将

于 7 月 16 日的数码娱乐领袖论坛进行巅峰对决。 

 
 
「数码娱乐巡礼」包括于７月２７日数码港举行的乐龄电竞体验日。 
 

 

 
数码娱乐领袖论坛设有「游戏地带」，让玩家体验不同类型的崭新电竞及 AR 和 VR 游戏 。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2Eze41eCTdWiIZZXBJ2uvFN-aXohI2_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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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 数码娱乐巡礼节目表 

活动 日期 地点 联络及报名 

2019 数码娱乐领袖论坛 7 月 16 日 
09:30 - 18:30 

数码港商场 
全天候广场 

 早鸟优惠港币$300  
(852) 3166 3757 或 event@cyberport.hk  

BGC 全球区块链游戏大

会 
7 月 17-18 日 数码港商场全天

候广场 
*成功登记 DELF 主论坛的参会人士，可享七折票价优惠参加

BGC 全球区块链游戏大会 。 pgconnects.com/hong-
kong/registration 或 sally.kevan@steelmedia.co.uk 

英雄联盟香港校际杯
2019 
大专组及中学组决赛 

7 月 20 日  
14:00 - 20:30  
7 月 21 日 
12:00 - 21:30 

数码港商场全天

候广场 
https://cga.gg/studentcup2019/ 

2019 电竞音乐节 
英雄联盟国际大学 
冠军赛资格赛 

7 月 25 日 
10:00 - 22:00 

数码港商场全天

候广场 
https://emfhk.com/emf2019/ 

乐龄电竞及体验日 7 月 27 日 
09:00 - 16:30 

数码港商场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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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电竞音乐节 
(旅游发展局主办)  

7 月 26-28 日 香港会议展览中

心展览厅 3 
https://emfhk.com/emf2019/  

香港动漫电玩节 7 月 26-30 日 
10:00 - 21:00 
 

香港会议展览中

心展览厅 1 
https://www.ani-com.hk/2019ver/ 
*现场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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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