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數碼娛樂領袖論壇」8 月底矚目登場 

首設元宇宙體驗 跨越虛實限制 實踐無界娛樂 

 

香港，2022 年 8 月 17 日 – 由數碼港主辦的年度數碼娛樂盛事「2022 數碼娛樂領袖

論壇」（Digital Entertainment Leadership Forum，簡稱 DELF）將於 8 月 26 日（星

期五）至 8 月 28 日 （星期日）載譽歸來。一連三日的論壇以「跨越虛實 娛樂無界」

為主題，探討數碼娛樂業界的最新趨勢及如何突破界限，更首次設有元宇宙展館，帶

來親臨其境的沉浸式體驗；活動現場同時設有三大體驗專區，圍繞元宇宙、運動科技、

藝術科技，為大眾呈獻嶄新的數碼娛樂新體驗 ；更有超過 10 場香港學界、現役及前

職業電競選手到場進行表演賽及選拔賽，一連三天呈獻刺激感官的數碼娛樂盛宴。 

 

「數碼娛樂領袖論壇」主論壇  與業界翹楚探討娛樂數碼化策略 

作為香港數碼科技旗艦，數碼港一直致力協助初創企業擴展網絡及培育人才，支持數

碼娛樂領域的蓬勃發展。Web3.0 的新浪潮為各行各業帶來不少機遇，主論壇邀請到

逾 50 位分別來自 Animoca Brands、Meta、The Sandbox、Epic Games、Supercell、

索尼中國、雅虎、STEPN、disguise、Autodesk、埃森哲等多家國際及本地知名科技

公司的星級專家，深入剖析元宇宙科技於娛樂、藝術及運動各領域的未來發展趨勢，

為與會者解構多個熱門話題 ，例如非同質化代幣（NFT）、「運動獲利 / 邊跑邊賺」

（Move-to-Earn）、如何利用元宇宙拓展品牌或涉及的法律議題等，帶領行業全方位

發掘新世代的數碼娛樂生態，解鎖無遠弗屆的元宇宙世界及無限商機。環太平洋大學

聯盟（APRU）亦再次與 DELF 聯乘，舉行第三屆線上 MetaGame 會議，深入探討國

際電競領導者如何從教育娛樂到大學電子競技、社會福祉遊戲化 (gamification of 

social well-being)等層面，於大學內中擴展其影響力。 

 

 

 



   

首設「元宇宙展館」線上線下同步邊玩邊賺 Play-to-Earn  

一連三天的 DELF 活動內容精彩豐富，將透過 Decentraland 平台讓各界人士猶如現場

置身其中。除了可觀看行業論壇及競賽，與會者更可參觀數碼藝術畫廊、元宇宙及

NFT 初創展示、體驗密室逃脫，並收集 DELF 限定的 NFT 外套及 POAP 徽章等。另

外，為鼓勵蒞臨數碼港的參加者探索不同景點，大會更於現場特設 20 個景點及打卡熱

點，參加者可憑邊玩邊賺（Play-to-Earn）平台收集印章，並贏取豐富獎賞。活動期

間，多間展示公司更會免費送出專為 DELF 而設的 NFT 作紀念品，甚具收藏價值。 

 

數碼港行政總裁任景信表示：「元宇宙是近年最具變革性的科技發展之一，展示了數

碼世代下，沉浸式體驗大行其道的未來，同時亦提供嶄新的溝通、互動，以及與世界

產生連結的方式，影響力足以顛覆各個範疇。今屆『數碼娛樂領袖論壇 2022』圍繞元

宇宙、運動科技及藝術科技三大範疇，除一如以往邀請行業領袖作主題討論分享，舉

辦電競賽事及涵蓋多個數碼娛樂範疇的體驗外，更特別新設位於Decentraland的元宇

宙展館，讓參加者感受元宇宙的與會及娛樂體驗。我們期望透過是次論壇，與業界人

士共同探討數碼娛樂產業在數碼科技帶動下的新商業模式及無限機遇，同時讓電競愛

好者共聚一堂，展示身手，並讓公眾更了解香港在數碼娛樂方面的進程。」 

 

沉浸式數碼娛樂新體驗 突破空間界限帶來感官新刺激 

DELF 設有三個體驗專區，刷新市民對元宇宙的想像。先是元宇宙展區，最受注目的相

信是利用 VR 眼鏡鑑賞藝術品的「元宇宙博覽館」，另外還有透過 ZOTAC 最新的背包

電腦享受多種無線 VR 體驗、利用 Meta Quest 2 根據音樂節拍進行的 VR 遊戲《節奏

光劍（Beat Saber)》 等；喜歡靜態的可欣賞第五屆香港光雕節，並於「數碼洞穴」、

「量子宇宙」等藝術科技裝置「打卡」留念，場內更設有多款運動科技的體驗裝置。

加上首屆 NEXXCREATE 數碼娛樂節及數碼娛樂大獎，以及於 DELF 舉行的數碼娛樂大

獎頒獎典禮，足可讓業界人士、電競愛好者及與會者目不暇給，親身感受到數碼娛樂

帶來的感官新體驗！  

 



   

多項精彩賽事輪番上演 學界及職業電競選手共聚一堂 

將於 2023 年 9 月於杭州舉辦的亞運會，是首次將電競列為正式比實項目。為讓大眾

提前感受電競賽事的刺激，是次 DELF 將邀請多位香港學界、現役及前職業電競選手

到場進行表演賽及選拔賽，當中包括由專業級電競運動員參與的「數碼港呈獻：

TOROS powered by Red Bull」邀請賽、由香港電競足球代表隊進行的 FIFAe 表演賽、

由影視藝人與 cosplayers 對壘之 Romago 王者榮耀明星邀請賽、推動香港 STEM 教

育發展而舉辦的「機甲大師 2022 青少年對抗賽」、供中小學生參加的「2022 年香港

無人機運動總會青少年競速無人機錦標賽」、「2022 全港電閃新手賽及選拔賽 META 

3」、「Minecraft 學界電競挑戰盃」，以及由香港學界電競運動總會舉辦的「SEFHK

新舊學界高手邀請賽」等。此外，為推廣電競至不同年齡層，DELF 更設有樂齡電競及

體驗日，以供樂齡人士參與，齊齊享受電競的樂趣和刺激。 

 

請按此處下載高像素新聞圖片。  

 

相片一：年度數碼娛樂盛事「2022 數碼娛樂領袖論壇」將於 8 月 26 日（星期五）至

8 月 28 日（星期日）載譽歸來。一連三日的論壇以「跨越虛實 娛樂無界」為主題，

屆時數碼港將成為業界交流與科技體驗的交匯點，呈獻一個嶄新的數碼娛樂嘉年華。

(左起：數碼港首席公眾使命官陳思源、數碼港行政總裁任景信及數碼港數碼娛樂高級

經理梁德明)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3W1Ev6TIhS-TYzJKMa3hatSqPNbqEzic?usp=sharing


   

 

相片二：數碼港行政總裁任景信於簡介會上以全息影像技術呈現的 3D 立體視覺致

辭。 

 

相片三：數碼港行政總裁任景信於簡介會上稱期望「2022 數碼娛樂領袖論壇」能讓

公眾更了解香港在數碼娛樂方面的進程，與業界人士共同探討數碼娛樂產業在數碼科

技帶動下的新商業模式及無限機遇。 



   

 

相片四：數碼港數碼娛樂高級經理梁德明介紹活動的精采環節，希望參與者能親身感

受到數碼娛樂帶來的感官新體驗。 

 

相片五：MonoC –首位港產 MetaHuman Artist 亦將亮相「2022 數碼娛樂領袖論

壇」，於會場中現身歡迎來賓。 



   

 

 



   

 

 

 



   

 

相片六至十二：記者簡介會同場邀請六間初創展示體驗項目，包括 V360 的截拍

Dribble Tracker、OliveX 的 Dustland Rider、RedSpots 的元宇宙博覽館、Gusto 

XR Lab 的明日戰記主題 AR 遊戲、Teleport 的量子宇宙、The Sandbox 遊戲，以及

由三位中學生作室內競速無人機演示。 

 

關於數碼港  

數碼港為一個創新數碼社群，匯聚超過 1,800 間社群企業，包括超過 800 間駐園區及 

900 間非駐園區的初創企業和科技公司，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全資擁有的香港數碼

港管理有限公司管理。數碼港的願景是成為數碼科技樞紐，為香港締造嶄新經濟動

力。數碼港透過培育科技人才、鼓勵年輕人創業、扶植初創企業，致力創造蓬勃的創

科生態圈；藉著與本地及國際策略夥伴合作，促進科技產業發展；同時加快公私營機

構採用數碼科技，推動新經濟與傳統經濟融合。詳情請瀏覽 www.cyberport.hk 

 

 

 

 

http://www.cyberport.hk/


   

2022 數碼娛樂領袖論壇公關代表  

 創思顧問集團有限公司  

余美玉小姐  

手提：(852) 9634 2994  

電郵：may.yu@creativegp.com 

曾子清小姐 

手提：(852) 6849 8973 

電郵：iris.tsang@creativegp.com   

 

李倩衡小姐 

手提：(852) 9539 1655  

電郵：crystal.lee@creativegp.com 

 

 

 

 

 

數碼港 

莊菀婷小姐 

電話：(852) 3166 3867  

電郵：sandrachong@cyberpor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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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 數碼娛樂領袖論壇議程 

2022 數碼娛樂領袖論壇 

26-28.08.2022 

第一日 – 26.08.2022 (星期五) 

時間  主舞台 

數碼港商場中庭 CyberArena 

0900-0930 登記 

序幕 

0930-0940 開幕禮  

0940-0945 歡迎辭 

• 數碼港主席陳細明先生，BBS，JP 

0945-0950 開幕辭 

•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教

授 

0950-1000 嘉賓合照 

元宇宙娛樂 

1000-1010 邁向可持續元宇宙娛樂與經濟 

• Animoca Brands 聯合創辦人兼執行主席、

Outblaze 創辦人兼行政總裁蕭逸先生 

1010-1030 預見元宇宙：以科技與體驗之延續重塑商機 

• 埃森哲大中華區 Song 業務設計與創新高級總監錢

源偉先生 

1030-1050 元宇宙的社交互動與參與 

• Social Stand 創辦人黃啓亮先生 

• Meta 亞太區 IG 公共政策負責人蔡錦文先生 

1050-1120 超越元宇宙娛樂的用戶體驗 

• 主題演講：The Sandbox 首席運營官兼聯合創辦人

Sebastien Borget 先生 

• 主持人：The Sandbox 香港業務增長主管黃宏誠先

生 

• INDEX GAME 營運總監及聯合創辦人王碧琪女士 



   

• PANGU by Kenal 創辦人吳耿明先生 

元宇宙藝術 – 藝術科技主題討論 

1120-1205 邁進！ 香港當下的文創產業數碼策略 

• 主持人：團結香港基金藝術及文化研究主任蘇曉明

女士 

• Pure Studio 聯合創辦人、香港插畫師協會主席歐陽

俊禧先生 

• 香港設計師協會副主席、朝創科有限公司行政總裁

兼聯合創辦人木下無為女士 

 

香港設計師協會 X 數碼港合作備忘錄簽署儀式：設計 X 科

技倡議 

元宇宙運動 – 創新運動主題討論 

1205-1250  運動娛樂新動力 

• 主持人：瑞騰國際體育科技集團創辦人兼首席執行

官楊瑞慷先生 

• 德勤中國數字資產香港主管合伙人、政府事務組華

南區主管合伙人、資本市場華南區主管合伙人、審

計及鑒證合伙人呂志宏先生 

• 索尼中國研究院院長竹中幹雄先生 

• SportBoost 策略主管 David Hernando 先生 

• Pangea Cup LLC 合夥人 Ilan Hadar 博士 

 

瑞騰國際體育科技集團 X 合作夥伴 X 數碼港合作備忘錄簽

署儀式：共建運動科技與電競中心 

1300-1400 午休 

 

虛擬第一人稱視角競速無人機表演賽 



   

主舞台 

數碼港商場中庭

CyberArena 

敢創分組論壇 

@ Smart Living Lab 3 

科技分組論壇 

@ Smart Living Lab 2 

1400-1420 

疑幻似真？構建超現

實數碼世界 

• Epic Games 中國

商務發展經理徐良

安先生 

1400-1440 

策動您的遊戲業務（由香港

數碼娛樂協會策動） 

• 主持人：香港數碼娛樂

協會主席彭子傑先生 

• 原作工作室執行董事王

翊綾女士 

• 焦急水獺遊戲公司行政

總裁劉嘉承先生 

• 弘騰智庫有限公司創辦

人 Joepher Hung 先生 

1400-1440 

設計如何啟發科技（由香港

設計師協會全力策動） 

• 主持人：香港設計師協會

行政總裁許迅先生 

• 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 多

媒體科藝理學碩士課程主

任及助理教授江培強博士 

• 藝術保育副項目研究員彭

穎炘女士 

• Two To Too Creative 創

辦人及創意策劃顧問林偉

文博士 

• CaaS 聯合創辦人、前

Fjord 大中華區負責人

（隸屬於埃森哲互動）、

前騰訊高級總監及設計專

家葉慧兒女士 

1420-1440 

專家對談：打造最佳

沉浸式體驗 

• 主持人：disguise

亞太區市場營運總

監 Zinah Nur 

Sharif 女士 

• Autodesk 遠東有

限公司工程建設行

業技術經理潘碧如

女士 

• Votion 技術及創

新總監 Cesar 

Caceres 先生 

1440-1455 

寓體育於生活，有益

身心的遊戲 

• STEPN 首席營銷

官 Shiti 

Manghani 女士 

1440-1500 

元宇宙尚待解決的法律議題

對談 

• 主持人：GoGoChart 

Group 創辦人兼行政總

裁魯曉聚先生 

1440-1520 

具藝術包容性的元宇宙 - 傳

統、當代及數碼藝術（由

Yesports 全力策動）  

• 主持人：WATT Labs 董事

沈嘉奕先生 



   

1455-1510 

隱形計算：透過智能

隱形眼鏡看世界 

• Mojo Vision 產品

及營銷部門高級副

總裁 Steve 

Sinclair 先生 

• Baker 

McKenzie  Hong Kong 

資深顧問艾東明先生 

• 香港理工大學電子計算學

系專任導師吳曉峰博士  

1510-1530 

為何品牌走向科技？

論元宇宙的重要性 

• 主持人：香港延展

實境協會委員會成

員董事李嘉俊先生 

• 香港雅虎有限公司

亞太區廣告創意工

作室高級總監李凱

樂先生 

• Gusto Collective

香港公司執行合夥

人張永隆先生 

1500-1600 

北歐時刻：南北之間的遊戲

發展（由北歐創新匯全力策

動） 

• 主持人：北歐創新匯港

社群總監 Binh 

Johansson 女士 

• Supercell 團隊領導及

特殊項目 Pietari 

Paivanen 先生 

• Visible Realms 行政總

裁 Eliza Jappinen 女士 

• SyZyGy（十曜工房）創

辦人及行政總裁

Queenie So 女士 

• Pixio Ltd 行政總裁及聯

合創辦人林俊佑先生 

• Frenzoo Limited 行政

總裁邱宏富先生 

• 酷社有限公司首席商務

官羅雨湘女士 

1520-1600 

元宇宙新浪 – 動漫產業數碼

轉型機遇（由香港動漫畫聯

會全力策動） 

• 主持人：阿達凡派創辦人

及創作人楊守能先生 

• Dustykid 聯合創辦人黃

崇堅 先生 

• Jerrycho Workshop 

Limited 董事曹志豪先生 

1530-1630 

香港電競足球代表隊

FIFAe 表演賽 



   

• 3MINDWAVE Ltd 財務

總監周芝伊女士 

1600-1730 

瑞騰國際體育科技 X 數碼

港創投演示比賽 – 運動科

技及娛樂 

1600-1640 

區塊鏈遊戲的大灣區商機

（由數碼港創業學會全力策

動）  

• 主持人：Elastick Tech 創

辦人及執行董事盧文聰先

生 

• 工合空間聯合創始人兼首

席執行官葉興華先生 

• Wise Venture 創辦人

Vincent Lau 先生 

• 普華永道中國全球科技、

媒體及通信 (TMT) 行業主

管合夥人周偉然先生 

1630-1800 

2022 NEXXCREATE 

數碼娛樂大獎頒獎典

禮 

1640-1720 

科技 X 運動創新：從理論邁

向實踐 

• 主持人：V360 有限公司

共同創辦人及首席執行官

曹友德先生 

•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物理學

系教授、智能可穿戴系統

研究院副院長嚴鋒教授 

• 西甲聯賽區塊鍊和顛覆性

技術經理夏雯琳女士  

 

 

 

 

 



   

第二日 – 27.08.2022 (星期六) 

時間 主舞台 

數碼港商場中庭 CyberArena 

0900-1200 2022 環太平洋大學聯盟（APRU）MetaGame 會議（線上） 

0900-1230 Microsoft Minecraft 學界電競挑戰盃 

1400-1630 SEFHK 新舊學界高手邀請賽 

 

第三日 – 28.08.2022 (星期日) 

時間 主舞台 

數碼港商場中庭 CyberArena 

0900-1230 樂齡電競及體驗日 

1400-1730 數碼港呈獻：TOROS powered by Red Bull 

議程内容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所有議程均於 GMT + 8 進行。 

 

 

 

 

 

 

 

  



   

附件 2 – 焦點遊戲體驗  

焦點體驗  參展商 網站 描述 

ZOTAC 虛擬實景

體驗區 

ZOTAC 

Technology 

Limited 

https://www.zo

tac.com/hk-tc 

即場試玩 ZOTAC 最新推

出的 VR GO 4.0 背包電

腦，擺脫電線束縛，自由

享受各種 VR 體驗，刷新你

對元宇宙的想像。  

MonoC – 香港首

位數字人類藝術

家  

Gusto 

Collective      

www.thisisgust

o.com  

認識來自藝術科技 的虛擬

網紅 MonoC，她善於在矛

盾的感官呈現當中發掘

美。  

數碼洞穴 TELEPORT 

Immersive 

Limited 

瞬間移動 

https://wetelep

ort.com/  

這裝置由 8,200 組 LED 組

裝而成，通過獨立的發光

排序，產生令人目不暇給

的圖案，扭轉您對空間的

認知與體驗。 

  

量子宇宙  透過大型互動式視像投

影，引領觀眾進入宇宙的

抽象世界。在裝置的「視

覺」内，觀眾能觀賞自己

由粒子所組成的數碼影

象，觀眾的舉手投足將改

寫其影像的軌跡、生命時

間、顏色、及重力等等。 

  

《墨結界》沉浸

式藝術體驗 

NEXXCREATE www.nexxcreat

e.com  

藝術家 Cheung Chin 

Hang, Kaya 透過科技的輔

助將藝術作品從二維創作

轉向到三維空間的裝置藝

https://www.zotac.com/hk-tc
https://www.zotac.com/hk-tc
http://www.thisisgusto.com/
http://www.thisisgusto.com/
https://weteleport.com/
https://weteleport.com/
http://www.nexxcreate.com/
http://www.nexxcreate.com/


   

術，打造一個沉浸式體驗

的水墨空間《墨結界｜

INK-CUBE》。《墨結界｜ 

INK-CUBE》就如一個流動

的城市綠洲，空間內結合

投影藝術、音效及動畫，

讓人放空思想，沉浸於藝

術及科技結合的冥想宇宙

空間。 

  

拳擊   亞洲體育電競

有限公司 

www.ame.gg 採用全新開發內藏過千枚

感應器智能沙袋的拳擊運

動。玩家需要戴上拳套跟

從著沙包上的擊打點擊中

目標，隨著時間過去擊打

點會出現得越快及越多，

目標是完成所有關卡及以

最快的時間完成。 

  

單車 以真實單車配合上智能訓

練台的全新 AME E-

cycling 2.0, 玩家將於尖沙

咀進行公路單車比賽，並

會實際體驗到真實的上鈄

下鈄的阻力改變。 

  

Dustland Rider – 

全世界首個單車

獲利的區塊鏈遊

戲 

OliveX https://www.oli

vex.ai/  

OliveX 即將推出的遊戲化

健身應用程式 Dustland 

Rider，將踩單車賺取獎賞

的系統，結合於專為室內

http://www.ame.gg/
https://www.olivex.ai/
https://www.olivex.ai/


   

單車教練訂制設計的有趣

且互動的冒險。 

  

 

 



   

附件三 - 賽事時間表 

DELF2022 賽事 & DE*Spark 時間表 

賽事名稱  日期 時間 場地  形式  

競賽  

虛擬第一人稱視角

競速無人機表演賽  

26.08.2022 13:00 - 

14:00 

數碼港商場中庭

CyberArena 

現場比賽及線

上直播 

香港電競足球代表

隊 FIFAe 表演賽 

26.08.2022 15:30 - 

16:30 

數碼港商場中庭

CyberArena 

現場比賽及線

上直播 

Romago 王者榮耀

明星邀請賽 

26.08.2022 12:00 -

13:00  

 

線上比賽 

Microsoft 

Minecraft 

學界電競挑戰盃  

27.08.2022 09:00 - 

12:30 

數碼港商場中庭

CyberArena 

現場比賽 

環太平洋大學聯盟

Rampage 邀請賽  

27.08.2022 13:45-

17:00 

 

線上比賽 

SEFHK 新舊學界高

手邀請賽  

27.08.2022 14:00 - 

16:30 

數碼港商場中庭

CyberArena 

現場比賽及線

上直播 

樂齡電競及體驗日  28.08.2022 09:00 - 

12:30  

數碼港商場中庭

CyberArena 

現場比賽 

數碼港呈獻：

TOROS powered 

by Red Bull  

28.08.2022 14:00 - 

17:30 

數碼港商場中庭

CyberArena 

現場比賽及線

上直播 

2022 年香港無人

機運動總會青少年

競速無人機錦標賽 

  

26-28.8.2022 11:00 - 

19:00 

數碼港商場 415 號

舖、匯藝坊、中庭

CyberArena  

現場比賽及線

上直播 



   

賽事名稱  日期 時間 場地  形式  

全港電閃新手賽

META 3 2022  (數

碼港) 

  

26.08.2022- 

28.08.2022 

09:00 - 

12:00 

數碼港 3 座 E 區 3

樓會議廳  

現場比賽 

2022 數碼港全港

電閃選拔賽 META 

3  

26.08.2022- 

28.08.2022 

12:00 - 

15:00 

數碼港 3 座 E 區 3

樓會議廳  

現場比賽 

機甲大師 2022 青

少年對抗賽（香港

站） 

15.08.2022 – 

04.09.2022  

09:00 - 

19:00  

數碼港商場 106-

107 號鋪  

現場比賽 

YUL x 遊戲王電競

聯賽 - 東南亞區  

24.08.2022 – 

27.08.2022 

18:00 - 

22:00 

 

線上比賽 

數碼娛樂巡禮 

電競賽評比賽  09.07.2022 14:00 - 

18:00 

數碼港商場中庭

CyberArena  

現場比賽 

房協《奪領爭霸》

電競賽  

26.07.2022 13:30 - 

16:45 

數碼港商場中庭

CyberArenaof 

Arcade @ 

Cyberport 

現場比賽及線

上直播 

第 65 屆體育節 - 

第四屆香港賽車運

動節  

20-

21.08.2022 

10:00 - 

18:00 

數碼港商場中庭

CyberArena 及海景

臺 

現場比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