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請即發布： 
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下月初舉行 

專家剖析行業機遇與挑戰 同期三大展覽締造更多商機  
 
2016 年 11 月 8 日 –「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將於 12月 1 至 2 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雲集環

球專家探討知識產權營商之道。而三項專為中小企而設的大型展覽 — 「設計及創新科技博覽」、「國

際中小企博覽」及「香港國際特許經營展」，亦於 12 月 1 至 3 日同場舉行，全方位協助中小企捕捉

商機。 
 
香港貿發局副總裁葉澤恩表示：「這四項活動涵蓋設計、科技、以至創業途徑、營運管理、品牌推

廣及知識產權管理等多個領域，為中小企提供一站式增值方案，提升他們的整體競爭力，全方位推

動中小企發展。」 
 
知識產權 成就創新世代 
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香港貿發局及香港設計中心合辦的第 6 屆「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以

「知識產權：成就創新世代」為主題，預計吸引超過 2,400 位業界人士參與。論壇邀請到香港特別

行政區政府行政長官梁振英、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副總幹事王彬穎、世界貿易組織副總幹事易小準及

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局辦公室副主任鄧英俊出席開幕儀式。超過 80 位嘉賓講者將就不同的知識產權

議題，分享專業知識和寶貴經驗。 
 
「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設有三場主題演講，其中兩場將於首天(12 月 1 日)上演，主題演講一將 
以「機遇與增長：亞洲知識產權未來發展」為題，重量級演講嘉賓包括華為技術有限公司高級副總

裁及首席法務官宋柳平博士；漢高公司(Henkel)企業副總裁、知識產權主管及副法務官 Dr Uwe Over；
主題演講二的題目為「創新開放的未來：知識產權管理與商業化」，邀請了高通公司(Qualcomm)高級

副總裁及首席知識產權戰略官 Roger Martin；三星電子(Samsung Electronics) 高管、專務及美國 IP(知識

產權)中心主管 Kenneth S. Korea 及巴斯夫(BASF)高級副總裁及環球知識產權主管 Dr Udo Meyer, DE 蒞臨

發表演說。於第二天(12 月 2 日)舉行的主題演講三，題目為「透視中國『十三五規劃』：創新世代下

之新機遇」，大會請來國家知識產權局規劃發展司計劃統計處副處長楊國鑫；中廣核中電能源服務

(深圳)有限公司能源服務事業部副總經理王躍平；以及奧泰爾科技有限公司創辦人及主席、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創業董事長及策略顧問梁少康博士，探討「十三五規劃」帶來的知識產權商機。 
 
科技創新與知識產權息息相關，今年首次於論壇第一天下午舉辦「環球科技峰會」，由多家科研機

構及科技企業如創奇思、西門子(Siemens) 、Hanson Robotics、水中銀、VeriFi (香港)等代表，剖析環球

科技大趨勢，同時分享突破性科技的成功個案。此外，論壇還設有超過 15 場分組專題討論，涵蓋四

大範圍﹕知識產權實用資訊、知識產權市場透視、行業知識產權議題，以及知識產權入門，將會討

論知識產權組合管理、知識產權融資、英國脫歐、初創企業知識產權等熱門話題。 
 
會場設有展覽區，匯聚超過 80 家參展商，包括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國際大型科技公司、中外頂尖

科研中心及大學，以及知識產權服務供應商如麥仕奇(Marks & Clerk)、中國專利代理、的近律師行

(Deacons)等，提供現場諮詢服務。 



 
 

 

設計及創新科技 體現 Urbanovation  
第 12 屆「設計及創新科技博覽」劃分為「貿易館」及「創意館」，匯聚來自 22 個國家及地區、合共

超過 450 家參展商，規模為歷屆之冠。網羅環球設計的「創意館」今年以《Urbanovation》為主題，

探討設計與創新如何成為潮流時尚及都市發展的原動力。展館分為建築、基建、流動及時尚四部分，

透過不同的展品、互動遊戲、圖表等，說明如何運用創意以解決社會問題。特色展品包括新一代移

動鋁屋 ALPOD、電動車 Tesla Model X、創新建築《Checkered Playroom Oasis》、服務機械人、3D打印食

品、智慧建築、擴增及虛擬實境方案亦將於博覽亮相。 
 
大會今年邀得芝加哥作為夥伴城市，以 Chicago Made 為主題，突出其獨樹一幟的設計風格。多個設

計及創新強國及地區包括澳洲維多利亞、德國黑森、印尼峇里、韓國忠南、南瑞典亦參與其中，展

示當地的創新設計、產品及商業方案。 
 
博覽繼續獲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創意香港」的贊助*，在「創意館」開設「香港創意力量」展示

區，展出一系列充滿活力的本地創作。當中包括香港設計跨界合作項目《Love Seat》、《玩出都市框》

(Urban Playroom)、《Urban Oasis - 都市空間「角」「式」》、品牌升級成功案例及新媒體推廣案例等。香

港製造者學會(Hong Kong Maker Club)將再度參與博覽，展出一班香港創客的心血結晶，如 Sophie IV 太

陽能汽車，以及舉辦機械人格鬥比賽等。 
 
「貿易館」設有多個主題展區，展示創新設計與科技的一站式商業方案。新增的「擴增及虛擬實境

專區」，由多家香港領先的創意媒體公司展示嶄新技術，現場更設置 VR/AR體驗區供參觀人士即時試

玩，了解相關技術如何應用於不同領域。 
 
「三維打印方案專區」亦有現場示範，包括打印貴金屬、食物、義肢等。「環球發明專區」則匯聚

過百位來自世界各地的發明家的展品，展示不同領域的嶄新發明。「創意與科技初創企業專區」今

年請來 70 多家來自各地的初創企業參展，協助企業配對潛在合作夥伴及投資者。今年 Retro Spot 將
「初創企業擂台大比拼．香港」(Get in the Ring)帶到「設計及創新科技博覽」，讓參賽者置身擂台，

向評判及現場觀眾展示其創意概念及商業應用。 
 
博覽期間，大會安排 15 場專題研討會及工作坊，環繞「創意營商」、「初創企業營商」和「創新營商」

三大方向。重點主題包括「如何將設計注入品牌策略」、「環球設計新趨勢」、「商業和零售的未來：

用戶體驗營銷」、「大數據與創新營銷策略」、「與創意大師對話」等。 
 
中小企博覽    一站式商貿平台 
第 16 屆「國際中小企博覽」為中小企提供大量商機、商務解決方案及支援服務。「商機館」特設

「一帶一路專區」，匯聚超過 40 家來自 13 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如印度、越南、泰國和馬來西

亞等的參展商，展示各地的最新發展和合作商機；而香港中國企業協會亦將帶來多個中國內地在境

外投資建立的經貿合作區和工業園，如馬來西亞、老撾、埃及和白俄羅斯等國家，展示當地的投資

環境，並介紹合作區及工業園的情況和招商條件。「營商支援館」繼續為中小企提供各種實用的營

商方案，包括電子商貿服務、資訊科技服務、政府機構及商會服務，以及營運支援服務。 
 
研討會系列向來是「國際中小企博覽」的焦點所在。今年大會共安排超過 30 場研討會及工作坊，其



 
 

 

中香港貿發局將與工業貿易署合辦「創新與品牌﹕中小企新世代研討會系列」，請來中小企廠家新

一代舵手，與中小企一同探討如何以創新思維來開發產品和服務，調整營運模式，為品牌打開轉型

成功之路。 
 
博覽特設「做個中小企數碼達人研討會系列」，邀請 Google 、LinkedIn 及 Baidu（百度）等著名科網企

業派專家到現場教路，介紹手機應用程式、社交媒體趨勢，以及數碼營銷策略等。 
此外，多位名人將親臨會場，與參觀人士分享真知灼見，包括康宏金融集團主席王利民分享如何以

創新思維帶動業績；壹傳媒首席營銷長及《蘋果日報》執行總編輯徐緣闡述中小企市場推廣創新求

勝法；藝人陳倩揚分享開網店的心得等精采環節。大會更會安排商貿配對及交流活動，為參觀人士

締造更多商機。 
 
特許經營 迅速擴展業務 
去年首辦的「香港國際特許經營展」反應熱烈，今年載譽歸來，為有意引入或加盟特許經營品牌的

企業或人士，提供一個物色特許經營品牌、尋找合作夥伴，以及掌握特許經營要訣的一站式平台。

展覽吸引 100 多家來自世界各地的公司參展，帶來多個知名品牌及嶄新特許經營概念，例如美式薄

餅連鎖店 Papa John’s Pizza、專售迪士尼產品及專營迪士尼主題攝影服務的卡通影城(Trendyland Studio)、
港式餐飲品牌金茶王等。還有新的參展品牌，包括加拿大精品咖啡品牌 Cafe Cafe、足球培訓系統

Coerver Coaching、跨國速遞服務中介公司 InXpress、香港的美術設計教室創意學堂等。 
 
展覽提供一個一站式國際特許經營加盟平台，涵蓋不同領域的特許經營商機，如「餐飲區」、「非餐

飲區」，以及「海外專區」，協助業界物色合作夥伴及拓展業務，實現互惠雙贏。 
 
今年大會安排全新的《營商睿哲》研討會系列，邀請來自美國、日本、韓國、澳洲及內地等地的行

內專家，探討進軍內地市場的最新貼士、飲食業的經營新理念及如何將生活服務（如看護服務、足

球培訓、速遞服務、洗衣等）發展成為特許經營等議題。「特許經營圓桌會議」則請來亞太地區多

個特許經營協會的代表，剖析特許經營在新加坡、澳洲、韓國、印尼、菲律賓、台灣、中國內地及

香港等地的最新發展趨勢。 
 
「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設計及創新科技博覽」、「國際中小企博覽」及「香港國際特許經營展」

為「創新及知識產權周」活動之一。其中「設計及創新科技博覽」、「國際中小企博覽」及「香港國

際特許經營展」均免費開放予業內及公眾人士參觀。 
 
 
*有關「設計及創新科技博覽」的免責聲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創意香港僅為本項目提供資助，除此之外並無參與項目。在本刊物／

活動內（或由項目小組成員）表達的任何意見、研究成果、結論或建議，均不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通訊及

創意產業科、創意香港、創意智優計劃秘書處或創意智優計劃審核委員會的觀點。 

 
 
 
 
 



 
 

 

圖片下載：http://bit.ly/2fjcr75  
 

 香港貿發局副總裁葉澤恩（右二）連同創域互動有限公司項

目總監張偉文（左一）、水中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董事總經

理兼行政總裁杜偉樑（左二）及荳芽夢國際有限公司行政總

裁盧翰豪（右一），介紹貿發局 12 月四大活動詳情。 

 第 6 屆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今年首次舉辦「環球科技峰

會」，由多家科研機構及科技企業代表剖析環球科技大趨

勢。 
 
 

 第 12 屆設計及創新科技博覽劃分為「貿易館」及「創意

館」，匯聚來自 22 個國家及地區、合共超過 450 家參展商，

規模為歷屆之冠。 
 

 國際中小企博覽踏入第 16 屆，今年的「商機館」特設「一帶

一路專區」，匯聚超過 40 家來自 13 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的企業參展。 
 
另外，第 2 屆香港國際特許經營展吸引 100 多家來自世界各

地的公司參展，涵蓋不同領域的特許經營商機，包括「餐飲

區」、「非餐飲區」，以及「海外專區」。 
 

展覽網頁﹕ 
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http://www.bipasiaforum.com/tc 
設計及創新科技博覽﹕http://www.hktdc.com/tc/innodesigntechexpo 
國際中小企博覽﹕http://www.hktdc.com/worldsmeexpo/chi 
香港國際特許經營展﹕http://www.hktdc.com/fair/hkifs-tc/ 
 
香港貿發局新聞中心︰http://mediaroom.hktdc.com/tc 
 
 

http://bit.ly/2fjcr75
http://www.bipasiaforum.com/tc
http://www.hktdc.com/tc/innodesigntechexpo
http://www.hktdc.com/worldsmeexpo/chi
http://www.hktdc.com/fair/hkifs-tc/
http://mediaroom.hktdc.com/tc


 
 

 

傳媒查詢 
請聯絡香港貿發局傳訊及公共事務部： 
陳靜雯              電話：(852) 2584 4537              電郵：katherine.cm.chan@hktdc.org  
樊文英              電話：(852) 2584 4298                         電郵：selina.mi.fan@hktdc.org 
陳彥瑾              電話：(852) 2584 4525   電郵：banbi.yc.chen@hktdc.org 

香港貿易發展局簡介 
香港貿易發展局（香港貿發局）今年慶祝成立 50周年，是專責推廣香港對外貿易的法定機構，服務對象包括以香港為

基地的 製造商、服務供應商及貿易商。我們在世界各地設有 40 多個 辦事處，其中 13 個在中國內地，推廣香港作為通

往中國內地及亞洲的營商平台。香港貿發局舉辦 國際展覽會和會議，以及 商貿考察團，協助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拓展

內地及海外市場。此外，香港貿發局透過 產品雜誌、研究報告，以及包括 新聞中心在內的 數碼平台，發佈最新的市場

和產品資訊。有關香港貿發局的其他資訊， 請瀏覽 www.hktdc.com/aboutus/tc。請關注我們的 @香港貿發局  @香港

貿發局時尚生活  @香港商貿通  香港貿發局 請訂閱香港貿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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