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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稿 

实时发布 

 

数码港「数码娱乐领袖论坛」将于 12 月 11 日及 12 日举行 

首次结合实体与虚拟世界  探索游戏与电竞产业发展新方向 

香港，2020 年 11 月 24 日 – 数码港一直致力推动香港数码娱乐及电子竞技（电竞）发展，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为游戏与电竞业带来不少挑战，新常态却同时造就前所未有的增长机会，

令在线娱乐、游戏与竞赛成为焦点，带领行业迈向新境界。数码港将于 12 月 11 及 12 日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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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的业内知名领袖、业界菁英和顶尖劲旅聚首一堂，剖析游戏与电竞业的发展前景和未来

商机所在，解构区内不同市场的游戏与电竞业趋势，让参与者全方位了解游戏与电竞产业于

新常态下的发展，并为为期一个月的「数码娱乐巡礼」(DE*Spark)揭开序幕。 

 

今年「数码娱乐领袖论坛」的主题为「数码娱乐新常态：从游戏迈向电竞」，创造全方位在

线线下新体验**，于数码港电竞场地及数码港商场提供实体活动，结合虚拟在线平台安排，

项目包括行业论坛、现场竞赛和表演赛、游戏体验，以及初创展示和创投比赛等。参与的本

地及海外重量级领袖担任嘉宾讲者包括︰亚洲电子体育联合会主席霍启刚、Newzoo 电竞业

务主管 Remer Rietkerk 先生、Riot Games 东南亚, 香港及台湾电竞组主任 Chris Tran 先

生、LaLiga 香港代表 Eduard Castell 先生、MNC Group 董事 Valencia Tanoesoedibjo 小

姐、Talon Esports 行政总裁张晓一先生等管理高层。除了国际级的前瞻性演讲和讨论环节

探讨东南亚及环球市场走势及生态发展， 论坛将进一步聚焦科技及人才发展，分享业内上

中下的最新科技及技术应用，并请来相关初创及专业电竞选手分享成功经验。 

 

DELF 另一焦点活动为首届 APRU eSport MetaGame Conference，论坛由环球顶尖研究型

大学组成的环太平洋大学协会主办，将于 DELF 第二天举行，聚焦香港作为区内新兴电竞枢

纽的生态发展，以及探讨如何透过国际协作帮助学生进行职涯规划。 

 

为令公众能更贴地的体验游戏与电竞文化，活动亦设有超过 20 场「现场竞赛」及在线赛事，

连同设于数码港商场的 30 多个涵盖手机及主机游戏、实景游戏、游戏化学习、数码及电竞

https://delf.cyberport.hk/tc/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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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的「游戏专区」体验展位，打造出为期一个月的「数码娱乐巡礼」，透过一连串的电竞

及数码娱乐活动， 加深商界及市民对电竞及数码娱乐产业的认识，整个巡礼为期一个月至

2021 年 1 月。 

  

数码港公众使命总监陈思源表示：「疫情虽为游戏与电竞业带来不少挑战，但亦正好是行业

探索出路和发展空间的重要契机。在新常态下，行业不断转型，亦促进其他产业的数码化，

带来正面影响。是次论坛将提供一个理想的交流平台，加深大众对电竞产业链的认识，明白

游戏与电竞不单是年轻一代的潮流玩意，更是推动新旧经济融合的重要一环，同时提供人才

培育与就业机会。数码港将继续优化香港的数码生态环境，透过举办赛事、培训人才及促进

科技提升，促进电竞业发展，增加香港竞争优势。」 

 

去年的「数码娱乐领袖论坛」反应热烈，请来逾 40 名星级演讲嘉宾，展出超过 20 间初创展

示及进行了超过 15 场竞赛及游戏体验，成功吸引逾 700 名参加者。今年的论坛将延续游戏

与电竞热潮，继续呈献多场大型数码娱乐主题活动，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业界人士及游戏爱

好者亲临数码港现场或于在线参与，一起探索电竞新常态。 

 

**注:数码港会密切留意 2019 冠状病毒病的疫情发展，如论坛形式有任何变动，大会将适时

通知各参加者及合作伙伴。  

  

### 

请按此处下载高像素新闻图片。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hGluJ0Xw_GnjkXn9crMKJjU7lxoYUlRu?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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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码港将于 12 月 11 及 12 日举办「数码娱乐领袖论坛」，邀请全球的业内知名领袖、商

界菁英和顶尖劲旅聚首一堂，剖析游戏与电竞业的发展前景和未来商机所在，解构区内不

同市场的游戏与电竞业趋势。 

 

数码港公众使命总监陈思源表示，「数码娱乐领袖论坛」将提供一个理想的交流平台，加

深大众对电竞产业链的认识，明白游戏与电竞不单是年轻一代的潮流玩意，更是推动新旧

经济融合的重要一环，同时提供人才培育与就业机会。 

 

传媒查询，请联络︰ 

数码港企业传讯组 

庄菀婷 

电话︰ （852） 3166 3867 

电邮︰sandrachong@cyberport.hk 

圆通财经公关 

陈诗程 

电话︰ （852）3428 2360 

电邮︰rchan@yuantung.com.hk 

 

关于数码港 

数码港为一个创新数码社群，汇聚近1,600 间初创企业和科技公司，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全资拥有的香港数码港管理有限公司管理。数码港的愿景是成为数码科技枢纽，为香港缔造

崭新经济动力。数码港透过培育科技人才、鼓励年轻人创业、扶植初创企业，致力创造蓬勃

的创科生态圈；借着与本地及国际策略伙伴合作，促进科技产业发展；同时加快公私营机构

采用数码科技，推动新经济与传统经济融合。 

详情请浏览 www.cyberport.hk   

mailto:sandrachong@cyberport.hk
http://www.cyberport.hk/


                                                                     
 

4 
 

附件一: 数码娱乐领袖论坛活动概览 

日期 2020 年 12 月 11-12 日 

时间 上午 9 时 30 分至下午 6 时 30 分 

网址 https://delf.cyberport.hk/tc/register  

虚拟在线平台将于 12 月 11 日开放至 1 月 3 日 (登录连结将于论

坛前一天发放予已登记人士) 

焦点内容 • 主题演讲及讨论环节 

• 初创展示   

• 科创路演  

• 现场及在线电竞比赛 

• 游戏体验 (设于数码港商场 101 及 104 号铺，逢周末及公

众假期、上午 11 时至下午 6 时开放至 1 月 3 日) 

亮点活动 • 香港延展实境协会 (HKXRA) 成立典礼 

• 「杰出数码军师精英计划」开幕礼及表演赛 

• 数码港 x 瑞腾体育科技（ABSG）全球电子竞技创新企业路

演竞赛 

• APRU eSport MetaGame Conference 

• 2020 数码娱乐领袖论坛炉石战记表演赛(巴塞隆拿 vs 香港) 

• MAGAsia 电玩音乐节 x 数码港 

• YEAH International League 世界湾区国际联赛 – 决赛

2020 

• 香港公开大学创意艺术学系动画作品展 

重点议题 • 全球电竞化革新行业格局及市场前景 

• 5G 驱动电竞及数码娱乐新体验 

• 从运动迈向电竞 

• 亚洲挑战与机遇 

• 电竞如何改变东南亚传统娱乐产业 

• 主流化游戏音乐 

 

   

 

https://delf.cyberport.hk/tc/reg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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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 数码娱乐领袖论坛详细议程   

11.12.2020（第一日） 

 

上午环节 登记 

开幕式 

欢迎辞  

开幕辞 

开幕礼 / 嘉宾合照  

香港延展实境协会成立典礼 

电竞化﹕划时代革新者 

行业概览﹕电竞化革新行业格局 

5G 驱动电竞及数码娱乐新体验 

市场格局：亚洲挑战与机遇 

领袖对谈：双赢电竞合作  构建新常态 

从运动迈向电竞：亚洲竞赛发展 

商业热话：LaLiga 于竞赛游戏世界的演进 

商业热话：电竞如何改变东南亚传统娱乐产业 

专家对谈：主流化游戏音乐 

延展实境与娱乐：延展实境的进程 

「杰出数码军师精英计划」开幕礼及表演赛 

下午环节 电竞化﹕赋能平台 

专家对谈：区块链游戏──货币化新模式 

虚拟进化现实之年代 

区域发展：传统娱乐新模式  

新常态下电竞货币化策略 

现场竞赛 游戏专区 科技分组论坛 敢创分组论坛 

地产大亨电竞杯 

 

2020 数码娱乐领袖论坛炉石

战记表演赛 

 

MAGAsia 电玩音乐节 x 数码

港 

 

运动新构想 

 

移动电竞大冒险 

 

赛道 

 

竞速破关大赛 

 

运动科技及游戏 

 

电竞制作新时代 

 

探讨电竞平台的需求 

 

游戏制作的协作：云端开发

过程 

发掘及培训电竞人才 

 

专业电竞选手的思维  

 

游戏推动基础素养及社会心

理健康 

 

创业家成功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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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运动嘉年华 

 

电子竞技历史展览 

 

《地产大亨》Plus 

 

激发想象 ─ 香港公开大学创

意艺术学系动画作品展 

 

电竞发展新世代  – 虚拟现实

竞赛游戏 

 

电竞业的动画发展机遇 

 

数码娱乐之全球增长和货币

化策略 

   

 

社交媒体营销和受众网络 

 

游戏创投机会 

 

电竞游戏之社会效益 

 

 

数码港 x 瑞腾体育科技（ABSG）全球电子竞技创新企业路演竞赛 

 

12.2.2020（第二日） 

全日环节 登记 

现场竞赛 在线竞赛 游戏专区 

APRU eSport MetaGame 

Conference 

 

Red Bull Kumite Hong Kong 2020 

 

YEAH International League 世界湾区

国际联赛 – 决赛 2020 

 

 

More/over Community Tournament 

Series 

 

Premier Double Tap VR Esports 

Contest 

 

BAASH OPEN 2020 

 

VALORANT First Strike: Hong Kong 

/ Taiwan（回放） 

 

The Show Must Go On 

 

NGWT 万王之王 2020 在线赛 

 

MAGAsia 电玩音乐节 x 数码港（续） 

 

FIFA20 E-Premier Football League – 

Cool Gaming  

 

Borregos Esports Invitational 

 

俄罗斯方块世界锦标赛 2020 亚洲区香

港站 

 

运动新构想 

 

移动电竞大冒险 

 

赛道 

 

竞速破关大赛 

 

E 运动嘉年华 

 

电子竞技历史展览 

 

《地产大亨》Plus 

 

激发想象 ─ 香港公开大学创意艺术学系

动画作品展 

注: 议程内容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数码港将致力保障论坛参加者、演讲嘉宾、合作伙

伴及员工的安全及健康，并会密切留意 2019 冠状病毒病的疫情发展，如论坛形式有任何变

动，大会将适时通知各参加者及合作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