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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码娱乐领袖论坛」圆满结束 在线线下吸引逾 1,800 位参与者   

剖析数码娱乐未来发展及趋势 上演崭新「海陆空」体验 

 

香港，2021 年 12 月 13 日 – 数码港主办的年度盛事「数码娱乐领袖论坛」（Digital 

Entertainment Leadership Forum，简称 DELF）昨日圆满结束，一连三日DELF 2021以

在线线下形式进行，提供超过 130 个小时的精彩内容，更设有以「海陆空」为主题的数

码娱乐体验区，吸引来自接近 30 个国家或地区逾 1,800 名参与者，在线总浏览量超过

600,000 次。DELF 2021 邀请了 90 多位国际及本地讲者，围绕主题「无极限竞赛：数码

娱乐 突破界限」作深入讨论，并上演一系列无极限竞赛、电竞比赛及表演赛，连同工作

坊、初创展示等，让业界与电竞爱好者随时随地感受 DELF 的炽热气氛。 

 

数码港行政总裁任景信表示：「数码娱乐产业发展继续蓬勃，过去一年的用户数目及行业

收益均录得强劲增长，我们对数码娱乐的未来形势充满信心。今届一连三日的『数码娱乐

领袖论坛』及 12 月期间的『数码娱乐巡礼』首次以在线线下形式进行，除了全方位与各

持份者深入探讨数码娱乐如何突破界限，我们更于园区设置多个实体主题体验区，让参加

者透过竞赛及创新展示，亲身感受数码娱乐带来的崭新体验。数码港的数码娱乐社群日渐

壮大，现时已汇聚近 150 家与数码娱乐和电竞相关公司，在数码港提供的各种支持计划

下持续成长。我们将继续推动数码娱乐发展，扩展本地及国际业务网络，让业界展示成果，

创造新机遇。」 

 

今年 DELF 2021 的其中一项焦点活动是「2021 环太平洋大学联盟（APRU）电竞

MetaGame 会议」，于主论坛第二天早上举行。会议云集来自北美、欧洲及亚太区的菁

英，探讨数码技能及专上教育对培育下一代创新者和领航者的重要性，并讨论如何透过电

竞及国际协作帮助学生进行职涯规划。 

 

会议另一重头戏是首届「APRU 学生电竞论文比赛」，比赛旨在支持电竞作为学术专业，

多名大专学生进行简报展示，论文主题包括电竞产业的商业模式、电竞产业的社会贡献和

https://delf.cyberport.hk/


                                                

电竞活动与健康，最终由两位来自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以及一位来自新加坡国立大

学的学生分别取得主题冠军。会议期间亦举行了《英雄联盟：激斗峡谷》表演赛，现场气

氛高涨，其后将开展北美洲及亚洲地区巡回赛。 

 

环太平洋大学联盟（APRU）财务总监郑兆伦表示︰「数码港过去透过举行研讨会及提供

实习和创业机会支持APRU电竞人才培育计划，为学生提供业内洞见和接触电竞行业的机

会。 APRU 于今年二月在数码港成立了新的 APRU 国际大学中心（APRU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Centre，IUC），并于上个月举行了开幕仪式。 IUC 以及我们在香港的会员大

学，为所有 APRU 会员提供了与数码港园区内约 800 家初创公司和科技公司合作的机会。

数码港作为香港的数码科技枢纽，我们期望可透过 APRU 的国际网络，将我们与数码港

的合作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以支持科创人才并引领行业向前发展。」 

数码港与 APRU 自 2020 年 12 月起推出多项全新合作计划，透过各自的国际网络平台支

持电竞产业及人才发展，包括首届电竞 MetaGame 会议、首届 APRU 电竞人才培育计划

及首届 APRU 国际电竞联赛，让学生在电竞行业建立更广泛的网络，包括游戏发行商及

电竞联赛主办商等，并发展相关技能，以获得更大发展电竞技能的机会，从而投身电竞产

业。 

在主论坛第二天中午举行的「人才分组论坛」，多名国际及本地专业讲者分享女性在电竞

产业的角色、STEM 教育游戏化及电竞课程发展等人才培育主题，旨在为行业培育更多专

业人才，推动行业一直进步。 

 

当天下午亦举行了 DELF 2021 的另一项焦点项目《2021 FAI 香港竞速无人机公开赛》，

并由香港中联办宣传文体部副处长朱剑平、民政事务局体育专员杨德强、立法会议员黄定

光 、中国香港体育协会暨奥林匹克委员会义务秘书长王敏超 、数码港首席企业发展官关

敏怡博士，以及国际航空运动联盟副主席暨香港无人机运动总会会长邹伟杰担任开幕仪式

的主礼嘉宾。该活动与香港无人机运动总会（HKDSA）合办，首次将「国际航空联盟」

（FAI）认可的竞速无人机比赛带到数码港园区内举行，更加是首次在香港举办大型室外



                                                

无人机竞赛积分赛。比赛于昨天晚上在数码港草地平台圆满举行，经过多轮紧张刺激的空

中追逐之后，结果由何永志勇夺冠军宝座。 

 

而主论坛第三天举行了三项盛事，包括由香港创科发展协会及智慧香港扶轮社主办的「乐

龄电竞及体验日」、「政府资讯科技专业人员协会（GITPA）及机电工程署（EMSD）员

工康乐会 FIFA 电竞比赛」及「哈利波特：魔法醒觉 Yesports 最强巫师对决（亚洲杯）决

赛」，让参加者充分感受电竞的乐趣及刺激，并对电竞行业有更深的认识和兴趣。 

 

是次「乐龄电竞及体验日」为继 2018 及 2019 年后，数码港与香港创科发展协会及智慧

香港扶轮社联合举办的第三届活动，旨在向长者推广电竞，希望他们透过参与电竞活动，

活得更有活力。今届活动共有约 120 位长者参与， 在数码港的电竞场地，利用先进的设

施进行 FIFA 足球电竞对决，争夺全场总冠军。现场亦设有体验专区及摊位展示，将电竞

活动推广至社会大众。 

 

一连三日的 DELF 2021 亦设有以「海陆空」为主题的数码娱乐体验区。除了上述以

「空」为主题的《2021 FAI 香港竞速无人机公开赛》，DELF 2021 期间亦举行了以

「海」为主题的《城大水下机器人体验区》，当中包括香港城市大学「水底机械人大

赛」，由一众参赛选手透过机械人于水底进行激烈的足球对决；以及由香港城市大学主理

的水下机械人工作坊，让大小朋友尝试操控及制作水下机械人，过程中活用 STEAM 知

识。 

 

同场亦有体育数码转型体验区，透过赛车、足球、高尔夫球、射击、划艇及单车六大主题

的电子竞技项目与公众分享数码转型对运动带来的好处及转变，带领广大市民走进崭新的

科技国度及推动本地业界发展。 

 

2021 数码娱乐领袖论坛呈献的「数码娱乐巡礼」将于 12 月 18-19 日及 12 月 20 日分别

举行机甲大师 2021 青少年挑战赛（香港站）中学站及香港学界AWS DeepRacer比赛暨

500 人在线学习人工智能－强化学习活动，让参与者可在 DELF 2021 后延续超越界限的

体验。 

 



                                                

论坛的虚拟在线平台会开放至 2022 年 1 月 10 日。回顾 2021 数码娱乐领袖论坛内容及

演讲者阵容，请浏览网址： 

http://delf.cyberport.hk/ 

 

### 

 

请按此处下载高像素新闻图片。 

 

2021「数码港数码娱乐论坛」昨日圆满结束，在线线下共吸引超过 1,800 人参与。 

 
数码港主办的年度盛事「数码娱乐领袖论坛」于 12 月 10 日于数码港隆重揭幕，以在线线下

形式举行。 

http://delf.cyberport.hk/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NIrv_pxDHenC85qq5cqMGBU9LEu1wyCy?usp=sharing


                                                

 

数码港园区于 DELF 2021 期间更设有以「海陆空」为主题的数码娱乐体验区，呈献一

个崭新的数码娱乐嘉年华。 

 



                                                

DELF 2021 期间上演一系列无极限竞赛，包括电竞比赛及表演赛，连同工作坊、初创

展示等，让业界与电竞爱好者随时随地感受 DELF 的炽热气氛。 

 

「2021 环太平洋大学联盟（APRU）电竞 MetaGame 会议」邀请多位业内专家分享

电竞新趋势、发展及机遇。 

 

数码港于论坛期间与香港无人机运动总会（HKDSA）合办《2021 FAI 香港竞速无人

机公开赛》，首次将「国际航空联盟」（FAI）认可的竞速无人机比赛带到数码港园

区内举行，更加是首次在香港举办大型室外无人机竞赛积分赛。 

 

（上排由左至右）中国香港体育协会暨奥林匹克委员会义务秘书长王敏超 、立法会议

员黄定光 、香港中联办宣传文体部副处长朱剑平、民政事务局体育专员杨德强、国际

航空运动联盟副主席暨香港无人机运动总会会长邹伟杰，数码港首席企业发展官关敏

怡博士担任开幕仪式的主礼嘉宾。 



                                                

 

是次「乐龄电竞及体验日」为继 2018 及 2019 年后，数码港与香港创科发展协会及智

慧香港扶轮社联合举办的第三届活动，旨在向长者推广电竞，希望他们透过参与电竞

活动，活得更有活力。 

 

 

数码港行政总裁任景信指数码港的数码娱乐科技社群日渐壮大，现在已汇聚超过 150

家与数码娱乐和电竞相关公司，在数码港提供的各种支持计划下持续成长。 

 



                                                

回顾「2021 数码娱乐领袖论坛」内容及演讲者阵容，请浏览网址： 

http://delf.cyberport.hk/ 

 

关于数码港  

数码港为一个创新数码社群，汇聚约 800 间驻园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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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媒查询，请联络︰ 

 

创思顾问集团有限公司  

梁晓殷 黄晓琳 

电话：(852) 3159 2986   

手提：(852) 6077 7342   

电邮：penn.leung@creativegp.com   

电话：(852) 3159 2936  

手提：(852) 6406 9696  

电邮：monique.wong@creativegp.com  

Jesa Amparo   黄乐熹 

电话：(852) 3159 2962  

手提：(852) 5999 7771   

电邮：jesa.amparo@creativegp.com   

电话：(852) 3159 2966  

手提：(852) 9515 0107  

电邮：lucas.wong@creativegp.com  

数码港 

黄家骏 

电话︰ (852) 3166 3825 

电邮︰michaelwong@cyberpor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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