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議程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亞洲授權業會議 2018議程 同期活動

香港貿易發展局香港國際授權展  

8 - 10/1/2018

‧ 吸引逾 21, 700 名來自超過 100 個國家及地區參觀人士

‧ 滙聚超過 370 家參展商來自 12個國家及地區，展示逾 900 個品牌及授權項目

‧ 國家及地區展館來自 : 中國內地、日本、韓國、馬來西亞、泰國及台灣

查詢： 
alc@hktdc.org

客戶服務熱線：

(852) 1830 668

聯絡我們
請瀏覽網頁查詢詳情： 

www.hktdc.com/ 
asianlicensingconference

展覽視頻：

展覽/會議2017亮點

香港貿發局香港玩具展2018

www.hktdc.com/hktoyfair 

香港國際文具展2018

www.hkstationeryfair.com

全球增長最快和最多元化的授權推廣平台

中國生活文化改變創新機遇

分組會議(一)： 

授權業數碼轉型

分組會議(二)：

授權契機聚焦日本

去年會議焦點

8 - 11/1/2018
香港貿發局香港嬰兒用品展2018 

www.hktdc.com/hkbabyfair

正價 200 美元 / 1,560 港元

提早報名優惠* 150 美元 / 1,170 港元

* 於 2017年12月1日 前報名，即可享提早報名優惠

立即報名

2018 年 1月 8日 ( 第一天 ) 2018年 1月 9日 (第二天 )

開幕演講

主論壇 ( 一 ) 
「實景娛樂」授權 創品牌新體驗 

主論壇 ( 二 )
利用授權 打造世界級企業品牌

茶歇

交流會
工作坊 ( 一 )：授權業務營運基本步

工作坊 ( 二 )：知識產權及法律維護



 「亞洲授權業會議」為區內最大型的行業會議，匯聚世界各地頂尖的授權業專家及著名品牌企業家，探討亞洲

及中國授權市場的新機遇，分享環球市場的最新趨勢，為與會者擴大商脈聯繫，締造更多誇地域跨行業的合作

商機，藉此提升競爭力和拓展新業務。環球經濟重心向東移，亞洲市場迅速增長，龐大的消費力大大提升了區

內授權商品及服務的需求。第七屆授權業會議，是一個聚焦亞洲的國際活動，將重點討論實景娛樂、企業品牌 

管理、電子遊戲和數碼娛樂的授權趨勢，並探討中國和日本市場帶來的授權商機。

亞洲授權業會議

1,400+

25
與會者來自

個國家與地區

30約
位來自環球知名品牌的 
演講嘉賓

會議參加者
‧授權者

‧授權商

‧製造商

‧貿易商

‧零售商

‧授權代理

‧專業服務供應商

中國內地

55% 海外

5%

香港

14%
與會者來自

亞洲其他地區

26%

歷屆演講嘉賓

Kermid Rahman 先生 
華特迪士尼 ( 中國 ) 公司
總經理

Pinky David 女士
二十世紀福斯
消費產品亞太區副總裁

Alex Lambeek 先生
羅威歐娛樂
首席商務官及消費產品副總裁

淺沼誠先生
萬代南夢宮娛樂
董事總經理

Don Anderson 先生
YouTube( 亞太區 )
兒童及學習夥伴關係主管

Leigh Anne Brodsky 女士
Discovery Global Enterprises
執行副總裁

Andrea Rossi 先生 
Moleskine Asia Limited 
董事總經理

Kenneth L. Wyse 先生 
菲力士 
服飾授權及公關部總裁

Serena Godwin 女士 
Authentic Brands Group
女性時裝副總裁

Gayle Jones 女士
寶潔公司 (P&G)  
授權項目主管

Claire Pierce 女士
Meredith Corporation  
品牌授權銷售總監

許培鋒先生 
艾康尼斯中國有限公司
大中華區董事總經理

Claire Gilchrist 女士 
孩之寶 
亞太區副總裁

Ron Johnson 先生
維亞康姆國際媒體網路
消費產品、推廣及娛樂執行副總裁

Daniel Amos 先生
Beanstalk
品牌發展助理副總裁

Vladimir Gorbulya 先生
Animaccord 動畫工作室 
副總裁及授權部主管

授權專家的 

見識與策略

‧ 藝術及文化

‧ 卡通角色

‧ 數碼

‧ 娛樂

‧ 時裝

‧ 知識產權

‧ 生活時尚

‧ 中國營銷機遇
及更多⋯

‧ 新媒體

‧ 零售營銷

‧ 旅遊

Charles Riotto 先生

主席

國際授權業協會 (LIMA)

中國內地是亞洲第二大授權市場，2015 年 

授權產品銷售較全球年度增長高出超過五倍。

Alex Lambeek 先生

羅威歐娛樂

首席商務官及消費產品副總裁

亞洲是全球增長最快最蓬勃的授權市場。 

隨著數碼轉型，來自亞洲的創新意念令人期待。

侯凱文先生

萬達院線副主席兼時光網行政總裁

十年前電影衍生品就是玩具， 

但在過去三年，授權產品已從玩具走進我們的

日常生活，所以授權衍生品無論從概念和 

應用上都不斷在擴充。

Ron Johnson 先生

維亞康姆國際媒體網路

消費產品、推廣及娛樂執行副總裁

 「實景娛樂」在亞洲市場將越來越蓬勃， 

我們公司在這方面亦進入高增長的時期， 

 「實景娛樂」將是市場未來發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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