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你的電子商務增添動力 

提高質量、保安和優化網絡用戶體驗，在網上營利 
 
 
在 2015年，亞洲的電子商務增長達到$8,350億，無限商機正在向全球的網絡零售商戶招手。隨著亞洲邁向全球最大的電子
商務市場，香港作為地區內的數碼經濟和跨境貿易樞紐的角色日趨顯著。 
 
本研討會探討如何利用電子商務有利的發展趨勢，向卓越的零售、酒店及運輸業的公司，學習如何滿足網絡用戶的殷切的期
望。我們將分享電子商務的成功案例，讓你看到快捷的、優質的、安全的和優化的流動體驗在電子商務是至關重要。 
 
我們誠邀閣下出席是次為電子商務經營者和方案供應商而設的研討會，了解更多幫助你克服挑戰而量身定做的方案。 
 

日期： 2016年 8月 12日（星期五） 

地點： 14:30 – 16:50 

地點： 九龍塘達之路 78號生產力大樓 1 樓演講廳 3 

觀眾： 電子商務經營者、零售、旅遊和運輸業、中小企業、IT方案供應商和顧問 

語言： 粵語及英語講解 

費用： 免費（需預先註冊） 

 

程 序 
14:00 – 14:30 登記 

14:30 – 14:40 
歡迎及開幕 

Ms. Maureen Chong, HK & Taiwan Sales Director,  Akamai Technologies 

14:40 – 15:10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主題演講：網絡安全是電子商務的挑戰還是機遇？ 

Mr. S.C. Leung, Senior Consultant, IT & Business Process Division, HKPC 

15:10 – 15:40 
商貿行業的發展趨勢 和 Akamai 全球客戶的案例分享 (英語) 

Mr. Jason Miller, Chief Strategist of Commerce, Akamai Technologies 

15:40 – 16:00 小休 

16:00 – 16:20 
電子商務的網絡安全 – 應對僵屍網絡和 DDoS攻擊 
Representative  from Akamai Technologies 

16:20 – 16:40 電子商務安全專題討論 

16:40 – 16:50 遊戲時段 

 
 

登  記 方 法 請填寫表格並傳真至 (852) 2190-9784 

姓名：  職位：  

公司名稱：  業務性質：  

電話：  傳真：  電郵：  

地址：   
Consent statement 
Personal data (including your name, phone number, fax number, correspondence address and email address) provided by you 
will be used for the purpose of the administration, evaluation and management of your registration.  You have the right to 
request access to, and amend your personal data in relation to your application.  If you wish to exercise these rights, please 
send email to: edm@hkpc.org. 
 
HKPC intends to use the personal data (including your name, phone number, fax number, correspondence address and email 
address) that you have provided to promote the latest development, consultancy services, events and training courses of HKPC. 
Should you find such use of your personal data not acceptable, please indicate your objection by ticking the box below.  
 
 I object to the proposed use of my personal data in any marketing activities arranged by HKPC. 
 I object to the proposed transfer of my personal data to HKPC's partner(s) involving in this event for any marketing activities. 
 

** 在遊戲時段，能夠正確回答問題的參與者將獲得名貴禮物一份。名貴禮物由 Akamai Technologies 捐贈，倘有爭議，Akamai 

Technologies 保留決定優勝者誰屬的最終決定權。你可以在下面投票選擇你最喜歡的禮物，影響的禮物的決定。 

你最喜歡的禮物是（□ Apple Watch 或 □ Dyson Supersonic Dryer）。 
 

如有查詢： 電郵：tracy@hkpc.org 或 電話：2788-5884 

主辦機構： 

 
贊助： 

 

支持機構：  

 
 

mailto:tracy@hkpc.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