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考玲

美國對華壓制加劇，由貿易擴至科

技層面，香港亦受波及，被美取消

「特殊待遇」，遭禁止入口美國高科

技，令近年銳意發展創新科技的香港

面臨諸多不確定性。香港應用科技研

究院(應科院)行政總裁周憲本在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香港的科研

水平不低，應科院的最重要工作之一

就是「技術轉移」，20年來已完成

800 多個項目，在過去 3 個財政年

度，應科院已向業界合共轉移技術總

數有183宗，相信能在協助港企提升

競爭力上幫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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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首個專為特殊教育需要學童（SEN）而設的遙距學習解決方
案──「行為治療遙距應用程式」，結合多項技術如人工智能，
物聯網傳感器和基於視覺的運動訓練，協助教育局實施個別學習
計劃，預計惠及1萬多名學生。
應科院人工智能及大數據技術總監李少暉表示，學習解決方案

會根據每位SEN學生的歷史數據和進度日誌的建議，不斷自我優
化和完善。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在疫情期間也可持續學習，而且
行為治療遙距應用程式操作簡易，讓父母或家庭傭工與孩子不但
可在家進行培訓，跟上學習進度，亦可減少近半的課程費用。

應科院是香港唯一的5G標準3GPP（3rd Generation Partner-
ship Project）成員以及5G研發機構，應科院通訊技術高級經理
侯曉佳表示，5G其中一個應用範疇為車聯網，應科院在研發車
聯網已有3至4年時間，並已聯同運輸署在沙田利用車聯網技術
進行試驗， 當中涉及14公里車路， 路線中會經過不同交通系
統，在不同場境下收集更多數據，以提高安全和效率。此外，應
科院同時有自主研發5G基站技術及5G核心網技術，核心網可以
根據網絡需求靈活調整，小到手掌大的微處理器，大到雲伺服器
都可以運行，可節省開發成本達到20%至50%。

應科院擁有800多項專利獲全球認
可，不少已在市場上廣泛地使用。例
如 「光譜學技術」能在分子層面快
速、客觀和非入侵性地識別材料的物
質，可是光譜儀通常體積較大，設置
成本高昂，局限了其兼容性及應用
性。為克服這些痛點，應科院將科技
融合設計製成迷你光譜儀，在生活中
能被廣泛應用。
應科院物聯網感測技術總監張春表
示，光譜技術可以識別鑽石是天然還
是人工，翡翠是天然或經過化學處
理，有色寶石是否經過熱處理，以至

於珍珠是源自鹹水或淡水
等，因此光譜技術是珠寶行
業中常用到的重要鑑定工
具。「無線紫外熒光鑽石分
析儀」的體積與一般戒指盒大小差不
多，由於便於攜帶、體積細小和低成
本的優點，已被廣泛應用到珠寶店，
店員只需將鑽戒放進盒內，就可以分
辨到鑽石的真偽。
除珠寶行業以外，光譜儀的另一個

應用例子是透過在線水離子監測儀，
持續測量水中的低濃度離子殘留物，
這項技術對支持環境持續發展將發揮

極大作用。

也可檢測食物品質
張春續稱，光譜儀可以兼容具備紅

外線功能的智能電話，以獲取各種材
料的顏色和化學信息，用途更廣。例
在日常生活中可檢測食油和食物品
質、識別藥物，以至分析人類的皮膚
狀況等。

■ 李少暉表示，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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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施展長臂管轄，禁止全球企業以美國
技術向華為提供芯片，又取消予香港的

「特殊待遇」，禁止美國高科技出口到香港，
又強制要求出口到美國的港產貨品不可再標記
為「香港製造」。美國一連串打壓，令到香港
高科技技術的發展或面臨諸多不確定性。周憲
本受訪時認為，無論是從前、現在或者是未
來，國際層面上的政治較量一定有，「有競爭
才有進步，但希望是看到有建設性競爭，而不
是零和競爭」。應科院有獨特性，相信不會被
外界競爭阻礙發展。
周憲本指出，應科院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

是「技術轉移」，即是將應科院所開發的科學
發現和技術，轉移到業界作進一步開發或商品
化，應用尖端科技去解決商業問題，為業界增
值之餘，持續為香港提高競爭力。他說，由
2016年至2019年的過去3個財政年度，應科
院已向業界合共轉移技術總數有183宗，範疇
涉及先進數碼系統、智能傳感技術系統和信息
安全與數據科學等。

業界參與 增財力研發
今年是應科院成立20周年，過去20年應科
院與不同單位合作研發。而這亦是應科院與大
學的最大分別。「應科院從事應用研發，而大
學的研發重點在於人才培養、知識追尋和世界
排名，應科院做的研發工作一定要有業界參
與，沒有業界參與的研發，應科院是不會做和
沒有資金做，過去20年我們已完成800多個項
目，九成以上在業界都可以見到。業界有公營
機構、私人企業、非牟利機構、政府部門和學
校等，除了香港之外還涉足海外和內地，重點
是幫助香港提高競爭力。」

研發具有前瞻性技術
那麼香港企業現時對哪方面技術最為渴求？周

憲本表示數據分析的機器學習、區塊鏈、AI 技
術例如是聊天機器人、文件理解，還有網絡安全
和智能製造、智能工廠等，當中包含機器人自動
化、人工智能、大數據及工業互聯網。他續稱，
以上的技術可以為企業提供更智能、更安全的平
台技術，同時又可減輕人手、處理時間及錯漏，
達到提升生產效率與品質，以及降低人力需求的
效果。他指，應科院未來將會繼續保持社會觸角，
研發具有前瞻性的技術。
對於應科院未來發展方向，周憲本重申應科

院的使命是幫助香港提高競爭力，香港的優勢
是東方和西方的連接點，在東、西方貿易頻繁
之下，資金往來緊密，而香港的金融活動亦很
蓬勃，未來應科院發展有3大方向，分別為智
慧城市、智能製造和健康、醫療技術。應科院
同時為國家專用集成電路系統工程技術研究中
心香港分中心，主要研發芯片。

過去20年應科院與不同單位合作研發，今年4月
初，應科院與港鐵合作設立智慧軌道交通聯合實驗
室，兩者在屯門合作創立了一個智慧交通交匯處，
周憲本指出因為屯門路面上有輕鐵又有車輛和人
行，三者不停競爭路面上的交通資源，通過車聯網
技術可以增加安全性和提高效率。
另外，應科院和港鐵在虛擬實境方面也有合作，
做一些影像和圖像處理，方便港鐵進行維修。「5G
不單只是消費者受惠，最大益處是應用範圍可普及
至工業和商業項目，例如是機場、倉庫、智能工
廠、物業管理等，也是5G可探討的應用範圍之
內。」周憲本解釋現今5G技術已可應用到各行各
業。

夥運輸署試驗車聯網技術
車聯網也是5G技術應用例子之一，應科院在研
發車聯網方面已有3至4年時間，最初階段是在科學
園試驗，2年前亦到無錫世界物聯網大會中，做了
一個全世界最大的演示涉及6公里的車路。周憲本
表示，為了擴大車聯網的應用範圍，應科院已聯同
運輸署在沙田利用車聯網技術進行試驗，可能是亞
洲最大甚至是全球最大的車聯網演示，當中涉及14
公里車路，由科學園出發去到禾輋過了城門河再回
到科學園，路線中會經過不同交通系統，在不同場

境下收集更多數據，以提高安全和效率。他又稱，
如果運輸署滿意沙田車聯網的測試結果，希望可以
逐步推行到全港。

智能工廠 機械人自行導航
5G可謂未來科技的發展趨勢，周憲本笑言應科院

旗下涉及5G的研究項目兩隻手也數不完，他舉例
說：「應科院已協助了一間全世界最大的手機生產
商，設立了一個涉及5G視頻識別技術的智能工廠，
是工業物聯網應用的例子，工廠內會有無人機械人
自行導航、避開障礙物和尋路等，無人機械人會將
原件轉送去不同的部門，傳統上來說機械人需要跟
軌道才能行走，但通過5G和視頻識別處理，就可以
做到無人機械人和工人同時存在，當中涉及5G高流
量、低延遲技術，可實現精準定位和AI輔助智能尋
路避障，以及遠端機器人控制，因為要做到工人和
無人機械人同時並存，無人機械人的反應要非常
快，才能避開障礙物。」
此外，周憲本提到5G是未來智慧城市的契機，
「在現今萬物互聯之下，會有10億、百億甚至更多
的硬件串連在一起，以車聯網為例，小至一個行人
過路口都可能有10個至百個傳感器，在多個硬件需
要同時運作的時候，5G就可以發揮到高流量、低延
遲的技術，智慧城市級的應用才能實踐出來。」

周憲本亦為第三代半導體粵港澳大灣區委員會共同
主任，應科院則是國家專用集成電路系統工程技術研
究中心的香港分中心，對於香港半導體產業的發展情
況，他表示芯片在國際層面來說是兵家必爭之地，對
不同國家或地區來說都是高戰略性產業，而現今第三
代半導體是特別專注在電力、電子和無線電通訊方
面，而這三方面正正就是應科院領先的範疇，因為這
幾方面的工作應科院已做了十多年。
他解釋，芯片技術上需涉及熱能、機械處理，而這

兩方面的應用技術可以從電網、再生能源、軌道交通
和數據中心上找到，應科院已累積了十多年經驗，在
國際上具有一定的領導地位。

香港金融科技不落後
金融科技同樣是各國必爭的技術，關係到經濟發展

速度。被問及香港在金融科技上是否比海外或內地落
後，周憲本不同意這個說法，「在推動金融科技上，
應科院與金管局過往做了很多共同研發例如是區塊
鏈，舉個例說，中小企向銀行借錢整個流程也涉及信
用認證，我們研發目標是如何將認證過程把時間縮到
最短，當中就涉及人工智能和區塊鏈技術，借錢的流
程如果由幾個星期縮短至幾日，將資金盡快轉到中小
企手上，可解他們燃眉之急。」
周憲本強調，該院各方面的研究也是維繫香港金融

系統長久以來的信用，所以說香港金融科技落後是不
公道的說法。
不過，周憲本坦言香港有不少人投身金融行業，但

大部分這些人才是金融人才，而不是金融技術人才，
「所謂金融技術人才是指從事數據分析、人工智能和
軟件開發等，為了培育金融技術人才，應科院與金管
局合作開拓金融技術人才計劃，同時也加強與大學合
作，希望為香港培養出高質素的金融技術人才，培訓
人才是應科院肩負的重任，特別是在技術應用方面，
希望透過提供實習機會，一改外界理解是理論派、學
院派的印象。」

與大灣區屬互補合作
香港是大灣區「9+2」9個城市、2個特別行政區之
一，對於有說法指香港與大灣區其他城市是競爭對
手，周憲本認為有另一個表達字眼更為適合：「我個
人認為與其用『比較』的字眼，不如用『互補』這兩
個字較為適合，整個大灣區的供應鏈和生產能力很
強，而香港優勢是在金融領域、人才橋樑以及知識產
權保護方面也有完善機制和法律系統，研發方面在掌
握不同專利亦較其他城市優秀；相反，香港人口相比
大灣區來說只有十分一左右，所以涉及勞動密集的行
業，就要依靠大灣區，我相信香港的優勢可以充分地
與灣區不同城市合作。」

應對美科技限制 加強本地技術轉移

應科院周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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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結合車聯網 冀改善交通

5G研究項目兩隻手數不完 第三代半導體應用研究 應科院領先國際

研發項目介紹

迷你光譜儀 分辨鑽石翡翠真假

遙距學習解決方案助SEN學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