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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初創資助 中大16企稱冠
36大學企業獲1900萬元 讚TSSSU能鼓勵青年創業

世貿總會資助600港青赴深學創業

專家過來人提供商業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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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協幫「渾沌」生找到「讀書理由」

部分青年創業支援網站：
青協「香港青年創業計劃」：
http://ybhk.hkfyg.org.hk
勞工處「青年就業起點」一站式就業及自僱支援服務：
http://www.e-start.gov.hk/v3/tc/index.htm
政府不同本地及外地企業的支援資助計劃：
http://www.gov.hk/tc/business/supportenterprises/fund-

ing/index.htm
工業貿易署「中小企業支援與諮詢中心」創業資訊服務：
http://www.success.tid.gov.hk/tc_chi/inf_ser/

bus_sta_up_inf_ser/bus_sta_up_inf_s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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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鼓勵在學期間已萌生創業念頭的大學生
實現夢想，各大院校在資金與硬件配套上都
有不同的支援。其中，理工大學自2011年起
透過種子基金資助學生踏上創業路，為學生
打本10萬元成立社企，至今已有64個項目

獲資助。至於中文大學、香港大學與科技大學也為
有志創業的年輕人提供培訓工作坊、諮詢講座，以
及協助引進企業合作夥伴和投資者等一系列支援。
理大自2011年開始創立「微型基金計劃」，為有

志創業的學生與校友提供種子基金，4年來收到近
900份申請表，今年申請數更創歷年新高。負責計
劃的理大企業發展院助理院長朱志賢表示，近年所
見越來越多年輕人敢於嘗試創業，當中除金錢資
助，政府與院校提供的人才培訓、專業指導等配
套，也是驅使他們「踏出安全地帶」的誘因。他又
提到，社會的創業氛圍是否活躍，亦會影響年輕人
創業的意慾。
對政府致力鼓勵年輕人投身高新科技行業，朱志

賢認為，政府亦應「踏出第一步」，優先採用本港
創新企業的技術，「初創企業的經驗尚淺，較為蝕
底，要市場應用他們的技術有一定的難度」，若政
府能率先採用，無疑可推動本土技術的發展。

中大港大設培訓工作坊
至於其他院校方面，中大發言人表示，雖然校方

不會直接提供資金資助初創企業，但有推出指導計
劃及培訓工作坊，協助企業與科學園、創業孵化計
劃及投資者等單位的聯繫。另外，初創企業需向大
學申請相關的技術授權，校方亦會考慮企業初期的

資金限制，以制定與一般成熟企業不同的授權協議。
科大也為師生初創企業提供一系列支援，該校發言人指，

去年科大成立知識轉移辦公室，以集中資源協助及推動科技
創業發展。除定期舉辦不同的創業培訓講座及活動，科大的
技術轉移中心亦會針對知識產權保護和管理提供諮詢和建
議，提升企業運用知識產權的能力。此外，科大會定期邀請
企業及投資基金代表到校內與教授和學生交流，為他們引進
企業合作夥伴和投資者，以及舉辦100萬元創業計劃大賽等
創業比賽，吸引學生投身創業家之路。
港大發言人亦指出，校方會為初創企業提供培訓工作坊，

並加強他們與業界的聯繫，以及提供市場推廣機會等。港大
表示，該校今年將資助3間初創企業出席6月在美國舉行的國
際生技會議（BI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以了解國際
企業的最新技術。 ■記者鄭伊莎

「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計劃」於去年的財政預算案首
次提出，初步為期3年，即由2014/15年度至2016/

17年度，資助涵蓋城市大學、浸會大學、中文大學、理工大
學、科技大學和香港大學共6間大學。
林雅雯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創業被視為高風險活動，
而科技初創企業的存活率尤其不高，「我們明白要保證科技初
創企業能夠成功有一定困難。即使業務發展前景樂觀，研發成
果要實踐化往往需時一年或以上，並存在很多未知的影響因
素。」

盼降「入場門檻」增誘因注動力
她表示，期望藉TSSSU降低科技初創企業的「入場門檻」，
並為科學、科技及工程學科的傑出畢業生提供誘因，鼓勵他們
投身創新及科技業，為創新生態系統注入新動力。她介紹指，
有興趣申請的企業需向所屬大學遞交申請；每間大學獲資助的
科技初創企業數目不限，但每間企業每年最多可獲資助120萬
元，為期不超過3年，當中包括資助其成立、營運和研發開
支、宣傳活動及市場推廣所牽涉的費用。
為揀選具潛質的科技初創企業，各大學已特別成立評審小組，
由具備專業知識和經驗的成員負責評審工作，根據申請項目的創
新及科技內容、商品化機會、申請隊伍的能力，以及項目對社會
的裨益等範疇作出內部評審，再推薦予創新科技署申請。
林雅雯透露，署方在首屆計劃（2014/15年度）共收到100份
申請，最終有36間企業脫穎而出，獲得共約1,900萬元資助。
企業專研的科技範疇涵蓋生物科技、納米科技、資訊及通訊科
技等。她表示，獲資助的科技初創企業需向所屬的大學提交中
期報告，以便大學監察其業務和財政狀況，及提供適切指導；
另需就營運表現及研發成果實踐化進展向署方提交年度報告及
審計報告。署方將於2016/17年度檢討資助安排，並根據實際
經驗完善計劃。

中大16間企業獲資助700萬
本報向部分院校查詢大學所設立的初創企業狀況，當以中大
獲資助企業最多有16間。中大發言人透露，16間企業共獲資助
700多萬元，認為計劃可協助有意創業的大學成員，利用其知識
及技能貢獻社會，將科研成果應用於社會。
至於香港大學則有8間初創企業獲得資助，涉及共約400萬
元。港大發言人指，8間企業分別主理生物技術、資訊與工程技
術，當中一半是將大學的科研技術商業化。該校又指已推薦了
11間企業申請2015/16年度的資助，惟結果有待署方公布。
另外科技大學也有7間科技初創企業獲資助，涉及350萬元。

該校發言人表示，計劃提供的資金能夠有效地支持及鼓勵年輕
人創業，將科研成果商品化，從而促進香港創新科技產業化，
提升本港經濟發展的多元性。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伊莎） 科技創意產品

化的過程往往挑戰重

重，而要於商業上取得

成功，更是難上加難。為鼓勵大學團隊成立科技初

創企業，把創新科技成果引進社會，政府去年9月

透過創新科技基金向本港六所大學推出「大學科技

初創企業資助計劃」（TSSSU），每年最多共資助

2,400萬元，以支持有關初創企業的研發、宣傳及經

營等。負責計劃的創新科技署助理署長（政策及發

展）林雅雯透露，目前有36所大學科技初創企業獲

得資助，涉及合共約1,900萬元。當中中文大學獨

攬 16間企業，為各校之冠。多所大學都表示，

TSSSU能有效地支持及鼓勵年輕人創業，將科研成

果商品化，貢獻社會。

青年創新創業熱潮正席捲香港，現時除
科技初創企業可以透過大學獲得支援及資
助外，政府及社會不同機構也設有不少相
關支援服務，例如青年協會的「香港青年
創業計劃」，會以營商輔導及經濟援助來
協助年輕人成為創業家，計劃又廣邀各界

行政人員、專家和富經驗的創業人士參與，為青
年創業者提供所需要的商業指導。
而勞工處「青年就業起點」亦有為年輕人提供

免費創業支援服務，包括免費使用中心的商務工
作間、商務會議室、專業設計基地、免費專業顧
問諮詢服務及自僱基礎課程，並不時舉行創業青
年分享會。

針對資金方面，政府及有關機構設有一系列的
資助計劃，分別提供設計創意、科技創新等相關
項目申請，助創業者籌集營運資金。而今年施政
報告又特別提出，成立3億元的「青年發展基
金」，資助現有計劃未能涵蓋的創新青年發展活
動，包括以資金配對的形式，支持非政府機構協
助青年人創業，有關詳情將在諮詢青年事務委員
會後擬訂。另不得不提的是，馬雲旗下的阿里巴
巴集團在今年2月初提出出資10億元成立「香港
青年企業家基金」，支持香港年輕人在阿里旗下
網上及手機程式平台上創業，助香港初創企業打
入內地市場。基金預料於下半年正式推出。

■記者 鄭伊莎

■■中大有中大有1616間企業獲間企業獲「「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
助計劃助計劃」」資助共約資助共約700700多萬元多萬元。。 鄭伊莎鄭伊莎 攝攝

■林雅雯期望TSSSU可降低科技初創企業的入
場門檻，鼓勵科學、科技及工程學科的傑出畢業
生投身創新及科技業。 創新科技署供圖

■朱志賢認為，政府應「踏出第一步」優先
採用本港創新企業的技術，推動本土技術的
發展。 鄭伊莎攝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郭兆東）
暑假將至，既是學
生為尋覓暑期工拚
搏之時，亦是騙徒
向學生下手之時。
警方表示，騙徒主
要透過網上社交平
台向學生或身邊人
下手，警方今年首4
個月共錄得11宗求
職騙案，11名事主
被騙去30萬元。警
方亦發現有騙徒於
網上招聘青年後向
其銀行戶口注資，
指示購買網上點數
並拍照回傳，再指
示青年將餘款存入
另一戶口，實情該
戶口是另一青年戶口，騙徒亦沒有向青年支付佣金，青年雖沒
有大額金錢損失，但已外洩銀行及個人資料。警方提醒便宜莫
貪，搵工應腳踏實地。

首4月11求職者騙案涉款30萬
每年暑假都有大批畢業生投身勞力市場，為求在芸芸競爭者
中取得工作機會，甘願不問工作詳情。警方表示，2014年錄得
26宗求職騙案，按年增加73.3%，涉案金額逾38萬元，按年跌
63.6%，共有32名受害人，警方拘捕27人。另今年首4個月共
錄得11宗求職騙案，涉及11名年齡介乎16歲至46歲的受害
人，被騙去合共逾30萬元，警方已拘捕20名涉案者。商業罪
案調查科女偵緝督察楊曉彤表示，騙徒仍以透過互聯網作平台
為主，聲稱可安排工作，實質騙取手續費及個人資料。
楊曉彤又指，去年7月有受害人在應徵「秘書」一職獲聘，
騙徒遂指示受害人將身份證正本及住址證明，在指定時間及地
點交予另一名受害人、騙徒指派的「跑腿」，稱用作影印之

用。但原來「跑腿」只是根據指示，將受害者個人資料放入殘廁後，
就被要求離開。騙徒其後自行拿走該份資料然後不知所蹤，「跑腿」
及「秘書」從沒有見過騙徒真人，兩人分別無法收取50元車馬費及
800元賣資料費。警方認為，受害人至今雖未有任何金錢損失，但騙徒
仍可能有亂用其資料的可能。
至於網上求職受騙方面，高級督察范珮璧指警方去年錄得7宗，按年

升2宗，受害人包括3男4女，年齡介乎18歲至28歲，至於今年首4個月
則有4宗，涉4個受害人，按年增加3個。其中有騙徒網上強調「高薪毋
須經驗」，騙取受害人提供身份證副本及銀行提款卡，製作假入息證明
到財務公司借貸。警方以串謀詐騙拘捕19人，涉款18萬元。

■楊曉彤表示，騙徒仍以透過互聯網作
平台為主，聲稱可安排工作，實質騙取
手續費及個人資料。 郭兆東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港非牟利機構
世貿聯合基金總會（世貿總會）將於7月起推出
青年培育計劃，由內地電子商務專家教授為期3
日的工作坊，讓合共600名香港青年學習創業技
巧及善用網上商貿平台。
「世貿總會」14年前於本港成立，理事會成員

包括多名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本港立法會
議員、大學教授等，全國政協外事員會副主任盧
文端是其中一名創辦人兼中央議會主席。
「世貿總會」青年創新及科技發展基金將於7

月起推出青年培育計劃，期望於5個月內資助
600名香港學員，到深圳學習為期3日的電子創
業課程。負責計劃的全球阿爾法全腦開發研究院
首席資訊科技總監葉毅文表示，課程會由內地電
子商務專家負責教授，提供創業的概念與技巧，
並教授利用電子商業平台擴大發展空間。他表
示，「世貿總會」會與地區團體、科技團體及大
學合作，期望讓有興趣創業、主要修讀商科或電
腦的香港青年參與，並希望日後將培育計劃恆常
化。
另外，「世貿總會」獲內地飲用水機公司捐贈

200部總值人民幣1,000萬元、可將空氣淨化為水
的「大氣甘泉轉化系統儀」，並成立「全球天泉
計劃」，期望於今年下半年將200部「淨化水
機」捐贈到多個最有需要的山區。「世貿總會」

表示，中國是世上人均淡水資源最貧困的國家之
一，「淨化水機」可將水從空氣中分離開來，並
去除水中的溶解鹽類、膠體、微生物、有機物
等，期望「計劃」可紓緩水資源短缺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楊喆彤）面對沉重
的學習壓力，青年容易出現身體不適、逃避上學
等問題，亦有人因無法理解「為何要讀書」而失
去學習動力。香港青年協會為幫助青年了解自己
的工作興趣、讀書的意義，去年試行「恒生銀
行—青年就業導航GPS計劃」。有參加者坦言，
過程中明白到自己的學歷不足，終於找到「讀書
的理由」。
參加計劃的青年，可以得到為期一年的休學

期，在可以保留學位的情況下，透過工作實習了
解自己的工作目標及取向，最終可選擇重返原校
續學、繼續進修或投身工作。原就讀於Band1學
校的King（19歲）自小身體不好，小學和中學
皆因為身體問題各留班一年，但她一直不明白
「為什麼要返學」，加上自己讀書雖然勤力，但
成績一直很普通，種種原因令她出現壓力下痛
症，繼而抗拒上學，甚至逃避考試，「試過最長

半年無返學。」去年7月她決定輟學，9月再嘗
試上學，但堅持10多日後放棄，最終經學校社工
轉介參加GPS計劃，用一年「休學期」重新反思
自己的人生目標。
她表示找工作不難，只要肯捱肯做就行。她先

後做過廚房散工和學徒，皆是「工資高，但超辛
苦」，令她出現關節痛、易累的問題，嚴重時更
需要服用止痛藥。但隨着工作日子漸長，她發覺
「返工好過返學，上班的日子過得充實，放假的
日子反而感到無聊」。因為不想被扣薪，上班三
個月來從未缺勤，自覺責任心較在學時期有所提
升。不過，在考慮到身體狀況未必適合長期做廚
房工後，King發現自己的學歷太低（中四），難
以找到條件更好的工作，「返工隨時都可以，但
返學的機會已是最後一次」，至此茅塞頓開，明
白到「讀書是為了長期投資」，有了新目標後重
新調整心態，她最終決定重返校園，繼續完成學

業。
青協期望計劃能幫助那些處於「渾沌」狀態的

學生，他們或對自己的學習目標感到迷茫，或因
學習壓力過大而逃學，但仍然會以積極態度去尋
找自己的新目標。去年參與計劃人數是19人，機
構期望下一年度的計劃名額將增加一倍，希望能
幫助更多身陷迷途的青年。

■參與G.P.S.計劃的青年。 楊喆彤 攝

■世貿聯合基金總會將推出青年培育計劃，讓合共600名香港青年學習創業技巧及善用網上商貿平
台。 文森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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