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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歧視法的不斷推動和社會公共資源的逐

漸完善，為殘障人士和長者提供了更多的便

利，但社區一些不可避免的設計也增加了他

們出行的困難。必飛越障椅的發明者李少

麟，在一次電視節目中，得知輪椅使用者因

不能爬梯而無奈被困家中的故事，抱着試試

的心態，僅僅用了兩周時間，就做出了可以

輕鬆爬樓梯的輪椅玩具模型，5年多後終於

帶着產品進入市場推廣的階段，他很有自信

地表示：「唔怕抄襲，唔怕山寨」。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曉菁／圖：莫雪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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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模型成產品 無懼山寨抄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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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飛越障椅小檔案
功能 平地、樓梯、障礙、崎嶇路面、雪地均可行走

速度 最快達到6公里/小時

操作 以手柄和觸摸屏為主，配有安全鎖和緊急制動

按鈕（觸摸屏可額外增添娛樂功能）

續航 可全速行駛5小時，每次充電8小時

重量 130公斤

承重 20-100公斤

預計市價 12.8萬港元

在公司的研發中心，李少麟向記
者詳盡地解釋了越障椅的獨特

之處。在爬樓梯時，必飛越障椅用
到「二段式履帶驅動」，與市場上
普通單履帶「坦克車」相比，這種
運作可以適應坡度不同的樓梯，三
個輪子都能緊緊抓住樓梯，他指：
「一般樓梯的角度是15至30度，
必飛都能做到。」記者在李少麟的
簡單指導下親身一試，爬梯時微調
手柄緩慢上升，只有輕微的搖晃和
振動，不會感到害怕，下樓梯時則
更加順暢，十分安全。

申請全球專利認證
對於路面的障礙，李少麟在設計

時也有諸多考量。他承認，路面狀
況複雜多樣，遇到下雨地滑，便會
覺得爬梯不安全：「三條履帶就能
保證越障椅最多下滑一級樓梯，始
終都有角度勾住樓梯，不會連續後
退」。
除此之外，越障椅還能跨越不超

過10厘米的障礙物，擁有崎嶇模
式、樓梯模式、特斜模式等不同的
模式選擇，保證使用者可以在出行
時暢通無阻。

「履帶驅動」便是李少麟最為得
意的專利了，他在2011年末便拿到
了期限20年的發明專利，隨後陸續
在世界各國也申請到專利認證，
「其他發明只要原理跟我嘅有衝
突，就不能再申請，算抄襲。」其
他生產廠家若想在原有的基礎上改
動，也是不小的工程，他解釋，必
飛的三條履帶配合爬樓梯最為合
適，兩條做不到穩定，而改到四
條，工序更為複雜，零部件增多，
產品定價也會更高，市場很難接
受。

山寨成本料達千萬
必飛越障椅將來也會進軍內地市

場，對於在內地橫行的「山寨」氛
圍，李少麟也毫不擔心，他為記者
算了這樣一筆賬目──做到山寨，
就要每個零件都出磨具，磨具投資
最少也要兩三百萬元，如此一來產
量也必須跟上才不蝕本，前後投資
1,000萬元，「最後產品售價可能只
比必飛少一兩萬元，廠家覺得唔
抵，內地以年輕子女為主的買家，
也不會為節省一兩萬元，買山寨貨
給家中老人」。

專利申請至今已5年，其間必飛
越障椅始終未進入市場零售，今
次3月中旬到英國參展後，才算正
式投放市場。李少麟坦言，前幾
年都是靠自己做設計的積蓄支
撐，指「用晒自己800萬身家」，
第一代產品的舒適度不高不夠市
場化，一年前找到了現今的投資

者團隊，注入資金後研發第二代產品，
投資者為新產品尋找代理牽線搭橋，
「我識設計，唔識marketing」。
先進駐歐美市場，再打回本土市

場，李少麟有自己的考慮：「刷大產

量，等訂單穩定，才可能降低售價在
香港賣。」畢竟在本港市場上，普通
輪椅售價3萬至5萬元，電動輪椅8萬
元左右已經算高價，縱觀歐洲市場，
「無一架平過我嘅，因為後期保險、
維修都貴，可以再賣貴點。」

技術頂尖具說服力
而參加過殘障科技界的奧運比賽，

見識到世界最頂端的爬梯輪椅後，李
少麟對自己的必飛越障椅，有了更多
的信心：「大多參賽輪椅都是蜘蛛式
或者坦克車式，原理簡單拿不到發明

專利，必飛的技術是最頂尖的。」若
拿必飛的產品給世界各地的代理商
看，都是極具說服力的。
不過他也向記者無奈表示，為了拿

到歐洲市場的CE認證，必飛越障椅要
接受高空摔落和爬5萬級樓梯等各種
測試：「因為無先例，只能重新定義
標準，將輪椅和爬樓機的兩個標準結
合在一起」、「合格之後的能力將遠
遠超過標準」。
除了英國，李少麟今年還要去日

本、美國、上海等地參加展覽，他和必
飛越障椅的環球旅行，才剛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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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參加展覽 產品首駐歐美

如今的李少麟，儼然一位精通機械、
電子、人體力學的專家，他搖頭否認，
指自己並未修讀過任何設計及機械的專
業課程，不算專業人才。他的過人之
處，是能跳出傳統的思維模式，用不同
於行業的設計，做出最新穎的產品。
李少麟中五過後就基本處於自由職
業，早期畫漫畫、設計封面。在幫玩具

公司設計平面的時候，他會拆散零件自己研
究，慢慢發現細齒輪、大齒輪的組裝方法，
熟悉機械的內部原理，潛移默化中對設計有
了自己獨特的見解，「許多玩具公司老闆都
找我設計玩具，有時我花一兩天，就能解決
他們的燃眉之急。」

曾任職漫畫及玩具設計
設計出爬梯輪椅，就是靠他這份創新和勇
氣。他覺得自己可以摒棄那些思維定式，化
繁為簡，在許多領域都能生出新穎的點子。
但他也感慨，「還是讀書好，能成為專
才」，可以獲得穩定的工作和收入。他自
嘲，「非專」只是泛泛而談：「譬如設計
凳，我對人體力學不了解，只能提供3個
ideas，絕對想不出第四個。」在一心決定研
究必飛越障椅後，李少麟的確一門心思鑽進
了機械和設計領域，「不過電子還是有同事
幫手，我手工做唔好。」

盼年產千部「Made in HK」
李少麟又告訴記者，公司再獲得兩個專
利，尤其是第四個專利，不僅殘障人士可以
使用，其原理還能令普通人也覺得好玩。他
笑說：「投資者覺得唔能夠太快，應該慢慢
來，係我想法太多太快。」
記者在研發中心看到，一代必飛越障椅曾
做過專業估值，為6,600萬元。李少麟透
露，現今二代的估值能達到8,000萬元。他
希望未來的必飛越障椅可以成為一個
「Made in HK」的理念，呼應香港的再工
業化進程。科學園在大埔工業邨有一塊工業
用地，承諾提供8,000方呎設工廠生產，他
估計到時可以做到三條生產線，每年生產
1,000部越障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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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玩具研究
轉化新創意

畢馬威：內地網購續擴張

■東亞銀行成為首間支持香港「Wi-Fi.HK」計劃
的銀行。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畢馬威中國
（香港）消費品業主管利安生昨日在總商會講
座上指出，千禧一代的消費能力逐步提升，內
地中產階級不斷壯大，中國電子消費市場會繼
續快速擴張，且會形成以移動設備完成支付的
新局面。

移動支付成新趨勢
利安生分析，一個月內，有48.5%的內地消
費者會在網上進行兩至三次購物，遠遠高於

27.9%的世界平均水平。而現時內地互聯網用
戶已經高達7億人，90.4%的消費者曾在過去
一年內使用智能手機進行過網絡消費，他預
測，未來使用移動設備進行購物的比例會不斷
增大。

傳統零售仍具競爭力
利安生認為，產品價值、便捷性和體驗感將

成為未來網絡消費的三大驅動力，而這些動力
都將需要有大數據的支持，任何企業都必須依

靠數據來調整經營模式。他相信，若傳統零售
商能改變發展模式，採用新科技如人工智能、
VR技術等，給消費帶來更多體驗感，日後仍
有較強的競爭力。
另一方面，結合自身的創業歷程，雜貨網購

平台「士多」創辦人凌俊傑坦言，香港發展電
商的難題是送貨成本太高，現階段本港物流成
本幾乎是內地的十倍，但日常雜貨產品目前僅
佔網購的百分之一，相信若物流成本有所改
善，電商仍有增長空間。

香港文匯報訊 阿里影業（1060）
昨宣佈，由導演萊思．霍斯壯
（Lasse Hallström）執導的電影《再
次相遇》，自3月3日在內地上映，
截至3月7日下午三時，累計票房已
達至約1.4598億元人民幣，入座率
及場均人次仍在持續上升，成為3月
份內地電影市場最大的驚喜。
線上線下結合的互聯網宣發模

式，正是阿里影業宣發業務的核心
優勢。
據介紹，線上，阿里影業通過大

數據分析，精準定位了該片的目標
觀眾，將營銷和推廣的重點放在愛
寵人士、女性用戶以及親子用戶三
類人群，將影片相關信息準確推送
給目標受眾，鎖定最早的一批「種
子觀衆」。線下，針對該片的類型
和內容，阿里影業以「陪伴」為主
題，在多個城市的影院、商場策劃
狗狗領養活動，同時還推出「愛寵
陪伴觀影會」，組織觀衆帶上寵物
來觀影，這些活動使《再次相遇》
的口碑迅速傳播。

大數據助《再次相遇》票房破億

東亞提供免費公共Wi-Fi 樂視網：投資者資金如期到賬
香港文匯報訊 今年1月融創中國

（1918）等與樂視網（300104.SZ）
及關聯公司達成戰略入股協議後，
樂視網昨早公告披露後續進展，稱
相關投資者的投資款項均已按照協
議約定分期到賬。這將有助於緩解
資本市場對於樂視網資金鏈方面的
擔憂。
根據1月達成的協議，融創中國受

讓樂視網及其旗下樂視致新和關聯企
業樂視影業的部分股權，總代價為

150億元（人民幣，下同），華夏人
壽和樂然投資亦向樂視投資18億元。
公告顯示，樂視致新向其他投資

者股權融資18.3億元事項已經順利
完成；樂視網大股東賈躍亭向融創
子公司轉讓樂視網股份事項（涉及
60.4億元），因涉及解除質押等諸多
程序性工作及春節假期，經雙方協
商，交割完成時間進行順延，預計3
月底完成交割，屆時樂視網將同步
啟動董事會換屆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 東亞銀行（0023）成為首
間支持香港「WiFi.HK」計劃的銀行，於部
分人流暢旺的網點提供免費公共Wi-Fi服
務。
東亞銀行中環總行顯卓理財中心、銅鑼灣

分行、黃埔花園分行及沙田廣場分行，市民
利用智能手機或流動裝置連接到「Wi-Fi.
HK via BEA」網絡，每天可享用30分鐘免
費Wi-Fi服務，無須事先登記。
東亞銀行總經理兼個人銀行處主管許文森

表示，免費Wi-Fi服務可讓客戶和市民於該
行隨時隨地上網以及體驗該行的嶄新數碼銀
行服務，計劃日後於更多網點增設免費
Wi-Fi服務。

擬增設更多免費網點
「Wi-Fi.HK」計劃為由政府及本地業界共

同合作推廣的公共Wi-Fi服務，計劃自2014
年8月開始推出，已在港設有逾19,000個免
費Wi-Fi服務熱點。

李少麟指，必飛越障椅上落梯時僅僅需微調手柄，只有輕
微的搖晃和振動，不會感到害怕，十分安全。

李少麟的必飛越障椅2011年拿到了期限20
年的發明專利，隨後更在各國申請到專利認
證。

▼

李少麟指並不擔心山寨品，因
為山寨貨成本高達1,000萬元。

產品以手柄和觸摸屏為主要
操縱部件，配有安全鎖和緊急制
動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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