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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智慧灣區 陳冬冀港 IT 業抓機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高鈺）由
香港電腦學會主辦的「香港國際電腦會
議 2018」昨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開
幕，今年的會議主題為「科技引領—打
造智慧灣區」。中聯辦副主任陳冬致辭
指，會議的主題很有「智慧」，粵港澳
大灣區「9+2」城市群地理相連、語言相
通、文化相融，擁有完善的產業鏈、供
應鏈和資金鏈，近7,000萬人口的龐大市
場，及超過1.4萬億美元的經濟總量，為
香港IT產業發展提供了理想空間。
陳冬與香港特區政府創新及科技局局
長楊偉雄，香港電腦學會會長孫耀達，
以及此次會議籌委會主席鄭松岩、程序
委員會主席陳漢偉共同主禮。
陳冬致辭時特別提到，根據習主席
「支持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指
示精神，一系列新的政策措施推出，包
括內地科研資金「過河」、兩地簽署

《內地與香港關於加強創新科技合作的
安排》及中國科學院在港設立機構等，
為香港創新科技發展，特別是IT產業發
展，注入了一股強大的「國家動力」。

欣見港才飲「頭啖湯」
他表示，香港一直被多家國際機構評
為最開放、最自由、最具有競爭力的城
市經濟體。在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航
運、貿易三大中心地位的同時，香港也
在積極尋求新的經濟增長點。特首及特
區政府，對創新科技高度重視。今年的
施政報告，進一步提出了加速再工業
化、推動技術轉移、發展智慧城市等三
大方向。
他列舉兩位從事 IT 行業的 80 後青年
成功創業故事，表示非常高興地看到，
香港已有不少年輕人把握創科先機，在
發展新業態、新模式方面飲了「頭啖

湯」。香港的人才、創意，與內地及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廣闊市場相結
合，將產生無限的商機。

港擁發展IT產業獨特優勢
陳冬指，近年來，內地互聯網產業迅
猛發展，可謂「一日千里」。與此同
時，「一國兩制」下的香港依然擁有諸
多發展 IT 產業的獨特優勢。比如，香
港擁有可靠的電力供應、發達的海陸光
纜、專業的服務人才和較為雄厚的研發
能力，可以成為聯通全球的「信息自由
港」；在「一帶一路」建設中，香港是
內地 IT 企業拓展海外業務最理想的
「試驗田」和「出海口」。
他說，當前，第五代移動通信、物聯
網、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技術快速發
展，有業界人士指互聯網的主戰場正在
從消費互聯網向產業互聯網戰略升級。

這一深刻變化，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國際創科中心建設一道，給香港IT產業
發展提出了新課題，開闢了新賽道。他
表示，中聯辦願意做香港與內地合作交
流的橋樑和紐帶，攜手共推香港IT產業
發展。

楊偉雄：加速推「智慧政府」
楊偉雄致辭時提到，特區政府正推動
有關智慧城市6大範疇的工作，其中包括
在加速「智慧政府」方面，致力於不同
服務引入新科技。他指政府資訊科技總
監辦公室將於明年4月成立「智慧政府創
新實驗室」，邀請中小企提交有關公共
服務應用資訊科技的建議書，由相關政
府部門協作進行具體測試，將本地創意
引入不同政府服務，處理包括環境、清
關、人流管制等都市問題，同時亦可為
中小企及初創企業創造就業職位。

■陳冬致辭。
是次會議焦點在於突出大灣區科技和
數碼化的長遠發展及機遇，並就「人工
智能」、「風險及監管科技」、「共享
經濟」及「跨境合作機遇」等四大範疇
進行探討。孫耀達表示，大灣區的發展
將為資訊科技界提供各種機遇，資訊科
技專業人員於大灣區內的發展潛力非常
巨大。

機械「媽媽手」 扶老如抱嬰
助長者轉床手勢如慈母 較傳統
「吊機」
安全穩定

樂齡科技博覽高峰會 2018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本港人口老化
問題愈來愈嚴重，由特區政府與香港社會服務聯

展覽日期及時間

會合辦、香港科技園公司協辦的「樂齡科技博覽

11月22日（早上11時至晚上7時）

高峰會 2018」將於本月 22 日至 25 日假灣仔會

11 月 23、24 日（早上10時至晚上7時）

展中心舉行，屆時會展出真空口腔清潔器、轉移

11月25日（早上10時至下午5時）

扶抱機械人和結合街景服務的自由遊健身單車等
近 380 件便利長者的「樂齡科技」產品，市民可
免費進場。社聯行政總裁蔡海偉表示，社聯正構

地點

灣仔會展展覽廳1A-1B

門票

免費入場

展覽重點

思「樂齡科技」產品租賃服務，鼓勵長者居家安

三個特色主題館：
智能安全家區體驗館、頤養適食館、樂齡

老。

科技器材租賃體驗館
辦機構昨日介紹，今年展覽佔地逾 8,400 平方米，來
自本地及世界不同地區的 130 個參展單位，將展出
近380件展品，當中數十件更是首次在香港展出。
展覽設三大「特色主題館」，分別展出智能家居系統、
方便長者及吞嚥困難者的食物及日本的「樂齡科技」產品
租賃服務，並設兩個「體驗區」，提供體驗活動和展出不
同功能的輪椅。大會亦會邀請本地及海外專家出席高峰會
及工作坊分享經驗。

主

樂齡博覽展出近380件科技展品
今年焦點展品之一、首次在海外展出的「Sasuke 轉移扶
抱機械人」，模仿母親雙手抱起嬰兒的姿勢，利用機械臂
將長者由床轉移到其他地方，其獨特設計可將使用者的體
重平均分佈在承托墊上，可減少搖擺，令扶抱過程更平
穩，較傳統「吊機」安全和穩定。扶抱機械人的研發公司
正與日本政府商討，在九州和北海道的院舍全面採用。香
港代理商、信興科技總經理鍾立賢表示，正與研發公司商
討調整負重，預料最快可於明年4月引入本港。
另一「過江龍」、來自韓國的「Dr Pik 真空口腔潔淨
器」，長者只需將矽膠牙套套入牙齒並開動儀器，配合特
製的口腔清潔液清潔口腔，再使用真空技術吸走液體，可
避免噎到或出現吸入性肺炎的風險，全程只需約兩分鐘。
本地參展公司倍靈科技早前奪得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
全年大獎，其產品「倍靈指環」可讓使用者在家睡覺時量
度整晚心跳及其變化、血氧飽和度、睡眠時身體動作，讓
醫生可藉由指環所收集的數據，透過雲端數據分析，讓使
用者在家篩查潛在的睡眠窒息症，亦可評估自身的睡眠質
量。倍靈科技行政總裁梁立慧表示，指環有助監察長者的
精神健康狀況，以便及早介入治療，產品於今年 5 月推出
後反應正面，目前正在聖公會的精神健康中心試行。

踩單車「遊世界」助療認知障礙
其他展品還包括結合單車與 Google 地圖街景，讓用家
可在家裡踏單車遊歷各地，有效治療認知障礙症的
「BikeAround自由遊健身單車」；支援多發性硬化症、帕
金遜症、膝關節或髖關節發炎等行動可能不便的人士的
「機械外骨骼裝置」；可橫向移動的六輪輪椅；及專為視
障人士研發的穿戴式智能裝置等。
蔡海偉表示，去年首屆博覽吸引 4.3 萬人次入場，成功
加深公眾對樂齡科技的認識，當中展出的「樓梯機服務」
後更成功促成試驗計劃，過去數月已有數千人次使用有關
服務，反應正面。他認為，政府年底推出的 10 億元樂齡
基金有助科技應用，社聯亦正在構思「樂齡科技」產品租
賃服務，以低價出租居家安老設備，鼓勵長者居家安老。

社聯研廉租助推家居安老
蔡海偉續說，香港不似日本有補貼制度，只需支付產品
價錢的百分之一，估計社聯在服務開展的首 3 年，需靠慈
善捐款資助，讓有需要長者和殘疾人士能以可負擔的價錢
租用該些產品，若能證明可行性和社會需求，會與政府商
討其他資助方式，例如社區照顧服務券等。
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郭志良表示，政府將於今年 12 月
推出 10 億元「樂齡及康復創科應用基金」，資助安老服
務及康復服務單位購置、租借及試用科技產品、設備和工
具及智能應用程式和系統，以提高照顧效能及質素。
社署預計有逾 1,260 個服務單位可申請資助，基金詳情
將於稍後公佈。

兩個體驗區：
提供各式體驗活動，促進長者與青少年跨代
共融；並展出多款不同功能輪椅
邀請本地及海外專家出席高峰會及工作坊
分享經驗
■Sasuke 轉移扶抱機械人仿效以雙手抱起的姿勢，將被扶抱人士由床轉移到其他地方，使用者的體重可平均分
佈在承托墊上，減少搖擺，令扶抱過程更平穩。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資料來源：社會服務聯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志剛

部分焦點展品

■可橫向移動的六輪輪椅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機械外骨骼裝置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灣區市場可期 助推樂齡科技
&
「樂齡科技」
產品可便利長者
生活，有助居家
安老。安老事務
■林正財
委員會主席林正
香港文匯報 財 昨 日 出 席 「 樂
記者梁祖彝 攝 齡 科 技 博 覽 高 峰
會 2018」記者會時表示，香港有成熟
和可靠的法制和營商環境，可吸引日本
等「樂齡科技」發展成熟的地區，將新
技術和產品引入香港試行，再打入大灣
區，甚至是全中國市場。
林正財表示，舊式安老服務是死胡
同，在安老服務引入高科技，可協助提
升安老業專業化，吸引更多年輕人入
行，同時利用科技協助照顧長者，亦可
減輕院舍員工和長者受傷的機會，有助
提升服務質素，惟香港市場較小，加上
不少日本「樂齡科技」公司只專注自己
國內市場，過去在引入新技術和產品來
港上有困難。

林正財：吸力大利引新技術
林正財續說，他於今年 4 月向日本公
司推銷大灣區概念，指他們可經香港進
入大10倍的內地市場。
他指出，香港可透過大灣區與內地
進行創科合作，同時擁有良好法制和營
商環境，並尊重知識產權，日本公司可
先在香港作財務或技術調整，再打入大
灣區或全中國市場，「現時日本公司對
香港市場的看法已大為不同。」

倍靈指環

視網膜圖像分析系統

可在使用者睡覺時量度心跳
變化、血氧飽和度及睡眠時身
體動作，篩查潛在的睡眠窒息
症患者。

透過分析視網膜圖像，為市
民提供方便快捷的中風風險評
估，亦可檢測認知障礙症風
險。
Dr Pik真空口腔潔淨器
使用矽膠牙套和
儀器清潔口腔及按摩
牙肉，讓使用者在臥
床或坐立狀態下均不
會有液體流出口腔，
避免噎到或出現吸入
性肺炎的風險。

倡安老會可跨局跨界

BikeAround自由遊健身單車

本身是行政會議成員的林正財否認
要求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將安老事務委員
會「升格」，但認為委員會要推動安老
服務改革面對困難，需要一個跨局和跨
界別的提升。
他表示，一直與不同業界開會討論
安老服務的問題，但難以單靠個人推
動，認為如安老事務委員會能具有跨
界別和專業的功能，有助帶動政策改
革和討論。
■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志剛

結合單車與 Google
地圖街景，連結弧形大
屏幕，讓用家可在家裡
踏單車遊歷各地，有
效刺激長者的認知及
情緒，亦可為認知障礙
症患者作懷緬治療。
資料來源：社會服務聯會
攝影、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祖彝、岑志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