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尋找他「椒」的故事 達人盼掀食辣潮

織物鋰電池 耐用又安全
理大研發柔軟度佳壽命長 奪日內瓦金獎數十企青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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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酸、苦、辣」
中，「辣」最刺激味蕾，
亦被人認為是「活受罪」
的味道，但偏偏有人為此
着迷，展開非一般的「尋

辣之旅」。他，就是「辣椒達人」李鎬光
（Alex）。Alex自小嗜辣，始料不及數年
前與曱甴一次「碰面」令他決心研發自家
製辣粉，並踏遍世界角落尋找合心意的辣
椒食材。「我希望建立一個新飲食文
化－『隨身享辣，辣度自主』。」Alex
希望有朝一日人們會帶着享受的心態嚐
辣，而非認為辣是「受苦受難」的味道。

食辣食到蟲 決心自家製
提起辣，不少人會「耍手擰頭」，但又

是否有人像Alex般，視食辣為另類享受？
「要數我真正想自製辣粉的契機，源於一
次食雲吞麵的經歷。」「辣椒達人」Al-
ex，由細至大無辣不歡，但他真正萌生自
製辣粉的念頭，卻來自一隻曱甴！數年前
他在麵店食雲吞麵時加入辣油後，竟發現
當中泡浸過曱甴，令他驚惶失措。
Alex笑說：「那次經歷令我覺得坊間的
辣椒產品沒有質素保證，我想做有質素的
辣椒產品，尋找辣椒之路就這樣開始。」
為製造辣粉，Alex不惜踏遍世界各地尋

找辣椒，他的足跡遍佈墨西哥、美國、加

拿大、內地、台灣及泰國等地。「為尋找
特別辣椒，我會深度遊，去當地香料市場
見識和入貨。」Alex表示較早前遊歷四川
省成都時，就到了當地有名的「五塊石香
料市場」買辣椒，並結識了當地的香料
商。「大家常說四川辣椒很辣，但我覺得
四川的辣不是很辣那種，相反是辣中帶
香。」
Alex是愛旅遊之人，在尋找辣椒的過程

中，也給自己外遊的借口，使整個旅程更
添樂趣。
Alex憶述：「我的普通話不太好，去到

四川跟商販買辣椒時，只懂說：『很大很
大的那種』，回想起都覺好笑。」
Alex自製辣粉，除了「造福」辣迷外，

更多的是他對辣產品質素的追求。在Alex
眼中，若辣調配得宜，既不會破壞食物的
原味道，更有提升味道層次的作用。「我
發現香港人近年愈來愈喜歡食辣，這個現
象令我覺得香港的辣市場可以做得更
好。」Alex坦言，眼看麻辣火鍋店、嚐辣
小菜館近年在港遍地開花，反映「辣」將
成為飲食新潮流。

製高質辣粉 推廣新概念
然而，現時坊間的辣產品不外乎辣油、

辣醬及墨西哥辣汁，質素參差，故Alex認
為製造高質的辣粉有一定市場潛力，加上

外地例如韓國，當地不少人習慣自備調味
辣粉出外用餐，他希望香港都能興起這個
飲食新文化。
Alex說：「我除了想掀起自攜辣粉風

潮，令辣迷隨時享辣外，更希望他們能自
控辣度，享受到食辣的快感。」他指曾有
顧客訂製一套售價198元的辣粉到新加
坡，雖然單計運費要二百多元，但對方仍
不惜工本，這經歷反映嗜辣一族若能買得

心頭好，就會「不惜腰間錢」。
為推廣「隨身享辣，辣度自主」的意

念，Alex現時與14間餐廳合作推廣自家製
辣粉，希望先讓更多人認識辣粉，然後再
逐步擴大生意版圖，藉此帶出飲食新風
潮。
為此，Alex豪言：「我今年的目標是可

以同100間餐廳合作，現在還有86間要努
力！」 ■圖/文：香港文匯報專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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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穿戴

式電子產品是全球市場新的巨大商

機，而目前為此類產品供應能源的

鋰電池，卻有質地堅硬問題，即便

是可彎曲的鋰電池，亦存在柔軟度

受限、儲電性能低等不足。理工大

學研究團隊歷時3年研發出「織物

鋰電池」，是全球首次以傳統布料

或織物製作的鋰電池，具纖薄柔軟

安全穩定的技術優勢，令它可應用

於醫療健康監測、發熱衣物、物聯

網部件等多個範疇，令穿戴產品耐

用舒適度升級。目前已有包括華為

在內的數十家企業看中該發明，有

意與團隊合作。

不同鋰電池技術比較
項目
電芯厚度
能量密度（瓦時/公升）
摺疊性能
（超過1,000次摺疊）
彎曲半徑
完全充電一次需時
■資料來源：理大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

理大織物鋰電池
<0.5毫米
120至460

效能保持100%

<1毫米
1-5小時

現有可彎曲鋰電池
0.4毫米至0.7毫米
100至200

效能保持99%

25毫米
0.5-5小時

傳統鋰電池
>2毫米
250至700

難以摺疊

難以彎曲
0.5-2小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繆健詩）由世界華商聯合
促進會牽頭主辦的「科創築夢．青創未來—華商青
年企業家（香港）論壇」暨「第一屆華商青年雙創
交流會」昨日在港舉行。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中聯辦副主任何靖出席主禮。林鄭月娥在會上表
示，特區政府將會在不同範疇投放資源，支持更多
年輕人創新創業；並期望在粵港兩地政府支持下，
成立「大灣區香港青年創新創業基地聯盟」。
林鄭月娥在論壇開幕式致辭時表示，香港的初創

氛圍日益濃厚。去年，香港的初創企業數目已超過
2,600間，比起2017年增加高達18%。特區政府樂
見愈來愈多人創業，尤其是青年創業，所以將會在
不同範疇投放資源，希望支持更多年輕人創新創
業，讓他們實現夢想。
她並提到，現在國家致力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發
展，將為香港青年帶來無限機遇。她上周和廣東省
省長馬興瑞親自為首批十個大灣區青年雙創基地聯
合授牌，而為鼓勵香港青年利用這些雙創基地，民
政事務局已於今年3月在「青年發展基金」下推出
兩個全新資助計劃，透過非政府機構為創業的

香港青年提供支援。

盼灣區設創業基地助港青對接
她期望，長遠而言，能在粵港兩地政府支持下，

成立「大灣區香港青年創新創業基地聯盟」，攜手
建立一站式平台，以方便非政府機構、雙創基地、
有意創業的香港青年相互對接。
世界華商聯合促進會會長莊紹綏表示，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為青年人創新創造提供了大好時機。同
時，特區政府亦一直鼓勵青年人到大灣區創業，更
專門成立跨部門的青年發展委員會，幫助青年發展
事業，並搭建起科技創新的巨大平台。

莊紹綏：增青創合作融國家大局
他希望大家能把握這難得機會，並藉着今次活動

進一步加強中華青年創業合作，促使青年朋友們以
主人翁精神投身大灣區建設，抓住機遇創業，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
據介紹，是次活動由世界華商聯合促進會主辦，

兩岸暨跨境創新創業交流協會、港台青年交流促進
會、浙商總會香港浙商聯合會聯合主辦；另有11
家青年機構參與協辦。近200名來自兩岸四地的青
年創業者到場參與。

論壇亮點活動之一為「第一屆華商青年雙創交流
會」，來自香港、台灣及韓國等地區及國家的12
個團隊，一同就初創企業項目進行交流。同場並有
11家青年機構共同簽署青年合作倡議書，尋求跨地
域、跨領域合作。
大會又特別邀請GOGOVAN聯合創辦人關俊
文，以及富煜亞洲總裁姒亭佑，浙商總會青年企業
家委員會輪值主席林東在會上作主題演講，幫助港
澳台青年了解國家的最新發展以及當中的發展機

遇。
現場還舉行了「華商聯青年委員會」就職典禮，

由全國政協委員吳傑莊擔任主席，香港菁英會主席
莊家彬擔任常務副主席，並由來自港、澳、台和內
地的多名青年代表任副主席。
青委會未來將展開交流活動和對華商青年的創業

培訓，為年輕人和初創、中小企業創造更多商
機，協助中華青年創業合作。

傳統鋰電池體積大且重，難以應用於可
穿戴產品，而過去十多年來，科學家

一直致力開發可彎曲的鋰電池，大都集中研
究使用金屬箔作為電池的集流體。直至理大
創新研發出「織物鋰電池」，同時解決了能
量密度、柔軟度、機械強度、穩定性等多方
面的問題。「織物鋰電池」今年4月於日內
瓦第四十七屆國際發明展奪得金獎和兩項特
別優異獎。
帶領團隊研發出該產品的理大紡織及服
裝學系教授鄭子劍解釋指，織物鋰電池利用
「聚合物輔助金屬沉積法」(Polymer-Assist-
ed Metal Deposition / PAMD)新技術，將高
導電金屬均勻地沉積在經處理的織物上，如
棉質及碳布，使物料導電化，取代一般鋰電
池表面的金屬箔，以充當集流體及提高柔軟
度，僅需幾分鐘就能製作1米長的導電織
物，而原料亦不會影響效能。

摺疊逾千次效能不變
該鋰電池能量密度高達460瓦時/公升，
達現有可彎曲鋰電池效能的逾兩倍，團隊進
行的變形測試證明，織物鋰電池具有極高的
機械穩定性、耐用性和安全性，電池經反覆
對摺、或以不同角度扭曲、或不規則地揉皺

後，均無損其電壓效能。彎曲測試又證明，
它的柔軟度極佳，可摺疊彎曲至半徑小於1
毫米，兼且摺疊超過1,000次，效能仍然保
持不變；而現有的可彎曲鋰電池只能彎曲至
半徑約25毫米。織物鋰電池輕巧、厚度小
於0.5毫米，在充電/放電速率快，以及電池
壽命長兩方面，與傳統鋰電池不相伯仲，而
連續錘擊、剪削和鋼針穿刺等安全測試亦證
明，電池可為電子元件提供穩定電源，兼且
不存在着火或爆裂的風險。

或應用醫療航天服飾等
鄭子劍續指，織物鋰電池與傳統鋰電池結

構相似，最大分別是前者以具有金屬塗覆的
織物，取代傳統金屬箔，並加入正、負極物

料，而織物鋰電池能充電及放電約500次至
1,000次，充電速率較傳統鋰電池快，壽命
亦較長，適合大規模生產。
他又解釋，使用者穿上相關織物時將不會

感受到鋰電池，更能洗滌整件衣物，產品亦
可配合電子錶帶使用，提高手錶的電池效
能，「以往這些智能錶充滿電夠用一天，日
後加上用鋰電池製作的錶帶，充電後可用兩
天之久，較現有的電子產品只可使用約10
多個小時長。」
鄭子劍認為，可穿戴技術被視為繼智能手

機後，全球下一個重大市場商機，預期可穿
戴產品的全球市場收入將以每年增長逾20%
的速度躍進，至2024年達1,000億美元。他
希望產品可應用於醫療護理、信息娛樂、體

育、航空航天、時尚服飾、物聯網、傳感或
定位追蹤等。
鄭子劍又透露，目前已有包括華為在內，

數十家企業有意與團隊合作，預計在進一步
改善電量密度後，會推出市面，料售價比傳
統鋰電池貴一至兩成。

Alex由喜歡食
辣，變成製辣的
「辣癡」，原來
與其經歷不無關
係。Alex完成學

業後從事飲食業，入廚多年累積
不少經驗，令他在配製辣粉上得
心應手。「其實廚師同製辣很
match（配合），不少同行都推
出自家製辣產品。」
Alex 表 示 ， 將 辣 粉 命 名

「X-1493」，當中的「X」代表
無限，而「1493」就是哥倫布
發現辣椒的年份。
相比坊間的辣粉，Alex 指

「X-1493」是屬複方辣椒粉
（即用多於1種辣椒磨粉），而
坊間普遍都是單方辣椒粉（即只
用 1 種 辣椒製造）。現時
「X-1493」主要由5種辣椒組合
而成，包括泰國指天椒、四川朝
天椒、非洲野生椒、斷魂椒（又
稱印度鬼椒）及卡羅萊納死神辣
椒等，按「史高維爾指數」（量

度辣椒素指標，最高為1,600萬度），
卡羅萊納辣椒及斷魂椒分別達200萬度
及100萬度。
躋身製辣行列，Alex最希望辣迷在享

用辣粉的同時，能夠食出他製辣的那份
心思，這便心滿意足。他說：「當別人
透過我的產品『食』到我的想法，當中
的成功感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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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子劍鄭子劍（（左左））帶領理大紡織及服裝學系團隊帶領理大紡織及服裝學系團隊，，研發出超柔軟的高效能織物鋰電池研發出超柔軟的高效能織物鋰電池。。
校方供圖

■Alex希望透過自家製辣粉帶出「隨身享辣」的新概念。

■林鄭月娥、何靖出席華商青年企業家（香港）論壇開幕式。

■理大專利技術聚合物輔助金屬沉積法。 校方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