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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掃16獎成亞太ICT最大贏家
VR訓練駕駛電動輪椅 系統幫視障者「聽出」路面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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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獲獎項目
大獎

獲獎單位

艾斯數碼

富成人工智能

維亞科技國際

Gekk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香港天文台

優異獎

獲獎單位

維亞科技國際

萬維數碼

裝修佬科技

科技大學

科技大學

城市大學

宣道會陳朱素華
紀念中學

宣道會陳朱素華
紀念中學

長沙灣天主教英
文中學

將軍澳香島中學

■資料來源：政府新聞公報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余韻

項目

以虛擬實境評估視力
障礙

4 Little Trees

VAR LIVE Shop /
VAR BOX

Gekko Graph

從降雨監測到保障社
會免受惡劣天氣影響

項目

VAR LIVE Shop /
VAR BOX

Smart glasses 3D
Display

—站式裝修平台

Pulse of HKUST——
數據驅動智慧校園

小巴到哪兒

電動輪椅駕駛訓練
模擬器

聽途

AR愛心遊戲識別學
前讀寫障礙學童

脊椎健康衣

智能小巴系統2.0

組別

社區共融及社會服務類
別——健康和福祉

社區共融及社會服務類
別——教育

消費類別——媒體及娛樂

科技類別——大數據分析

公營機構及政府類別—政
府及市民服務、科技類
別——人工智能（同獲兩
個組別的大獎）

組別

初創企業組別

消費類別——媒體及娛樂

消費類別——電商市集

研究及發展組別

專上學生類別

專上學生類別

高中生類別

高中生類別

小學及初中生類別

小學及初中生類別

曾偉雄：感謝國家提名競逐聯國毒罪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香港近年大

力推動創科發展，成果漸現。近日於越南舉

行的第十九屆「亞太資訊及通訊科技大

獎」，香港代表團共獲得6個大獎及10個優

異獎的驕人成績，成為全場得獎數目最多的

地區。其中多個得獎項目都將資訊及通訊科

技（ICT）結合社區共融，包括以VR技術進

行視障評估及電動輪椅駕駛訓練， 亦有中學

生研發能分析現場環境的系統，幫助視障人

士「聽到」路面情況，為有需要人士的生活

帶來便利，提升社會福祉。

■曾偉雄
落選聯合
國駐維也
納辦事處
總幹事。
資料圖片

▲香港代表團
於第十九屆亞
太資訊及通訊
科技大獎贏得
16個獎項。

◀香港代表團
向來自其他成
員經濟體的參
加者介紹其創
新作品。

亞太資訊及通訊科技大獎被譽為資訊科技界
別的「奧斯卡」，是亞太地區ICT人才交

流和建立夥伴關係的平台，今屆活動在本月19
日至22日於越南順利舉行。其中由科技業界、
政府部門及學界組成的60人香港代表團，在
324個參賽項目中脫穎而出，勇奪6個大獎和10
個優異獎，得獎數目冠絕15個參賽的亞太區經
濟體。

政府育才建功 創科發展蓬勃
率隊參賽的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林偉喬表示，
今年香港成績實在令人振奮，不但肯定了政府
致力擴大和培養本地創科人才庫的努力，更充
分印證香港的創科生態圈日益蓬勃發展。
本港得獎作品中，有多項均致力改善殘疾者

生活質素。其中在奪得大獎的「以虛擬實境評
估視力障礙」項目，便是透過虛擬實境（VR）
頭戴式裝置建立平台，讓用家模擬病人的日常
生活，如超市購物、白天及夜間上下樓梯等情
況，以測量及評估視障對其生活的影響。由於
目前並沒有任何臨床技術，可以真實地模擬視
障病人的視力情況，若有人因中風或其他疾病
而視力受損，相關技術能夠提供更多元的臨床
依據，有助為罹患眼疾的病人制定適切的視力
康復方案。

助殘疾者建用電動輪椅自信
STEM（科學、科技、工程、數學）教育正
於香港興起，今屆亞太區ICT大學，本地學界
亦有多個傑出得獎作，其中城市大學學生的

「Prosroid ：電動輪椅駕駛訓練模擬器」獲得
專上學生類別優異獎。該項目利用洞穴式自動
虛擬環境（CAVE）及VR技術，讓用家可在以
香港實際環境為藍本的世界中駕駛電動輪椅。
由醫護人員評估其駕駛表現，並提出改進建
議，以提升殘疾者使用電動輪椅的自信心。
至於在高中生類別中，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
中學學生憑「聽途」成為優異獎得主之一。
該項目利用具圖像辨識功能的人工智能、手

機程式、流動數據傳輸等技術，即時分析現場
環境並以藍牙骨傳導耳機「告知」用家，視障
人士只需將之安裝在枴杖上，就能「聽到」路
面情況。整個產品成本只需350港元，就能大
大地改善視障人士的出行問題，令其不再迷失
方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第十七屆「粵
劇日」今日在香港文化中心和香港太空館舉
行，免費入場。香港太空館演講廳於上午11
時開始播放粵劇電影，香港文化中心則於下
午1時至5時30分展開各項多姿多彩、熱鬧
繽紛的活動，在廣場、大堂、展覽館及會議
室等多個場地舉行，適合一家大小參與。
精彩節目包括粵劇折子戲演出及粵曲演
唱、暢談粵劇小曲及兩代粵劇藝人講座、粵
劇身段功架／化妝及戲服穿戴／粵劇音樂／微型
粵劇道具工作坊、虛擬實境戲曲動感體驗、
攤位活動和粵劇文物選粹展覽。還有每年都

大受歡迎的名伶簽名會，出席名伶有龍貫
天、陳咏儀、阮德文、高麗、梁兆明、鄭詠
梅、衛駿輝、莊婉仙、新劍郎、鄧美玲、吳
仟峰及尹飛燕，陣容鼎盛，星光熠熠。
「粵劇日」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有
關活動詳情，可參閱節目單張或瀏覽www.
lcsd.gov.hk/CE/CulturalService/Pro-
gramme/tc/chinese_opera/programs_925.ht-
ml；查詢請電2268 7325。
粵港澳三地政府由2003年開始，將每年11
月最後的一個星期日定為「粵劇日」，藉以
擴闊觀眾層面，推廣粵劇藝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 食物
環境衛生署食物安全中心昨日公
佈，即時暫停美國加州Salinas出產
的蘿蔓生菜進口及在港出售，因為
該地區生產的蘿蔓生菜，疑受
O157：H7型大腸桿菌污染。食安中
心呼籲業界如持有受影響產品，應
立即停止使用或停售。本港有零售
商已按中心指示，將受影響產品下
架、停售及展開回收。
中心發言人指出，中心透過食物

事故監測系統，得悉美國食物及藥
物管理局發出通知，指正調查當地
爆發大腸桿菌感染個案，可能與食
用加州Salinas生產疑受O157：H7
型大腸桿污染的蘿蔓生菜有關。為
審慎起見，中心即時暫停該地區出
產的蘿蔓生菜進口及在港出售。
發言人表示，中心初步調查發

現，供應商永記食品有限公司曾出
售一款內含涉事蘿蔓生菜的預先包
裝沙律菜產品。有關零售商已按中

心指示將受影響的產品下架、停售
及展開回收。市民可於辦公時間致
電熱線2299 1133查詢回收事宜。
發言人呼籲市民，如購入受影響

產品應停止食用。業界如持有有關
產品，亦應立即停止使用或出售。
中心亦會加強從進口及零售層面抽
檢來自美國的蘿蔓生菜。
中心表示，已通知美國有關當局

有關暫停進口事宜，亦就事件通知
本地業界。中心會繼續跟進事件和
採取適當行動。調查仍然繼續。
中心指出，大腸桿菌可經由水及

食物傳播而感染人體。飲用受污染
的水或進食未烹煮熟透和受污染的
食物可感染此菌而引起腸道傳染
病，部分受感染的人可能會有腸出
血及嚴重併發症如溶血尿毒症。
另外，如忽略個人衛生，此病菌

亦可經由口糞途徑在人與人之間傳
播。大腸桿菌不能在高溫下生存，
徹底煮熟食物即可消滅大腸桿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香港駐
布魯塞爾經濟貿易辦事處支持並參與
日前在荷蘭海牙瓦塞納舉行的冬至商
貿研討會暨酒會。駐布魯塞爾經貿辦
藉此機會繼續推廣香港在協助歐洲企
業拓展內地及亞洲市場方面的獨特角
色，以及香港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下
的巨大商機。
由荷蘭香港工商總會主辦，駐布魯

塞爾經貿辦、香港貿易發展局和投資
推廣署支持的冬至商貿研討會，已成
為荷蘭商界的重要年度商貿推廣活
動。來自香港和荷蘭兩地的講者在會
上向荷蘭企業介紹香港最新的發展和
商機。約70位企業代表出席研討會。
研討會講者包括駐布魯塞爾經貿辦

副代表周雪梅，貿發局歐洲、中亞及
以色列首席代表徐耀霖，荷蘭駐香港
總領事呂安微，及荷蘭香港工商總會
主席Hans Poulis。
周雪梅在會上表示，沒有任何其他

經濟體可以取代香港成為中國內地通
往全球市場、資金和專業知識的港
口。香港仍然是主要的金融中心，也
是中國的全球金融中心。大灣區匯集
了香港、澳門和珠江三角洲的九個繁
華城市，是一個主要的經濟區。大灣
區擁有7,000萬人口，生產總值約1.6
萬億美元。粵港澳三地將進一步深化
合作，以充分發揮各自優勢。
她特別指出香港在大灣區發展中擔

當主導角色，亦是荷蘭企業打入大灣
區潛力市場的理想橋樑。

文化中心太空館今辦「粵劇日」

加州蘿蔓生菜疑染菌停售

■駐布魯塞爾經貿辦副代表周雪梅在研討會致
辭。

■第十七
屆「粵劇
日」今日
在香港文
化中心和
香港太空
館舉行。
網頁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聯合國宣佈
委任埃及社會團結部長瓦利（Ghada Fathi
Waly）出任聯合國駐維也納辦公室總幹事
兼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毒罪辦 )
執行主任。由中國提名競逐此職的國家禁毒
委副主任、前香港特區警務處處長曾偉雄落
選。曾偉雄表示，祝賀埃及候選人當選，期
望她能成功帶領毒罪辦的工作，並感謝國家
的提名，未來會繼續在國家國際禁毒執法合
作領域努力。
曾偉雄於本年6月獲國家推薦競逐出任聯

合國毒罪辦執行主任，負責全球禁毒、滅
罪、反腐敗和打擊恐怖活動的工作。聯合國
早前宣佈，此職將由瓦利出任。

未能成功競聘的曾偉雄回應傳媒查詢時
表示，感謝國家的提名，在過去數個月競聘
期間，有機會展現國家和個人希望透過聯合
國毒罪辦這崗位，推動全球禁毒、滅罪、反
腐和反恐合作的決心，以及支持聯合國推動
多邊合作，造福人類的目標。
他祝賀埃及候選人瓦利當選，並期望她

能成功帶領毒罪辦的工作。

繼續致力禁毒執法合作
曾偉雄又指，他個人會以國家禁毒委副

主任的身份，繼續在國家國際禁毒執法合作
領域努力。
曾偉雄在香港警隊工作時，曾駐守毒品

調查科，擔任臥底深入販毒集團調查案件，
又曾執掌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他於
2011年晉升「一哥」，曾處理非法「佔
中」及旺角暴亂事件，於2015年退休。他
於去年獲委任為全國政協委員，並於今年4
月出任國家禁毒委副主任。
設於維也納的聯合國毒罪辦於1997年成

立，主要工作包括對毒品和犯罪問題進行調
研，制定政策和措施，協助各國政府批准和
執行相關國際公約，協助制訂關於毒品、犯
罪和反恐問題的國內法，以及通過合作項
目，提高打擊毒品、犯罪及恐怖主義的能
力。辦公室執行主任為副秘書長級，由聯合
國駐維也納辦事處總幹事兼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