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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結香港基金是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先生於 2014 年 11 月創立並擔任主席的非政府、非牟
利機構。匯聚知識智慧，在「一國兩制」下迎接國家富強帶來的機遇，發揮香港優勢，香港的 
繁榮安定、持續發展作出貢獻是基金會的使命。 

基金會先後設立公共政策研究院、中華學社、科技創新平台、商社聚賢平台， 中國文化研究院
和香港地方志中心，思行並進，開展工作。  

免責聲明 
本報告僅供參考，報告內容並不構成對任何經濟體或行業資訊的分析。本報告的資料出自多個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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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之所有預測、意見或建議僅反映團結香港基金截至發布日為止的分析和判斷。團結香港基金將不
會就任何因使用該報告而引起的直接或間接損失承擔任何責任。任何合約均不應基於本報告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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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團結香港基金（基金會）於 2015 年 12 月發表第一份題為《香港創新科技業概況研究報告》的研究以來，政府為

推動本港科創發展的一系列政策中，相當大部分與我們提出的建議一致（圖 I）。

由於大學擔任著為本港科創生態系統帶來顛覆性變化的重要角色，我們之前的建議主要圍繞著大學相關範疇。香港在

多個基礎研究領域較具競爭優勢，如何善用這些優勢對香港至關重要。事實上，根據 2021 年 QS 世界大學排名，本

地七間榜上有名的院校中，六間大學的排名均較前一年有所上升，反映出本港的基礎研究質素正穩步提升。

2018 年香港本地年度研發總開支中，大學佔 50.4%，遠高於英國及美國的大學於當地研發總開支中的所佔比例，前

者為 23.6%，後者則為 12.9%。由此可見，大學在本港創新生態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

行政摘要

香港發展科創生態的競爭優勢是大學的研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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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I. 本屆香港政府的科創發展政策
圖 i. 政府就促進本港科技及創新發展所作的努力

基礎研究

人才

基建

合作

應用研究 市場

資金

Note: 
[1] This This amount is sourced from seven funding schemes that support R&D, including the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Support Programme, the Mainland–Hong Kong Joint Funding Scheme, the Guangdong–Hong 

Kong Technology Cooperation Funding Scheme, the Partnership Research Programme, the Midstream Research Programme for Universities, the Enterprise Support Scheme and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ash 
Rebate Scheme.

[2] This list is not exhaustive and only includes schemes that are over $1b and som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policies. 

160億港元

增建或翻新大學設施

200億港元

研究基金

66億港元
100億港元

創新香港研發平台 200億港元

港深創新及科技園

研究員計劃
博士專才庫

30億港元

30億港元

72億港元

55億港元

15億港元

20億港元

16億港元

20億港元

20億港元

77億港元

研究配對補助金計劃

將影響納入為研究評審
工作標準之一

再工業化及科技
培訓計劃

跨境研發撥款

科技人才入境計劃

香港科學園
—興建科研基建和設施

微電子中心

香港科技園及數碼港
—為租戶和初創企業
提供的支援

數碼港第五期
擴建工程

數據技術中心

再工業化資助計劃

創科創投基金稅務優惠

創新及科技基金 [1]

先進製造業
中心

註：
[1] 金額來自七個資助研究發展的撥款計劃，包括：創新及科技支援計劃、內地與香港聯合資助計劃、粵港科技合作資助計劃、夥伴研究計劃、院校中游研發計劃、企業支援計劃 ，以及投資研發現金回贈計劃。
[2] 此清單並未詳列所有撥款計劃，僅列出金額逾十億港元的項目，以及部分最重要的政策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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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在政策上的努力初見成效，而本地創新生態的發展亦得到更大推動。然而，當中尚有不少政策缺口需政府正視，

尤其是在加強基礎研究以及知識轉移（即從應用研究到市場化階段）方面。為此，基金會於 2019 年 12 月發表了 

第二份科創報告，題為《釋放香港科創潛能 構建國際研發之都》，專注探討基礎研究建議（見圖 II 的灰色虛線方框）。

而本報告是基金會發表的第三份科創研究報告，聚焦於知識轉移建議（見圖 II 的紫色虛線方框）。

基礎研究 應用研究 市場

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計劃

關鍵績效指標 / 文化

研發中心

技術轉移辦公室及
技術轉移聯盟 創新園區

大型研究機構

耐心資本

大學科研成果商品化的靈活性

總體策略

Notes: [1] This amount is sourced from seven funding schemes that support R&D, including the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Support Programme, the Mainland-Hong Kong Joint Funding Scheme, the 
Guangdong-Hong Kong Technology Cooperation Funding Scheme, the Partnership Research Programme, the Midstream Research Programme for Universities, the Enterprise Support Scheme and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ash Rebate Scheme.

This list is not exhaustive and only includes schemes that are over $1billion, and som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policies.

圖ii. 團結香港基金的建議

人才

基建

合作

資金

圖 II. 團結香港基金的建議（虛線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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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轉移、教學和研究被視為大學的三項主要使命

除了肩負教學和研究這兩項傳統使命外，先進經濟體的大學對「知識轉移」這第三項使命亦愈加重視。知識轉移是推

動創新的動力，能將實驗室產生的知識，轉化為實質產品或服務，從而為整體社會帶來經濟和社會效益。最著名的例

子之一是由亞歷山大．弗萊明發現的青霉素。牛津大學的研究人員以弗萊明的發現為基礎，研發出能挽救生命的青霉

素，成為現代科學的重要標誌。時至今日，大學研究人員有望通過與商業夥伴攜手合作，研製新型冠狀病毒的疫苗而

拯救世界。在香港，商湯科技、雅士能基因科技和大疆創新等從大學衍生出來的公司，亦孕育出對世界產生重大影響

的顛覆性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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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知識轉移是開啟大學科研寶藏、促進科創生態發展的關鍵

有見及此，本報告提出七大建議，涵蓋二十個詳細建議。通過加強本港院校的知識轉移能力，幫助香港挖掘其科研成

果的「寶藏」，締造一個蓬勃的本地科創生態。我們相信，這些建議將有助香港將其世界級的基礎研究轉化為實際可

行的產品和服務，為經濟及社會帶來深遠影響，令香港未來更美好。

然而，本港大學在知識轉移方面起步較遲，並沒有充分認識到其重要性，在一系列知識轉移的指標上，表現均落後於

牛津大學、哈佛大學、史丹福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等海外同儕。

•  2019 年，香港中文大學（中大）獲授 202 項全球專利，為本地院校之最；而相比之下，牛津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

分別獲授 434 及 781 項專利。

•  2019 年，本港每間大學僅有 10 至 29 間衍生公司正在經營，而劍橋大學及牛津大學分別有 109 及 145 間。同年，

麻省理工學院和史丹福大學分別衍生了 25 及 24 間全新的公司。

•  2019 年，本港所有大學從知識產權所得的收入合共為一億零十萬港元，遠遠落後於哈佛大學的七億六千二百八十萬

港元和牛津大學的七億九千九百一十萬港元。

•  2018 年，香港大學從知識產權所得的收入僅佔研究開支的 0.26%，而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於 2019 年相關佔比分

別為 5.69% 和 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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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1 .
優化評核框架，並將撥款分配與大學表現掛鈎，以培育大學的知識轉移文化

雖然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和本地院校均意識到知識轉移是大學的第三項使命，但尚未能完全落實。即使

情況在過去數年有所改善，但校內尚未形成有利於知識轉移的氣氛。政府作為大學的主要資助者，應有責任推動該

項文化。

首先，政府應搜集及披露更多與大學知識轉移活動相關的數據，並參考英國和美國披露數據的做法。第二，政府應優

化知識轉移的評核框架，讓其評核機制與質素保證局（評核教學）及研究資助局（評核研究）的機制對等。第三， 

政府應增加針對知識轉移的經常性撥款，並按大學在優化後的評核框架中的表現來分配撥款。最後，作為大學知識轉

移的關鍵基礎設施，大學的技術轉移辦公室應可按其表現，從大學知識產權所得的利潤中保留部分利潤，進一步建立

校內知識轉移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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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2 .
增加研究人員在科研成果商品化上的靈活性與選擇，以提升知識產權的流動性

本港大學的知識產權政策條款相對保守，除了窒礙知識產權的流動性，也不利於知識轉移。例如，除非發明者買斷專

利權，大學教職員所創造的專利均歸屬大學所有，而買斷的價錢通常非常昂貴且難以負擔；而海外的一些大學，由發

明者獨自推動商品化的專利權可全歸發明者。在授權許可的收益分配方面，如果是大學支付專利商品化的費用，發明

者只能獲得 25% 至 50% 的收益，而海外大學則更為慷慨。因此，我們建議本地大學在專利權和授權許可的政策上，

提供更大彈性。

除了知識產權政策外，校外執業的規定亦應當放寬，讓教職員有更大的空間將其科研成果商品化。目前，學術人員 

每月僅有四天可在校外執業。若要與其他海外創新型院校看齊，本港大學應放寬相關的規定，如容許及鼓勵研究人員

在週末、公眾假期和年假期間，可進行與知識轉移相關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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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3 .
透過技術轉移辦公室和技術轉移聯盟促進大學研究商品化

大學的技術轉移辦公室是知識轉移及商品化的重要基礎設施。為提升技術轉移辦公室的成效，我們建議大學應為其聘

請更多專業人才以支援大學研究人員，並邀請更多業界人士加入大學的技術轉移委員會。此外，我們建議各間大學的

技術轉移辦公室組成一個技術轉移聯盟。如此一來，技術轉移辦公室將主要負責商品化的早期階段，而技術轉移聯盟

則提供一個配對技術需求和解決方案的平台，舉辦展覽和路演，以建立並維持大學與業界之間的網絡。

建議 4 .
加強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計劃

為促進研發成果商品化，並增加對初創企業的支援，我們建議院校加強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計劃（TSSSU）中的

教育和培訓內容，並與私營孵化器及加速器進行聯合評審。更重要的是，我們建議 TSSSU 應設立兩個階段的資助。

首階段應為驗證技術可行性及開發產品原型提供無條件資助，而第二階段要求初創企業向私人投資者尋求資金，或聯

同業界進行商業測試才可獲進一步資助。同樣重要的是，政府應提供稅務寬減，以鼓勵私人市場投資獲 TSSSU 資助

的初創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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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5 .
善用未來基金，提供耐心資本和「深科技」投資策略，以培育本地衍生公司

生物科技是本港大學科研的一大優勢，亦是「深科技」的典型例子。深科技能為社會帶來深遠影響，但亦需要大量

研發資金和時間，令技術可以成功進入市場。投資深科技所需的時間遠較現時市場中大部分私募基金的期限為長。

IP Group 是一個少數突出的深科技投資者，這是一間頂尖的知識產權商品化公司，旨在以出色的科研創新改變世界。

我們了解到政府於 2020-21 年度財政預算案中提出從「未來基金」撥出部分資金，成立名為「香港增長組合」的投

資組合，直接投資於「與香港有關連」的項目。我們非常贊同，認為這個提案有助於提高本地戰略性產業的生產力。

我們認為，若「香港增長組合」除了支持本地產業，亦能投資於本地大學的深科技，將進一步提高香港經濟的長期生

產力，為大學研究人員提供更多出路，並帶來新的產業機會。具體而言，政府可採用「有限合夥人」與「普通合夥人」

模式，邀請類似 IP Group 的公司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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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6 .
成立一個高層次的科學和發展辦公室，為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提供意見，制訂公共研發撥款
的整體策略，並確保政府部門支持嶄新科技

我們樂見政府設立了創新及科技督導委員會，以及創新、科技及再工業化委員會，分別旨在協調跨部門的政策執行和

主導科創發展策略。創新及科技局積極參與其中，而局長亦同時是這兩個委員會的成員。

然而，科創並非空中樓閣，而是整體經濟及社會發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創新、科技及再工業化委員會除了制訂整

體規劃和藍圖，更重要的是應該規劃詳細的路線圖以推動科創對經濟與社會的發展。政府需對全球趨勢以及相應的產

業發展有周詳的掌握和考慮。

參考美國和新加坡等經濟體，他們都設立獨立的機構為政府提供科學諮詢，因此本報告建議政府成立一個科學和發展

辦公室，由首席科學與發展總監領導，並由學者和科學家組成，為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提供具有前瞻性的願景，並提

出值得關注的科學及相關產業的全球新趨勢。

此外，正如我們上一份科創報告中提及，科學和發展辦公室需制訂針對公共研發撥款的整體策略，協調來源分散的研

發資助，統一各部門的標準與方向。最後，以 5G 為例，政府應支持相關先進技術，在公營機構一些試點推行，以孕

育創新和可持續的生態系統，確保其公共研發資金的投資有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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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7 .
將九龍灣行動區發展為世界一流的創新園區

香港科學園（科學園）、數碼港以及即將落成的落馬洲河套地區是本港主要的科創基建，但均遠離核心商業區。然

而，世界多個城市已意識到創新區域在地理上的顯著變化，繼而在市區建設了創新園區，以推動知識轉移和商業化。 

波士頓創新區和「22@ 巴塞隆拿」便是當中著名的例子。

九龍東在探索智慧城市可行性方面扮演著先導角色，而且該區交通便利，鄰近大學及研發中心，亦擁有概念驗證場地，

是構建世界級創新園區的理想地點。其中九龍灣行動區尚未開發的面積較大，是最合適的選址。參照海外創新園區的

經驗，我們建議劃出九龍灣行動區 1/3 至 1/2 的面積，以供科學園和數碼港擴展，並為人工智能及金融技術公司、技

術轉移聯盟、大型研究機構以及創新相關的政府部門提供辦公空間。由於九龍灣行動區的規劃工作現已全面展開，本

報告的建議如能與政府的發展時間表相配合，將能更全面發揮該地段的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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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本報告就推動知識轉移提出七大政策建議，致力將香港的世界級基礎研究轉化成具有商業可行性的產品和服務，並產

生重大的社會及經濟效益。透過加強知識轉移能力，我們相信香港定能營造出一個充滿活力的創新生態，構建國際創

新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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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概述

1A：建立一個全面且具國際可比性的大學知識轉移數據庫

1B：改善大學知識轉移活動評核框架

1C：增加知識轉移撥款，並將大學表現與撥款分配掛鈎

建議 1 .
優化評核框架，並將撥款分配與大學表現掛鈎，以培育大學的知識轉移文化

3A：聘請校外人才從事技術轉移管理

3B：成立技術轉移辦公室聯盟

建議 3 .
透過技術轉移辦公室和技術轉移聯盟促進大學研究商品化

2A：就專利權提供清晰指引及制訂靈活政策

2B：增加授權條款和收益分配方面的激勵措施

2C：以更靈活的財務條款支持衍生公司

2D：放寬校外執業規定，並延長研究人員從事知識轉移的時間

建議 2 .
增加研究人員在科研成果商品化上的靈活性與選擇，以提升知識產權的流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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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5 .
善用未來基金，提供耐心資本和「深科技」投資策略，以培育本地衍生公司

建議 7 .
將九龍灣行動區發展為世界一流的創新園區

6A：建立科學和發展辦公室

6B：制訂公共研發撥款的整體策略

6C：確定公營機構試用技術的相關用例

建議 6 .
成立一個高層次的科學和發展辦公室，為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提供意見，制訂公共研發撥款
的整體策略，並確保政府部門支持嶄新科技

4A：加強對 TSSSU 申請人的創業教育及培訓

4B：促進 TSSSU 與私營孵化器及加速器的結合

4C：設立兩階段的資助，鼓勵初創公司尋求私人投資並加強業界合作

4D：提供稅務減免，鼓勵對 TSSSU 初創企業的私人投資

建議 4 .
加強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計劃（TSS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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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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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八大方面包括研發資源、匯聚人才、提供資金、科研基建、檢視法例、開放數據、政府採購和科普教育。

全球多個經濟體正朝著創新之路轉型，香港亦不例外。過去數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府）將科技及創新（科創）

視為發展計劃中的重中之重，而香港近年在該方面所付諸的努力，亦始見成效。

自 2015 年 12 月團結香港基金（基金會）發表其首份關於科創的報告（《香港創新科技業概況研究報告》）以來，

過去數年，政府為加強本地科創發展已投入大量資源。政府依循《行政長官 2017 年施政報告》所述的八大方面 1 推

動科創及建立本地科創生態圈，為此合共投放了逾千億港元。當中政府部分的政策與我們過往報告提出的建議一致，

包括在研究評審工作中加入了「研究影響力」的評核部分、為研究基金注資 200 億港元，以及為研發開支提供稅務

寬減。本報告就現屆政府的相關政策與計劃劃分為人才、基礎設施、資金、合作四個類別，如何涵蓋基礎研究、應用

研究及市場三個階段（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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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本屆香港政府的科創發展政策
圖 i. 政府就促進本港科技及創新發展所作的努力

基礎研究

人才

基建

合作

應用研究 市場

資金

Note: 
[1] This This amount is sourced from seven funding schemes that support R&D, including the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Support Programme, the Mainland–Hong Kong Joint Funding Scheme, the Guangdong–Hong 

Kong Technology Cooperation Funding Scheme, the Partnership Research Programme, the Midstream Research Programme for Universities, the Enterprise Support Scheme and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ash 
Rebate Scheme.

[2] This list is not exhaustive and only includes schemes that are over $1b and som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policies. 

160億港元

增建或翻新大學設施

200億港元

研究基金

66億港元
100億港元

創新香港研發平台 200億港元

港深創新及科技園

研究員計劃
博士專才庫

30億港元

30億港元

72億港元

55億港元

15億港元

20億港元

16億港元

20億港元

20億港元

77億港元

研究配對補助金計劃

將影響納入為研究評審
工作標準之一

再工業化及科技
培訓計劃

跨境研發撥款

科技人才入境計劃

香港科學園
—興建科研基建和設施

微電子中心

香港科技園及數碼港
—為租戶和初創企業
提供的支援

數碼港第五期
擴建工程

數據技術中心

再工業化資助計劃

創科創投基金稅務優惠

創新及科技基金 [1]

先進製造業
中心

註：
[1] 金額來自七個資助研究發展的撥款計劃，包括：創新及科技支援計劃、內地與香港聯合資助計劃、粵港科技合作資助計劃、夥伴研究計劃、院校中游研發計劃、企業支援計劃 ，以及投資研發現金回贈計劃。
[2] 此清單並未詳列所有撥款計劃，僅列出金額逾十億港元的項目，以及部分最重要的政策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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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本港大學於 2020 及 2021 年 QS 世界大學排名的表現

院校 2020 排名 2021 排名

香港大學（港大） 25 22

香港科技大學（科大） 32 27

香港中文大學（中大） 46 43

香港城市大學（城大） 52 48

香港理工大學（理大） 91 75

香港浸會大學（浸大） 261 264

嶺南大學（嶺大） 591 － 600 571 － 580

香港發展科創生態的競爭優勢是大學的研究能力

我們的許多建議與大學有關，因為大學對於整個科創生態舉足輕重。香港的大學以其世界級的基礎研究而聞名。事實

上，在國際高等教育資訊機構 Quacquarelli Symonds（QS）公布的 2021 年世界大學排名中，上榜的七間本港大學

之中，有六間的排名較去年有所提升（表 1），主要由於這些學府在六項研究表現評估的其中兩項，即學術聲譽及論

文平均被引用次數 2 有所提升。由此可見，本港大學的基礎研究質素正持續上升。

資料來源：QS Quacquarelli Symonds（英國）

2 其餘四項為僱主評價、師生比例、國際教員比例，以及國際學生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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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儘管香港人口僅佔全球的 0.1%，但在 Web of Science Group 發表的《2019 年被高度引用的研究人員名單》

中，香港的大學佔全球被高度引用的研究人員的 1.01%，顯示出本港的基礎研究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十分出眾。相較

其他經濟體的高等院校，本港大學在研究和創新體系中更是舉足輕重。2018 年，高等教育界佔本港整體研發開支的

50.4%（佔 245 億港元總開支中的 124 億元），而英國、新加坡、美國及中國內地院校所佔比例分別僅為 23.6%、

17.8%、12.9% 和 7.4%（圖 2）。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期間，本地學者研究更是走在國際前沿，例如香港大學（港大） 

的一個研究團隊在 2020 年 1 月下旬發表了全球首篇論證新冠病毒可人傳人的學術論文，反映出香港基礎研究的卓越

性。因此，毋庸置疑，大學將成為推動香港成為創新之都的決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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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不同地區高等教育機構的研發開支佔當地總研發開支的百分比

中國內地

0%

10%

20%

30%

40%

50%

60%

南韓 美國 德國 新加坡 英國

7.4% 8.5%

12.9%

17.6% 17.8%

23.6%

香港

50.4%

圖8. 各國由高等教育機構進行的研發活動所涉及的開支佔總研發開支比率（2018）

Sources: The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Hong Kong), the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US),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Singapore), Businesskorea 
(South Korea), the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UK), Caixin Global (China), and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Germany)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香港）、國會研究服務部（美國）、統計局（新加坡）、《BusinessKorea》、國家統計局（英國）、財新網（中國內地）、聯邦統計局（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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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香港正努力追趕，但若想成為世界領先的研發之都，我們仍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有鑒於此，基金會於 2019 年

12 月發表了第二份科創報告，題為《釋放香港科創潛能 構建國際研發之都》，就進一步提升本地基礎研究、發展

香港成為國際研發之都作出一系列建議。報告中，我們建議政府成立跨學科和跨機構的大型研究機構，並增加研發 

中心資金運用的自主權和靈活性，從而與政府在基礎及應用研究上投放的資源相輔相成（圖 3）。雖然現屆政府推出

不少新政策，但從圖中的應用研究及市場之間缺口可見，本港針對知識轉移的舉措仍存在不足。為此，團結香港基金

發表第三份科創報告，冀能提出一系列政策建議，彌補圖中的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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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研究 應用研究 市場

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計劃

關鍵績效指標 / 文化

研發中心

技術轉移辦公室及
技術轉移聯盟 創新園區

大型研究機構

耐心資本

大學科研成果商品化的靈活性

總體策略

Notes: [1] This amount is sourced from seven funding schemes that support R&D, including the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Support Programme, the Mainland-Hong Kong Joint Funding Scheme, the 
Guangdong-Hong Kong Technology Cooperation Funding Scheme, the Partnership Research Programme, the Midstream Research Programme for Universities, the Enterprise Support Scheme and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ash Rebate Scheme.

This list is not exhaustive and only includes schemes that are over $1billion, and som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policies.

圖ii. 團結香港基金的建議

人才

基建

合作

資金

圖 3. 團結香港基金的建議（虛線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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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轉移、教學和研究被視為大學的三項主要使命

由好奇心驅使的基礎研究是突破性創新的基礎，香港必須鞏固這方面的優勢。但隨著世界各經濟體正投放更多資源推

動創新以刺激經濟增長，大學亦不能再墨守象牙塔，而要成為本地創新生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肩負起把其研究進一

步造福經濟和社會的責任。

事實上，自上世紀以來，世界上多項最具顛覆性的技術均出自大學，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青霉素。在青霉素面世前，

哪怕一個細小的傷口或輕微的損傷也可足以致命。1928 年，倫敦聖瑪莉醫院醫學院細菌學教授亞歷山大．弗萊明 

偶然發現青霉素，並於 1929 年發表研究成果。牛津大學的研究人員以此為基礎作進一步研究，成功將青霉素製成可

以挽救生命的藥物，在現代醫學上名垂青史。

香港的大學亦發展出不少改變世界的顛覆性技術。例如，香港中文大學（中大）的盧煜明教授便是研究無創產前診斷

技術的先驅，該技術能測試出不同的基因疾病，後來孕育了初創企業雅士能基因科技公司的誕生。同樣來自中大的 

湯曉鷗教授創辦了商湯科技，專門發展人工智能算法，現已是全球最具價值的獨角獸公司之一。而香港科技大學 

（科大）的李澤湘教授及其學生汪滔亦創立了領先全球的無人機製造商大疆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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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知識轉移已被公認為大學在教學及研究以外的第三項使命。3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一個就香港

高等教育的資助及發展策略向政府提出建議的非法定機構，將知識轉移定義為「在高等教育院校和社會之間的知識轉移

（包括科技、技術、專業知識及技能、所用的系統和方法）從而帶動經濟上或民生上的效益，與及帶來創新及有經濟效

益的活動」。

大學第三項使命的起源可追溯至 1862 年。當年，美國林肯總統簽署《莫里爾法案》，成立贈地大學，該法案將國有土

地贈予各州，讓各州利用出售土地所得資金，建立不少於一間農業或機械工程學院。法規賦予這些贈地大學三項使命：

教育、研究及拓展。拓展之所以成為使命之一，是由於美國政府認為大學應將受惠於公共資助而產生的知識，惠及無法

躋身高等教育院校的社群。麻省理工學院、康奈爾大學及加州大學等便是典型的贈地大學。

二十世紀以來，知識轉移已成為全球大學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內因是大學希望有新的收入來源，外因則是政府和社

會也期望大學在創造經濟和社會效益方面發揮更大作用。為此，大學成立了技術轉移辦公室來推動研究成果商品化。

1945 年，麻省理工成為最早成立技術許可辦公室的院校之一，而史丹福大學及牛津大學亦分別於 1970 及 1988 年成立

技術轉移辦公室。與此同時，各國政府亦開始推出有利於知識轉移的措施：美國於 1980 年通過《拜杜法案》，改變本

身政府保留其研究發明的知識產權的傳統，變成允許大學主導相關的專利申請及授權。這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法案促使

美國發展成全球創新超級大國。

3 Zomer and Benneworth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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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大學知識轉移不足

相比之下，本港大學在確立並實行第三項使命上卻進展緩慢。雖然教資會已正式承認知識轉移為大學的第三項使

命，但直到 2009/10 學年，教資會才開始就知識轉移提供經常性資助。另一方面，雖然科大和理大分別於 1991 年及

2000 年成立技術轉移辦公室，但本地兩所規模最大的大學，即港大和中大，卻直到 2006 年及 2009 年才成立相關機

構（表 2）。

註：[1] 上表所述為相關大學目前的技術轉移辦公室的成立年份，部分大學在此前已建立了與技術轉移辦公室相似的實體。
資料來源：各大學網站

表 2. 各間大學成立技術轉移辦公室的年份比較

大學 成立年份 [1]

麻省理工學院 1945

史丹福大學 1970

牛津大學 1988

科大 1991

理大 2000

港大 2006

中大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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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使命的遲緩發展，或是本地大學在推動創新方面在國際上表現不佳的原因之一。路透社發布的「2019 年世界

最具創新力大學」排名（表 3），以三大範疇評定在「推動科學，發明新技術，以及為新市場和產業提供動力」方面

上貢獻最多的大學： 

表 3. 「2019 年世界最具創新力大學」前十位

排名 大學

1 史丹福大學

2 麻省理工學院

3 哈佛大學

4 賓夕凡尼亞大學

5 華盛頓大學

6 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

7 天主教魯汶大學

8 南加州大學

9 康奈爾大學

10 倫敦帝國學院

資料來源：路透社

4 院校的基礎研究對商業研發的貢獻，以論文申請時引用的學術論文數量來衡量。

1) 專利申請總和  

2) 專利申請成功率  

3) 院校的商業影響力得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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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大學在該排名中佔壓倒性多數，在首十名中佔了八個席位。在完整排名中，歐洲院校亦表現不俗，而南韓、日本、

中國內地及新加坡亦有多間大學上榜。然而，香港卻沒有一間院校能躋身世界百強。

香港的大學僅見於地區性的「亞洲最具創新力大學」排名，該排名榜亦是由路透社以與世界排名榜相同的方式編制。

中大、科大和港大在該百名榜中分別位列 26、34 及 54（表 4），而該三所大學在上述的三項評核範疇（即專利申請

總和、專利申請成功率，以及院校的商業影響力評分 ) 的分數均偏低。

資料來源：路透社

表 4. 「2019 年亞洲最具創新力大學」部分大學的表現

排名 大學

1 首爾大學

2 韓國科學技術院

3 浦項科技大學

4 清華大學

5 東京大學

8 新加坡國立大學

26 中大

34 科大

54 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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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而言，本港大學在知識轉移方面的劣勢在其商品化活動的數據中可見一斑，而商品化正是知識轉移的重要一環。

圖 4 顯示了不同大學獲發的全球專利數目；而圖 5 則列出了不同大學獲美國頒發的專利數目。申請專利通常是大學研

究成果商品化的第一步，而獲批專利數目反映了大學利用開發創新技術為社會帶來效益的潛力。在這兩組數據中，大

部分香港的大學均明顯落後於英美院校。

城大 浸大 理大 港大 劍橋 科大 倫敦大學學院 中大 牛津 麻省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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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各大學歷年共獲發的專利權 (2019)

Sources: Higher Education Statistics Agency (UK), 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 (Hong Kong) and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US)資料來源：高等教育統計局（英國）、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麻省理工學院（美國） 資料來源：知識產權所有者協會（美國）、國家發明家學會（美國）、香港科技大學

圖 4. 不同大學在國際上獲批的專利總數（2019） 圖 5. 不同大學獲批的美國專利總數（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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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Total number of US patents granted by university (2019)

Sources: Intellectual Property Owners Association (US),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Inventors (US), and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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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品化過程中，擁有專利權僅代表受保護的技術或知識具有商品化的潛質。專利必須被授權或售予現有公司或成立

衍生公司，相關知識才能為社會帶來效益。因此，大學成立衍生公司的累計數目，某程度上反映了大學將研究商品化

的能力。由於成立衍生公司不僅需要研究人員能夠創造知識，亦要求他們具備企業家頭腦和技能，這個數字因此亦反

映了大學培育商業人才的能力。從圖 6 的數據可以看出，香港院校設立衍生公司的能力遠遜於英國。雖然美國的大

學沒有衍生公司的累計數據，但名校如麻省理工學院和史丹福大學單在 2019 一年期間就分別成立了 25 和 24 間衍生

公司。而新加坡國立大學亦於 2018/19 學年亦成立了 25 間衍生公司。由此可見，美國和新加坡頂尖學府一年內成立

的衍生公司數目，已超過香港許多優秀大學多年來的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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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不同大學正在營運的衍生公司總數 （2019）

中大 城大 港大 理大 倫敦大學學院 倫敦帝國學院 劍橋 牛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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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各大學營運中之衍生公司累計總數 （2019）

Sources: 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 (Hong Kong) and the Higher Education Statistics Agency (UK)
資料來源：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高等教育統計局（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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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各大學從知識產權所得的總收入 (百萬港元) (2019)

Sources: Higher Education Statistics Agency (UK), 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 (Hong Kong) and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US)

城大 浸大 理大 科大 港大 中大 倫敦大學學院 劍橋 麻省理工 牛津

資料來源：高等教育統計局（英國）、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麻省理工學院（美國）

圖 7. 不同大學從知識產權所得的總收入（百萬港元）（2019）

一個更全面反映大學研究成果的商品化能力的數據是大學知識產權獲得的總收入，包括透過專利授權和成立衍生公司所

獲得的商業收益。香港、英國及美國各大學的資料顯示（圖 7），本港的大學表現遠遠落後於其英美同儕。為作出更公

平的比較，我們亦將各大學的研究支出納入計算之中（圖 8）。研究開支是整個知識轉移鏈的起始投入，而知識產權所

得收入則是產出。可是將開支納入考量後，香港與英美之間的差距更為顯著。這項數據亦反映出美國的大學雖從知識產

權獲取更高收入，英國的大學卻能從投放到研究中的每一分錢中獲取更大商業收益。造成這個現象的一個原因可能是美

國的大學大多為私立，在基礎研究方面投放更多資金，而英國的大學因受公共資助，更傾向於履行其為社會創造經濟效

益的義務。雖然從知識產權獲得的總收入主要只反映其經濟收益，而並未量化為社會帶來的非金錢效益。然而，這項數

據已充分反映本港大學商品化的能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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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各大學知識產權收入於研究開支的佔比 (2019)

Note: [1] The figure for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s from 2018.
Sources: Higher Education Statistics Agency (UK), 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 (Hong Kong) and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US)

註 : [1] 香港大學的數字出自 2018 年的數據
資料來源：高等教育統計局（英國）、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麻省理工學院（美國）

圖 8. 不同大學的知識產權收入佔研究開支比例（2019）

即使就成功個案的角度而言，海外大學在知識轉移的過程中成立了多間著名衍生及初創企業，而本港大學的成功案例

卻寥寥可數。在美國，史丹福大學孕育了谷歌、惠普及 Snapchat；Akamai Technologies 和 Dropbox 均與麻省理工

學院息息相關；哈佛大學則以微軟和臉書為傲。而另一方面，本港大學成功的例子卻通常只提到商湯科技、雅士能和

大疆創新。

加強知識轉移是開啟大學科研寶藏、促進科創生態發展的關鍵

有見及此，本報告提出七大建議，涵蓋二十個細項建議。通過加強本港院校的知識轉移能力，香港更能挖掘其科研成

果的「寶藏」，締造一個蓬勃的本地科創生態。我們相信，這些建議將有助香港將其世界級的基礎研究轉化為實際可

行的產品和服務，為經濟及社會帶來深遠影響，為香港創造更可期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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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教資會和本港大學均明白知識轉移是大學的第三項使命，但尚未完全將其落實。即使情況於過去數年有所改善，

但校內尚未形成有利於知識轉移的氣氛。政府作為大學的主要資助者，應有責任去推動這文化。政府可通過建立一套

以關鍵績效指標（KPI）為基礎的框架，評核大學在知識轉移方面的表現，以此推動知識轉移的氣氛。不過，在訂立

評核框架前，必須先從大學收集一套全面且可比較的數據。而目前，與其他經濟體相比，香港部分重要的知識轉移數

據尚未被教資會搜集。

大學知識轉移相關數據搜集不足

自 2009/10 學年提供知識產權經常性撥款以來，在目前的數據搜集框架下，每年各大學都會根據教資會制訂的關鍵

績效指標提交知識轉移經常性撥款年度報告給教資會。在英國，高等教育統計局則是負責搜集當地高等院校資料的官

方機構；而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及史丹福大學等學校則自行發布其知識轉移活動數據。此外，旨在全球範圍內推廣

技術轉移的知識交流及教育的美國非牟利組織，大學技術經理人協會，就知識轉移活動向其成員大學搜集資料，當中

包括大部分美國的大學和多所其他國家的院校。經多年發展，大學技術經理人協會已成為技術轉移領域的全球領袖，

並被廣泛視為知識轉移數據搜集方面的「黃金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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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英國高等教育統計局、大學技術經理人協會、麻省理工學院及史丹福大學所收集的數據相比，教資會搜集的本港大

學數據明顯不足（表 5）。一般來說，知識轉移數據可分為三類：成果商品化、與業界合作，以及本地發展貢獻。這

三類數據中，在與業界合作程度方面，香港的數據較為全面；而美國大學多為私立，無義務披露大學對所在地所作貢

獻的相關資料，因而未有搜集相關數據；因此，以下比較將集中於「成果商品化」方面的數據。

表 5. 比較各地成果商品化相關的關鍵績效指標

資料來源：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高等教育統計局（英國）、史丹福大學（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美國）、大學技術經理人協會（美國）

表5. 比較各地商業化相關的關鍵績效指標

教資會 英國高等教育統計局 史丹福大學 麻省理工學院 大學技術經理人協會

研究開支

發明披露

專利申請

獲頒專利

專利授權 （僅得累積數字）

（僅得累積數字）

創造收益的技術

知識產權收入

知識產權收入分配

衍生公司

進入A輪融資階段
的衍生公司

Sources: 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 (Hong Kong), Higher Education Statistics Agency (UK), Stanford University (U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US), and AUTM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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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果商品化的數據搜集方面，教資會在專利申請及獲批數目、以及知識產權所得收益的搜集，與英美相差無幾。不

過，教資會並未搜集以下的數據：

1) 研究開支  

研究開支記錄了研究中的資金投入，這項數據有助分析大學研究的商品化比例。目前，本地大學一般會披露其所得的

校外資助。然而，資助額一般並不等同支出。與教資會的整體補助金相比，校外資助更只是一小部分。因此，大學披

露的校外資助數額並不能真實反映其年度研究開支。

2) 發明披露  

發明披露是指大學教職員工或學生正式向大學技術轉移辦公室披露其發明和新技術，這標誌著商品化過程的第一步。

因此，即使發明未能進一步商品化，發明披露數據亦能反映大學的商品化活動。

3) 專利授權  

專利授權的數據方面，教資會僅搜集各大學歷年的累計數字，而該數據卻難以用來評核及比較大學每一年的商品化表

現。

4) 創造收益的技術  

此外，教資會並未就技術是否創造收益進行數據搜集，這項數據能更深入地評估每間大學的商品化活動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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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知識產權收益分配  

同樣，教資會並未搜集知識產權在發明者、學系及院校之間的收益分配數目，這妨礙了對各大學的商品化活動的表現

進行更深入的評估。 

6) 衍生公司  

與專利授權數據相似，教資會只搜集每間大學歷年來累計的衍生公司數目。衍生公司是一種運用大學的科研成果從事

產品生產或服務的初創公司。這種只計算總數的模式同樣令大學的商品化活動表現較難獲有效地評估。

7) 進入 A 輪融資階段的衍生公司  

A 輪融資在種子前及種子輪融資之後，進入該階段意味著衍生公司已經奠定了較扎實的基礎，並正尋求更多資金以進

一步開拓和發展業務。披露進入 A 輪融資階段的衍生公司數目能清楚反映各大學衍生公司的質素，亦能顯示出大學

是否為這些公司提供了足夠的支援。



39 40

5 QS 星級標準提供對各間大學的深入評價。

表 6. 建議新增與知識轉移相關的關鍵績效指標

1. 年度研究支出

2. 披露新發明或技術的數量

3. 新授權協議數量

4. 創造收益的技術數量

5. 分配予發明者 / 學系 / 學院的專利收入總額

6. 新增衍生公司數量

7. 新增進入 A 輪融資階段的衍生公司數目

建議 1.
優化評核框架，並將撥款分配與大學表現掛鈎，以培育大學的知識轉移文化

建議 1A : 建立一個全面且具國際可比性的大學知識轉移數據庫

我們建議教資會每年向各大學搜集以下數據（表 6）。除商品化相關的數據，教資會亦應制定關鍵績效指標去衡量各

大學對本地發展所作的貢獻。其中一個應被納入的重要指標是各大學每年成立的初創公司和社會企業的數量。此外，

由於全球並未有廣為採納的量度本地發展的基準化關鍵績效指標，教資會應諮詢各院校，並參照英國高等教育統計局

及 QS 星級評價 5 等數據庫，制定相關關鍵績效指標。英國高等教育統計局統計大學從重建及發展計劃所獲得的收入，

而這些計劃旨在為大學提供投資有益於當地社區的項目的資金。而 QS 星級評價則衡量大學向校園 200 公里內地區所

作的社區項目投資金額、對慈善事業的支持、於該區的受聘畢業生比例、來自該區的學生比例，以及環保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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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搜集數據之外，教資會亦應於其網站的統計專頁披露知識轉移的相關數據。目前教資會網站顯示的統計資料包括

學生、畢業生、職員、撥款／資金、以及研究項目的相關數據。教資會應整合現有資料，並加入上文建議的知識轉移

數據，以建立一個可供公眾查閱、資料全面的數據庫，而非純以獨立網頁發布每間大學的知識轉移數據。如此一來，

教資會將有一個能與英國高等教育統計局及美國大學技術經理人協會 6 水準相提並論的數據庫。該數據庫有助本地大

學不僅能與自身過往表現進行縱向比較，亦能與其他海內外機構在知識轉移成果上進行橫向比較。這將使大學承擔更

大的責任，促使它們更認真落實第三項使命。

優化知識轉移評核框架

除了搜集全面的數據、建立一個具有可比性及透明度高的數據庫以外，教資會亦應採取更有力的措施，促使大學履行

其第三項使命。在目前的評核框架下，香港對大學作出兩類評估，分別是教學和研究。質素保證局（質保局）定期作

質量審核，以確保各大學的教學質素達標；而研究評審工作則定期評核各大學的研究成果，評核結果亦影響大學從 

政府整體補助金中所獲的研究費用比例。質保局的審核和研究資助局的研究評審工作可分別對應英國評估大學教學及

研究表現的「教學卓越框架」和「研究卓越框架」。然而，香港並未有建立一個能與英國「知識轉化評估框架」相似

的評核框架（圖 9）。

6 大學技術經理人協會數據庫名為「技術轉移統計資料庫」，僅供會員查閱。非會員如要查看，則必須付訂閱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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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比較英國與香港就大學「三個使命」所設的評核框架

資料來源：泰晤士高等教育（英國）、研究英國（英國）、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圖9. 比較英國與香港就大學「三個使命」所設的評核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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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s: Times Higher Education (UK), Research England (UK) and 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 (Hong Kong)

圖9. 比較英國與香港就大學「三個使命」所設的評核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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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s: Times Higher Education (UK), Research England (UK) and 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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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國的評核框架下，「研究卓越框架」及「知識轉化評估框架」一同評估了大學的研究影響力（圖 10）。在即將

到來的 2021 年「研究卓越框架」中，研究影響力所佔比重將從 2014 年的 20% 增至 25%。「研究卓越框架」採用

的是個案研究分析，「定性」評估每間大學對經濟和社會的影響；而「知識轉化評估框架」則以「定量」的方式衡

量各大學研究的影響力，評估涵蓋大學知識轉移的七個範疇，包括研究合作，知識產權及商品化，以及公眾及社區

參與等。

資料來源：研究英國（英國）

圖 10. 英國對大學研究影響的評核框架

圖10. 英國對大學研究影響的評核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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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知識轉化評估框架」是 2020 年才推出的全新評核框架（圖 11）。2014 年，英國政府要求英格蘭高等教

育撥款委員會就知識轉化的表現制訂一個評核框架。由基爾大學副校長麥克米蘭教授帶領的一個小組隨後於 2016 年

向政府提交了關於原則和良好範例的報告。2017 年，英國政府正式宣布建立「知識轉化評估框架」，並成立技術顧

問團隊，就納入評核框架的標準提供意見。政府公布這項決定時，時任科學國務大臣 Jo Johnson 表示：「值得注意

的是，英國大學體系為大學的兩項使命設有評核框架：『研究卓越框架』針對研究，而『教學卓越框架』則針對教學；

卻沒有就第三項使命，即知識轉移和參與制定評核框架。」諮詢和試點工作於 2019 年啟動，而首個「知識轉化評估

框架」將於 2020 年下半年開始實施。

圖 11. 英國「知識轉化評估框架」的發展圖11. 英國發展知識轉移框架（KEF）的時序

2014

政府要求英格蘭高等教
育撥款委員會就知識轉
移表現設立評核框架

2016

麥克米蘭小組
提交關於原則及
優良實踐的報告

2017

組建技術
顧問小組，就

「知識轉化評估框架」
的評估提供建議

2019

啟動諮詢
和試點工作

2020

正式實施首個
「知識轉化評估框架」

Source: Research England (UK)
資料來源：研究英國（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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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香港沒有一個與英國「知識轉化評估框架」可相比的評核框架，知識轉移卻是大學問責協議作評核的一部分。教

資會於 2016 年開始推行大學問責協議，以加強大學的問責性，當中包括評核涵蓋整個界別表現的標準，以及院校自

定的主要表現指標。問責協議涵蓋五個範疇：1）學生體驗教與學的質素，2）研究表現及研究生體驗的質素，3）知

識轉移及公眾參與，4）加強國際化，以及 5）院校財務及可持續發展。然而，與英國的「知識轉化評估框架」相比，

問責協議用於衡量整個界別的知識轉移表現的指標遠遠不夠全面（表 7）。更重要的是，由於指標並未與撥款掛鈎，

因此協議條款並未有清楚釐定，即使大學相關表現未如理想，將會被如何問責。

表 7. 大學問責協議和「知識轉化評估框架」中知識轉移關鍵績效指標的比較

大學問責協議
（涵蓋整個界別表現的評核指標） 知識轉化評估框架

知識產權收入 大學就知識產權所得總收入 專利授權及其他知識產權收入佔研究收入的比率

衍生公司

不適用 每間衍生公司平均獲得的外部投資

不適用 每間正在營運的衍生公司的估算營業額

初創公司淨收入 不適用

協作研究 不適用 與非學術界夥伴合作的研究佔總研究數目的比例

協作 / 合約研究所
得收入 協作研究及合約研究所得總收入

協作研究所得收入佔公共撥款的比例

按院校規模調整後，為大型企業 / 中小企 / 公營及其他界
別進行的合約研究的收入，佔院校收入的比例

初創企業 不適用 畢業生（以相當於全日制學生人數計算） 
成立初創企業的比率

本地發展 不適用 按院校規模調整後， 
重建及發展計劃的收入佔院校收入的比例

資料來源：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研究英國（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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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建議大學問責協議新增的知識轉移關鍵績效指標

1. 每間衍生公司平均獲得的外部投資

2. 每間正在營運的衍生公司的估算營業額

3. 與非學術界夥伴合作的研究佔總研究數目的比例

4. 畢業生（以相當於全日制學生人數計算）成立初創企業的比率

5. 畢業生（以相當於全日制學生人數計算）成立社會企業的比率 [1]

註：[1] 該項根據「知識轉化評估框架」項目作調整，以切合香港的實際情況。

建議 1B : 改善大學知識轉移活動評核框架

因此，本報告建議教資會優化大學知識轉移活動的評核框架，讓其與英國的「知識轉化評估框架」具有可比性。我們

可以參考「知識轉化評估框架」彌補大學問責協議中知識轉移部分的不足（表 8），或設立一個與質保局（評核教學）

和研究評審工作（評核研究）對等的新知識轉移評核機制。教資會亦應參照英國「知識轉化評估框架」，在評核大學

表現時，將大學規模和研究收入納入考量。例如不同於目前教資會的做法，「知識轉化評估框架」並沒有將合作研究

項目的總收入列為衡量準則，而是衡量合作研究項目經費在公共撥款中的所佔比例。此外，教資會應和各大學緊密合

作，確保優化後的知識轉移評核框架的推行，不會對教授和院系職員在行政上面對過大的負擔。改善知識轉移評核框

架可促進大學之間的良性競爭，激發他們在實現第三項使命克盡己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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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該撥款由之前每年的 400 萬港元增至 2019 至 2020 年財政年度起的 800 萬港元。

建議 1C : 增加知識轉移撥款，並將大學表現與撥款分配掛鈎

政府目前提供兩項與知識轉移相關的撥款。第一項是由創新科技基金每年給予每間大學技術轉移辦公室的 800 萬 

港元撥款；7 而第二項是教資會的知識轉移預留撥款，在 2016 至 2019 三年期內全港大學所獲總金額為每年 6,250 萬 

港元。兩項撥款每年合計達 1 億 1,050 萬港元。然而，必須承認的是，這筆每年 1 億 1,050 萬港元的款項並不足以

在校園內形成一種推動知識轉移的文化。作為參考，史丹福大學的技術授權辦公室單在 2019 年財政年度便錄得約

6,300 萬港元的營運開支（其中不包括專利支出）。同年，牛津大學的技術轉移部門牛津大學創新有限公司的營運預

算亦達 6,200 萬港元。因此，若要全力支持大學的知識轉移工作，政府應大幅增加針對知識轉移的經常性撥款。更重

要的是，為增加大學實現第三項使命的動力，大學所得的新增款項應與其在上文所建議的優化後的評核框架中的表現

掛鈎。類似安排可參照研究評審工作的做法，即根據各大學的科研表現，從整體補助金中作相應的撥款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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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為了在最大程度上鼓勵大學及技術轉移辦公室推動知識轉移，我們應允許技術轉移辦公室從大學知識產權所得

利潤中保留一定比例作為自用，而有關百分比的多少將取決於大學在上文建議的優化後的評核框架中的表現。為了讓

技術轉移辦公室向利潤中心的方向轉型，大學及政府應逐步支持技術轉移辦公室實現財政獨立，這將有助於在校園內

形成一種知識轉移文化，亦能讓技術轉移辦公室賺取足夠收入。類似的做法可見於牛津大學及倫敦帝國學院的技術轉

移部門，即牛津大學創新有限公司及帝國創新公司。兩間公司在財政上均獨立於其所屬院校，而帝國創新公司甚至曾

於倫敦證券交易所的另類投資市場中上市，及後獲 IP Group 收購。IP Group 為一個從事知識產權業務、投資大學的

衍生公司的英國公司，有關討論詳見第五章。我們將於本報告的第三章進一步分析技術轉移辦公室的表現，並就提升

它們的表現作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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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大學知識產權的流動性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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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大學知識產權的流動性
第二章

大學的研究和教學活動通常以受知識產權法保護的形式產生成果，例如發明、出版物及產品原型。正如世界知識產權

組織指出，機構的知識產權政策是學術界和商業夥伴成功合作的前提。知識產權政策通常處理知識產權的所有權和使

用權；知識產權的認證、評核、保護和管理；以及就知識產權所產生的利潤分配提出指引。重要的是，知識產權政策

透過鼓勵研究人員利用其發明來推動創新和發展，從而造福社會。

雖然香港擁有多間世界頂尖學府，但世界其他院校正透過更進取的政策，推動創新和知識轉移。此外，提供制度的靈

活性以推進研究成果的商品化，將有助本港院校在創新方面保持競爭力。匯聚知識型人才、提供關鍵基礎設施以及資

助重要合作夥伴，為本地學術界在創新方面領先全球創造有利條件。透過為教授和研究人員提供靈活而具吸引力的政

策環境，大學將可鼓勵人才將創新研究轉化成全新或增強的產品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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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的專利權政策 

專利是一種保護知識產權的方式，給予專利持有人在特定範圍內，具有生產、使用、出售或進口其發明或技術的獨家

權利。在英國及加拿大等經濟體已採用不同的有關專利權的條款之際，香港的大學專利權條款卻依然較為保守。例如，

在劍橋大學，大學雖在創造階段擁有專利權，但當發明者選擇自己商品化該技術時，大學會於專利申請階段，將專利

權轉讓給發明者。多倫多大學亦就購買專利列出清晰的路線圖：在創造階段，校方與發明者共同擁有專利權；但「發

明者的選擇」政策允許發明者通過承擔專利申請和商品化的費用，以換取全權擁有專利權。滑鐵盧大學則最為進取，

允許發明者在創造及申請階段都直接擁有專利權。中國內地部分城市亦率先倡導積極的知識產權政策。例如，深圳於

2020 年 8 月出台相關政策，若研究項目全部或主要獲政府資助，高等院校及研究機構應賦予首席研究員或其團隊該

成果的所有權或長期使用權。相比之下，在香港，除非發明者買斷專利，並悉數清償相關研究費用和專利申請及法律

支出，否則專利權全歸大學所有（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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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本港大學已開始嘗試新的模式和實踐，以支持研究的商品化。例如，科大可將專利權轉讓，前提是受讓人須符合

特定要求，並確保以有效並負責的方式使用專利權。科大技術轉移中心指出，受讓人須符合指定條件，包括依循科大

的宗旨，在知識產權的商品化中承擔經濟和社會責任，以及展示出其在一定時間內籌募資金、實現最低銷售額的能力。

不過，部分持分者在受訪時亦指出，部分大學的專利權政策並不透明，或設置了高昂費用，其中包括高額的研究成本，

因此阻礙了相關技術的進一步發展。

表 9. 部分大學的專利權政策

註：[1] 部分本地大學提供更具彈性的方案。以科大為例，若發明者成立一間衍生公司，並符合特定要求，科大會透過科大創業計劃獲取該衍生公司 3% 的擁有權，並以低價將專利權讓回予發明者。
資料來源：各大學政策指引

表9. 特定大學的專利擁有權政策

Note: [1] Some local universities provide further flexibility. For instance, if the inventor develops a spin-off, HKUST accepts 3% of the company’s shares under the HKUST Entrepreneurship Program and transfers 
the ownership of a patent at a low cost when specified requirements are met.

Sources: Policy guidelines from each university

 
大學

 專利擁有權 專利擁有權
  （創造階段） （申請階段）

   除非發明者買斷 
 本港大學 屬大學所有  （費用包括研發、專利申請、法律程序等經費），
   否則屬大學所有[1]

 
劍橋大學（英國）

 
屬大學所有

 
若發明者自行推動商品化，則屬發明者所有 

 
多倫多大學 （加拿大）

 
由大學和發明者共同擁有

 
若發明者自行推動商品化，則屬發明者所有  

 
滑鐵盧大學（加拿大）

 
屬發明者所有

 
屬發明者所有 

 
卡羅琳學院（瑞典）

 
屬發明者所有

 
屬發明者所有 

 
博洛尼亞大學（意大利）

 
屬發明者所有

 
屬發明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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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2A : 就專利權提供清晰指引及制訂靈活政策

有鑒於此，我們建議本港大學就專利擁有權及收購權提供清晰指引和制訂靈活的政策。發明者、投資者和院校之間應

就定價程序進行公開透明的溝通，以確定其專利買斷的價錢是有利於各方的。從早期階段開始，大學已可向發明者、

投資者或其他第三方 ( 如研發中心 ) 等的專利授權許可人，授予購買專利的優先權。大學可將專利買斷費用與專利的

直接支出如專利申請及律師費用等掛鈎；若衍生公司能展示出其創造經濟及社會價值的能力與決心，大學或可考慮轉

讓專利權以換取公司股份。

缺乏吸引力的授權條款

海外大學對專利授權許可的收益分配協議亦相當慷慨。授權許可收益是指向知識產權持有人支付的費用以換取使用其

知識產權。一般而言，授權許可收益的分配視乎專利申請的費用是由大學還是發明者支付。在加拿大，滑鐵盧大學保

證，由發明者獨立推動商品化而來的收益可全歸發明者，而多倫多大學則容許發明者獲取高達 75% 的授權收益。在

英國，劍橋大學的發明者可全額取得授權收益的首 75,680 英鎊，以及其後收益的 85%。相較之下，香港的大學僅給

予發明者微薄利潤，如果是大學支付專利商品化的費用，發明者只能獲得 25% 至 50% 的收益，如果是由發明者支付

商品化的費用，則可為發明者帶來 33% 至 80% 的收益，跟外國的大學差距懸殊（表 10）。

建議 2 .
增加研究人員在科研成果商品化上的靈活性與選擇，以提升知識產權的流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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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各大學的收入分配政策

註：[1] 劍橋大學定期調整專利收入的分配門檻。表中收入為截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的最新數字。
資料來源：各大學政策指引

表10. 各大學的收入分配政策

Sources: Policy guidelines from each university

   收入分配
 大學 由大學申請專利權  由發明者申請專利權
  （大學：發明者）  （大學：發明者）

 
港大

  
收入由大學、相關學系和發明者平均分配   

 中大 45 (大學)：30 (學系)：25 (發明者)  15 (大學)：10 (學系)：75 (發明者)

 科大 50 : 50  20 : 80

 理大 55 (大學)：10 (學系)：35 (發明者)  33 (發明者)：33 (學系)：33 (發明者)

 城大 70 : 30  50 : 50

 劍橋大學（英國）
 發明者在首151,359英鎊收入中收取90%的收益，  發明者全數獲得

  在之後151,359英鎊收益中獲得60%。  首75,680英鎊的收益，
  若收益高於302,718英鎊，則從餘下收益中獲得34%  以及之後收益的85%
  

多倫多大學（加拿大）
 

40 : 60
  

25 : 75 
  

滑鐵盧大學（加拿大）
 

25 : 75
  

0 : 100 

表10. 各大學的收入分配政策

Sources: Policy guidelines from each university

   收入分配
 大學 由大學申請專利權  由發明者申請專利權
  （大學：發明者）  （大學：發明者）

 
港大

  
收入由大學、相關學系和發明者平均分配   

 中大 45 (大學)：30 (學系)：25 (發明者)  15 (大學)：10 (學系)：75 (發明者)

 科大 50 : 50  20 : 80

 理大 55 (大學)：10 (學系)：35 (發明者)  33 (發明者)：33 (學系)：33 (發明者)

 城大 70 : 30  50 : 50

 劍橋大學（英國）
 發明者在首151,359英鎊收入中收取90%的收益，  發明者全數獲得

  在之後151,359英鎊收益中獲得60%。  首75,680英鎊的收益，
  若收益高於302,718英鎊，則從餘下收益中獲得34%  以及之後收益的85%
  

多倫多大學（加拿大）
 

40 : 60
  

25 : 75 
  

滑鐵盧大學（加拿大）
 

25 : 75
  

0 : 100 

表10. 各大學的收入分配政策

Sources: Policy guidelines from each university

   收入分配
 大學 由大學申請專利權  由發明者申請專利權
  （大學：發明者）  （大學：發明者）

 
港大

  
收入由大學、相關學系和發明者平均分配   

 中大 45 (大學)：30 (學系)：25 (發明者)  15 (大學)：10 (學系)：75 (發明者)

 科大 50 : 50  20 : 80

 理大 55 (大學)：10 (學系)：35 (發明者)  33 (發明者)：33 (學系)：33 (發明者)

 城大 70 : 30  50 : 50

 劍橋大學（英國）
 發明者在首151,359英鎊收入中收取90%的收益，  發明者全數獲得

  在之後151,359英鎊收益中獲得60%。  首75,680英鎊的收益，
  若收益高於302,718英鎊，則從餘下收益中獲得34%  以及之後收益的85%
  

多倫多大學（加拿大）
 

40 : 60
  

25 : 75 
  

滑鐵盧大學（加拿大）
 

25 : 75
  

0 : 100 



55 56

建議 2B : 增加授權條款和收益分配方面的激勵措施

大學的授權許可條款和收益分配政策應進一步支持並鼓勵有意將研究成果商品化的研究人員。因此，我們建議本港大

學增加發明者所得的授權許可收益佔比。這方面，科大提供了相對吸引的激勵措施，而其他本地大學也應追上甚至超

越這一標準。由於大學擁有相當程度的自主權，亦沒有適用於所有大學的單一模式，因此大學應探索不同模式，嘗試

訂制出一套既合適又寬鬆的授權許可條款和收益分配比例，為研究人員提供更多誘因進行知識轉移。

授權許可條款缺乏彈性

如第一章所述，衍生公司是一種利用大學研究成果而成立的初創公司。當衍生公司創立時，大學產生的專利授權許

可通常被授予該公司。但衍生公司大多初期現金流有限，難以向大學支付高昂的授權費或買斷專利。因此，若發明

者決定自行設立衍生公司，科大和部分海外大學（如史丹福大學）會接受衍生公司少量股權，作為換取授權許可條

款的一部分或是作為大學其他創業支持的回報。例如，科大會透過科大創業計劃接受衍生公司 3% 的股權，而史丹福 

大學則接受不多於 5% 的股權。耶魯大學亦提供具吸引力的授權許可安排，如接受以其他變現機會 ( 如出售或上市 ) 

所得的款項抵消預繳費用。根據耶魯大學協作研究辦公室的說法，由其他變現機會所得的款項相當於衍生公司出售價

或其公開招股價值的 1%，但若公司已按時繳付專利費用和其他賬項，該款項可獲大幅削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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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2C : 以更靈活的財務條款支持衍生公司

本港大學可參考以上做法，以更靈活的做法為衍生公司提供支持，例如接受衍生公司的少量股份作為財務條款的一部

分。換言之，作為授權許可協議的一部分，大學可容許衍生公司以其股份支付授權許可費用。雖然這個股權分配安排

並無所謂的最佳「黃金比例」，但大學應儘量以減輕衍生公司的財政壓力為原則，因為股權和現金對處於起步階段的

衍生公司來說是緊絀珍貴的資源。

針對校外執業的限制

除了知識產權政策，本港大學其他僵化且官僚的政策同樣不利於教職員將研究成果商品化。院校給予教授和職員的彈

性極低，限制他們從事校外活動、臨床服務和顧問工作的時間和收入。這些校外工作被稱為「每週一天」，因為學術

人員每月只能用四天和五分之一的工時從事這些工作。教資會的資料顯示，所有院校均限制教職員在全年 52 週中，

每週中不能花超過一天時間（包括週末、公眾假期及年假）來從事校外工作（圖 12）。由此可見，教職員在校外工作 

方面嚴格限制，連週末、公眾假期和年假期間亦不例外。這種政策無疑阻礙了高端人才從事知識轉移和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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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海外的學術機構在鼓勵研究人員將研究成果商品化上表現更為積極。麻省理工學院指出： 

“本校關於校外專業活動的政策旨在鼓勵積極參與研究，透過與業界、商界、

政府及其他機構的合作和交流，我們的研究將得以豐富及提升。”
麻省理工學院副校長（研究），關於「校外專業活動」

“全職服務蘊含的固有義務實在難以定義，

因為在一個人的學術生涯中，這個義務已超越了每週的指定工時……

因此，我們必須抱有寬鬆的態度，視乎大原則，而非公式化地釐定該義務。”
麻省理工學院，《政策與程序》之「4.3 全職服務」

Source: Financial Affairs Working Group Report 2013, 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

圖12. 本地大學的「每周一日」活動

所有院校均就員工校外工作時間設限。包括：

每曆月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4天 1/5
佔員工全職工作量的 於一年52週中

≤ 每週一天
包括

週末、公眾假期及年假

資料來源：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財務工作小組報告 2013》

圖 12. 本港大學對教職員從事校外工作的時間限制

Source: Financial Affairs Working Group Report 2013, 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

圖12. 本地大學的「每周一日」活動

所有院校均就員工校外工作時間設限。包括：

每曆月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4天 1/5
佔員工全職工作量的 於一年52週中

≤ 每週一天
包括

週末、公眾假期及年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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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5 年起，麻省理工學院的教授在從事校外專業活動上的時間擁有完全自主權，而職員只需申報專業活動的性質，

以避免利益衝突。

  建議 2D : 放寬校外執業規定，並延長研究人員從事知識轉移的時間

大學的知識轉移是推動創新和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柱。在意識到世界頂尖院校對研究及知識轉移工作靈活性的重視後，

本港的學術機構應致力彌補自身在創新工作上的差距。有鑒於此，本報告建議，大學應修訂針對校外工作的規定，以

推動知識轉移。應放寬對研究人員校外執業的限制，包括增加其可從事知識轉移活動的時間，將有助於推動更多研究

人才參與知識轉移及研究商品化。例如，大學最少應容許研究人員在週末、公眾假期和年假期間進行和知識轉移相關

的活動。如此一來，教授和研究人員便可在安排各自專業工作上擁有更大自由度，從而幫助大學實現知識轉移這個第

三項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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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技術轉移辦公室和
技術轉移聯盟促進大學研究商品化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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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技術轉移辦公室和
技術轉移聯盟促進大學研究商品化

第三章
大學的技術轉移部門是大學與業界之間的橋樑，是知識轉移和商品化的關鍵基礎設施。在第一章中的建議 1C，本報告 

曾論及技術轉移辦公室，並提出以下建議：

1) 政府應大幅增加對知識轉移的經常性撥款； 

2) 大學所得的新增撥款應與其在優化後的評核框架中的評分掛鈎； 

3) 應允許技術轉移辦公室保留大學知識產權收入一定百分比的利潤，而該比例的將取決於其在優化後的評核框架中的評分； 

4) 大學及政府應逐步支持技術轉移辦公室成為財政獨立的實體

我們將於本章進一步分析技術轉移辦公室的表現，並作出相應建議以加強他們的成效。

技術轉移部門有多種組織形式，包括技術轉移辦公室（例如麻省理工學院、史丹福大學和中大的做法）、由大學擁有

的技術轉移公司（例如牛津大學創新公司、劍橋企業有限公司和香港科大研究開發有限公司）、或兩者兼而有之（例

如港大的做法）。除了營運及財政上獨立於大學行政，部分技術轉移部門甚至被 IP Group 收購或與其合作。有關 

IP Group 的闡述與分析詳見第五章。

一般而言，技術轉移辦公室為研究人員提供行政支援，包括但不限於專利申請及管理、挖掘研究成果的商業潛力、提

供商業和法律諮詢，以及聯絡潛在的技術買家、投資者和其他外部機構。有些技術轉移辦公室還設立了自己的商業網

絡和創業資助計劃，幫助推廣和商品化大學的研究成果，也幫助業界識別其技術需求並接洽大學的研究夥伴。在組織

架構方面，技術轉移委員會負責指導技術轉移辦公室的工作，而技術轉移公司則由其董事局負責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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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轉移部門缺乏校外代表

與世界其他頂尖大學不同，在香港，無論是技術轉移辦公室或是技術轉移委員會，均缺乏來自校外的代表。以以色列

和英國的部分一流大學為例，商界領袖、企業家和科學家等校外代表在董事局或技術轉移委員會中佔據了相當重要的

比例。尤其在以色列，來自外界的成員可佔董事局或委員會過半數之多，而校內成員僅佔不到一半的席位。相反，香

港的委員會成員則多是大學教授或員工（表 11）。因此，委員會較難判斷市場瞬息萬變的需要，難以對大學的知識

轉移及商業化活動作出更有效的指導或適切的建議。 

表 11. 技術轉移委員會的組成（截至 2020 年 6 月）

註：[1] 被列入比較的以色列大學包括魏茨曼科學研究院、耶路路撒冷希伯來大學，以及特拉維夫大學。被列入比較的英國大學包括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
資料來源：各大學網站

表11. 技術轉移委員會的組成（截至2020年6月）

以色列 英國

董事會 / 
技術轉移委員會

大學教授
及職員
(<50%)

主要為大學教授
及職員

商界領袖、
科學家，
及創業家
(>50%)

大學教授
及職員

(50至75%)

商界領袖、
科學家，
及創業家
(25至50%)

香港

Note: The Israeli universities selected for comparison include the Weizmann Institute of Science, the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 and Tel Aviv University. Universities selected in the UK include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and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Sources: Universities’ web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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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技術轉移部門中亦存在類似問題。以色列和英國大學的技術轉移團隊成員大多擁有博士學位，並同時擁有科學

與商業方面的經驗；而香港的團隊主要由行政職員組成（表 12）。缺乏商業和業界經驗很大程度上制約了技術轉移辦

公室的成效，令部分技術轉移辦公室更傾向於行政辦公室，作用僅限於專利申請和管理。

表 12. 技術轉移辦公室的組成（截至 2020 年 6 月）

註：[1] 被列入比較的以色列大學包括魏茨曼科學研究學院、耶路路撒冷希伯來大學，以及哈達薩醫療中心。被列入比較的英國大學包括牛津大學、劍橋大學，以及倫敦帝國學院。
資料來源：各大學網站

團隊成員

Note: The Israeli universities selected for comparison include the Weizmann Institute of Science, the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 and Hadassah Medical
Center in Jerusalem. Universities selected in the United Kingdom include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and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Sources: Universities’ websites

表12. 技術轉移辦公室的組成（截至2020年6月）

‧ 科學博士 (20至50%)
‧ 同時擁有科學及業界背景的人士
‧ 商業發展、知識產權，以及技術管理等
方面的人才

‧ 科學博士 (35至70%)
‧ 同時擁有科學及業界背景的人士
‧ 商業發展、知識產權，以及技術管理等
方面的人才

主要為
行政人員

以色列 英國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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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平均而言，本港大學的技術轉移辦公室較其海外同儕能提供的專業支援服務較少。在香港，技術轉移辦公室

內為每百名教職員工提供專業支持的員工，即除行政、財務和資訊科技外的員工，人數遠低於英美頂級大學（圖

13）。專業支援不足很大程度上會限制技術轉移辦公室的工作成效，因為研究成果商品化不但需要研究人員的投入，

亦需要技術轉移辦公室提供足夠的商業和法律支援。

圖 13. 技術轉移辦公室內能為每百名教職員提供專業支持的員工人數（截至 2020 年 6 月）

註：
[1] 專業人員定義為行政、財務及資訊科技範疇以外的員工。
[2] 牛津大學及劍橋大學僅公布了學術人員人數，而非教職員人數，因此圖中的相關數字會略被低估。
資料來源：各大學網站

圖13. 每百名教職員中技術轉移辦公室專業人員所佔比例（截至2020年6月）

Notes:
[1] We define professional staff as all staff minus administrative, finance, and IT staff.
[2] Instead of faculty members,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and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report the number of academic staff, which results in slightly underestimated numbers in this table.
Sources: Universities’ websites

VS.

麻省理工學院 2.7

牛津大學 3.0

劍橋大學 3.9

加州理工學院 6.7

香港科技大學 1.6

香港大學 2.0

香港中文大學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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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3A : 聘請校外人才從事技術轉移管理

我們建議招請更多專業和校外人才加入技術轉移管理團隊。 

一方面，大學應邀請更多校外成員，包括成功的企業家、商界領袖、投資專家等加入技術轉移委員會。另一方面，

技術轉移辦公室的管理團隊亦須擁有學界和業界的雙重背景。此外，大學應為技術轉移辦公室聘用更多專業人才，

尤其是法律和技術管理專才，為研究人員提供專門支援。受訪持份者表示，目前香港的法律專業人士中，只有極少

數專門從事知識產權保護領域。因此，技術轉移辦公室若能聘用更多法律和技術管理專才，將對大學和研究人員的

知識產權保護大有幫助。

建議 3 .
透過技術轉移辦公室和技術轉移聯盟促進大學研究商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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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技術轉移聯盟 (TTA)：「軸輻式」（hub-and-spoke）模式

Source: OECD

技術轉移辦公室

技術轉移聯盟

連接大學和業界的策略性橋樑技術轉移聯盟「軸輻式」模式

就技術供應提供「一站式」服務
為業界提供一個中央聯絡點

資訊及專家網絡

技術轉移的分享和培訓

年度評審、戰略規劃，以及有連貫性
的政策執行

1

2

3

4

圖 14. 技術轉移聯盟：「軸輻式」模式

資料來源：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

建議 3B : 成立技術轉移辦公室聯盟

另一個建議是設立技術轉移辦公室聯盟（即技術轉移聯盟）。技術轉移聯盟有助於實現技術轉移辦公室的規模經濟效

益，整合各大學的資源，降低營運成本，並且擁有更廣闊的渠道接觸具有商業化專業經驗的團隊。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在 2013 年提出「軸輻式」（hub-and-spoke）的組織架構模型，其中技術轉移聯盟是「軸」，與多個技術轉移辦公室 

（即「輻」）連接（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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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技術轉移聯盟逐步成為全球趨勢（表 13），但不同國家的技術轉移聯盟的管理和模式不盡相同。某些技術轉移

聯盟由政府成立和管理，例如愛爾蘭知識轉移署（Knowledge Transfer Ireland）及創新英國（Innovate UK）成立

的知識轉移網絡（Knowledge Transfer Network）；另外有一些組織是由大學、研究機構及相關協會所共同成立，德

國 TransferAllianz 及以色列技術轉移網絡（Israel Tech Transfer Network）便是其中的例子。

技術轉移聯盟的成立能讓技術轉移辦公室和技術轉移聯盟在專責範疇上各司其職（圖 15）。技術轉移辦公室將專注

於較前期的商業化活動，即發明披露、研究評估以及專利的申請和管理。而技術轉移聯盟則主要負責較後期的工作，

即透過發展線上市場，提供一個展覽和路演的平台，以及提供法律和商業諮詢服務，以建立並維持大學和業界之間的

網絡。

資料來源：各技術轉移聯盟的網站

表 13. 成立技術轉移聯盟已成全球趨勢

國家
德國 意大利 以色列 愛爾蘭 英國 瑞士

技術轉移
聯盟名稱 TransferAllianz NETVAL 以色列技術

轉移網絡
愛爾蘭 

知識轉移署
創新英國 

知識轉移網絡
先進製造及 

技術轉移中心

成立年份 1994 2002 2004 2013 201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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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 知識轉移辦公室（TTOs）及知識轉移聯盟（TTA）的功能

公布發明

發明者

評核 申請及管理
專利權

各大學的
技術轉移辦公室 技術轉移聯盟

網絡

網上交易平台

展覽及路演

業界

法律及商業諮詢

圖 15. 技術轉移辦公室和技術轉移聯盟的功能

香港機電工程署的機電創科網上平台就是一個成功例子。這個平台搜集並整合了來自各個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和機電

行業的技術需求，並將其與來自科技初創企業、大學和研發中心所提供的技術解決方案相匹配。技術轉移聯盟亦可作

類似安排，發展線上和線下市場，使之成為連繫來自業界的技術需求與大學提供的解決方案的一個平台（圖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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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香港亦缺乏技術轉移和管理知識的專業人才。成立技術轉移聯盟後，我們更能聚合這些為數不多的關鍵人才，

透過合作帶來協同效應，增加對業界夥伴的了解，並減低大學營運和市場推廣開支。因此，我們建議政府與大學攜手

建立一個技術轉移辦公室聯盟。該聯盟的地點有多個選擇，如香港科學園、數碼港，或一個由本港大學共同擁有和管

理的場所。技術轉移聯盟可更有效地連接大學研究與業界，為各技術轉移辦公室提供技術轉移最佳實踐的共享和培

訓，建立網上平台並舉辦展覽以配對大學提供的技術與業界需求。

圖 16. 技術轉移聯盟：加強業界和大學合作

資料來源：機電工程署

圖16. 知識轉移聯盟：加強業界和大學合作

Sources: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Services Department (Hong Kong)

需求方
(業界) 科技願望清單

供應方
(大學/初創企業)

業界 大學

科技解決方案

技術要求 提供解決方案

投資/導師輔導 展示專利/初創企業

技術轉移聯盟

機電創科網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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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計劃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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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計劃
第四章

和大學的技術轉移部門一樣，全面的科技初創企業支援計劃亦可有效促進知識轉移。在 2014 年，創新科技署在「創

新及科技基金」中推出「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計劃」（TSSSU），鼓勵並支援大學學生和教職員成立科技初創公司，

或建立衍生公司以將研發成果商品化。六間獲教資會資助的大學 8 每年可各得高達 800 萬港元的撥款，而每間受資助

的初創公司可接受最長三年的資助，每年最高金額達 150 萬港元。只要初創科技公司的團隊由大學的學生、校友或

教職員組成，即符合 TSSSU 申請資格。

2015/16 至 2019/20 學年間，TSSSU 向六間大學共 240 間初創公司資助了合共一億四千二百六十萬港元。推行超過

五年來，TSSSU 一直廣受好評，外界認為它有助培育校園的創業文化，鼓勵研發成果的商業化。儘管如此，我們相

信該計劃仍有改進的空間。由於計劃自六年前推出以來大致維持不變，現在正是作出深入評估和審視改善方法的時

機，以進一步推動本地大學的科技創業活動。

8 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城市大學，以及香港浸會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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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國家科學基金會是獨立於美國政府的組織，負責支持非醫學範疇的科學及工程教育，以及相關領域的基礎研究。

建議 4A : 加強對 TSSSU 申請人的創業教育及培訓

由於創新科技署給予各大學高度自主權管理其 TSSSU 的撥款，計劃的遴選過程及申請資格在各院校中亦有不同。當

中，部分大學已在實踐培訓和教育方面訂立指標，其做法值得參考。例如，理大要求初創公司的團隊必須完成校內的

「精益啟動創業計劃」，或已加入甚至完成外間受認可的創業前期培育計劃或創業培育計劃，而完成精益啟動創業計

劃並表現出色的團隊將在遴選中獲優先考慮。

值得一提的是，理大的「精益啟動創業計劃」是以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 9 旗下著名的「創新團隊計劃」（I-Corps）為

設計藍本。創新團隊計劃是一個標準化、密集體驗式的創業教學計劃，旨在鼓勵大學研究人員將其研發成果商業化。

計劃課程以史蒂夫·布蘭克在其暢銷著作《四步創業法》中提出的高效初創公司模式為基礎，其特色為讓學員親身參

與的沉浸式學習。課程於 2012 年推出，截至 2019 年春季共有 1,315 支團隊完成課程，成立了 644 間初創公司。創

新團隊計劃的成功令其他國家，特別是新加坡和愛爾蘭，亦採用了這個模式。

建議 4 .
加強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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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創新團隊計劃在全球取得的成功，本報告建議將創新團隊計劃擴展成一個全港性的平台，開放予六間接受

TSSSU 撥款的大學。該平台可由香港科學園（科學園）和數碼港聯合營運，或由教資會從 TSSSU 中撥出部分款項，

幫助各大學引入創新團隊計劃。大學亦應鼓勵擬申請 TSSSU 的人士加入計劃，甚至可以提供誘因，例如優先考慮完

成該計劃的申請者。在全港範圍內推行創新團隊計劃可確保 TSSSU 申請人得到必需的創業教育和培訓。不過，為避

免資源重疊，大學不應鼓勵已受過足夠創業培訓的申請人加入創新團隊計劃。

建議 4B : 促進 TSSSU 與私營孵化器及加速器的結合

在部分院校的 TSSSU 計劃中，另一個應獲其他大學仿效的良好實踐範例，是與私營孵化器及加速器的結合。在 2019

年，港大和科學園進行聯合評審，讓港大的 TSSSU 申請人同時獲科學園的創業培育計劃考慮。中大亦允許團隊同時

申請 TSSSU 及科學園的創業培育計劃，而理大則要求申請團隊須已加入或完成合資格的創業前期培育計劃或創業培

育計劃，當中包括科學園和數碼港的相關項目。由於 TSSSU 只向初創公司提供資金，所以將此計劃和私營創業培育

計劃相結合，可保證初創公司善用私營創業培育計劃提供的導師資源，得到更全面的支援，盡可能提升其成功的可能。

因此，我們建議所有大學應和私營的孵化器及加速器（例如科學園和數碼港）合作進行聯合評審，確保所有受 TSSSU

資助的初創公司均會獲得最大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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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4C : 設立兩階段的資助，鼓勵初創公司尋求私人投資並加強業界合作

TSSSU 的資助為本地大學的初創公司帶來了早期十分重要的支持。為滿足這些初創企業隨著自身發展不斷增長的資本

需求，我們建議政府在 TSSSU 下增加對每所大學的撥款。另外，這些企業若要維持有效運作並取得成功，亦必須尋

求私人投資。透過獲取私人投資，受 TSSSU 資助的初創公司可受惠於市場的認可及與業界合作的機會。創新及科技

局的統計數字顯示，在2016/17及2018/19年間，共95間初創公司從公共或私營界別取得合共2.77億港元的後續投資。

雖然上述數字顯示出樂觀的前景，但我們認為 TSSSU 應設立兩個資助階段，以進一步鼓勵初創公司尋求私人投資並

加強和業界的合作（圖 17）。

圖 17. 設立兩個階段的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計劃圖17. 建議為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計劃設立兩個階段

‧ 提供無條件資助
‧ 以驗證技術可行性、發展產品原型及商業
企劃為目標

‧ 為辨識難以持續運作的初創企業，資助時
間因應不同行業縮短到18至36個月

為私營界別投資者提供
稅務優惠

‧ 資助為期18至24個月
‧ 專注於增長和市場發展
‧ 要求初創企業尋找私人的配對投資
‧ 鼓勵和業界合作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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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建議設立的兩階段中，首階段旨在令初創公司站穩陣腳，並測試其技術和營運模式。在此期間，TSSSU 應提

供無條件的資助，而非採用目前的報銷方式，因為初創公司經常面對嚴重的現金流問題，因此以報銷方式資助它們未

必適合。這個階段應為期約 18 至 36 個月，取決於企業的性質和所屬界別而定。第二階段應要求初創公司向私人投

資者尋求資金，TSSSU 則按預設比例配對資助，直至設定的上限，同時還應鼓勵初創企業和業界夥伴合作。若初創

公司在第一階段後未能吸引私人投資或業界合作，則意味著其商業可行性在現階段存疑，未必適合在現階段繼續資助

企業供其進一步開發產品。如此一來，政府可說是將應否向初創公司提供 TSSSU 第二階段資助的決定權交予私人市

場。第二階段的資助應為期約 18 至 24 個月，期間初創公司應有能力自行在私人市場上籌募資金，屆時資助應聚焦

於市場發展和業務增長。配對私人資金的 TSSSU 資助能使已獲得市場認可的初創公司取得更多資金，從而幫助它們

進一步發展。同時，和業界的合作更能保證企業的研發成果可被成功轉化，在社會上帶來實質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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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4D : 提供稅務減免，鼓勵對 TSSSU 初創企業的私人投資

除了鼓勵初創公司尋求私人投資外，同樣重要的是確保 TSSSU 的初創企業有充足的私人資金供應。本港初創公司可

獲得的私人投資有限，由於投資者難以從高科技初創公司得到所期望的短期回報，亦不熟悉大學的技術，因此令他們

更缺乏動力投資於本地大學的高科技初創公司。針對這個迫切的問題，本報告建議政府應以稅務減免鼓勵對 TSSSU

初創公司作私人投資。如此一來，政府就可運用市場機制向 TSSSU 初創公司提供資金，避免用受官僚守則所限的公

共撥款。

我們注意到，包括香港會計師公會和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在內的一些專業協會及公司均強調稅務減免對投資早期的創新

公司的重要性（表 14）。當中最廣為提倡的，是豁免初創公司投資者的所得稅。我們相信政府應就這些建議開始著手

行動，以確保本地的初創科技企業，尤其是 TSSSU 資助的初創科技企業，能獲得充足的私人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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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各單位的稅務減免建議

單位 建議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為能承諾投資最少 50 萬港元於合資格初創公司的企業和個人單位減免稅務，
扣稅額為其全年有關投資額的 50%，上限為每個課稅年度 100 萬港元。

香港會計師公會 以稅務優惠鼓勵創投基金和天使投資者投資於初創公司。

香港稅務學會
為本地從事創新科技的初創企業提供稅務優惠，如豁免所得稅或稅收抵免，有關
優惠受制於特定條件（例如該些初創企業須聘請一定百分比的本地創科專才）。

區玉輝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創業研究中心主任

可採用部分在企業投資計劃中用以鼓勵天使投資者投資於私人公司的稅務優惠，
包括按基本稅率減免稅務和就虧損減免入息稅。

資料來源：安永會計師事務所、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稅務學會，以及區玉輝教授之稅務減免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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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我們認為政府應參考英國的「種子企業投資計劃」及「企業投資計劃」。歐盟委員會在 2017 年發布報告指出，

就鼓勵私人投資者投資初創公司及中小企業的有效程度而言，上述兩項計劃分別位列第一和第二（表 15）。這兩項

計劃使投資者能夠：

1.  申請減免所需要支付的入息稅稅額

2.  在投資造成虧損時，申請從收入中扣減虧損金額，以作寬免

3.  就投資中任何所得的收益申請資本利得稅寬免

在制定這些稅務減免的政策時，政府應謹慎考量香港現有的稅務架構。香港的優勢在於不設資本利得稅；而寬免入息

稅是對投資者避險取態的重要措施，因此應優先考慮；此外，政府亦應考慮就有關的投資虧損提供稅務寬免，以有助

降低投資於大學初創企業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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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鼓勵私人機構投資中小企及初創企業的稅務寬免計劃（前五位）

資料來源：歐盟委員會

表 15. 五項領先的稅務寬免計劃，以鼓勵於中小企及初創企業的私人投資

 排名 國家 計劃 入息稅寬兔 虧損寬免 資本利得稅寬免

 1 英國 種子企業投資計劃   

 2 英國 企業投資計劃   

 3 法國 「馬德林」稅務減免計劃   

 4 英國 社會投資稅收減免計劃   

 = 5 英國 風險投資信託   

 = 5 德國 INVEST 風險投資補助金   

Source: European 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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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耐心資本與深科技投資戰略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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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耐心資本與深科技投資戰略
第五章

把大學研究推出市場的途徑有兩個（圖 18），其一是將技術授權予第三方。我們在上一份報告《釋放香港科創潛能 

構建國際研發之都》中提出，香港可採納弗勞恩霍夫協會 10 的模式，透過促進院校和業界間的合作，把基礎研究成

果轉化為產品或服務。而第二個途徑，則是透過成立衍生公司，將大學研究成果商品化。

圖 18. 從大學研究到推出市場的兩個途徑圖19. 從大學研究到推出市場的過渡期

大學研究 市場

授權

衍生公司

10 弗勞恩霍夫協會是歐洲以應用為本的最大規模研發組織，是消除大學和業界間創新隔閡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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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缺乏「耐心資本」發展「深科技」

近數十年，世界各地湧現出專為研發周期長的涉及深科技初創公司提供的資本，這種資本被稱為「耐心資本」。「深科

技」與一般的科技不同，主要依靠強大的基礎研究（例如生物科技）來推進科學技術的前沿發展。波士頓諮詢公司在一

份題為《深科技生態破曉而來》的報告中指出了深科技在商業環境下的三大特點，分別是能產生重大影響，需時很長才

能達至可以進入市場的成熟階段，以及需要大量資金投入。耐心資本投資於這些研發周期長、資金需求大的深科技公司，

支持他們解決迫切的議題和推動重大科技進步，從而為社會帶來影響深遠的貢獻。本港的大學在深科技領域的基礎研究

走在前沿，以生物科技尤為出色。但若要把大學研究從實驗室帶到市場，目前如 TSSSU 或本地的私人風險資本並未能

提供足夠的支援，而傳統的風險資本更存在着不少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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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風險資本的局限

投資深科技公司一般被視為高風險，因深科技公司屬於資本密集性企業，亦需較長時間才能達到可以進入市場的成熟

階段。一般而言，基礎研究階段並不缺乏資金，但從應用研究到產品原型的階段，可用的資金會逐漸減少（圖 19）。

雖然天使和風險投資者可為衍生公司提供財政支援，但深科技公司往往難以獲得與研究價值與所需時間相匹配的資金。

這種錯配造成了資金缺口，阻礙深科技公司的成長和發展。此外，傳統的風險投資周期一般僅為五至七年，而基金

本身亦擁有固定的十年年限。因此，他們更願意投資已擁有接近可面市技術的初創公司。波士頓諮詢公司和國際組織

Hello Tomorrow 的研究指出，公私營合作的資助計劃在為深科技提供全週期的資金方面，正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

圖 19. 傳統風險投資不足以滿足市場需求
圖20. 傳統風險投資不足足以服務市場

淨現金流量

研究撥款 發展撥款

出售
週期

天使資金及向親友募集的資金
風險投資

(收購 / 合併及戰略聯盟)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第四階段

基礎研究

（來自政府、大學、
私人企業等的資助等）

應用研究 概念驗證 種子資金 早期 後期工作原型

企業
上市

資料來源 : IP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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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對深科技研究成果轉化成衍生公司支援不足的例子

不少人常這樣形容香港的創科投資環境：投資科技含量高的容易虧錢，而投資科技含量低的卻能輕鬆賺快錢。這個想

法令不少本港投資者對深科技項目止步，從而令香港失去了不少培養本土品牌的黃金機會。其中一個例子是由理大團

隊研發多年的自動快速診斷系統，可於一小時內檢測包括新冠病毒在內等 40 種病原體。這項本地發明在商品化初期

未從創新科技局獲得足夠撥款，然而深圳市政府卻有意投資該項目，為研究團隊提供相關資金和生產支援。而在另一

個例子中，由科大研發的 0.25 吋電子液晶體顯示屏亦未獲政府支持，之後卻成功被谷歌眼鏡（Google Glass）所用。

科大團隊花了約十年時間研發出此高分辨率小尺寸顯示屏的技術，但在披露發明後，沒有本地風險投資者對之感興

趣。這項技術最終獲一間台灣公司投資，在 2014 年發展為谷歌眼鏡的顯示屏零件。

由於傳統風險投資自身的局限及對大學衍生公司支援的不足，我們建議設立專業部門，以更有效及創新的方式將大學

研究成果轉化為能推出市場的深科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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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 IP Group 模式

以英國為總部的 IP Group 公司是一個值得香港借鑒的模式。IP Group 是率先為大學衍生公司提供耐心資本的公司，

為生物科技和潔淨科技等範疇的顛覆性深度技術提供從搖籃階段至成熟階段的長期支援，協助它們成為在國際間舉足

輕重的科技企業。歐洲研究及科技組織於 2017 年發表的報告指出，要成功發展衍生公司，有四個關鍵因素：理念、

資金、管理，和市場。而 IP Group 的經營模式在這四個元素上則表現得淋漓盡致（圖 20）。

圖 20. IP Group 的特⾊及功能圖21. IP Group的特色及功能

讓衍生公司成功的四個重要元素

理念 資金 市場

和世界頂尖大學簽署
長期夥伴協議，擁有
評估研究成果的優先權

提供耐心資本並為
衍生公司的長期投

資籌募資金

在生物科技方面，
採取與英國國家

政策一致的「深科技」
投資策略

Source: IP Group

管理

提供營商顧問及
提升夥伴關係等方面

的專業支援

資料來源 : 歐洲研究及科技組織、IP Group 2019 年年報及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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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念方面，IP Group 開創了與英、美、澳洲和紐西蘭頂尖大學長期合作的模式，確保能在全球源源不斷地累積具

市場潛力的知識產權。至今，IP Group 共和 32 間大學結成合作夥伴關係，當中 17 間來自英國、6 間來自美國，8

間來自澳洲，以及 1 間來自紐西蘭（表 16）。透過長期的獨家夥伴關係，IP Group 可優先審視和投資於這些由大學

研發的新技術，令有關學府的衍生公司可於短期內取得種子資金，並在成立後與 IP Group 投資網絡中的後續投資者

建立聯繫，獲得更多支援。

表 16. 部分與 IP Group 結為夥伴關係的大學

英國大學 合作時長

倫敦國王學院

協議為期 25 年巴夫大學

列斯大學

美國大學 合作時長

哥倫比亞大學
協議為期 1.5 年

賓夕凡尼亞大學

澳洲 / 紐西蘭大學 合作時長

墨爾本大學

協議為期 20 年
昆士蘭大學

新南威爾士大學

奧克蘭大學

資料來源：IP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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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方面，IP Group 藉其與多間大學間牢固的夥伴關係，孕育了不少具市場吸引力的深科技，並利用其耐心資本

長期支援所衍生的公司，促進其發展。例如，衍生自巴斯大學，專門研發新一代生物治療的生物科技公司 Iksuda 

Therapeutics 獲 IP Group 持續投資達 13 年；而發明出世界領先的納米孔 DNA 測序儀的牛津納米孔科技有限公司則

接受 IP Group 投資達 15 年之久（案例分析見下文）。此外，由利茲大學衍生、主要業務為替工商業機構改革高耗

水量工序的衍生公司 Xeros Technology，亦獲 IP Group 投資長達 18 年。IP Group 的長久性資金結構不受傳統風險

投資的固定年限所局限，促進深科技衍生公司實現更加進取的發展規劃。

市場方面，IP Group 聚焦於具深遠影響的深科技產業。雖然「深科技」並無公認的定義，但泛指以密集的科學研究

為基礎、獲專利權保護、及具潛力為社會帶來深遠影響的技術。在這方面，報告以 IP Group 在生命科學上的前瞻性

為例子。有見於其醫學研究領域的優勢，IP Group 已與布里斯托大學簽訂長期夥伴協議。而在近期，IP Group 亦和

賓夕凡尼亞大學建立了穩健的夥伴關係，致力於轉化醫學和治療學範疇。除了生命科學，IP Group 的投資範疇亦包

括先進物料、工程學和潔淨能源──包括近期與新南威爾士大學結為夥伴，共同開發軟件定義網絡及人工智能；另外，

IP Group 亦和普林斯頓大學簽訂協議，培育納米技術領域的衍生公司。

至於在管理方面，IP Group 透過物色深科技和商業專才，改善和促進商品化的進程。IP Group 為初創衍生公司提供

法律諮詢、會計服務及商業運作顧問等的專業支援，以減低它們失敗的機會。若公司在後期的發展順利，IP Group

亦會協助它們尋找共同投資者，務求進一步鞏固衍生公司的國際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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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研究：牛津納米孔科技有限公司

以英國為基地的牛津納米孔科技有限公司（牛津大學化學系的衍生公司）成功研發了世界上首例且唯一的納米孔 DNA

測序儀。IP Group 於 2000 年與大學的化學系簽訂為期 15 年的協議，並在 2005 年投資牛津納米孔科技有限公司（牛

津納米孔科技）以換取其股權。時至今日，牛津納米孔科技的市值已達十五億八千萬英鎊（約一百五十八億港元）。 

截至 2019 年底，IP Group 擁有其 16.7% 的股權，而牛津納米孔科技亦成為了 IP Group 投資組合中最大的公司。

IP Group 的投資可分為三階段：創業培育、「種子輪」和「種子輪融資後」，而集團在每個階段均為衍生公司提供資金、

專業支援及人才。自 2005 年以來，IP Group 曾協助牛津納米孔科技尋找共同投資者並籌集超過五億五千萬英鎊的資

金。除資金上的支援，IP Group 亦提供營運、法律、商業支援，以及與潛在商業夥伴接洽等。2009 年，牛津納米孔

科技在 IP Group 的協助下和 Illumina（一家通過分析基因變異及生物功能以發展新基因排序技術的世界龍頭企業）

組成戰略聯盟。IP Group 亦為牛津納米孔科技的業務發展提供協助，招募經驗豐富的領導人才，並與該領導團隊合

作提升公司表現。與此同時，IP Group 於每個階段結束后均會對牛津納米孔科技的發明進行分析，判斷其是否仍然

值得投資。經過多年發展，雖然牛津納米孔科技仍未上市，但可以選擇在公開市場募股或出售給第三方。其發展時序

大綱圖請見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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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IP Group 和牛津納米孔科技有限公司夥伴關係的發展過程

註：[1] 每個程序過後均會進行發明分析，確保公司發展符合正軌。
資料來源： IP Group、牛津納米孔科技有限公司

圖22. IP Group和牛津納米孔技術有限公司發展夥伴關係的時序

與牛津大學
化學系簽署

協議

大學向 IP
Group 披露
發明細節

發明分析

提供首輪投資
及初步支援

種子輪前[1]

進一步投資
並要求有更大

影響

種子輪[1]

更進一步加強
影響及加速

增長

種子輪融資後[1]

首次公開招股 
/ 出售

Note: [1] Invention analysis will be done right after each step to make sure the company is on track.
Source: IP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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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運⽤未來基金協助大學衍生公司圖23. 運用未來基金協助從大學衍生之公司

Source: The 2020-21 Budget

未來基金
220 億港元用以投資於和香港有關聯的項目

建立有限合夥人/
普通合夥人的安排
制度以管理資金

和本地大學建立
長期夥伴關係

為衍生公司提供獲
取資金的途徑

就擴展公司業務
提供專業支援

投資於
政府聚焦的

四大創科發展範疇

理念

資金 市場

管理

資料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為應對未來社會所需，香港政府從賣地收益中撥出部分款項（2,200 億港元）成立「未來基金」。今年，政府宣布將

動用當中的一成 11（220 億港元），成立一個名為「香港增長組合」的投資組合，投資於「與香港有關連」的項目。

為加強本港的知識轉移活動，我們建議政府促成有限合夥人 / 普通合夥人的安排制度，管理由「未來基金」撥出的上

述款項，為本地大學的深科技衍生公司提供耐心資本和其他相應支援（圖 22）。

建議 5 .
善用未來基金，提供耐心資本和「深科技」投資策略，以培育本地衍生公司

11 出自《專家小組就未來基金所提出的建議摘要》（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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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另一個潛在優勢，是普通合伙人可向大學捐款，協助改善研究設施。例如，IP Group 曾於 2005 年斥資 2,000 萬英鎊以完成牛津大學新化學大樓的建設。獲得足夠資金以支援校園的建築工程或實驗室器材亦是鼓勵大 
學和普通合伙人建立夥伴關係的額外誘因。

在此架構下，政府以有限合伙人的身份提供資金，並邀請獨立專業機構出任普通合伙人，代政府管理資金。同時，政

府需規定該普通合夥人履行投資義務時，亦需要滿足兩個條件：與本地大學建立長期夥伴關係，以及集中投資大學的

深科技衍生公司。一方面，長期夥伴關係有助於大學將科學研究成果轉化為可投放於市場的產品或方案，從而產生更

大知識溢出及社會經濟效益；若實驗室的研究成果可被轉化為被市場驗證的衍生公司，大學將可從相關知識產權獲取

更高收入。12 另一方面，「未來基金」應將自身的深科技投資策略與首席科學與發展總監所提出的總體創科藍圖對標。

我們建議政府設立由首席科學與發展總監領導的科學和發展辦公室，就建構本港科學技術創新發展的總體策略向政府

提供意見。此項建議將於第六章作深入討論。考慮到大灣區提供的機遇，科學和發展辦公室還應與政府和內地主管部

門協調，增加深科技的商業應用。

參照 IP Group 的營運模式來運用「未來基金」的部分款項，將可大幅推動院校將科技密集型的知識產權商品化並推

出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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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高層次的科學和發展辦公室
為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提供意見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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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高層次的科學和發展辦公室
為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提供意見

第六章
為促進本港的科創發展，政府已設立多個機構和委員會以收集意見、制定策略及督導措施的執行。這些機構包括創新

及科技督導委員會和創新、科技及再工業化委員會 13（圖 23）。現有的創新及科技局亦積極參與其中，其局長同時

是這兩個委員會的成員。然而，科創的發展並非空中樓閣，而是整體經濟及社會發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們上一

份報告《釋放香港科創潛能 構建國際研發之都》側重研發環境，建議香港設立一個全面的督導部門，負責制定研發

策略並整合來自不同政府機構的研發資金。在本章中，我們將進一步分析目前架構所存在的問題。

13 行政長官創新及策略發展顧問團是另一個高層架構，向行政長官就香港的未來發展、推動創新策略、以及經濟發展方向提供意見。

圖 23. 本港現有科創相關委員會圖23. 本港現有機構及委員會

成立於2017年，由行政長官
出任主席，負責檢視並主導
加強本港創新科技發展的

措施。

Committee on Innovation, 
Technology

and Re-industrialisation (CITR)

成立於2017年，由財政司司長
出任主席，就創新科技及再工
業化發展事宜向創新科技界收

集意見。

Source: GovHK

創新、科技及
再工業化委員會創新及科技督導委員會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一站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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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缺在基礎科學方面的前瞻性願景

香港目前欠缺針對科創發展的前瞻性願景，尤其是從基礎科學方面。政府對科學、技術和創新發展只有非常有限的策

略。我們缺乏為長遠發展，特別是在重要的科學領域提供意見的法定或諮詢機構，因此，我們制訂的政策和措施未必

能有效應對和科技相關的重要議題和世界發展趨勢。

創新、科技及再工業化委員會難以完全負起此諮詢機構的所有職責。委員會旨在就推動科創發展及本港再工業化的有

關事項向政府提供建議和合適的發展策略。委員會由財政司司長出任主席，成員主要來自科創及工業界，由各方專家

促進持份者之間的合作。儘管政府聚集了頂尖專家，亦劃定了合理的職權，委員會卻僅就政府提出的有限議題提供意

見，未能為科技創新的整體發展制定總體策略。

研發資金有欠協調

正如基金會於去年 12 月發布的報告《釋放香港科創潛能 構建國際研發之都》指出，香港現時的研發資助來源有欠協調。

政府內部主要由五個機構提供研發撥款，導致研發資助來源分散，為本地的研發生態帶來一連串的問題。首先，由於各個

提供研發資助的部門根據自己的工作宗旨分配經費，使得香港欠缺整體研發資金的分配策略。其次，各資助機構的評審標

準和目標並不一致，不利於研究人員申請及獲得相關經費。最後，零散的資金來源也導致了資源重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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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現時的機構和部門之間的溝通不足，令政府的策略缺乏連貫性，內部亦有欠協調。由行政長官出任主席的創新

及科技督導委員會於 2017 年 12 月成立，旨在推動香港科創發展。該委員會負責督導各政策局和部門之間的合作和參與，

成員包括兩位司長、十位局長，以及六位常任秘書長及署長。委員會的成立顯示了政府致力推動本港科創發展的決心。然

而，它的潛力尚未被充分釋放，相關措施應進一步以鼓勵跨部門合作。

缺乏公營機構試用技術的相關用例

現時香港的公營機構對本地科技的應用尚不足夠，不利於本地大學研究成果的商品化。而私人投資者傾向於投資技術較為

成熟或具備一定規模效應的科技初創公司。

香港缺乏公營機構試用的相關用例從 5G 技術的發展可見一斑。一般來說，5G 的部署有兩大發展路徑。一種側重於中低

頻帶，即小於 6 兆赫的電磁頻譜，以 3 兆赫到 4 兆赫之間的頻帶為主。另一種側重於高頻帶，即通常所指的毫米波，電

磁頻譜在 24 兆赫到 300 兆赫之間。而美國和日本的經濟體則以發展高頻帶的 5G 為主。然而，由於毫米波的波長較窄，

通常需要鋪設高密度的基站以保證連接的穩定性，因此毫米波的部署需要更高的基建成本。相比之下，中低頻帶可以利用

現有 4G 的基建，以更快的速度和更低的成本推進 5G 的發展。例如南韓就是通過積極部署中低頻帶，在 2019 年已實現

了超過 90% 的人口覆蓋率。香港亦應善用現有的通信網絡基建實現 5G 的快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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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基礎設施對 5G 的發展至關重要，但產業的應用，尤其是公營機構的率先使用，決定了 5G 在整體社會的普及。許多

經濟體，例如中國內地和南韓，已經大力推動 5G 在公營機構的應用。北京大興機場就是一個應用 5G 的良好典範。基於

5G 智慧出行服務系統，旅客只需通過人臉識別，即可完成從辦理登機手續到安檢的一系列出行流程，並通過其 5G 行李

追蹤解決方案讓行李運輸實現全程「無紙化」。南韓甚至於 2019 年建立了全球首個基於 5G 網絡的城市自動駕駛測試場，

為基於 5G 網絡的測試和應用提供場所。相比之下，香港缺乏足夠的公營機構為 5G 提供應用場景。我們非常支持政府推

出的公營機構試用計劃，該計劃有助於促進本地科技項目在公營機構試用。我們認為，如果能加入 5G 的相關支援措施，

將能進一步推動科研成果的商品化。例如港鐵，除了與本地通訊服務營運商合作為主要線路提供 5G 服務，尚未出台其他

計劃。而香港機場管理局仍處於就機場應用 5G 技術進行前期研究等準備工作。

另一個需要改善的問題是缺乏採購本地創新服務或產品的政策。雖然行政長官在《2017 年施政報告》中把政府採購列為

八大創科發展方向之一，但對本港開發的最新產品和服務的採購支持仍然不足。政府認為生物科技、人工智能、智慧城市

以及金融科技是本港具有優勢的四大發展範疇，因此將着力推動這些方面的發展。但由於缺乏培育本地衍生公司的策略性

規劃和公共採購政策，不少本地大學的發明和深科技應用難以在香港獲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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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和新加坡的個案研究

鑒於科學和技術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美國和新加坡等經濟體均十分重視相關的策略制定和推行。

作為全球科技領導者之一，美國在白宮建立了多個科技政策部門，包括國家科技委員會、總統科技顧問委員會以及 

科技政策辦公室（圖 24）。

圖 24. 白宮的科技政策架構

資料來源：國會研究服務部（美國）

圖24. 白宮的科技政策架構

由總統出任主席
下設六個基本委員會：
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環境委員會

國土及國家安全委員會
科學委員會

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教育
技術委員會

由一名科學家擔任主任由科技政策
辦公室主任出任主席
成員包括聯邦政府系統以
外不同界別的傑出人士

總統科技顧問委員會

總統

國家科技委員會 科技政策辦公室

Source: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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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科技政策議題涉及多個政府部門，則往往會上達至總統的層面。美國國會於 1976 年成立科技政策辦公室，為總統

提供可靠的信息和建議。科技政策辦公室主任亦可被任命為總統科技助理，就需要政府最高層關注的科學、工程及技

術方面提供意見。此外，科技政策辦公室亦為總統就重大政策和計劃提供科技上的分析判斷。總統科技助理亦主持總

統科技顧問委員會 14，並管理國家科技委員會。15

新加坡和香港有不少相似之處。作為一個小型開放經濟體，新加坡致力成為充滿活力的科技樞紐。我們的上一份報告

介紹了新加坡國家研究基金會。該會成立於 2006 年，隸屬總理公署，每五年就新加坡的研發制定全國性策略。國家

研究基金會的工作涉及研究、創新與創業理事會，國家研究基金會董事會，及科學顧問委員會（圖 25）。

14 總統科技顧問委員會是一個由具不同背景和專業的外部代表組成的諮詢機構，就科學、技術、教育和創新政策向總統提供建議。
15 國家科技委員會是一個跨部門機構，負責協調聯邦政府的科技政策，轄下有六個主要委員會，以確保政策決策和推行與總統的既定目標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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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意識到科學領域的專家意見十分重要，因此設立了科學顧問委員會。這是一個跨學科的國際團隊，具備廣泛技

術領域的專業知識，就各政策與項目向國家研究基金會提供意見。成員由國家研究基金會董事會主席任命，其中包括

著名的國際研究領袖。科學顧問委員會旨在確定重要的研究領域，以及基礎研究和調查員主導研究的國際趨勢。委員

會亦負責審視國家研究基金會的提案和計劃，並提供建議。

圖 25. 新加坡國家研究基金會管治架構

圖25. 新加坡國家研究基金會管治架構

由副總理出任主席
成員包括多名部長、官員
及本地學術界和業界領袖

由總理出任主席
成員包括多名部長及全球
學術界和業界領袖

由一位教授出任主席
成員包括全球學術界及
業界專家和領袖

國家研究基金會
董事會

研究、創新與創業理事會 科學顧問委員會

Source: 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 (Singapore)

總理

資料來源：國家研究基金會（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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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6A : 建立科學和發展辦公室

香港可參考美國和新加坡的做法，設立一個獨立的機構為政府提供建議，尤其是從基礎科學的角度。我們建議政府應

清楚釐定創新、科技及再工業化委員會，創新及科技督導委員會，以及下文建議成立的科學和發展辦公室的職責，並

確定這三個機構如何互相支持，來改善現有科技創新的政策部門架構（圖 26）。

首先，我們認為政府應設立一個科學和發展辦公室，為本港長遠的科技發展提供前瞻見解。和新加坡科學顧問委員會

相似，這個辦公室的成員應由包括人工智能、生物科技、金融科技和智慧城市等不同領域的科學家和專家組成。出任

科學和發展辦公室主管的首席科學與發展總監不僅要為政府帶來專業知識，亦應擁有充足的業界經驗，以促進技術轉

移和傳播。首席科學與發展總監將就創新、科技及再工業化委員會提交的提案、藍圖和計劃提供意見，旨在進一步推

動本港科技創新。

為了實現經濟與社會的高質量發展，創新、科技及再工業化委員會應為該發展制定整體規劃和藍圖。更重要的是，該

委員會應規劃詳細的路線圖以全面落實科創驅動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革。由於創新、科技及再工業化委員會匯聚了外部

專家和政府官員，有能力勝任這個角色，為香港發展出謀劃策。而我們建議中的科學和發展辦公室可以起到類似美國

科技政策辦公室和新加坡科學顧問委員會的作用，向創新、科技及再工業化委員提供專業意見。創新、科技及再工業

化委員會應由首席科學與發展總監出任聯合主席，以協助制定總體策略，因該全盤的規劃需要對全球趨勢以及相應的

產業發展有周詳的掌握和考慮。

建議 6 .
成立一個高層次的科學和發展辦公室，為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提供意見，制訂公共研發撥款
的整體策略，並確保政府部門支持嶄新科技



99 100

圖 26. 就本港領導及管治架構所作建議圖26. 就本港領導及管治架構所作建議

主席：財政司司長
由首席科學與發展總監

擔任聯合主席

主席：行政長官

由相關政府部門執行

主席：首席科學與發展總監

創新、科技及再工業化
委員會創新及科技督導委員會 科學和發展辦公室

行政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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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6B : 制訂公共研發撥款的整體策略

正如我們上一份報告指出，政府應當引導研發撥款的分配以協調及優化不同政府部門的研發資金運用。本報告進一步

建議科學和發展辦公室應為香港的公共研發撥款提供方向及整體策略，以改善目前零散的研發資助來源，並統一相關

工作目標和評核標準。

顯然，如果政府內部沒有一個有效的協調機制，上述的公共研發撥款的整體策略很難實現。本報告進一步建議，由行

政長官領導的創新及科技督導委員會應設立跨部門委員會及專責小組，以跟進項目的日常運作以及保證高層次政策的

有效執行，並確保各部門之間的充分合作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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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6C : 確定公營機構試用技術的相關用例

政府需支持技術在相關場景試用，以營造可持續的科創生態，並實現其公共研發資金的投入。換言之，政府應促進公

營部門採用新技術，從而支持大學研究成果的落地，並在私人企業注資前擴大本地科技初創企業的規模。以 5G 技術

為例，政府應鼓勵港鐵、機場及港口成為最早採用 5G 技術的一批用家。另外，鑒於九龍東在探索智慧城市可行性方

面扮演先導角色，該區亦是公營機構在自動駕駛、物聯網等應用場景推廣 5G 技術的理想選址。我們將在本報告的第

七章中詳細討論九龍東的發展。

同樣重要的是，政府所有部門均應採用支持本地創新的公共採購系統。不少經濟體已訂立採購政策和程序，以培育本

地具潛質的初創公司，並促進政府的行政效率。在新加坡，政府在採購時會優先考慮已獲「綠色通道計劃」認可的本

地初創公司。若香港要力爭成為世界一流的智慧城市，就應徹底評估如採購流程等政策措施，並增強政策的整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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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香港的創新園區
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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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香港的創新園區
第七章

香港科學園和數碼港是香港兩個主要的科技創新基建，在過去 20 年間對香港的科創產業十分重要。儘管經歷了數次

擴展，目前兩者的使用都接近飽和。截至 2020 年 1 月，科學園的整體租用率為 88%，而數碼港於 2019 年的租用率

亦已達 93%。因此，政府建議把位於落馬洲河套地區的港深創新及科學園發展為第三個主要創科園區，以加強香港

的科創實力。但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三個園區的位置均遠離本港兩個核心商業區，即中環和九龍東（圖 27）。

圖 27. 香港欠缺一個位處於核心商業區的創新園區圖28. 香港欠缺一個位處於核心商業區的創新園區

租用率（2020年1月）

租用率（2019年）

核心商業區1（中環）

核心商業區2（九龍東）

香港科學園

空置單位
12%

租出單位
88%

空置單位
7%

租出單位
93%

落馬洲河套地區

數碼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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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園區的興起

過去數十年中，創新空間在地理方面發生了顯著變化。在 20 世紀末及 21 世紀初，創新集群通常位於市郊的科學園區，

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發展出矽谷的史丹福研究園區。科學園區的選址反映了傳統觀念裡研究的獨立性。不過，隨著「開

放式創新」逐漸獲得認同，而大眾亦了解到創新園區能帶動周邊地區城鎮化，創新園區就如雨後春筍般在世界各地的

市中心興起。

顧名思義，創新園區是匯聚頂尖的支柱機構和公司，並有助連繫初創公司、商業孵化器和加速器的地理區域。創新園

區可為其所在城市或地區帶來一系列的好處。首先，創新園區有助培養開放式創新的文化，在最大程度上發揮知識溢

出效應。其次，園區匯聚了各類型的科技公司、大學和其他與科技相關的機構，有助加強跨行業合作，亦能有效促進

研究成果商品化。第三，創新園區可為城市帶來多元化的經濟發展，支持長遠的經濟增長。最後，創新園區可創造更

優質的工作崗位，為該區人口帶來具更兼容並包的經濟增長。

位於波士頓的創新區被視為創新園區最成功的案例之一（圖 28）。該創新區的誕生源自時任波士頓市市長湯瑪斯．曼

尼諾的構想，創新區位處相對落後的南波士頓海濱半島約 1,000 英畝的土地上。曼尼諾旨在利用包括哈佛大學和麻省

理工學院在內的大波士頓區創新基地，打造一個匯聚頂尖創業家、讓意念互相碰撞的空間。在主導創新園區發展的波

士頓重建局的推動下，該區吸引了不少知名機構進駐。其中，歐洲頂尖研究機構弗勞恩霍夫協會就在當地設立了弗勞

恩霍夫可持續能源系統中心；巴布森學院亦於 2011 年起在區內開設工商管理課程和研討會；而國際生物科技藥物研

發商福泰製藥在獲 1,200 萬美元稅務寬減後，將其全球總部遷至該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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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波⼠頓創新區概覽圖 29. 波士頓創新區概覽日

政府部門

截至 2015 年夏季：

市長辦公室（新城市力學）
及波士頓重建局

錨點機構
巴布森
學院

弗勞恩霍夫 
學院

附近大學 麻省理工 哈佛大學

全球總部
福泰製藥公司

（當地政府提供其約1,200萬美元的稅務優惠)

‧  >5,000 個新職位
‧  >200 個初創企業
‧  40% 公司設於共享工作空間

Source: Brookings

INNOVATION
DISTRICT

DOWNTOWN

BACK BAY

SOUTH
END

NORTH
DORCHESTER

FENWAY

ROXBURY

SOUTH BOSTON
波士頓

創新區

麻州挑戰
創業加速器

(Mass Challenge)

資料來源：布魯金斯學會

除了知名機構，該創新區亦意在吸引創業家和初創公司。為表示支持，市政府在區內推出了「創新元素」的規定，要

求所有新建辦公室和租置物業必須預留 15% 的面積予創業人士和初創公司使用。此外，為進一步推動開放性創新的文

化，區內公共空間可用作測試街燈、廢物收集、管理方案及新數碼技術等方面的創新技術。創新區成立僅三年，已創

造了超過 5,000 個新工作崗位，吸引了 200 間初創公司，並且區內有四成的公司設於共享工作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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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全球各地的創新園區均有其獨特的發展進程及計劃（表 17），包括上述波士頓引入的「創新元素」。

22@ 巴塞隆拿和埃因霍溫園區在發展其創新園區時則通過發掘並專注於其具比較優勢的領域。同時，與鄰近大學聯

繫緊密的創新園區則會建立大型研究機構，例如位於倫敦國王十字知識園區的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以及劍橋肯

德爾廣場的博德研究所。

表 17. 世界各地創新園區的發展措施比較

創新園區 措施

波士頓創新區
區內包括一個供新辦公室及零售業發展使用的「創新部分」，當中 15% 的空間已

預留給創業人⼠及初創企業

22@ 巴塞隆拿
巴塞隆拿根據其比較優勢，專注發展的重點集群集中於五個界別：資訊及電腦科

技、媒體、醫療科技、能源、及設計產業

埃因霍溫
精密機器是埃因霍溫具比較優勢的領域，這領域的集群亦正正是當地創新園區
所推廣的

倫敦國王十字知識園區 大型研究機構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為創新園區的重點項目

肯德爾廣場（美國劍橋）
博德研究所是由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共同創立的大型研究機構，位處創新園區
內鄰近兩間大學的位置

資料來源 : 各創新園區的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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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九龍東建設創新園區

由於創新在地理空間方面已發生巨大轉變，香港亦必須發展自己的創新園區，而九龍東是最理想的選址，因為該區不

僅擁有便利的基建交通，亦受益於鄰近的一系列與創新相關的機構（圖 29），包括理大、科大和職業訓練局青年學院。

此外，該區毗鄰多個研究機構，例如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汽車科技研發中心、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及創新中心。

而附近的將軍澳工業邨內亦設有數據技術中心和先進製造業中心，進一步完善了整個創新生態圈。在該區設立創新園

區，可提升與附近創新資源的協同效應。

圖 29. 現時位於九龍東一帶的創新機構

圖30. 九龍東一帶與創新相關的現存設施

理大、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

創新中心、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及汽車科技研發中心

觀塘市中心計劃

起動九龍東辦事處

職業訓練局
青年學院

科大

將軍澳工業邨
（數據技術中心、先進製造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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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九龍東發展創新園區亦符合政府現有的規劃。行政長官於《2011-12 施政報告》中宣布，為保障本港經濟的持續發

展，政府計劃將九龍東改造成繼中環之後的第二個核心商業區。九龍東亦被劃為研究智慧城市可行性的試點地區，並

於過去數年進行過智慧人流管理系統和能源效率數據系統等的測試。除此之外，政府在整體策略計劃《香港 2030+：

跨越 2030 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中提出建設東部知識及科技走廊，從北面的落馬洲河套地區開始，經沙田、大埔、

九龍塘，向南伸延至觀塘北，止於將軍澳。該走廊將連接位處九龍東的第二個商業核心區，旨在發揮區內現有的創新

和知識基地，加強本港的科技創新發展。考慮到上述因素，九龍東應是發展創新園區最合適和最具效益的選址。

而檢視九龍東區內，九龍灣行動區是最佳的地點。為將九龍東發展為第二個核心商業區，行政長官在《2013 年施政

報告》中建議將九龍灣行動區內的政府設施遷出，以釋放更多空間作商業發展用途。行動區佔地約 17 公頃，可發展

土地面積約七公頃，劃分為六幅用地（圖 30）。在六幅用地中，其中兩個地段已經售出作商業或辦公室發展；餘下

四個地段為搬遷中的政府設施。而政府亦於 2016 年擬備了初步發展大綱圖，並預期在 2020 年完成最終版本的建議

發展大綱圖。行動區位置方便，面積較大，而且尚未被發展，因此具備建立創新園區的合適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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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 九龍灣⾏動區概覽

資料來源：觀塘區議會及起動九龍東辦事處

地段 面積 ( 平方米 ) 進度

1 9,500 九龍灣車輛扣留及檢驗中心：預計搬遷

2 17,000 廢物回收中心：清拆中

3 8,400 維修廠：預計搬遷

4 16,750 兩個驗車中心：預計搬遷

5 3,800 已出售供發展商業或辦公室項目

6 6,800 已出售供發展商業或辦公室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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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九龍灣⾏動區發展規劃及工程可⾏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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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灣行動區
發展規劃及工程可行性研究 建築物體積示意圖

1,200 平方米園景平台上的
公共休憩用地

4,200 平方米公共休憩用地

33米

公共休憩用地

觀塘繞道

主水平
基準上120米

主水平
基準上120米

主水平
基準上45米

主水平
基準上50米

  辦公室
  零售 / 餐飲 / 娛樂
  酒店
  科技初創共用工作空間
  文化及創意
  中小企業務展示空間和中小企業
  支援中心
  交通設施
  城市耕種 / 食物工作坊 ( 室內 )
  城市耕種 / 天台綠化 ( 室外 )
  環境連接系統車廠
  公共休憩用地
  避火層
  轉換層 
  天台機電設施層
 連 接 高 架 車 輛 通 道 與 地 下 停 車 場 的 
  車輛斜道
  高架車輛通道

土地⽤途 總樓面面積 ( 平方米 ) 百分比

辦公室 287,500 57.6%

零售 / 餐飲 / 娛樂 117,200 23.5%

酒店 74,400 14.9%

中小企業務展示空間和支援中心 2,000 0.4%

文化、創意與科技用途 / 城市耕種 / 食物工作坊 14,200 2.8%

交通設施 4,000 0.8%

總數 499,300資料來源：觀塘區議會

然而，該初步發展大綱圖僅為「文化、創意與科技用途 / 城市耕種 / 食物工作坊」用途預留 2.8% 的總樓面面積（圖 31）。

若不能善用該區用地去提升本港的科創發展，可說是錯失良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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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加強本地的技術轉移並將本港發展為科創樞紐，創新園區的建設不可或缺。因此，我們建議將九龍灣行動區發展

為世界級的創新園區，使該園區完美融入《香港 2030+》所提出的東部知識及科技走廊（圖 32）。走廊中橫跨數間大

學的沙田、九龍塘及清水灣段可專注基礎研究；而九龍東段的創新園區，可集中於應用研究和商品化；將軍澳段涵蓋

將軍澳工業邨，則可聚焦於先進製造業；而北面的大埔工業邨亦可為製造業提供另一途徑。由此可見，若把九龍灣行

動區發展為創新園區，東部知識及科技走廊將可完整覆蓋包括基礎研究到應用研究、商品化和製造在內的發展過程。

建議 7 .
將九龍灣行動區發展為世界一流的創新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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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東部知識及科技走廊的設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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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部知識及科技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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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園區的深入剖析

九龍灣行動區設立的創新園區應具備以下元素：

1. 擴建數碼港和科學園

數碼港和科學園對香港科創發展至關重要。如前所述，這兩個地方的使用都已接近飽和，而創新園區則是它們擴建的

理想選址。更重要的是，在創新園區設立分支將更便利數碼港和科學園建立旗下公司與私營界別的聯繫，進一步推動

合作及鼓勵商品化。

2. 預留辦公空間給人工智能和金融科技公司

現時，於 2018 年重啟的新一輪活化工廈計劃規定，整幢改裝的工廈須撥出 10% 的樓面面積予政府劃作指定用途，例

如創意和科創產業，以惠及更廣大的社群。參考波士頓創新區「創新元素」的規定，我們建議政府應更進一步，要求

改裝作新辦公室及零售發展的工廈預留 10 至 30% 的樓面面積給人工智能和金融科技公司。人工智能與金融科技是政

府選定的本港創科發展具有優勢的其中兩個範疇。類似措施亦可見於位於巴塞隆拿和埃因霍溫等地的創新園區，這些

園區均會專注於其所在城市具優勢的特定範疇。

倫敦金絲雀碼頭的 Level 39 的例子很好地展現了將人工智能和金融科技公司凝聚於核心商業區的好處。金絲雀碼頭是

英國和全球主要的金融中心之一，亦是部分銀行的區域和全球總部的所在地。該區的大地產發展商金絲雀碼頭集團認

識到創新的重要性，決定在金絲雀碼頭的中心地帶設立共享工作空間 Level 39，專門支援金融科技、網絡安全和智慧

城市領域的初創企業。Level 39 優越的地理位置能讓初創公司毗鄰領域相關且資金充裕的客戶。經多年擴展，Level 

39 已成為加拿大廣場一號寫字樓中一個三層高、佔地 7,400 平方米的活躍社區，容納超過 1,250 間金融科技、網絡安

全和智慧城市領域的龍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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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技術轉移聯盟

我們於第三章中建議設立由技術轉移辦公室組成的聯盟，以提升大學在技術轉移方面的能力。該聯盟的辦公室應設立

在創新園區內，以善用鄰近大學的資源，亦更方便連繫創新生態圈中其他持份者。

4. 研究設施

政府在《發展九龍東為智慧城市區可行性研究》中提出，要在九龍東設立一個創新平台，為智慧城市項目提供試點或

示範場地，以發揮政府、產業及大學間的協同效應。依照政府指引，我們認為創新園區應包含各種研究設施以吸引科

學家。基金會在上一份報告《釋放香港科創潛能 構建國際研發之都》中提出，相關研究設施可採用大型研究機構的

模式。大型研究機構的選址多設於毗鄰大學的創新園區，如劍橋肯德爾廣場和國王十字知識園區，以營造充滿活力的

創新生態。此外，政府亦應鼓勵研發中心在園區內設立分支，包括我們本年在《共塑藝術科技 締造創新思維》報告

中提出的創意創新研發及試驗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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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與創新相關的政府部門

政府在創新園區中的參與對於促進和支援本港科創發展不可或缺。因此，和創新相關的政府部門如創新及科技局、機

電工程署、發展局、運輸署、投資推廣署、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及香港金融管理局等，均應遷至園區或在區內設立

辦公室。這將有助於在園區內創造有效的溝通渠道，確保企業、創業家、研究人員和用家之間頻繁且及時的互動。

最後，為讓該創新園區配合九龍灣行動區的環境，我們須考慮到上述構成部分的規模。參考本港和海外現有研發基建

的規模後，16 我們認為應把九龍灣行動區 1/3 至 1/2 的用地撥予興建一個世界級的創新園區。由於九龍灣行動區的規

劃工作現已全面展開，本報告的建議與政府現時發展時間表相結合，將能更全面發揮該地段的潛力。

16 在香港，香港科學園每期的樓面面積為 105,000 至 120,000 平方米不等，而數碼港第一至第四期的總樓面面積為 119,000 平方米，第五期則預計有 66,000 平方米。海外大型研究機構如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及
博德研究所的樓面面積分別為 35,000 和 91,000 平方米。研發中心方面，柏林的弗勞恩霍夫研究院生產系統和設計技術研究所的樓面面積則為 12,700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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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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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亳無疑問，過去數年香港在科技創新方面取得了重大發展。正如引言所述，政府投入了大量資源發展香港成為創新型

經濟體。然而，香港在知識轉移方面仍存在著嚴重不足。為填補現有差距，本報告提出了促進知識轉移的七大建議，

旨在將大學的科研成果商品化，惠及大眾。

憑藉香港頂尖的科研能力，香港應把握時機，填補其技術轉移的缺口，為再創經濟高峰鞏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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