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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創新科技業
概況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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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立之教授
徐立之教授是香港經綸慈善基金的理事長及中國浙江大學求是高等研究院院長。

他亦為香港大學的前任校長；在此之前，他曾任加拿大多倫多病童醫院首席遺傳學
家和多倫多大學的教授。徐教授在人類遺傳學和基因學的研究享負盛名，尤其是在
1989年發現囊性纖維化的致病基因，以及其後對第七條染色體的全面研究時所發現
的多種遺傳病。徐教授已發表逾300份通過同行評審的學術出版和65篇邀請文章。
他亦獲得多個國家級和國際的榮銜，如加拿大皇家學會院士、倫敦皇家學會院士、
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港科院的
創院院長及加拿大醫學殿堂榜的桂冠學人。徐教授得到的多項殊榮包括14個來自世
界各地大學授予的榮譽博士學位、加拿大勳章、安省勳章、法國榮譽軍團勳章、金
紫荊勳章和香港太平紳士。

	

倫嘉欣
團結香港基金顧問

倫嘉欣女士在投資界有逾二十年的經驗。她在1996-2012年在美國維珍尼亞州的
Emerging	Markets	Management	(於2011年被Ashmore	Group收購)	任合夥人及投資
經理，專注於環球科技行業和北亞市場。在此之前，她亦於里昂證券和瑞士聯合銀
行集團擔任證券分析師。她是香港大學文學院畢業生（主修歷史和社會學）。

	

張恩榮
團結香港基金高級研究員

張恩榮先生在2010-2015年間任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中央政策組研究主任。在此
之前，他曾協助工業界立法會議員倡議與業界（包括香港工業總會和經濟動力）相
關的環保創新科技政策。他於英國約克大學和牛津大學分別取得學士及碩士學位。

關於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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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撮要

概況
1.	 香港擁有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但為了確保經濟持續穩定增長，有必要發展
一套創新與科技策略。根據2015-16世界經濟論壇的全球競爭力報告，香港整體
競爭力排名全球第七，但在「創新能力」及「科技人員和工程師供應充裕度」兩個
指標中成績明顯較低。

2.	 香港的研發支出總和只佔本地生產總值的0.73%，較新加坡（2.1%）、韓國（4.2
％）和中國（2.1%）低（其中深圳為4％，北京為6%）。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ECD）各成員國平均科研支出超過全國生產總值的2%。不同研究指出，科研
開支對長遠經濟增長有正面影響。

創科人才
3.	 香港科學、科技、工程學及數學（STEM）畢業生的工作前景並不如商業、金融有吸
引力，更不能與醫科及法律系大學畢業生相提並論，因此形成了一個科研和工程	
人員供求不足的惡性循環。

4.	 香港政府研發投資落後於其他國家。公共研發只佔本地生產總值的0.4%，是其他
亞洲國家及OECD國家的一半。「下游」研究和應用研究不足，特別值得留意。

5.	 香港的大學院校在過去十年學術成就卓越，然而學術界欠缺誘因透過產品創新及
商品化將學術研究轉化為社會及經濟影響力。現時大學體制中，評核關鍵績效指標
（KPI）的機制偏重學術人員的「	研究成果	」多於實際社會影響。此外，推動卓越
科研成就需要更多跨學系及跨院校的合作。

6.	 雖然愈來愈多大學研究撥款的分配標準考慮到是否成功取得競逐形式研究資助，
但是大部分研究撥款仍不是以競逐形式發放。與此同時，大部份競逐形式的研究
撥款用於資助零散的小型研究項目。這些因素限制了研究項目的質素與規模。

營商環境
7.	 香港製造業向內地遷移造成本港工業萎縮。在其他經濟體系，應用科研主要由工
業推動。香港本地市場相對較小，限制了電子商務等科技密集型服務的發展，這是
本地工商業科研支出偏少的主因之一。與其他發達經濟體系相比（1%），香港商業
研發支出只有本地生產總值的0.3%。

8.	 雖然近年香港初創企業活動一浪接一浪，但香港研發圈子仍然比其他國際城市
小，早期研發投資環境亦有待成熟。成功例子是年輕人的強心針，能夠培養社會氣
氛，支持研發創業。

9.	 中國因崛起而面對的社會及經濟問題的挑戰使內地對先進科技需求有增無減。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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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成為中國創科樞紐，為香港強健的基本科研根基帶來機遇。推動香港與深圳共
同發展科技創新，會增加本地工商界對科研的需求。

政府政策
10.	 政府一直堅持的自由市場及審慎的財政措施是發展完善和長期創意科技業政策的
一大障礙。

11.	 內地十三五規劃的重點包括大力投資創新和發展科技；相比之下，香港政府對科研
的投資更顯落後。

12.	 政府近年嘗試推動「智慧城市」，但無論推行力度還是政策成效都不及其他發達國
家和城市。不少研究指出，香港在開放政府數據，在政府部門內使用統一格式地理
空間信息及免費公共無線上網服務均較為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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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建議

香港政府需要制定一個長期的戰略，全方位推動創新和科技發展。重點應要培育
一個健全的環境，並加強上游，中游和下游之間知識創造和轉移的聯繫。

1.	 大幅增加研發撥款：人才是推動創新科技的關鍵。要做到培育人才與經濟發展相
輔相成，政府需要採取主動，大幅增加研發投資，加強本地研發能力。薈聚特色研
發的專才可以吸引跨國企業及中國公司來港進行研發。更重要的是，香港會成為初
創企業的跳板，孕育新的知識型經濟。本報告建議政府設立500億科研基金資助
應用研究，並在未來將公共研發撥款提高至本地生產總值的1%，收窄與鄰近地區
及國際城市的差距。

2.	 改革大學績效指標及科研撥款機制：為了使大學能回應當代社會與經濟需要，大學
教育資助委員會（UGC）需要檢討現時評核大學表現機制偏重論文發表的問題，
引導學者重新將學術重點放到研究所帶來之深遠影響。此外，為了推動香港卓越
研究的成果，讓香港科研機制與國際接軌，所有新的科研撥款應經由研究資助局
（RGC）發放，並在現時供大學自行運用的機構撥款過程中，加重項目為本和競爭
元素的比重。在不少國家的創新科技政策中，公共研究撥款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當
局應該給予研究委員會獨立法定地位，並加強政府、業界和其他持份者與委員會
的聯繫。

3.	 拆牆鬆綁，積極發展科研：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及大都會，政府應建基於香港現有的
優勢推動創新與科技。這意味着政府需要好仔細評估任何制約企業發展的政策，
監管機構需要在創新、競爭和其他監察工作中取得平衡。當局可考慮簡化對初創公
司的監管程序，實行分級監管制，符合條件的公司可簡化程序，超過某個門檻才需
接受更嚴格的監管。

4.	 孕育可持續的初創公司發展環境，提昇商界活力：政府應以市場為本，透過加大共
同投資計劃及其他誘因，支持風險投資及私人「企業孵化器」的發展，同時可於大
學內推廣創業，吸引非本地專才來港。而不應選擇性支持成功的初創企業。為鼓勵
初創公司、業界及跨國企業投資研發，政府需要提供稅務誘因及研發資助，提升本
地初創公司實力及地區競爭力。

5.	 加強與中國內地合作：香港的司法與社會制度穩健，加上接壤中國內地，能夠盡佔
地域優勢，成為中國的「超級連繫人」，把中國和世界其他地區連接起來。創新科
技政策應該包括吸引本地及外地科研人員及初創公司，將香港塑造成全球設計－
初型－測試－取樣－生產－銷售供應鏈的重要交匯點。政策亦應促進香港大學及
研究機構與深圳及朱三角公司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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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鞏固「智慧城市」的基礎：本報告贊同政府把香港打造成一個「智慧城市」的目標，
當中包括擴大免費公共無線上網熱點的覆蓋範圍及開放更多的政府數據予市民
使用。開放數據固然有利研發新產品，但政府亦要同時考慮如何改善和擴展應用
程式介面去提供更個人化和更方便的資訊更新。政府應該制定一個通用於各部門
的標準，使它們可以用同一個格式於網頁上發放數據和資料。由於大部份「智慧城
市」應用程式需要行動定位，因此空間數據基礎設施的建立是香港成為一個「智慧
城市」的重要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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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由工業革命時期展開以來，創新與科技一直是推動全球經濟的兩大火車頭。發明
及新能源（由蒸氣到電力）與新物料（例如鋼和塑膠）的商業化，結合創新的經營
模式和生產方式，將先進國家的生產力大大提升。	 另起一段不少研究顯示創新對經
濟的重大影響。Ho	 et	 al.	 (2009)	 的研究指出，在新加坡，研發資金存量每上升1%
長遠會為總要素生產率帶來8.14%的增長，及研發長遠的收益率達到132%。即每
100新加坡元的研發投資長遠會為國內生產總值帶來132新加坡元的額外回報。同
樣，Ulku	 （2004）研究報告指出在OECD國家，專利數量每多1%，人均生產總值
會增加0.08%，而在非OECD國家，人均生產總值增長更可高達0.11%。

除了經濟增長以外，創新對就業及社會向上流動的影響也有相當數量研究支
持。Bogliacino	and	Vivarelli	(2012)	的報告指在歐盟每1%研發支出，職位數目（包
括製造業及服務業）會增加0.025%-0.049%。根據2013年歐盟數字，€100,000的
研發投資可製造1.9至3.8個職位。Aghion	 et	 al.	 (2015)	顯示創新能增加社會向上流
動性。報告將社會流動性定義為同一家庭兩代收入排名比較，創新則以人均專利數
目量度，報告計算出人均專利數目每上升1%，在入息全國最低25%的美國家庭，收
入排名對比就會微升0.024%。

由此可見，當全球步入資訊科技及互聯網為主的年代，在全球化的大環境下，創
新和科技將對香港可持續發展越來越重要。當經濟體系漸趨成熟，在製造成本增加
下要維持競爭力，社會必須沿價值鏈向上提升發展成一個知識型的經濟體。創新和
科技對社會進步尤為關鍵。

香港向來十分依賴金融及地產行業，創新和科技發展正落後於鄰近城市。由圖1
可見，深圳研發支出約100億美元，是香港的五倍。經常拿來與香港作比較的新加
坡現正積極投資研發，香港需要急起直追。



10

0

2

4

6

8

10

12

香港新加坡深圳

圖1: 香港、新加坡與深圳的研發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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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香港政府統計處、中國經濟數據庫

然而，矽谷成功的經驗並不能輕易被複製，不少國家曾經嘗試模仿亦以失敗告
終。矽谷的成功並不是一條方程式，不是單靠建工業園、辦大學和成立政府機構就
可以做到。創新科技發展還包含一些更宏大、更無形的元素，例如：社會文化、營
商環境、工業體制、初創企業、教育制度、政府政策和多層面的跨界合作。

本報告嘗試分析創新科技環境現況，並分為三大範疇：創科人才、營商環境及政
府政策。透過審視香港現時社會環境，以及三大範疇的優勢和挑戰，才能宏觀了解
三方面的互動。

在撰寫這份報告的過程中，經綸慈善基金向我們提供了馮氏利豐研究中心研究報
告的初稿。我們藉此感謝Doborah	Weinswig、John	Harmon、Sunny	Chan和Char-
lie	Poon對我們的幫助。

團結香港基金在2015年6月至10月期間，舉辦了多場研究圓桌會議，向與會的
持份者、專家及專業人士收集意見及建議。與會持份者包括學界、商界及金融界人
士，以及政府及公共機構成員，名單已於報告附錄（一）詳細列出。	 如英文版本和
中文版本有任何不一致或不清晰之處，請以英文版本為準。



創科人才：創新與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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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與現況

人才是創新科技（I＆T）中必要的一環。教育，尤其是大學教育，在培育創科人
才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香港有19間可頒授學位的高等教育院校，其中八間由大學
教育資助委員會撥付公帑資助。那八間當中六間大學提供和科學相關的學士及碩士
課程。另外，香港還有一間師資培訓學院。在2014／2015學年，共有87,600名全日
制學生及3,900兼讀制學生入讀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本科生及研究生課程。當
中包括15,000名入讀第一年本科學位課程的學生。除此之外，該學年還有約7,000名
研究生，其中5,600名由政府資助。

除了大學，研究機構亦包括創新科技署旗下五所附屬研究中心（於「政府政策」一
章作討論），它們主要針對各商業範疇進行研究，如：汽車部件及配件、資訊傳播
科技、製衣及成衣、物流和生產鏈管理以及納米與先進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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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勢與挑戰

優勢
卓越學術成就

過去20年，香港教育力求進步，優質學府享譽全球。

中學教育

香港有一個完善的中學教育制度，培育科學與數學專才。在2012年學生能力國際
評估計劃中，香港在科學和數學分別排名第二及第三。高質素的中學教育能夠為之
後的進階的科學訓練奠定基礎。

表1：	2012年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數學排名及分數

國家／地區 排名 分數 國家／地區 排名 分數

上海 1 613 法國 25 495

新加坡 2 573 英國 26 494

香港 3 561 挪威 30 489

台灣 4 560 意大利 32 485

南韓 5 554 俄羅斯 34 482

日本 7 536 西班牙 34 484

加拿大 13 518 美國 36 481

德國 16 514 瑞典 38 478

澳洲 19 504 以色列 41 466

資料來源：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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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12年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科學排名及分數

國家／地區 排名 分數 國家／地區 排名 分數

上海 1 580 英國 20 514

香港 2 555 法國 26 499

新加坡 3 551 美國 28 487

日本 4 547 西班牙 29 496

南韓 5 538 挪威 31 495

加拿大 10 525 意大利 32 494

德國 12 524 俄羅斯 37 486

台灣 13 523 瑞典 38 485

澳洲 16 521 以色列 41 470

資料來源：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高等教育

雖然香港高等教育與全球頂尖學府相比仍有一段距離，但本地大學在全球仍佔相
當地位。根據QS世界大學排名（QS	Quacquarelli	 Symonds,	 2015），八間公營大
學中有五間位列頭二百名，其中兩間更高踞頭五十名。在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
排名中，四間公營大學位列頭二百名。值得一提的是，香港較新的大學在過去數年
取得巨大進步，與國際同等級的學府相比表現更佳。

圖2: 香港大學學府的QS世界大學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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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QS世界大學排名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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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學和工程學方面，本地大學的學術成就更為傑出。數間本地大學的計算機科
學系、數學系及電子工程學系的排名均在世界的頭三十名以內，達到領導全球的水
平。

表3.	香港本地大學按學系排名前100名

學系 大學（排名）

電子工程學系 香港科技大學（19），香港大學（22），香港中文大學（25），香港城市大學（37），香港理工大
學（51-100）

計算機科學系 香港科技大學（8），香港大學（12），香港中文大學（18），香港理工大學（51-100），香港城
市大學（51-100）

數學系 香港大學（20），香港城市大學（29），香港科技大學（33），香港中文大學（42）

化學工程學系 香港科技大學（27），香港大學（51-100），香港中文大學（51-100）

化學系 香港大學（23），香港科技大學（25）

醫學系 香港大學（28），香港中文大學（51-100）

物理及天文學系 香港科技大學（51-100）

資料來源： QS世界大學排名2015

另外，根據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2014年的研究評審工作，46%的大學研究獲評四
星「世界領先」評級（12%）及三星「國際卓越水平」評級（34%）。本地大學研
究達到英國2008年研究評審工作的級數，即17%達四星評級及37%達三星評級。由
此可見，香港基本研究的水平與國際接軌，為創新科技發展提供強健的人才基礎。

當中一些研究成功轉化成為市場產品，工業學界協作研究，或以其他形式為社會
和經濟帶來正面影響。以下表格列舉出一些成功的技術轉移、商學合作及衍生公司
的例子。

表4.	香港本地大學的研究成就

學院 成就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首先研發利用血液中的循環游離核酸進行分子檢測。這個做法可以用於非侵入式的產
前檢查（例如用於測出唐氏綜合症），現時全球已有超過一百萬名孕婦使用。另一用途是用於俗稱液態切
片的非侵入式癌症測試。香港中文大學擁有這方面的專利，並已在全球得到授權和再授權，促使不少相關
的初創公司成立。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夥拍農業生物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成立夥伴實驗室。這個深度合作結合先進科技及傳統種植
員智慧，以解決重大農業問題。利用生物科技可以提升農作物的營養，例如含高賴氨酸的大米。基因研究
則能用於改善種質，例如複製野生大豆的耐鹽基因，令大豆能在高鹽份的水份下生長。

香港中文大學 中大網絡編碼研究所成功研發一套簡單的網絡編碼技術，名為分批稀疏編碼（BATS	code），大大提升網
絡的傳輸速率，減少數據流失。BATS	code的優勝之處已經經過商用無線路由器証明，期望能應用於未來
的5G及其他無線通訊系統。

香港城市大學 香港城市大學的學生設計了一個得獎的商業計劃書，可以把該大學教授研發的新毒性測試技術商品
化。2010年畢業後，該群學生成立了水中銀（國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水中銀得到企業孵化器的資助
及風險投資的幫助。在2015年4月，該發明和初創公司奪得第43屆日內瓦國際發明展的最高榮譽大獎，為
世界上第一個「轉基因鯖鱂魚」和「班馬魚」胚胎檢測技術，進一步提升全球產品測試的標準，保障顧客
健康。

香港城市大學 「人間淨土－走進敦煌莫高窟虛擬實境」以嶄新的數碼方法和可持續的保育方法呈現出新模式的考古展
覽。這個在創意媒體學院中舉辦的360度虛擬實境以最佳的方法展示出莫高窟的壁畫和雕塑。這個系統更
是以最新的立體環迴技術和豐富的動畫和影片展示出古代的舞蹈、音樂表演和其他壁畫裏描繪的情景，大
大提升觀眾的享受。這個系統已在多個地方安裝及使用，吸引了很多潛在合作者的注意和興趣。

香港城市大學 一個城市大學的教授以創新的方法結合納米組合的方法和傳統的強化方法，製造出特別強化的鋼鐵。這
種新鋼鐵輕量之餘，亦有特強的韌度、焊接性和抗腐蝕性。這個技術已經為中國內地的高科技鋼鐵製造
商所取得，而已經有70多個內自印度、巴西和沙地阿拉伯的大型和中型的鋼廠使用該內地製造商的製品。

資料來源：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理工大學及《自然》雜誌

https://zh.wikipedia.org/zh-hk/%E5%A4%A7%E5%AD%B8%E6%95%99%E8%82%B2%E8%B3%87%E5%8A%A9%E5%A7%94%E5%93%A1%E6%9C%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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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香港本地大學的研究成就

學院 成就

香港浸會大學 物理系研發了一個以納米結合藍寶石的技術，可以應用於較脆弱的物料如石英、石英玻璃或強化玻璃上。
這個組合和單晶藍寶石一樣堅硬，而比起藍寶石更不易碎。「鐵甲玻璃」現已申請專利；而且由標準的
工業薄膜沉積技術已經可以製造，成本不高。將來該技術可以應用在流動電話的顯示屏和鏡頭上、平板電
腦、混合式手提電腦和手錶上。這個技術已經由一個初創公司取得，並吸引了風險投資者在成立五個月內
投資。

香港浸會大學 中醫學院成立了一個質量控制的技術，利用高效膠體滲透層析儀去分辨藥材指示質量的標記，例如中國著
名名貴藥財鐵皮石斛。這種藥材不顯眼的外貌和非常高的價格使人容易混淆和被其他藥材冒充。因此，認
證和品質測試可以保證藥材的安全。這個技術已經取得有關專利，是當今唯一能夠快速、準確和便宜地認
證鐵皮石斛的方法，亦是現今用以檢測鐵皮石斛的質量控制技術。

香港浸會大學 一個由生物系和化學系組成的研究團隊研發了一個神經幹細胞技術。他們成功從成年動物中抽取神經幹
細胞，並把幹細胞移植到同一動物的腦部上，收復神經損傷。這個專利技術能夠被直接應用在神經退化
的疾病，如腦退化症、帕金遜症等因為腦部受創或是中風所造成的病症。這個技術已經由一間初創公司
取得，該公司更因該技術奪得多個科技獎項，例如Red	Herring	Top	100	Asia和Red	Herring	100	Global	
Awards，表揚該技術對科學和人類的貢獻。

香港大學	 大學於十年多前將戊型肝炎疫苗的研究結果獨家轉讓予國內製藥公司養生堂。自此研究成果被發展為疫苗	
Hecolin，並於2011年十二月取得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認可。疫苗在戊型肝炎流行的發展中國家將
有極大潛力。

香港大學	 港大化學系一團隊成功為新一代有機LED燈（OLEDs）研發出一套新物料。該發明在2015年成功轉移到
一家全球家用電子產品生產商，用作研發高能源效益及色彩鮮豔的LED產品。

香港大學	 醫學院一團隊成功製造出口服三氧化二砷，即俗稱砒霜，成為香港首個獲得專利的處方藥物，用於治療急
性粒子性白血病及其他癌症。口服藥將可能代替現時靜脈注入式三氧化二砷Trisenox，大大減低副作用。
口服砒霜因為成本較低，服用者無需入院，將可大大節省醫療開支。新藥物將會在多個國家由授權合作伙
伴進行臨床測試。

香港科技大學 全球最大相機用遙控直升機生產商DJI是由一位科大學生在其教授指導下所開展的企業，總部設於深
圳。DJI在香港及中國設有研發中心，亦是香港科技大學創業計劃的培育公司。

香港科技大學 全球最大電子通訊公司華為，總部設於深圳，在香港科技大學成立聯合實驗室。實驗室致力研發未來通訊
及網絡技術，目前已進行超過50個前沿研究項目，包括大數據分析、無線網絡、多媒體標準、多核網絡晶
片、雲端計算架構及高效網絡等不同範疇。

香港科技大學 科大的殺泥污水處理技術（The	Sulphate	Reduction	Autotrophic	Denitrification	and	Nitrification	
Integrated	process，	SANI）利用細菌減少污泥。技術透過海水中的「硫酸鹽還原菌」氧化化學反應，消
除污染物，並減少能源消耗及温室氣體排放。科大已與香港渠務署合作，在沙田污水處理廠大規模試行技
術。

香港理工大學 光纖傳感系統可以偵察列車行車情況及記錄其他數據，例如：温度、加速度、壓力、重量等。目前系統已
被港鐵及中國高鐵採用。

香港理工大學 香港理工大學與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共同研發「相機指向系統」，已隨嫦娥三號月球探測器成功登月。

香港理工大學 香港理工大學航空服務研究中心由美國波音公司資助，並得到本地航空公司香港飛機工程有限公司、香港
航空發動機維修服務有限公司及中國飛機服務有限公司支持。中心主要研究提升航空服務的維護、維修及
翻修。

資料來源：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理工大學及《自然》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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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香港為數個享譽全球的研究機構所青睞。康奈爾大學在2010年和香港城
市大學開展了第一個獸醫課程，以解決香港對獸醫培訓的匱乏。在2015年2月，瑞
典的卡羅琳學院在香港設立了海外研究分支，專注和香港的大學研究共同的專長領
域，當中包括幹細胞技術。最近，麻省理工學院更宣佈會於2016年在香港設立創新
中心，就如該中心的總監	Charles	 Sodini	所指出，該中心能善用香港「毗鄰龐大製
造業基礎設施，有助鼓勵產品原型試驗和公司業務擴展的獨特優勢」。這些國際合
作反映出香港具有優勢和吸引力。

	

挑戰
難以吸引學生修讀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學系（STEM）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2015-16全球競爭力報告，香港在「創新能力」排名較低，只
有第二十九名，在「科技人員和工程師供應充裕度」只排行第四十一名。的確，香
港創新科技發展的一大難題是如何吸引成績優異的學生入讀STEM學系。STEM學
系在收生方面面對強大競爭，這情況在各學士課程的收生入學成績中位數中可見一
斑。從2014年大學聯合招生辦法（JUPAS）的數據可以看到，工程學系及科學系的
入讀條件不單比法律系及醫學系低出一大截，甚至比商學系還要低。

圖3. 2014年香港本地大學入學成績中位數

中位數

學
科

0 5 10 15 20 25 30 35

科學

商學

工程學

醫學

法律
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大學

資料來源：大學聯合招生辦法

以上圖表顯示STEM學系未能吸引成績最優異的學生入讀。從人才角度來看，這
個現象可能對香港創新科技業發展有負面影響。

欠缺就職前景，可能是科學學位及工程學學位缺乏吸引力的原因之一。作為一
個倚重金融及服務業的城市，香港創新科技業發展落後於其他主要行業，例如旅遊
業。2013年香港只有0.9%的總就業人口從事科技業，這個數字可以證明創新科技業
規模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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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各行業就業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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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除了就業前景不明朗，從以下圖表可見，STEM本科生的年均收入亦欠缺吸引
力。

圖5. 不同學系本科生年收入平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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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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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專業、科學及技術活動」的月入中位數低於「金融及保險」和「教育及公
共行政」界別。

圖6. 各職業界別月入中位數

月入中位數(港元)

年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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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到相對不吸引的工作前景及收入，STEM不是最受學生觀迎的學科也不令人
覺得意外。

值得一提的是，入讀科學、工程學及科技課程的研究生是研究院中人數最多的。
在2013年有1,224位科學和工程學及科技的研究生，人數比所有其他研究院學生的
人數總和還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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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研究院課程的畢業生人數

學科

畢
業
生
人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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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量STEM研究畢業生並沒有為香港帶來大量的STEM專才。當中只有一
少部份，2013年有133名畢業生，在與學科相關的行業工作（非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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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研究生的就業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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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研究員寥寥可數
香港研究生獎項只佔全部高等教育獎項約8％，比大多數OECD國家要少。此

外，香港科研人員的總人數	 (包括私營機構)，只有26,000人	 (政府統計處，2014)，
與本地總人口的比例也比大多數OECD國家為低（見圖10）。為了改善香港的創科
能力，發展現時羽翼未豐的創新科技業，政府必須大力投資。

圖 9. 研究生獎項與高等教育獎項之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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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Clark and L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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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研發支出落後其他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
香港政府的研發支出落後於鄰近地區及其他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香港科研

投資總額在2013年約為156億港元，即本地生產總值的0.73%；同年公營開支（政
府及高等教育）佔生產總值的55%，而私營佔45%。相比大部份經濟合作與發展組
織國家及其他亞洲城市，這個比例非常低。香港公共科研開支比例為本地生產總值
的0.4%，遠低於美國的0.7%，德國的0.9%及新加坡、韓國和日本的0.8%。

圖11. 總研發支出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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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數據為2012年，其他為2013年。
資料來源：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香港政府統計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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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政府研發支出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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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數據為2012年，其他為2013年。
資料來源：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香港政府統計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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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研發支出過低實有礙長遠經濟發展。Guellec和van 
Pottelsberghe （2001）指出，公營機構，尤其是高等學
府進行的科研對長遠經濟發展有重大影響。

科研強國如：以色列、瑞典、日本及美國的研發支出皆佔國內生產總值頗高比
例。就如本報告在引言時指出，創新在經濟生產力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Ho	et	al.,	
2009)，同時亦能增加就業（Bogliacino	 and	 Vivarelli,	 2012）和帶動社會上流力
（Aghion	et	al.,	2015）。

應用科研投資資金匱乏
香港政府對應用研究的投資所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份比相對於科研投資更低。在

美國，基本科研與應用科研的比例約為一比一（Shapiro，2013）。根據2014年財
政預算案（曾俊華，2014），政府對創新及科技基金（ITF）的年度投資額約為5億
3300萬，該基金主要針對科研商業應用作研究。相比起研究資助局（RGC）每年為
「上游」及基本研究提供的約11億元的資助，應用研究（包括中游和下游）的投資
有需要急起直追。

香港政府轄下的五個科研中心現時的而且確有投資於應用科研上（詳看政府政
策章節）。但即使政府有創新科技的重點策略，社會聲音卻認為香港資助的科研項
目過於零散，資助年期亦偏短，因而令研究規模難以擴展，和取得卓越成就（Shih	
and	Chen，2010）。此外，有學界專家擔心這些科研中心變質，淪為資助機構，在
政府與大學中間增加了一層隔膜。

眾多意見中亦不乏對於這些研究中心行政運作的顧慮。政府規定每個研究項目需
在12至15個月內完成，在產業配對上有嚴格的標準，每個項目都需要創新科技署審
批。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在審視科研中心工作後發現，由於創新及科技基金注資
過程限制過多，工商界普遍不太願意與科研中心合作進行科研。審查要求及過程亦
過於繁複，一些有價值的科研項目因此無疾而終（立法會，2015）。科研中心運用
政府資源的效益亦存疑。

一個有效的科研投資系統需要在基本研究、轉化研究和應用研究三方面上
取得一個平衡。目前，香港最缺乏的是接合基本和應用研究的中游/轉化研
究。Nurse（2015）在其著作中指出，轉化研究是把基礎知識擴展至可以進行直接
應用研究的重要階段。本地基本研究富全球競爭力，香港未來無疑地應該繼續提高
基本科研水準。就如	Shapiro	 (2013)	以美國為例子，指出基本研究能夠為市場帶來
最大的溢出效應；另外，Lau和Xiong（2015，第24頁）認為只有擁有穩固基本研究
基礎的國家能夠持續地有突破性的發現和創新。儘管如此，資源的調配不應該只是
側重於基本或應用研究上，所以在現時的階段政府有必要更着重對中游和下游研究
的投資。

科研成果與社會影響力存在差距
雖然本地學術根基紮實，但大學與業界缺乏連繫，令香港科研停滯不前。這跟美

國的情況剛好相反。美國的大學與業界合作支撐着當地的創新科技環境。例如，美
國國家科學基金會	 (NSF)	 (2003)	 的工商界/大學協作研究中心計劃（Industry/Uni-
versity	Cooperative	Research	Centres	Programme）在全國開設了45間中心，計劃
包含80間大學及600個業界夥伴。在香港，本地工商界對公營大學的科研投資少於
一千萬美元。投資額大約等於每人一美元，是美國的十分之一和英國的七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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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工商界對高等教育科研的人均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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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數據來自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大學院校。
資料來源：英國國家統計署，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香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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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步空間 ： 知識轉移及其成效
香港與英國評核教育機構的方法十分相似。兩者皆以績效評核高等教育機構分

配大學資源進行科研的能力，在香港稱為「研究評審工作」（RAE），英國則稱為
「卓越研究框架」（REF）。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作研究用途的整體撥款所採用的
RAE著重學術成果。根據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2013），評審標準

甲.	 80%來自「研究成果」的質素

乙.	 20%	來自其他對學術單位的評估，包括

•	 研究資源的投入，即獲得大學以外同儕審查授予獎金的數目及金額	；	以及

•	 學術成果的影響力及知名度，如獲得尊貴學術期刊頒發的獎項及獲邀任主
編，

我們認識到RAE對「研究成果」採用了一個性質廣泛的定義，包括出版物、專
利、文物等公眾可以查閱的成果，亦包括創新的原素和與獎學金掛鉤，但是大部份
學者都指出學術出版仍然是RAE最看重的「研究成果」，而且其餘20%的評審標準
未充分考慮社會及經濟影響，亦即是說大學「研究成果」的關鍵績效指標（KPI）
偏重於論文的發表。

英國於2014年開始認受科研在學術界以外的影響力，在REF評審標準中額外加入
20%為科研成果對經濟、社會及／或文化的影響，學術成果則佔65%，仍屬最重要
的評核標準。研究成果對整個學系或其他研究的貢獻佔評核的15%	(REF,		2012)	。

相比之下，美國並沒有一個統一的研究評估系統，所有研究基金以競逐方式發
放。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是美國聯邦政府科研基金第二大資助機構，其研究基金同
時著重學術成就及社會影響力	 (NSF,	 2014)。故此，美國大學除了發表論文外，亦
會考慮其他因素，例如：科研成果能成功競逐全國科研基金的機會、成功爭取與工
商界簽定科研合約的機會、能否為社區服務、市面上投資科研的風險資本、科研成
果能否分拆成企業、留存比率和社會流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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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香港與英國公共科研資助機制關鍵績效指標 (KPI) 的比較

資料來源：香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英國卓越研究框架 (REF)

註:「研究資源投入」及「聲譽量度」的比重分配原定為10/10，但評審可決定調節比重至15/5或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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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me	Ann	Dowling	教授在2015年回顧工商界與大學的科研合作，她在報告中重
申因為2014年REF評核標準加入了科研的「社會影響力」，大學和學術界更主動尋
求與工商界合作，為科研成果帶來經濟效益。

「將『社會影響力』加入評核標準使大學開始重新與商界
合作，改變了一貫以來的看法——是這個報告帶出的重大
訊息。影響力將會是推動更多科研合作的重要元素。」
（Dowling, 2015:29）

除了英國，各國政府都正積極加強大學與商界的連繫，視兩者合作為創新價值鏈
不可或缺的元素。Hazelkorn	 （引用於	 Tomsk,	 2006）提出，加拿大和愛爾蘭等國
家承認知識型工業與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進而發展一套連結商界與學界的
架構。

根據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2014），來自本地工商界的科研資助金額少於8百萬
美元，僅佔2013／2014年度總研究資助金（包括公營及私營機構）的2%。外來研
究資金，包括來自商界及非商界，佔新研究項目總資助金的4%，共1500萬美元。
由於香港本地工商界對學界科研興致缺缺，政府需要小心地和有策略地為商界提供
注資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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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2013/2014年度教資會資助院校新研究項目資助金

項目 金額（百萬港
元）

比例	（%）

研究資助局及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指定科研項目 1,241 45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其他） 311 11

香港慈善團體 410 15

香港政府 506 18

香港工商界 62 2

香港其他 111 4

非本地 120 4

總共 2,761 100

資料來源：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研究評審工作」（RAE） 本身存在的問題
表現評核系統在實際操作上經常未能反映當初設立的目的。即使進行過多次改

革，「卓越研究框架」（REF）在英國仍受到不少批評。當中包括大學及學系利用
取巧方法得到好評級。「學界有按照REF的評分標準去安排研究，而非為了製造知
識。」英國布里斯托大學校長	Eric	Thomas	說。「學術界的升遷因此變得畸形，有
不少『星級研究員』藉着複製REF的成功研究而得以進入一流大學。」伯明翰大學
校長Michael	 Sterling也批評REF有礙跨學系研究，同時導致應用研究和教學缺乏支
持。英國皇家化學學會指出「大學利用REF作為管理工具，令學界人士大受壓力。
」（英國皇家化學學會，2015）最後，英國皇家化學學會建議將所有研究資助由整
體撥款轉為競逐式研究基金（Whitley,	2007）。

香港學界對「研究評審工作」（RAE）系統存在同樣的不滿。人文學科的成員就
憂慮RAE未能承認一些對本地社會具影響力但難以登上國際學術期刊的本地研究。
有些持份者認為RAE阻礙大學與大學之間的科研合作，而且準備RAE的文件令學術
人員的工作百上加斤。

為了評核大學研究資金是否運用得宜，政府的確有評核大學評審制度的需
要。Whitley（2007：3）提到在不少國家，政府就研究計劃進行以前的評審，所投
放的資源遠比就「研究成果」評審的資源投放為高，不過她又引用Cozzens：「現
時沒有投放資源作定期評核的機構和國家，遲早也要展開相同的工作。」一方面評
核可以保障研究的質素，另一方面日漸龐大的公共科學體系需要一個問責的指標。
現時，香港有必要重新審視「研究評審工作」（RAE），衡量評核工作的成效與成
本，決定系統是否能有效推動卓越研究，以及促使大學能回應社會與經濟需要。

公共科研資助體制有待改善
善用公共科研資助，政府可在知識發展和訓練人才以外為科研人員提供誘因，領

導科研發展日漸重要的創新和科技。由於資源有限，各國政府正重組他們的科研資
助體制，以回應社會與經濟需要。不少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亦著手改革科研資
助體制以應對新的社會問題和挑戰，提出新的資助計劃如以「表現為本」和競逐式
資助計劃，以推動新的科研項目（Maass,	2003;	Steen,	2012）。

公共科研資助體制欠缺成效
現時，全球公共科研資助體制可以分為兩大類：機構資助模式及競逐資助模式。

機構資助模式意指機構根據預設的評核標準而決定科研資助金額。競逐資助模式則
是以獎項形式，將資助撥給在公開比賽中勝出的科研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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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公共科研資助主要透過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以機構資助的模式發放，而研
究資助局則負責競逐資助模式的科研項目資助。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以整體補助金
的形式將資源分配給各院校，約75%用於教學，25%用於研究，亦即是「直資研究
撥款」(R.	Block)。後者是根據「研究評審工作」(RAE)	評核系統而決定如何分配。
在2012-15三年間，撇除15億研究生研究撥款，直資研究撥款的預算約為40億。另
外，研究資助局的資助金來自2009年設立的180億元研究基金，在2013/14年度再
注資50億。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料顯示，每年流入研究資助局的資金估計有約11
億，包括優配研究金及其他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指定研究金。由以上數字可見，
機構資助模式與競逐資助模式的金額比例約為80:20。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2011）的說法，為了獲得更研究成果，以及令科研機
構更能回應社會及經濟需求，不少國家已逐漸將科研資助預算由機構資助模式轉移
至競逐資助模式。不過，有專家憂慮，偏重競逐資助模式會導致短視、保守的科研
心態，同時會令科研基建缺乏投資，所以當局需要支持科研基建與取得卓越研究成
果中取得平衡。

誠然，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在2011年曾提議在整體補助金分配中加入競爭成分，
建議在9年間，將12.5%的整體補助金（直資研究撥款的一半）以競逐形式頒發，並
參考成功獲得研究資助局撥款的科研項目。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訂出一條方程式，
使在2012-15首個三年度間，第一年將1.3%整體補助金撥入競逐形式，第二年增加
至2.6%，第三年則是3.9%。（教資會2012-15年度預算的平均數大約等於表6第三
欄的（c）項除以（a）項，即2.6%）。即使考慮到這些改變，競逐形式的研究撥款
依然偏少。以2012-15年度預算年度為例，將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直資研究撥款
和研究資助局的資助金一起計算，以競逐形式發放的科研資助佔整體的29.8%（由
表6可以看到）。

雖然香港科研資助體制開始改革，但與美國相比仍存在極大差異。在美國，所有
的科研資助都是以競逐形式分發	 (聯邦政府科研基金	 Federal	 R&D	 funds)	 	 （Mat-
thews,	 2012）。就按項目分發的科研基金來說，英國的65%及韓國的85%都比香港
要高（Maass,	 2003;	 OECD,	 2013）。換句話說，香港的公共科研資助體制有必要
考慮大大增加按項目分發的科研基金，並擴大資助的競爭成分。

表6.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及研究資助局科研資助金（十億港元）

2013／14	實際支出 2012-15年度預算	

（a）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金	（整體補助金） 15.0 16.0

（b）直資研究撥款 3.45 4.00

（c）含競爭成分的直資研究撥款 0.30 0.42

（d）研究資助局	（$230億研究基金） 0.97 1.10

（c+d）	競逐模式資助金 1.27 1.52

（b+d）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及研究資助局資助金總額 4.42 5.10

（c+d）／（b+d） 競逐模式資助金比例 28.7 （%） 29.8 （%）

資料來源：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另一方面，受訪的持份者指出要增加直資研究撥款的競爭成分會面對一定的阻
力，當中包括大學由三年制轉換成四年制導致資金短缺、長期有限的外來收入以及
來自規模較小的學院的反對。

此外，增加競爭成分未必能加強撥款運用的透明度和可靠性。很多國家正嘗試以
不同版本的「全經濟成本核算」模式改革科研撥款，包括具體報告競逐式科研撥款
所帶來的直接成本及間接（基建與開銷）成本。	 但香港目前沒有一個計算間接成本
的系統。在現行的機制下，間接成本並不會納入競逐式科研撥款的成本計算中，而
是納入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直資研究撥款」中一同計算。在大部分的國家，間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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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對直接成本的比例估計為40-60%，報銷率為25-50％（見表7）。香港的「直
資研究撥款」是研究資助局撥款的四倍（後者撥款主要用於研究的直接成本，而不
包括大學教職人員的薪酬，卓越學科領域計劃及主題研究計劃例外）。雖然運用撥
款以支持科研基建支出有其價值（例如推廣「藍天研究」等長期科研項目），但若
支付間接基建支出的自行運用科研撥款比重，遠高於直接用於競逐式科研項目的撥
款，將大大減低撥款運用的透明度和可靠性，而且亦難以與國際基準比較評核科研
撥款的成效。

表7.	主要國家間接科研成本之比較

加拿大 美國 英國 歐盟 澳洲

直接成本（所有運
用於研究本身的成
本）

不包括研究人員的
薪酬

包括研究人員的薪
酬，不包括儀器及
支付給分包商超過
$25,000款項

包括研究人員的薪酬 包括研究人員的薪酬 包括研究人員的
薪酬

間接成本 研究設施，研究資
源，管理及行政，監
管機構標準，認證資
格，知識產權

研究設施（包括儀器
及大樓貶值，營運及
維修，圖書館）及行
政成本（包括一般
行政辦公室，學系
行政，基金及合約行
政，學生服務）	

由2005年開始採用
「全經濟成本核算」
概念，高透明度處理
研究成本。在「全經
濟成本核算」模式底
下，無需公開直接及
間接研究成本

跟隨英國在2007年
採用「全經濟成本核
算」概念。所有受惠
機構不能解釋或辨認
而獲核算系統承認的
支出都被當作直接研
究成本計算

沒有核算機制計
算間接成本。政
府委託的報告指
出間接成本約
為直接成本的
60-66%	

建議比例 40-45%* 53%^^ 不詳 不詳 50%^

實際報銷率 一致為	25% 平均34%，	沒有一
致比率；按個別個
案考慮

按個案考慮；估計多
於50%

一致為40%	（因「
地平線2020」計劃減
少至20%）

30%~

資料來源：加拿大大學學院協會，科研資助研究基金
*科學及科技顧問委員會於2000年建議補償直接研究成本的40%，由三間聯邦撥款機構提供，三年內報銷率可調升至45%。
^澳洲政府委託Allen顧問公司調查，估計研究之全部成本。報告發現兩間大學的研究間接成本約為整體科研撥款的 60.5% 及66.2% 。顧問公司建議將報銷率設為50%
^^資料來源： Ledford
~ 根據澳洲研究委員會的科研撥款比例作估計 （2006） 

資金分配凌亂阻礙具競爭力的新行業發展與合作
推動科研合作與集中資源支持出色科研項目對維持競爭力相當重要。在美國，跨

院校合作多年來十分普遍，美國中西部多間著名研究大學在1958年組成學術合作委
員會，每個成員專注於發展核心研究項目，並共用資源，推動合作以達致更複雜和
成本高昂的共同目標（GlobalHigherEd,	 2009）。	有見於此，香港院校之間需要加
強合作。

香港約有30%研究資助局的撥款用於資助中型及大型的跨院校科研項目，其餘
70%用以資助小型科研項目。研究資助局最大筆的科研基金「優配研究金」，金額
約是2015／16科研撥款的一半，撥款率超過30%，平均每個項目撥款兩年，金額少
於10萬美元。美國國家衞生局的平均撥款率為10-15％。美國科研撥款及金額相對
可觀，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可提供為期三年50萬美元撥款，而美國國家衞生局則提
供為期五年100萬美元撥款。香港科研撥款已落後於其他國家，加上撥款分配過於
零碎，難以發展具全球競爭力的特色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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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研究資助局撥款	（2015/16）

金額（百萬港元） 比率 撥款率 平均項目撥款	（百萬
港元）

		優配研究金 595	 48% 35% 0.61

		協作研究金 110	 9% 14% 2-10

		主題研究金	 203	 16% 18% <75

		卓越學科領域計劃* 80	 6% 9% 60

		聯合研究計劃 42	 3%

		其他 211 17%

總額： 1,240 100%

*年度預算
資料來源：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沒有獨立公共科研撥款機制
除了在科研撥款過程逐漸加入競逐元素，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2010）指出不少

國家開始將科研基金的管理轉移到獨立機構身上（如研究委員會），並按學科將研
究分類進而協調相關研究項目。表9列出多個OECD國家如：美國、英國、澳洲、加
拿大及德國的科研撥款機構都享有獨立法定地位，行政不受政府教育部門影響。由
世界銀行委託的研究主張科研撥款機構應該設立為獨立團體。

「與發達國家的獨立科研撥款機構相比，很多發展中國家
的科研撥款機構屬政府部門的分支⋯⋯其中一個大問題是
，這類機構的行政和政策受到所隸屬政府部門命令限制
⋯⋯將科研撥款機構撥入教育部底下可能導致撥款嚴重偏
重大學，而忽視了在創新體制下其他重要的持份者。⋯⋯
將科研撥款機構撥入科學及科技政府部門則會使撥款出現
同樣重點錯置，忽視教育。再者，有初步證據顯示政府部
門在選擇科研項目時會傾向政治考量而非以證據和事實為
依歸。」（Kroll & Stahlecker， 2012：20）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又指出除捷克、以色列及波蘭外，科研撥款通常由研究委員
會等獨立機構管理。研究委員會與政府部門有緊密聯繫，確保科研項目配合國家發
展重點，同時推動商界與科研合作。

回顧香港，研究資助局以同儕審查形式進行競逐式科研撥款，年度審查過程嚴
格且完善。然而，研究資助局隸屬於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該會的工作是為政府提
供撥款建議及推出高等教育政策。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資源分配極偏重教學分面
（75％撥款屬教學撥款），當局有需要檢討現時科研撥款機制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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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主要OECD國家的研究撥款委員會

國家 研究委員會 法定地位 與政府部門的
聯繫

架構 主要受惠者 研究種類

英國 英國研究委員會
（高等教育資助
委員負責直資研
究撥款）

《科學及科技法
1965》列明，
委員會是一個獨
立於政府的公共
機構

商業創新及技
能局

由七個各代表不
同學科的委員會
組成

只有大學和研究
機構	（Innovate	
UK主要處理商界
科研項目）

基本科研、應用
科研及策略性
科研

美國 國家科學基金會 1950年美國國會
創辦的獨立聯邦
機構

沒有 單一機構，支持
所有科學及工程
學研究

大學和研究機構
（其他聯邦部門
向大學及商界授
予研究合約）

基本科研與應用
科研

美國 美國國家衞生局 政府機構 美國衛生及公共
服務部

27個研究院及
中心；各專研特
定人體部份或疾
病。

大學和研究機
構，亦會進行內
部研究

基本科研與應用
科研

加拿大 三個不同的研究
委員會

單行條列下的
獨立聯邦機構
（2000）；主要
由國會注資並向
國會負責

透過不同政府部
門向國會述職

三個不同的委員
會代表三大學
科，包括人文、
科學及工程學、
生命科學及醫學

大學、研究機
構、非牟利組織
（國家科學研究
院著重工業科
研）

基本科研為主，
並有為商界與
大學合作而設的
計劃

澳洲 澳洲研究委員會 《澳洲研究委員
會法2001》保障
其獨立性

沒有 基本科研資助與
應用科研資助
部門

大學 基本科研與應用
科研

德國 德國研究基金會
（最大的科研撥
款機構）	

獨立營運，由聯
邦及政府注資。

成員有大學、研
究機構、科學組
織及各德國科學
與人文學院校

沒有 不詳 大學、研究機構
（有其他科研撥
款資助大學及工
商界科研）

基本科研（主
要），大力支持
國際合作

法國 法國國家研究
總署

政府部門 隸屬法國高等教
育與研究部

分為五個不同領
域部門

大學、研究機構
及私人公司

基本科研與應用
科研

香港 研究資助局 隸屬於大學教育
資助委員會。主
要撥款來自研究
基金

隸屬於大學教育
資助委員會	，向
政府提出高等教
育發展與撥款的
建議

隸屬於大學教育
資助委員會，由
本地及海外專家
組成小組委員會
進行同儕審查，
以評核科研撥款
申請

只有大學（創新
及科技基金會資
助公共研究中心
及商界大學合作
的應用科研）

基本科研與應用
科研

新加坡 新加坡國立研究
基金會

隸屬於總理辦公
室（2006）

由副總理領導 不詳 大學、研究機
構、私人非牟利
機構、初創公司
（新加坡科技研
究局與工商界合
作進行應用研
究）

基本科研為主，
並有為商界與
大學合作而設的
計劃



31

資助不過境限制減低內地科研資助的吸引力
香港研究學者可以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部、廣東省政府部門和深圳相關部

門申請撥款，但內地政策不容許資助「過境」，大大減低這些科研基金的吸引力。

一些本地大學在深圳設立分校而容許大學教職人員在內地進行研究，拓展內地市
場。然而，不少教職人員在香港身兼教學工作，跨境工作令研究意欲大大減低。在
中國工作超過183日需要支付內地高昂的入息稅率，亦令本地科研人員卻步。Chan	
and	Pang形容以上種種限制：

「導致申請內地科研資助的意欲減低，不少科研項目因此停滯不前，或因聘用
中介公司繞過『資助不過境』限制而導致不有效使用科研撥款，甚至浪費金錢。」
（Chan	and	Pang,	2015:7）

地區人才競爭情況激烈
中國經濟增長迅速，各地城市對人才的競爭愈見激烈，不少內地的科研機構及大

學都為海外專才提供吸引的薪酬。

中央政府在2008年12月展開「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又稱「千人計劃」），
目的為吸引國外的中國人才於五至十年內回流中國，於重要政府企劃、國有企業及
不同的工業園工作。「千人計劃」下有六個子項目，主要針對戰略科學家及科研人
才，推動支柱產業，以求在重點科技發展取得突破。

其中一個子項目是「創新人才長期項目」，這項目下受聘的人才可以於大學、科
研機構、國有企業、商業及金融機構擔任領導、專業或技術職位，亦可以在「國家
科技重大專項」、「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又稱「863計劃」）、「國家重
點基礎研究發展計劃項目」（「973計劃」）及「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擔任項目主
持人，擁有監視項目支出及人事的權力。專才亦可參與中國重點計劃、中國重點建
設項目的諮詢，以及訂立重點科學研究的大方向及國家標準。除此之外，專才有資
格申請政府的科學和科技基金及工業發展基金以支持他們在中國的科學研究、生產
及業務。

該計劃提供一個豐厚的生活津貼予參與計劃的專才及其家人，津貼以稅務寬減、
醫療保健、補助金、醫療及工傷保險等形式支付。政府保證專才的伴侶和孩子能分
別得到就職機會及入學。專才亦可獲得一次性一百萬人民幣的免稅初創資金。擁有
中國公居身份的專才還可以自由決定居住城市，而無須考慮原本的戶籍。直至2014
年5月，「千人計劃」已招聘超過	4,180名海外專才。

創新科技業在多個地區百花齊放，香港要與中國以外的其他城市競逐人才。事
實上，最近領英（LinkedIn）一個報告指出，東南亞公司招聘被動求職者的比例較
全球平均值為高，換言之，東南亞公司比全球其他公司更積極挖角，當中中國公司
在招聘被動求職者上全球排名第一，83%的中國公司會主動挖掘人才。香港挖掘人
才的情況則較少，只有60%，比東南亞地區平均的65％還少。雖然報告沒有具體對
STEM人才進行專門研究，但報告結果仍能顯示香港所面對的人才競爭相當激烈。

外地專才對香港生活質素感到憂慮
本地創新科學家及科研人員短缺，吸引外地專才來港不失為解決人才短缺的權宜

之策。的確，在創科樞紐例如矽谷、倫敦和紐約，當地人才多元，來自五湖四海。
以矽谷為例，從1995年至2005年，52.4%工程及科技初創公司有一位或以上的創辦
人並非美國本土出生（Wadhwa	et	al.,	2007）。

香港對外國及內地人才有一定吸引力。在2014年，有31,676名海外專才在「一
般就業政策」下成功申請來港（政府新聞處，2015），有10,963名內地學生透過「
輸入內地人才計劃」來港居留，使居港內地學生的總人數超過74,000人（政府新聞
處，2015；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2012）。此外，直至2013年年尾「優秀人才入

http://www.immd.gov.hk/hkt/services/visas/quality_migrant_admission_sche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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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計劃」共發出2,724個配額予外地專才（香港特別行政區，2013）。在2015年，
政府進一步放寬多個專才計劃的居留條件及安排。入境處亦首次推出回流計劃吸引
移民外地香港永久居民的第二代返回香港。

雖然有以上措施，香港在吸引外地科技專才及科技初創公司的方面上仍面對一
定困難。即使人力資源管理顧問機構ECA	 International（KPMG，	 2014）發表的
2015年全球最適宜居住城市排名中，把香港排在亞洲最宜居城市的第六名，但事實
上香港的排名暴跌，與新加坡有五名之差距。排名下跌主要因為環境因素。雖然香
港2014年上半年的空氣質素稍有改善，但空氣污染問題仍然超出世界衛生組織的建
議。其次是學童問題，國際學校出現學位不足的情況。另外，樓價持續高企亦是原
因之一。

總括而言，本港的入境政策有改善的空間。首先，外國初創公司申請簽証的程序
可以簡化。其次，中國初創公司來港申請的簽証應可獲國外初創公司簽証同等的待
遇。第三，「優秀人才入境計劃」對優秀的定義和要求可進一步放寬，及增加申請
過程的透明度。最後，在我們舉辦的研究小組中，不少持份者表示很難聘請電腦程
序撰寫人員。雖然本港入境處的「一般就業政策」讓僱主可以較易聘用高級專才或
高層管理人員，但對聘請中層技術員工仍有不少限制。如上述所指出，科研界發展
會製造更多職位，而吸引外地專才會為本地勞動力帶來就業機會。

http://www.immd.gov.hk/hkt/services/visas/quality_migrant_admission_scheme.html
http://www.immd.gov.hk/hkt/services/visas/quality_migrant_admission_sche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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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實例

在成功的創科環境﹐如矽谷和以色列，可以經常看到大學、工商界和政府健康多
元的合作。大學蘊藏大量學術人才，較成功的明顯著重與商界及政府的相互協作與
交流。多個成功實例已詳列於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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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建議

大幅提高政府科研撥款以吸引及挽留本地人才
眾多受訪的持份者認為雖然創新並不只是科研，但科學無疑是創新的必要元素。

環觀香港整體公共科研資助機制落後，大多持份者都同意香港需要追趕發達國家及
鄰近城市的科研步伐。

透過重視培訓人才，香港能從人才需求及供應短缺的惡性循環中解脫出來，並
開展由私營企業帶領科研發展的新一頁。短期來說，這樣可以挽留因為缺乏就職機
會及科研前景而離開香港的本地人才。只要累積到一定數量的人才，就能吸引中港
工商界和跨國企業的資金，投資本地科研，繼而孕育出香港科研新氣象，令有質素
的企業和初創公司紮根香港。本報告建議政府推廣所有形式（包括技術性和非技術
性）的創新以及增加投資，加強香港的創新和科研能力：

大幅增加公共科研撥款
政府應在未來十年將公共科研支出比例提升至本地生產總值的1%，追趕鄰近的

競爭城市。

•	 持續注資：政府注資500億元予研究資助局研究基金，讓其每年增加約20億元撥
款。

•	 增加應用研究：多加著重「中游」研究，填補當前基本科研與應用科研的差距，加
強兩者的連繫，為未來「下游」私人科研奠定基礎。

•	 新科研人員：增加公共研究支出，鼓勵大學積極成立科研中心，又或與其他學院共
組合作科研中心，以爭取更多資源聘請全職科研人員，例如：博士後研究員及研究
助理等。這些科研人員又可以向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研究資助局、創新科技署及
其他資助機構申請撥款。

•	 跨院校合作：對現有科研中心作詳盡調查有機會為香港提供一個可行的院校合作
模式。新的合作項目和合作科研中心可以設於大學校園外，如香港科學園及數碼
港。

•	 共用設施與科研基建：政府有責任推動科研基建發展及維持其運作。這些科研基
建可以是共用的專業科研技術中心，或是讓大學、研究人員及工商界能夠聚首一堂
進行研究和實踐創新的活動中心。只要能達到收支平衡，這類設施可歸於或不歸
於大學管理。

•	 措施全面配合：政策需全面配合對科研之注資，保証能照顧他們的住屋和家庭教
育需要。新的科研設施亦需要政府撥地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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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公共科研撥款體制
公共科研撥款是帶動科研發展的重點政策，進而影響本地的創新與科技業環境。

所有圓桌會議的參加人士皆同意現時撥款體制有需要作出調整，以配合社會對於科
研成果、效率、效益與問責四方面與日俱增的需求。

本報告建議對目前多個撥款體制，包括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研究資助局及創新
科技署，進行全面檢討，保障科研項目得到足夠撥款，對為轉化研究及／或技術轉
移有貢獻的人士予以肯定，保證撥款分配公平，以及宣揚學術卓越成就。當局亦應
考慮檢討現時撥款體制的架構，確保各相關部門能發揮應有的職能，回應越來越複
雜的社會經濟需求。

公共科研撥款影響科研行為及整體策略。一個強健而有效的撥款體制能夠平衡
學界過於著重發表論文的傳統思想，進一步考慮研究對社會經濟的影響。它也可以
重新塑造院校之間的關係，將原本互相競爭的心態轉化為互相合作的關係。這樣既
將本地高等教育學府的學術成就帶到創新與科技界，又能催谷香港科研的數量及質
素。政策倡議如下：

1.	 增加競爭帶動卓越科研成果

要增加競逐式資助在公共科研撥款的比重，為研究資助局帶來新的科研投資及進
一步採納全球成功的撥款模式，推動卓越科研成果，撥款機制必須重新設計以達致
以下目標：

•	 擴展規模：減少零散的撥款，將資源集中於成功獲批的科研項目，以凝聚本地的科
研實力。若撥款總額維持不變，應該減少成功獲批撥款的申請數目上限，全力支持
少數出色的科研項目。

•	 增加撥款計劃：研究資助局應鼓勵各院校通過科研撥款計劃跨校合作，發展方案
加強大學之間及大學與工商界間的合作。當局應檢討卓越學科領域計劃和主題研
究計劃對推動卓越科研成果的效用。

2.	 協調公共科研撥款

為了切合新的社會及經濟需要，承認科研作為推動創新與科技政策的重要性，本
報告建議成立新的科研撥款機制，進一步鞏固及結合政府與公營機構的基本科研與
應用科研，加強協調並增加科研撥款過程的效率。這包括研究資助局	、	創新科技署
以及其他公共科研撥款計劃。

•	 研究資助局作為協調機構：研究資助局多年來已發展出一套完善的同儕審查競逐
式撥款分配制度，因此當局最適合再向前走一步，擔當更複雜的工作，引領科研配
合政府政策重點，並領導科研撥款體制的改革，所以研究資助局可能有需要從大學
教育資助委員會分拆出來，成為一個獨立機構。

•	 撥款審批過程根據學科分類：每個不同的科研範疇都有其獨特之處，例如：生物學
與醫學、自然科學與工程學、人文學與社會科學。研究資助局可根據以上三大範疇
應分成三個不同辦事處，以採用該學系的角度衡量撥款如何分配，照顧不同種類
科研的特點與撥款需要，並回應不同學科為社會帶來的需求。

•	 撥款管理董事委員會的組成：科研撥款建議由一個由學界、政府及商界專業人士
組成的董事委員會管理，以確保相關科研活動與社會經濟的連繫。處理撥款申請
的辦公室應該包括海外專家，正如現時研究資助局一樣，以保證大學的科研方向符
合國際視野，同時亦能促進國際合作。	

•	 工商界與學界攜手合作：為了推動學界與工商界合作進行科研，研究資助局可在現
時架構增設兩個分支辦事處：一個分支辦事處用以解決大學及其他科研機構在基
本科研及應用科研項目上的實際需要，另一分支辦事處則用以促進科技轉移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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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界與學界的科研合作。如果兩個分支因為不同資金來源，而要分別處理分配撥
款給商界和初創企業以及學界和研究人員，兩者一定要保持緊密合作。

•	 增加撥款受惠範圍：現時，只有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大學及自資可頒受學位的
院校的全職教職人員能獲得研究資助局的撥款。為了加速香港科研發展，當局應
考慮將撥款範圍增加至其他科研機構的全職教職人員，及容許以個人名義申請撥
款。	

3.	 檢討政府科研撥款過程及增加其透明度

改組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分發直資研究撥款的現行機制，增加科研撥款的競爭
性，並鼓勵跨院校合作。與此同時，清晰及透明的間接成本可以確保撥款能持續支
持現時的科研項目。

•	 為大學訂立新的關鍵績效指標：	檢視現時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著重大學科研成
果的「研究評審工作」，建議可以先考慮減輕研究評審工作評估結果對計算直資
研究撥款金額的比重，同時在計算撥款的方程式上加多其他考慮因素，包括成功
爭取競逐式資助，或其他量度影響力的指標，如：科研國際專利所適用的國家數量
和大小、專利授權、版權收益、分拆項目的數量及存活率、出版書籍及社區服務等。
長遠來說，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可考慮以其他表現及影響力指標取代「研究評審
工作」。

•	 研究競逐式科研撥款的間接成本：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應委託獨立委員會，調查
競逐式科研撥款在基建及行政上所增加的間接成本，為科研撥款增加競爭元素作
準備，以增加財政透明度及培養富負責任的財政管理習慣。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應與研究資助局合作，調整雙方的撥款策略，確保爭取研究資助局的撥款的增加
不會影響現行科研項目的持續發展。環顧全球，此撥款模式的間接成本約為科研
直接成本的40-60%	，而大部分政府都會向科研機構補償25-50%。	

•	 為整體補助金撥款程序注入競爭元素：機構撥款資助是支撐科研體系不可或缺
的。即使發展項目未必能在研究資助局撥款機制下即時獲得撥款，大學亦應能自由
選擇科研發展方向。因此，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在繼續為整體補助金撥款程序注
入競爭元素的同時，不應完全廢除直資研究撥款。根據現時的計劃，直至2020年，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預計將12.5%的整體補助金（或直資研究撥款的一半）以競逐
形式頒發，並參考成功獲得研究資助局撥款的科研項目。本報告支持當局循序漸進
的改革，然而，大學方面亦應增加透明度，向政府匯報直資研究撥款的運用方法。

•	 學術成就與社會價值一體成形：大學可以提供動力，讓學者脫離傳統基本研究的
框架，多考慮學術研究以外的價值，思量研究對社會及經濟的效用。其中一些值得
參考的關鍵績效指標包括：出版刊物的社會影響力、社會服務及工商界科研合作。

促進中國內地、海外機構在科研及專才培訓上的多方合作
多個國家實例證明，加強國際間科研合作有助改善科研成果，並且為全球共同面

對的問題與挑戰提供解決方案。香港社會基建超卓，作為一個自由貿易港，資訊流
通，保護知識產權，加上國際都會形象能為中國企業吸引海外科研專才。因此，政
府應推動中港科研合作，以及國際科研合作計劃。

本報告建議增加撥款支持跨境科研合作，扶植博士訓練及後博士研究計劃，加深
兩地交流，並開拓建立大型科研基建的機會，以確立長遠的跨境合作關係。此外，
香港應鼓勵內地企業來港開設科研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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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地科研機構相互合作

•	 加強合作：增加對研究資助局撥款，讓當局能擴展與中國內地及其他國家科研合
作計劃的深度與規模。

•	 跨境資助：政府應與中國內地相關部門達成協議，啟動特別程序，容許中國政府科
研撥款直接用於資助本地科研。

•	 稅務協調：為從事內地政府撥款資助研究項目的香港科研人員安排稅務協調，調
整香港與內地人息稅率的差距。

•	 增加彈性：大學可以彈性安排研究人員的工作時間，從而鼓勵本地大學科研人員到
內地從事研究工作。

2.	 抓緊中國工業現代化機遇，帶動香港科研實力

中國近年積極與國際接軌，內地科研公司向外搜尋全球技術專才。香港對知識產
權的保護，以及作為一個自由貿易港，令西方國家對科技入口所訂立的限制相對寬
鬆，加上國際都會形象對海外專才的吸引力，香港特區政府應透過提供稅務優惠及
其他經濟誘因，吸引內地企業在港設立科研中心。	

3.	 內地及國外企業與本地學生之合作

政府應大力推動本港學生參與外地交流及實習計劃，以擴展本地學生之國際視
野，豐富他們的學習經驗。現時，創新科技署只資助本地學生到本地企業實習，當
局應將資助計劃擴展到其他海外及國內的實習計劃。

其他持份者建議
中學教育：教育局應詳細審視目前香港中學文憑試的課程，以確保本港的科學教

育具全球競爭力，緊貼現時科研潮流，為學生提供與時並進的跨學科教育，特別是
讓學生全面了解所有科學科目，如：純數及應用數學、化學、物理學和生物學，讓
學生能無縫過渡到大學高等教育。

吸引跨國企業：跨國企業在科研的地位舉足輕重，他們為科技界提供增值就業機
會，培育未來企業家的訓練場所，又是初創公司資金鏈的一部分。政府應該加強力
度吸引跨國企業到香港進行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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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與現況

工商機構是一個國家創新科技體系不可或缺的一部份。首先，在絕大多數OECD
國家中，工商界投資佔整體研發支出的最大部分，佔當地總研發支出的一半以上。
工商界與大學和科研機構經常合作研究項目。工商界有其市場定位與考量，是創新
研究成果商品化的主要推手。Guellec	 and	 van	 Pottelsberghe（2001）指出，商界
研發通常會帶來更高質量的研究成果、新產品及服務。不少實證研究肯定工商業研
發對生產力的正面影響。

Guellec	 and	 van	 Pottelsberghe（2001）進行的研究提出工商業科研能夠促進
業界吸收來自外地、政府及大學的科技技術。換言之，工商業研發不單關乎商業利
益，也帶來不少附帶好處。

以下圖15及16顯示，相比其他世界發達國家，香港商界對研發投資相對較少。本
章節會研究本地商界的優勢，以及窒礙工商業研發發展的因素。

平均值=1.9%

圖 15. 工商界研發支出佔本地生產總值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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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香港政府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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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工商業研發佔總研發支出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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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勢與挑戰

優勢
穩健的普通法制度、大都會文化、高質素社會基建及地域優勢造就了香港成為亞

洲區內，尤其是於內地市場，一個極具吸引力的營商平台。事實上，香港是中國經
濟現代化的主要受惠者。今日，香港繼續享有優先待遇進入內地市場。香港與中國
內地簽定的《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遠超於中國
與世界貿易組織的協定，為香港的產品及企業在進駐內地市場掌握領先優勢。

作為亞洲國際金融中心，香港是中國與世界連接的窗口，不但為中國企業提供尋
找外國資金的平台，也是海外企業進軍內地貿易市場的橋樑。多個跨國企業和內地
公司均在香港設立地區總部，香港的國際經濟地位無容置疑。

世界經濟論壇《全球競爭力報告2015-2016》也承認香港的金融地位，連續三年
將香港排在全球第七名，特別提及香港的基建設施、金融市場、商品及勞動力市場
效率及採用先進科技速度，皆為全球數一數二	（Schwab,	2015）。

表	10.	世界經濟論壇《全球競爭力報告2015-2016》香港排名概覽

評審項目 排名 評分

1.制度 8 5.7

2.基建設施 1 6.7

3.	宏觀經濟環境 16 6.1

4.	健康及教育水平 29 6.3

5.	商品市場效率 2 5.7

6.	勞動力市場效率 3 5.6

7.	金融市場發展 3 5.5

8.	技術就緒程度* 8 6.1

9.	市場規模 32 4.9

10.	商業成熟度 16 5.2

*技術就緒程度量度一個經濟體系採納現有科技增加生產力的靈敏度，其中特別偏重量度在日常活動及生產過程全面運用
資訊科技的能力，以增加效率及維持創新競爭力。
資料來源：世界經濟論壇《全球競爭力報告2015-2016》



47

圖 17. 香港的股票市場總值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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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
本地製造業基礎薄弱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提出，製造業是創新與科技的主要驅動力。製造業公司會	
較主動進行更多創新科研，且相比服務業更傾向於為市場引入創新產品（經濟合
作與發展組織，2010）。前身為中國與世界轉口港的香港，與其他亞洲四小虎一
樣，在二次世界大戰後，開始發展製造業，不過香港其後的經濟發展開始走入分水
嶺。Mathews	&	Cho	（2007）及	Chow	（2010）	指出當韓國、新加坡及台灣繼續
將業務擴展至電子零件等高增值製造業，香港卻利用中國經濟現代化帶來的廉價勞
動力，將工廠北移以圖減低成本，使過去十年工商界一直忽視透過科技升級去維持
香港的競爭優勢。

現時，香港製造業較類似的經濟體系為小（詳看圖18）。本地製造業規模小是工
商業研發不足的原因之一	(Guellec	and	van	Pottelsberghe,	2001)	(圖18和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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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製造業佔本地生產總值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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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未成功建立為金融科技樞紐的金融市場	
除了製造業，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也特別提到一些「知識密集型商業服務」

例如：金融及電訊的工商研發比率與高科技製造業十分接近（經濟合作與發展組
織，2010）。香港金融業有強大的競爭優勢。世界經濟論壇《全球競爭力報告》
（Schwab,	2015）	提到，香港的金融業有良好的規模經濟及完善體制（例如：法治
社會及簡單稅務體制）。香港的股票市場雄厚（交易量及市場資本）且開放（交易
限制少），而且有完備的監管及法律制度支持。Z/Yen	Group	（2015）發表的「全
球金融中心指數」顯示，香港由2010年起一直處於首五位。香港金融中心由多間外
資銀行、投資銀行、保險公司、投資管理公司組成，薈聚來自全球、內地和本地的
金融專才，包括：投資專家、會計師、律師及科技工程師。

香港金融業資訊密集，自傲於多元資訊科技基建，當中包括傳統銀行業、股票
及債券交易、外幣兌換、金融期權估值及交易和風險管理機制。此外，作為主要人
民幣離岸中心，香港將受惠於人民幣的自由兌換改革及內地金融市場的放寬。人民
幣債券及金融衍生產品的市場潛力會為創新金融交易科技發展提供一個適合的實驗
場，例如「區塊鏈」技術	-	一個比特幣的算法技術	-	令無論金融交易抑或簽訂合同，
過程都能更開放透明，既能降低成本，又能加快完成。

儘管擁有巨大潛力，香港仍然未能發展成為金融業的地區科技樞紐。本地金融業
早年的成功某程度上窒礙了創新，八達通卡系統是其中的一個例子。香港在1990年
首先推出八達通卡，這個簡單而有效的電子支付系統經過多年的研發與業務擴展，
現時已經成為香港電子交易的標準系統。不過，八達通卡的成功成為「電子錢包」、
電子支付系統等其他創新金融科技進入市場的屏障。八達通卡壟斷市場，容易固步自
封不求革新，缺乏求變而未能再接再厲成為新一波的電子交易系統	(Ma	et	al.,	2008)。

其次，資訊科技設施與交易系統成熟的外資金融機構絕少來港進行科技研發。與
其他跨國大企業一樣，外資金融機構普遍將香港視為地區銷售基地。他們主要在海
外總部或在技術人才群集的地方研發核心科技。為了減低成本，很多公司會將較簡
單的編寫程式工作外判到印度，故此香港最多只是用作小型研發中心，發展針對在
地市場的技術產品。

「區塊鏈」技術被視為最新金融科技，可以為金融業以致司法系統帶來一系列的
創新應用。英國央行英格蘭銀行在2014年發表了幾份關於「區塊鏈」的報告。其中
一個題為	《The	Key	Innovation》	的報告提到：

「雖然電子貨幣引起不少公眾注意，但貨幣支付系統背後
的分配分類帳款（Distributed ledger）才是真正重大的創
新。」（Ali et al.， 2014:1）

2015年7月，英格蘭銀行表示正研究一項「利用比特幣『區塊鏈』技術的混合系
統」（Allison,	2015）。

「分配分類帳款的應用層出不窮，要在不大量增加交易認
證支出的情況下鼓勵用家誠實使用系統，金融體系便有需
要特別設計一個回報機制。」

「有需要進一步研究一個既能充份運用分配分類帳款技術
，而又不會影響央行控制貨幣的交易系統，以及保證系統
能抵禦黑客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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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界目前大力推動發展「區塊鏈」技術，並已經組織高峰會建立共同框
架。2015年9月，高盛、巴克萊、瑞銀、摩根大通、瑞信、美國道富、蘇格蘭皇家
銀行、澳洲聯邦銀行及西班牙對外銀行等九間世界最大銀行聯手，與美國金融科技
公司R3CEV共同發展「區塊鏈」技術的共同標準	（Stafford,	2015）	。

現時，紐約及倫敦等國際金融中心已率先探索「區塊鏈」技術，而香港仍未開始
起步。英國政府在2015年3月宣佈會斥資1500萬英鎊支持電子貨幣研究。金融監管
機構英國金融行為監管局（FCA）、主要股價交易市場納斯達克（NASDAQ），以
及全球金融機構及審計事務所正成立「區塊鏈」技術研究所，對這項新科技進行實
驗。香港高等教育院校亦同樣沒有趕上全球步伐，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已經在
大學設立「區塊鏈」技術實驗室，這些由私人及公營機構資助，多間院校共同營運
的實驗室成為了培訓本地及外地人才的訓練營，不少研發技術創新應用的初創公司
都是從這些實驗室開始走出來。

由畢馬威、湯森路透公司及歐華律師事務所共同製作的2015年報告指出，電子加
密虛擬貨幣及數據分析可以受惠於香港長久以來有利的營商環境及自由貿易市場。
報告認為香港是全球最歡迎比特幣的司法管轄區，然而許多電子貨幣公司似乎對香
港發展比特幣的潛力並不雀躍，一直未有外資初創公司進駐香港。

隨著大數據與人工智能廣泛應用於投資領域，「定量」領域的投資經理要在全球
招攬計算機科學和高級數學人才來做投資模型，這為香港年輕的科學家們提供了良
好的就業前景，但由於大學與世界金融市場缺乏聯繫而尚未得到充分探索。

什麼是「區塊鏈」技術?

「區塊鏈」技術是一個不斷增新的分散數據庫，儲存所
有交易紀錄。紀錄一旦被永久保存，即使數據庫內部電
腦也沒法作出修改。「區塊鏈」技術因被用於電子加密
虛擬貨幣比特幣交易系統以廣為人知，但現時技術應用
已擴展至其他領域。
「區塊鏈」技術結構包含一個個網絡交易信息紀錄：一
旦交易完成，就會將資料轉移到「區塊鏈」數據庫永久
保存。每次一個區塊被填滿，一個新區塊會自動產生。
一條「鏈」中有無限的「區塊」。「區塊鏈」數據庫可
由多個節點（所有進行有效及轉帳交易的電腦）連結。
「區塊鏈」技術為交易服務創新奠定了基礎，為金融監
管機構提供新工具監管期貨合約，打擊洗黑錢。以下是
一些現時研究的應用例子。
微支付: 「區塊鏈」的開放結構可以處理目前匯款或電匯
系統不能進行的小額交易。
智能合約: 智能合約是一個定義交易條件及處理交易結果
的電子程式。當雙方進行交易，程式會核實賣家有沒有
寄出產品或提供服務，只有完成核實後，交易款項才會
轉帳到賣家帳戶。此技術除了可以用於期貨交易，法律
界亦已開始考慮使用。
數碼金融交易系統: 當「區塊鏈」結合多重電子簽名技術
，可以取替傳統信用狀（Letter of Credit），確保貨品轉
移及支付。系統需要買家、賣家以及銀行（或交易服務
提供者）三方驗證，同意當達成某個協議後，將交易款
項自動轉帳到賣家帳戶。如果交易有爭議，系統可以提
供「證據」，確認法律文件及發票、裝箱單、海運提單
及航空運單等重要國際交易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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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業創新與監管
互聯網發展日新月異，全球創新風潮使人重新思索生活方式，引發了不少有別於

傳統的新商業模式。面對初創商業百花齊放，監管機構經常要追趕市場變化，了解
及認識這股潮流，從而訂立出合適的規管措施，平衡創新、發展與市場穩定以及消
費者權益的保障。

金融科技（FinTech）是其中一個例子。金融科技業在2008年金融海嘯後迅速發
展，當時銀行不良按揭貸款導致金融脫媒，加上市民大眾對金融機構失去信心，為
另類創新的融資模式帶來了新機遇。同時，對應金融海嘯新一輪對銀行業的嚴控規
管，將一定的創新資源轉出傳統金融機構體系（Arner	and	Barberis,	 2015）。這導
致資歷深厚的金融行業專才轉投金融科技初創公司，這創新行業發展如雨後春筍，
當中有不少採用消費者對消費者的經營模式，使服務供應商與商戶的關係變得模
糊，可提供的新服務亦難以簡單定義。

在香港，對銀行業過份的嚴控規管被金融科技初創公司及行內人士視為發展點對
點借貸、電子商務、眾籌、風險管理及資料加密等創新行業的一大障礙。監管機構
採取一個被動而非積極的態度應對金融科技新趨勢，不會在早期發展階段主動投入
資源支持這些初創公司，但近年情況略見改善	（Arner	et	al.,	2015）。

香港現時沒有針對眾籌的相關法例。證監會在2014年5月發出一項通告，警告
眾籌的風險及潛在監管問題。該通告特別提及眾籌必須合符現時「正常」監管規條
(Charltons,	 2015)	 。以眾籌為例，在現時本港的《公司條例》下，眾籌公司不能透
過發配股權及債權證進行融資，除非公司資金來自專業投資者或高資產淨值人士；
或在一年內投資金額不多於500萬港元；或投資人數不多於50人等。除此之外，眾
籌也受到證監會操守準則限制，規定持牌中介人必須設立客戶的金融狀況及投資經
驗。

另一方面，點對點借貸在香港亦受到一定阻力，根據《放債人條例》，連結借貸
人及貸款人的點對點借貸平台必須要由持牌放債人營運。

再者，證監會禁止眾籌平台營運者進行條例定義之下的「受監管活動」。除少數
個別例子之外，若未經批准邀請公眾參與眾籌行為，如廣告，亦屬違反規例。

在流動支付服務方面，雖然近期監管條例為儲值支付產品及零售支付系統定下清
晰規例及原則，迎合其發展，但2500萬的資金要求實在過高，而且當局並沒有設立
一個上限額，讓上限額以內的儲值支付產品得到豁免（正如新加坡的例子）。這不
禁令人質疑香港政府對互聯網創業的支持力度（Parsons,	 2015）。以上所提到的措
施，為金融科技初創企業帶來挑戰及沉重的合規成本。

美國、歐盟、英國及亞洲各國的司法機構因應新金融科技發展，正從法律方面作
出相關的調節。美國早在2012年通過《促進創業企業融資法案》，透過放寬股權規
例，豁免對股權眾籌的限制，鼓勵市場投資中小企。2015年10月通過的《促進創業
企業融資法案》第三部份是美國史上第一次讓所有美國公民，不論入息，都可以投
資成長初期的公司。

為了由金融中心轉型成為金融科技中心，香港的監管機構有需要檢討創新與監管
工作之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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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監管與創新：比較各地對金融科技界的監管架構

國家／地區 概況

美國 初創企業融資法案（JOBS）在2012年推出，透過放寬股權規例，豁免對股權眾籌的限制，鼓勵市
場投資中小企。法案第三章在2015年10月通過，年收入少於十萬美元的公眾人士也可投資不多於二
千美元或年收入的5%。

英國 英國金融行為監管局在2012年成立，2014年公布的《政策聲明PS14/4》監管股權眾籌和借貸眾
籌。

新西蘭 金融市場行為法案2013 （FMCA） 於2014年4月正式生效，將股權眾籌及點對點借貸合法化。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証券委員會在2015年2月發表資本市場修訂法34章市場監控守則，為股權眾籌制訂出監察
體制的框架。

日本 2015年5月實行修改金融商品取引法，放寬對眾籌中介人及營運商的監管條例，又訂立新規例防止
投資詐騙。

新加坡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在2015年2月發出股權眾籌監管諮詢文件；同年7月成立金融科技及創新組以制定
對相關行業的監管措施。

中國 2014年12月中國証券協會起草了《私募股權眾籌融資管理辦法（試行）》

香港 現時並沒有對金融科技業的監管體制；金融科技督導小組將會就發展及推動香港成為金融科技中
心，向政府建議政策及發展藍圖。

資料來源：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英國金融行為監管局，南華早報，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畢馬威

富彈性的分級監管機制
誠然，要讓金融科技界受惠於香港穩健的金融業，當局必須檢討監管規例。2015

年四大會計師行畢馬威報告指出，金融科技初創公司經常因為缺乏合規顧問及資
源，難以理解各地的監管條例	 (畢馬威、湯森路透公司及歐華律師事務所，2015)。	
Arner主張監管應以靈活為大方向，規例要根據公司規模及商業性質以作出相應調
整。

「展望未來，金融改革的重點不在於訂立金融產品規例
，而在於設立一套分級準則監管金融機構，規定小型金
融機構要遵從操作守則，大型金融機構則需信守更為審
慎的規例。」（Arner et al., 2015: 27）

瑞士金融市場監督管理局	 (FINMA)	 總裁Mark	 Branson同意這個看法，他認為瑞
士以原則為本而非以規例為本的監管策略可以提供更多創新的空間，促進數碼商
業界發展。原則為本的分級監管機制為初創企業提供彈性的同時，亦為投資者及體
制帶來一定程度的保障。除了瑞士，新加坡的監管機構亦對金融科技採取類似的政
策。

表	12.	監管與創新：金融科技分級監管框架範例

金融科技應用 安排

數碼支付 瑞士金融市場監督管理局定立一個交易限額，在限額以下用戶不需要身份認證

儲值支付產品 根據新加坡《支付系統（監督）法案》，所有儲值（浮動）欠款少於3000萬美元的儲值支付產品可獲
豁免。若高於上限，營運者需要得到監管機構發牌成為「廣泛接受儲值支付產品」

金融科技	（廣泛應用） 英國金融行為監管局正探索「監管沙箱」的可能性，讓金融科技業可以自由實驗不同創新產品及經營
模式，而不會立刻招致違反正常監管規例的後果。

資料來源：瑞士金融市場監督管理局、新加坡金融管理局、金融行為監管局（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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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馬威、湯森路透公司及歐華律師事務所在2015年報告中進一步指出，香港過
時的金融監管條例是本地金融科技界發展的一大障礙，現存的監管條例主要基於有
關機構在市場上的金融活動，而決定適用於該機構的法律和規例。香港金融監管體
制根據不同金融市場業務分為四大監管機構，分別負責監察銀行業、保險業、退休
基金管理、證券及期貨管理。雖然這個體制架構十分常見，美國及中國內地也有相
類似的架構，但卻未能配合日漸一體化的金融服務，以及在新科技時代下產品和服
務定義越來越難以界定的趨勢。事實上，有不少學者批評這類機制過於涇渭分明
（Melecky	 and	 Podpiera,	 2012）	 以及監管成本高昂（Michael,	 2014）。英國、
澳洲及荷蘭等國已開始採用常被稱為「雙峰模式」的監管架構，即以監管目標作分
類，分為負責風險監察及保障消費者的兩大類機構。雖然這種新模式仍有待爭議，
但Michael認為隨着金融服務變得一體化，金融監管亦應隨之而作出整合（Michael,	
2014）。在新一波金融科技浪潮中，金融服務的傳統界線將會更加難以界定。

香港對科研提供的稅務優惠
Guellec	and	van	Pottelsberghe	（2003）	確認稅務誘因對工商業研發有即時及正

面的影響。因此不少國家都為了工商業研發所能帶來附帶好處而提供大量的稅務誘
因	 (Griffith,	 2000)。	香港在研發上提供的稅務誘因與同區城市比較並不特別吸引，
例如香港沒有提供相關稅收抵免，尤其是以現金回贈形式以支持收入相對較少的初
創公司，或加長結轉期以幫助中小企。香港現時提供的稅務優惠比內地和新加坡為
低，兩者皆是香港研發投資的主要競爭對手。另外，香港沒有如內地一樣為「高科
技」及「創新科技公司」提供優惠利得稅率。

必須留意的一點是，政府提供的稅務優惠應長期而穩定。若政府對研發支持的持
續性存在不穩定因素，工商界普遍對投資研發會較有保留（Guellec	 and	 van	 Pot-
telsberghe,	2003）。

表	13.	亞州各地稅務優惠比較

國家／地區 政府政策支持

香港 研發免稅額 認可研發機構的直接研究支出可獲100%免稅額，不包括外判的研究項目。

新加坡 研發免稅額 合資格的研發活動可獲標準150%免稅額，新加坡經濟發展局認可的項目
免稅額可增至200%。首40萬新加坡元免稅額可高達400%，最高申請額為
120萬新加坡元。

中國 研發免稅額 合資格的研發活動可獲150%免稅額。獲認證的新高科技企業利得稅率由
25%減至15%。

澳洲 稅收抵免 合資格的研發機構可獲40-45%退稅優惠。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益及淨煤科
技項目會得到政府直接撥款資助及貸款。

韓國 稅收抵免 合資格的新高增長原創科技企業可獲研發支出20%的稅收抵免，中小企則
可獲30%稅收抵免。

日本 稅收抵免 合資格研發支出可獲8-12%稅收抵免，最高可高達公司該年度利得稅的
30%。

資科來源: 安永，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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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因素

跨國企業視香港為地區銷售而非科研或產品研發中心
歐洲商會（2011）指出有利的法律、政治、營商及稅務環境為跨國企業考慮設

立亞太區總部的四大條件。香港擁有作為銷售及管理中心的優勢，加上穩健法律體
制、高透明度的金融架構以及風險管理，理所當然成為跨國企業的首選。根據2013
年的數字，香港是超過1,379間跨國企業地區總部，亦有2,456間跨國企業於香港設
有地區辦事處（畢馬威，	2014）。	

不過，香港在生產設施及營運成本兩方面的表現比新加
坡和上海差（European Chamber， 2011）。根據大型
獵頭公司羅盛諮詢公司報告（2015），香港對全球科技
公司的吸引力不如新加坡。首50間美國科技公司之中，
有40%將他們的亞太區總部設在新加坡，香港則只有
20%。首50間歐洲科技公司之中，在新加坡設立總部的
有50%，香港有24%。(Arner et al., 2015:27)

報告亦指出公司有往上海遷移的趨向，以減省營運成本	(Russell	 Reynolds	 As-
sociates,	 2015)。	國際能源管理公司Eaton是其中一個例子。在全球有超過100,000
名員工的Eaton在2005年將亞太總部搬遷到上海，以縮短交貨時間、對齊成本結
構、集中研究資源發展應用科技（畢馬威，	2014）。

眾多跨國企業雖然正在亞洲尋求研發合作機會，但搜尋研發中心時普遍不會考慮
香港。其中一個原因是本港缺乏相關人才。香港金融發展局人力資源報告（2015）
指出，金融界中層及後勤部門人才短缺。

缺乏龐大本地市場支持電子商務發展
龐大而成熟的本地市場可以支撐國家科技發展。美國在外國市場的競爭力某程度

上來自其本地市場對最新科技產品的需求	 (NSF,	 2002)。中國和印度等新興市場對
科技產品的需求同樣熱切。創新科技能夠大大提升生產力，解決發展中國家長期以
來的低效率生產模式。即使內地的零售和內部交易系統低效，互聯網及網上交易系
統的應用卻能令中國的電子商務取得空前成功（畢馬威，	2014）。另一方面，印度
利用互聯網發展出一套承接離岸外判軟件工作的產業，避開實體工業經常面對的官
僚限制和繁文縟節（Nasscom,	2008）。

香港本地市場相對較小。政府統計署數據顯示（2014），本地公司採納電子商
業銷售及採購分別只有	 4.3%	 和	 14.9%。引述市場報告	 Euromonitor	 Internation-
al	 （HKMB,	 2015）的資料，香港2014年除稅後的網上零售銷售總額為15億美元，
而中國則為1,645億美元。要擴展業務，有本地市場實戰經驗的企業家應北望神州，
進軍內地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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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遇處處但未有善用
1.	 發展成為智慧城市的優勢

儘管面對上述挑戰，香港的城市特點令其成為應用多項智慧城市科技的理想試驗
場地。在九十年代面世的八達通一度令香港在電子交易系統的發展獨佔鰲頭。入境
處的「E道」智能系統為本地居民提出一個快捷方便的入境服務，領先不少國家。
然而，香港亦有不少方面明顯落後於其他城市，例如：提供實時交通時間表的公共
交通智能科技、監察車位佔用情況的智能泊車系統、電子病歷紀錄、網上登記及預
約醫院門診服務。至於香港無線上網熱點及多個現有政府網上服務則尚有不少改善
空間。最後，開放資料庫是政府推動社會創新的關鍵。本報告將會在政府政策一章
再作詳細討論。

2.	 全球化

在全球化及互聯網主導的時代，地域界限不再是發展的絆腳石。人口只有970萬
的瑞典利用本地小型開放經濟，測試創新互聯網應用，繼以進軍全球市場。多個科
網界巨人如Skype，	MySQL，	Klarna	和	Spotify都來自瑞典，而且每間公司的市值
均超過10億美元。

作為國際貿易及金融中心，香港緊貼最新全球發展走勢。安永在2011年和2012
年發表的全球化指數顯示，香港在60個主要經濟體系中排名第一。一些本地的初創
公司不僅在地區紮根，甚至擴展至全球規模（Yoo,	2015）。可是，與瑞典相比，本
港以全球規模營運的科技公司少之又少，使初創公司高層人員難以得到管理國際科
技公司的經驗。

香港貿易發展局一直協助中小企在海外推廣產品，而投資推廣署（InvestHK）亦
致力吸引外國初創公司及中小企來港發展，但本港需要更積極幫助本地初創公司打
入外國市場，亦應製造更多學生海外交流及實習計劃機會，培育有國際視野的未來
商界領袖。

3.	 促進與跨國公司合作 為中小企開拓研發機會

全球化及數碼化令競爭日漸激烈，全球科技界趨向跨界合作，令研發變得更加
開放和國際化。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表示，一些公司逐漸將研發外判到其他國家，
以連結海外研發市場。此舉不但可借鑑別處的跨界經驗，同時亦利用這些海外城市
的研發實力，降低研發成本，發掘科技專才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2010)。商界與
公共科研機構共同擁有的專利數目在近幾十年顯著上升，由1980年的30個大幅增
加至2006年的200個。全球最大化工公司巴斯夫董事局副主席Martin	 Brudermueller
於2015年的中國經濟及政策國際論壇中提議利用資訊科技將全球研發和生產設施連
結，整合成「全球創新價值鏈」，價值鏈內的國家及城市將可從中得益，而跨國企
業就可對最具吸引力的「價值鏈節點」作投資。

巴斯夫委託市場研究（2014）預計到2020年，全球180
間龍頭企業在亞洲研發支出將會高達2400億歐元，遠超
其他地區。這意味研發在亞洲的重大潛力，但香港必須
有適當的政策及投資配合，增強本地研發實力，才能吸
引跨國公司及中小企，抓緊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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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國內地對科技需求龐大

香港本地市場雖小，但鄰近內地的地利令本地企業在進軍內地發展蓬勃的龐大市
場上佔盡優勢。中國對尖端科技的需求與日俱增。中國國務院最新發表的《中國製
造2025》指出，未來工作重點包括在十個新一代主要科技界別中尋求突破，如高端
數碼控制機器、機械人、生物醫學及高效能醫療設備（Gov.cn,	 2015）。	中國人口
老化，現時65歲以上的長者佔8.87%，到2020年將增至11.92%，對醫藥及生物科技
的需求自然會大大提高（Deloitte,	 2015）。	 此外，環境污染和天然資源短缺令中
國對再生能源、廢物及污水處理、新物料及環保交通工具等科技分外渴求（Zhang,	
2011）。

目前，香港有十六個國家重點實驗室（SKLs）﹐由中國科學技術部及香港公營
大學及研究中心（見表14）認可及共同管理。可是，由於跨境科研撥款的限制，
香港各個重點實驗室轉由創新科技基金撥款，所得資助（2013-14年度至2015-16
每年最多500萬港元）比國內同級實驗室（每年1000萬人民幣）少得多。香港中文
大學和香港大學有意見認為當局注資過少，難以製造任何實質研究成果（Yam	 and	
Fung,	 2011）。中國科學技術部與香港各院校合作實驗室的研究基金同樣相當緊
絀，大約只有80-100萬港元（Croucher,	2015）。

表	14.	香港境內國家合作重點實驗室

大學 成立年份 研究範疇 學科

香港城市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
港浸會大學、香港大學、香港科技
大學、香港理工大學

2009 海洋污染 地質學

2008 微波 工程學

香港中文大學 2005 華南腫瘤學研究 生命科學

2008 農業生物技術 生命科學

2009 植物化學與西部植物資源 化學

2013 消化系統疾病 生命科學

香港浸會大學 2013 環境與生物分析 生命科學

香港大學 2005 大腦與認知科學 生命科學

2005 新興傳染疾病 生命科學

2010 肝臟研究 生命科學

2010 合成化學 化學

2013 醫藥生物學 生命科學

香港科技大學 2013 先進顯示與光電子技術 訊息學

2010 分子神經科學 生命科學

香港理工大學 1996 超精密加工技術 先進物料

2005 中藥與分子藥理學（國家重點
實驗室培育重地）

生命科學

資料來源：各大學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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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鄰近城市研發中心四面崛起

深圳作為中國一個正在崛起的高科技產業群聚點，在科技層面為香港帶來仍有
待探索的合作機遇。經過30年的高增長發展，深圳成為多間全球電訊龍頭企業的
基地，包括在2012年超越	 Ericsson	 成為全球最大的電信儀器供應商的華為（Lee,	
2012）。華為去年在研發投資超過65億美元，約為銷售額的14%（Leung	 and	 Lee,	
2015）。除了公司內部研發項目，華為建立了一個全球研發網絡，與在美國、歐洲
和印度人才聯繫（華為，	2015）。不少設於深圳的公司跟隨華為的步伐，實施10%
研發投資計劃，並與深圳市以外的大學緊密合作。這些公司包括醫療器材供應商邁
瑞、音響元件製造公司瑞聲科技和互聯網巨人騰訊（見表15）。

表	15:	深圳主要科技公司

名稱 工種 產品 市場 銷售額	
(2014)	百
萬美元

毛利	
(2014)			
百萬美元

科研支出	
百萬美元

科研支出
佔銷售額
之比例

華為 電訊 電訊及網絡設備，
手機

全球 46,515	 4,498	 6,588	 14%

邁瑞 醫療器材 病人監測系統，超
聲波，體外診斷儀
器及試劑	

全球 1,323	 199	 147	 11%

瑞聲科技 電子元件 音響元件及天線 全球 1,109	 372	 106	 10%

匯川技術 電子元件 電源逆變器﹐自動
一體化設備

本地 362	 111	 33	 9%

歐菲光科技 電子元件 輕觸式屏幕 本地 476	 85	 58	 12%

騰訊 互聯網 網上增值服務平台 本地 12,730	 3,852	 n/a n/a

資料來源：文匯報，邁瑞，瑞聲科技，匯川技術有限公司，歐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騰訊
註 ： n/a 為不適用

填補香港疲弱的下游工業與中國工業的距離
深圳經濟發展蓬勃，私人企業百花齊放，但卻長期缺乏與其經濟匹配的大學教育

（Li,	 引用於	 Yeung,	 2011）。雖然深圳正努力就此彌補，但香港仍然在創新能力方
面領先，尤其是移植外來科技到內地所帶來的成本效益（香港貿易發展局，2012）。	
與深圳業界的合作為本港研究人員提供應用科研及轉化科研的機會，藉此在內地強
大的研發資源分一杯羹。

過去十年，香港大學／科研機構與珠三角地區企業的合作項目有增無減。華為等
內地公司在分別在香港科技大學和香港理工大學設立研發中心；而TCL則與香港應
用科技研究院合作研究。目前六間本地大學已成為深圳虛擬大學園的成員。然而，
雙方的合作規模仍然微小。

支持香港轉型成為薈萃國際人才的研發中心﹐進軍內地市場
除了疏理香港工業研發外，吸引外地專才亦是提升香港研發實力的不二法門。

中國企業要走出世界，急需外來技術，加大力度在全球市場投資研發，可是文化
差異、溝通障礙及不按規矩辦事令不少外國人對到中國工作有所卻步（Anderson,		
2012;	 Mendoza,	 2015）。	香港有潛力接收這批被內地市場吸引的研發專才及跨國
企業。以BASF（2014）為例，公司有意在2020年之前將佔全球研發部25%的3500
名科研人員遷移到亞太地區。透過吸納更多跨國企業及全球科研組織在港紮根，香
港有望可改變本地研發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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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與香港：兩城相長補短互惠互利，加快商業上市速度
深圳的製造業實力鴻厚，香港則在產品設計、檢測、物流與銷售更勝一籌，因此

形成獨有的上市優勢。在全球化的年代，競爭激烈，資訊無間斷流動，把握上市時
機是致勝關鍵，對客戶服務業尤其重要。硬件初創公司HAX以深圳為基地，其創辦
人Ebersweiler	（引用於	Soo,	2015）表示，反應迅速有彈性是初創公司比大企業唯
一優勝之處，深圳出產原型（prototype）的時間極短而靈活。

深圳的電子元件和設備相關服務可以推動香港中游科研
與設計商業化。大疆（DJI）是一個絕佳例子，原身是由
香港科技大學開展的企業，後利用深圳強大的製造業擴
充業務，在短時間成為業界龍頭。香港可以建基於深圳
的優勢，發展全球商業網絡，薈萃全球科研人員和發明
家，協助他們把設計原型造成貨辦，進而大量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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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創企業

本地初創企業正從後趕上
三藩市研究公司Compass在2015發佈的「全球創業生態圈排行榜」顯示，首五

名發展迅速的初創企業環境中，香港是其中之一。過去兩年，香港有超過2,000間屬
初生期至成熟期的科技初創公司，「共用工作空間」（co-working	spaces	）數目亦
節節上升。政府亦逐漸承認初創企業的重要性，投資推廣署推出市場策略，大力宣
傳香港成為初創企業中心，同時亦開展不同計劃推廣來自大學、數碼港及香港科學
園的初創企業。再加上最近一系列獲注資的初創公司的（見表17），市場憧憬香港
初創企業環境將到達轉捩點，步向高速增長。

與建立一個持續穩定的發展環境仍有一段距離
香港初創企業發展終於起步，但仍然面對種種挑戰。在資金方面，雖然市場上的

初創基金數目大增，不過Compass（2015）指出香港投放在初創的投資仍然遠低於
全球首二十名的「創業生態圈」。香港不乏高資產淨值人士（大部分從事地產業或
其他傳統工商業）及資金充裕的金融機構，然而Compass（2015）認為，少量大型
科技企業在港退場令天使投資者及風險創投者未能放心投資科技初創公司，導致他
們缺乏與初創公司合作的經驗，做成現時「一般投資與創投經驗的鴻溝」。

初創企業界欠缺規模亦會窒礙群組和社交互動的效果。儘管近年由公私營企業孵
化器及大學舉辦的社交活動和企業加速器計劃有所增加，它們普遍較為分散且欠缺
規模，因此難以缺乏成效。本報告曾諮詢的持份者認為，本港不同的初創企業群組
間欠缺互動。外籍初創企業家一般較活躍於上環，而本地初創企業則較多座落於香
港科技園、數碼港和其他私人機構。

缺乏規模亦窒礙了科技初創公司群集和創新科技網絡的形成。雖然大學、公共及
私人「創業育成中心」在過去一年增辦形形色色的培育計劃及交流活動，但活動規
模小而散亂，難以達致實質成果。相關人士受訪時透露，初創企業群體缺乏互動交
流，由外國人開辦的初創公司主要位於上環，而本地人開辦的初創公司則多位於香
港科學園、數碼港或其他私人機構。

在創科人才一章提到，由於現時學術制度偏重研究成果
或出版數量，本港大學與工商界連繫薄弱。學者欠缺誘
因及資源推動技術擴散、科研衍生事業及大學工商合作。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年份不詳）資料顯示，創新中小企財務困難包括資訊
不勻，投資者與創業家對財政期望存在落差。他們的業務亦受資源限制，抵押資產
不足及缺乏往績。這些潛在的市場缺陷足以促成政府出手注資相關企業。香港政府
的確有提供經濟及非經濟的支援予個別初創公司，但整體上仍然欠缺完善的政策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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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初創企業生態。香港中文大學創業研究中心就曾經批評創新科技署的「三層制」
研發撥款是「圈定嬴家」，而非「不干預」，窒礙企業高速擴展。同時，創意智優
計劃被批評向每年從事同樣活動的機構撥款，又資助如香港貿易發展局等資金充裕
的機構（蘋果日報，2014）。

另外，	社會和大企業對初創公司缺乏支持。大企業和初創公司經常視對方為競爭
對手或潛在威脅（Zocco,	引用於	Mocker,	Bielli	and	Haley,	2015），雙方很少能達
到雙贏局面，例如初創公司為大企業提供創新服務，而大企業以注資作為回報。除
此之外，整體社會對於創業失敗的態度欠成熟。在香港年輕一代之間，害怕冒險仍
是創業文化的一大絆腳石（Compass,	2015）。

換言之，香港初創企業生態需要政府、大財團、投資界、大學及公眾各方具明確
目標的踴躍參與，加速初創企業的發展。

背景與現況
圖	20.	香港初創企業生態的評估以下列出過去一年香港初創企業界的重要發展：

獲投資推廣署許可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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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列出過去一年香港初創企業界的重要發展：	

1.	 大學全力支持初創企業

政府提供撥款予大學支持學生創業	 在未來三年，政府每年提供港幣2,400萬予六
間大學，計劃名稱為「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計劃」（TSSSU）。六間大學包括香
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城市大學及香港浸會
大學。

Google與香港中文大學聯手合作	 Google	 與香港中文大學高調聯手，推出「EYE
年輕創業家計劃」。由900名學生於數月時間內競逐參與培訓及師友計劃的機會，
六位出線學生去年十月獲安排遠赴矽谷展示他們的產品原型。

理工大學 在六間大專院校之中，理工大學現時提供最完善的資助計劃，照顧學生
每一階段的創業需要，推動大學研發向外轉移。在部份「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計
劃」中，第三方投資者每投資一元，大學亦會投資一元，上限為100萬港元（12萬
9千美元）。本報告暫時未找到有其他大學以此方式配對「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
計劃」資助額。與此同時，香港理工大學營運的一個微基金為在構思階段的初創企
業提供10萬港元種子資助，另夥拍深圳和上海的大學和政府部門，合辦額外資助計
劃。

2.	 企業參與的企業加速器計劃

太古地產企業加速器計劃 Blueprint 由太古地產開設的	 Blueprint	 是一個商對商
(B2B)企業加速器計劃及共同工作空間。自2015年1月正式營運，這個全港首個針對
商對商的企業加速器計劃為期六個月，公司無需為太古地產設立股權，是初創企業
界內少有不帶任何附加條件的計劃。

由領英風險創投公司策動，「友邦企業加速器計劃」及「星展銀行企業加速器計劃」 
友邦企業加速器計劃主要針對醫療護理及可穿戴科技（wearable）。為期三月的計
劃由本地種子基金及「創業育成中心」領英風險創投公司及友邦保險聯手策劃。計
劃在亞洲搜羅具潛力的公司，第一批參與計劃的十間初創公司全數來自香港，可見
香港初創前景明朗。計劃剛在今年三月開始，故評核計劃對香港初創企業的影響仍
言之尚早。星展銀行企業加速器計劃就以金融科技為對象，新計劃現正接受報名，
預計於十一月開始。銀行業界早有共識，作為金融中心的香港應積極發展金融科
技。星展銀行是眾多逐漸著重投資金融科技的銀行的其中之一，以增加競爭實力。

Brinc物聯網中心	 於2015年四月開展的Brinc物聯網中心是香港最新的加速企業加
速器。這個為期24星期的計劃主力支持開設於物聯網中心的初創企業，為他們提供
平台，加速提案到產品上市的過程。

3.	 資助

下表回顧2014年9月至2015年5月期間香港大型初創企業投資基金。

表	16.	科技初創公司集資過程	(2014年9月至2015年5月)

	A	-	B	-	C輪注資

初創企業 資金金額 公司性質

8	Securities 900萬美元 網上交易和投資服務

寶存易 660萬美元，其中100萬來自一個聯合創投基金（2015
年6月11日），	150萬美元來自種子基金（第一季）

倉庫服務

DemystData 500萬美元 大數據分析

資料來源： StartupsHK; 媒體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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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科技初創公司集資過程	(2014年9月至2015年5月)

	A	-	B	-	C輪注資

初創企業 資金金額 公司性質

GoGoVan 1000萬美元，來自人人網（中國版臉書），用以開發
中國市場	

貨車租賃服務

Insight	Robotics 200萬美元 機器人技術及數據分析

Tink	Labs 2500萬美元，來自業界及私人投資者 為旅客提供智能手機租賃服務和無限致電回國的長
途電話，在香港、新加坡及巴黎享有無限流動數據

WeLab 第一輪注資獲2000萬美元，投資者包括美國創投公司	
Sequoia	Capital	與李嘉誠旗下TOM集團

香港及中國內地的手機及線上借貸服務

Vitargent 獲美國中經合集團投資，未有公開投資金額 生物科技	

資料來源： StartupsHK; 媒體報導

表	17.	科技初創公司集資過程	(2014年9月至2015年5月)

種子期

初創企業 資金金額 公司性質

Ambi	Labs 兩日內在眾籌網站	Kickstarter籌得11萬5千美元　 環境科技，調節室內温度的智能系統，監察用戶習
慣，確保能源效益

GRANA 100萬美元，由本地銷售及分銷集團藍鐘香港有限公
司投資

網上時裝品牌；透過自行採購、存倉及分銷減低成
本

Gowell	 100萬美元，由早期創投公司Fresco	Capital和本港投
資公司	Nest	Investments	投資

網上教育

客路 約30萬至50萬美元，另外150萬美元來自吳曉光及胡
書仁（2015年1月6日）

本地旅行團預訂服務

簡信 85萬美元 由香港理工大學畢業生創辦；電郵生產力應用程式
（Productivity	App）

Sensbeat 50萬美元 由香港科技大學畢業生創辦；應用程式以分析用家
聽音樂習慣收集其情緒數據。除了，為用家提供建
議，更會根據他們的情緒建立社交網絡。

Shopline 120萬美元，來自由五間創投機構，其中一間（SXE	
Ventures）來自香港.

電子商務；為不擅科技的商人在手機及網上平台開
設網店

Spottly 85萬美元，來自矽谷「創業育成中心」U500	Startups	
及其他創投基金

旅遊社交應用程式	

資料來源： StartupsHK; 媒體報導

	
更多改進空間：學生創業實踐與文化
Graham（2013）指出強勁的學生創業風氣，為大學的科技創新打好基礎。本

地大學現正以不同角度加強支持學生創新創業。另外，大學與商界合辦多個創業計
劃，協助在創業路途上不同階段的學生（表18），但計劃形式大多只限於聯誼活
動，創業比賽及培育計劃。



63

表18.	大學在校資訊支持科技創業策略重點

大學 重點

香港浸會大學 創業支援與培訓計劃（BEST）	 透過培訓及支援學生創業初期培養創業文化。在2014年，大學一共舉辦
10場訓練營和創新座談會，吸引約250名學生參與。創業挑戰賽（E-Challenge）讓學生能與業界專業人
士分享商業意念及計劃，而「香港浸會大學尚志會籌款派對」則為挑戰賽贏家提供開創事業的財政及非
財政資助。

香港城市大學 「重探索求創新課程」（Discovery-enriched	 Curriculum）由創新工作坊（Innovation	 Commons）籌
劃，自2012年開辦至今，薈萃跨領域的學生參與有關創新、知識產權及創業精神的活動。城大電腦工程
與資訊科技系的「創新及科技創業」課程，教導學生如何在科技密集的商業環境尋求資源和管理風險。

香港中文大學 創業研究中心（CfE）	 每年舉辦學生創業校長盃（VCCE）	 ，參賽的學生隊伍需提交他們的創業計劃。
中心為學生提供創業課程，包括：設計及創意營商工作坊及創業副修科。「年輕創業家計劃」（EYE）	
是一個為期一年的主題創業計劃，自2013年起由大學與Google共同籌劃，透過師友計劃及提案會鼓勵創
新和促進各方交流。

香港大學 技術轉移處由2010年起創立創業學院，為科研教職員及科研研究生舉辦多個工作坊、訓練班、分享會及
交流機會。大學不時會舉辦全校公開的創新及初創公司創業比賽。	

香港科技大學 學生創業中心舉辦多個創新及創業訓練營，讓學生將生意概念轉化為實體生意。創投導師服務計劃
（VMS）及創業計劃為學生申請創投資金做好準備，支持學生實踐成立科技初創公司的夢想。「Tech-
Link」以雙月論壇形式，提供跨領域科技溝通機會，讓學園裡志同道合的人才及社會外界交流。

香港教育學院 學生事務處（SAO）在2015年3月舉辦「將興趣變成功」－－「iBosses	創業會議」，邀請多間初創企業
與學生分享他們的成功故事。

嶺南大學 市場銷售與環球商業管理（MIB）提供「成為自己的老闆－創業」課程，訓練學生的商業才能。

香港理工大學 企業發展院	 （IfE）	 有一系列資助計劃，例如微基金計劃推動學生創業，促進知識轉移。為期一個月的
「實驗室出發-	科技創業培訓班」旨在為科研學生將他們的研究成果轉化為商品，打入市場。理大齊聚「
企業家之夜」促進理大學生與企業家校友互相交流，協助理大科研進軍商界。

資料來源：各大學網站

另一方面，不少如Nest的香港註冊風險投資公司偏向選擇有擴充潛力的初創公
司。雖然有不少包括Editgrid及Vitargent等由大學起家的初創公司成績蜚然，但他們
的公司創辦人不約而同表示﹐他們一般要在創業比賽中勝出、稍有名氣後，才獲得
初期注資（Tse,	2012）。學術與工商界仍然存在一定距離，減慢雙方合作。政府有
需要加強初創公司與創業導師、以及天使與風險投資者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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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政策支持本地及外地初創企業，建設可持續發展環境
在支持初創企業方面，大部分持份者均同意政府需要專注建設一個市場為本的創

新環境，加速本地創業發展。政府亦應避免對初創企業「圈定嬴家」。雖然普遍憂
慮種子期及早期投資或會短缺，但「資金得來太易反倒會毀掉初創企業」，故不宜
注資過多，以免做成初創界「水浸」。大部分專家同意，香港必須徹底改變對創業
的社會心態，能勇於接受失敗至為重要。

本報告贊成一個蓬勃且可持續發展的初創企業環境是推動國家發展創新及科技
必不可缺的條件。本報告建議支持初創企業的政策應主力扶植創投基金及初創育成
界，吸引非本地的初創公司，在大學內推廣初創企業，培育本地人才。

必須留意的是，扶植初創企業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市場需要時間才能發展至一定
規模和吸引足夠的初創投資提案，支撐初創業界建立一個自給自足的系統，而初創
環境最需要是穩健的人才，以改善初創公司的質量。

1.	 促進創投市場發展

在創投市場成形前，政府可以提供誘因予創投公司、天使投資者及私人企業育成
中心，吸引他們參與，特別針對市場環境困難的範疇。政策如下：

•	 經濟誘因：充分利用本地商界資源，適時為私人投資者分擔風險。措施可以以共同
投資計劃形式進行，例如：對應私人種子期及早期創投的配對基金。本報告樂見政
府現正積極探索政府共同投資策略的可能性。

•	 另類基金：建立監管框架既能有助初創企業及小型公司籌措種子資本或如眾籌的
網上集資，亦可保障投資者。政府可鼓勵專業創投投資者贊助這些集資計劃。

•	 促進全球化：為幫助本地初創企業衝出香港和鼓勵本地企業育成中心及資源較少
的投資者接觸其他投資者、客戶及生意夥伴，投資推廣署應擴闊職能範圍，支持本
地初創企業到外地參與相關活動。

•	 凝聚初創力量：加大初創企業交流活動的成效可促進初創公司建立良性關係，透過
從互相分享經驗中學習。當局應將香港科學園和數碼港重疊或類同的活動結合成
大型活動。政府亦可考慮緊接在港舉辦的重要地區工商論壇，籌辦或贊助具規模
的跟進活動，加速本地初創企業發展。

2.	 支持初創企業

初創企業面對重重挑戰，政府應提供直接或間接的經濟支援，當中包括研發稅務
優惠、資助基金、貸款擔保及補助金。

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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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基金分配機制：檢討創新科技署現有的撥款分配機制，以確保過程高效，減
省官僚程序。基金撥款亦應避免競租行為，並支持非主流的創業者。專家小組架構
需確保各相關行業和投資領域均有專家參與。

3.	 吸引非本地初創企業

要將本地發展成為全球人才的集中地，政府應大力推廣香港鄰近中國和亞洲的獨
特地利、多元文化、開放社會，健全的法律制度、牢固的基本及數碼基建，以及作
為亞洲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優勢。建議政策包括：

•	 內地人初創企業簽證：為內地人簽發初創企業簽證，並與持相同簽證的外國人擁
有同等地位，讓在港就學及居住的內地人可進軍初創企業。

•	 吸納優秀專才：政府可考慮放寬現時「優秀人才入境計劃」對移民質素的要求，引
入更多外地專才來港。

•	 全面完善的政策：政府需推出更全面的政策解決房屋、教育、環境等問題，增強本
港對外地專才的吸引力。

4.	 推動大學創新及年輕人創業

為培養學生及大學教職員的創新創業精神，當局應促進大學與業界交流，把本地
經濟及社區發展的力量與科研商業市場結合。

•	 技術轉移辦公室：大學技術轉移辦公室的角色不再侷限於單一科技商業化，他們需
要更多資源處理額外工作，擔當大學與業界的橋樑，連繫學生、教職員和舊生與投
資者、企業家、業界、非政府機構與其他相關人士。	

•	 推廣學生創業：當局可鼓勵大學舉辦跨學科研究甚至正式學位課程，提升學生創
新及創業能力。學生創業學會、創業比賽、初創企業實習計劃、校內企業育才中心
及學生創投基金等課外活動亦應獲得提倡。

•	 推廣大學教職員創業：當局可敦促大學鼓勵教職員創業，對他們予以肯定。大學更
可提供彈性工作政策，將種子期資助普及至教職員及研究生，加強大學與外界的
聯繫。

•	 促進大學與業界合作：大學應開放設施，為學院及學生製造與商界合作的機會。另
外，大學可以考慮與私人公司、初創公司或企業育成中心合作，開辦實習計劃和短
期培訓，亦可以與業界聯手推出創投基金及獎勵計劃。

確立競爭優勢，為商界注入活力，發展特色初創企業
商界的支持對地方科技發展舉足輕重，目前香港科研嚴重落後，社會有強烈共識

要求政府提供更多誘因推動業界增值。此外，與其貿然開拓本地不擅長的新科技，
大部分參與圓桌會議的似份者同意香港應充分利用現有基建及全球競爭優勢，帶動
科技需求及增強本港基本科研及應用科研的實力。

本報告建議政府增加稅務優惠及資助基金，鼓勵業界增值，同時詳細檢討所有公
共服務、私人企業及非牟利機構，研究先進科技的應用及本地化，以及對加強業界
與大學合作的支援。當局可考慮以下政策範疇：（一）培養工商業研發文化，推動
科技本地化；（二）大幅提升公共機構的科技應用；（三）改革監管體制，確保政
策會因應社會、經濟和技術環境作出相對調整；	和	（四）鼓勵興建主題科研中心，
發展配合本港競爭優勢的科研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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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工商界培養研發文化

當局應增加現有稅務優惠，令香港維持不亞於鄰近地區的競爭力，吸納本地及海
外公司及初創企業投資研發，為工商界增值和帶動科技創新。

•	 支持初創企業及中小企：政府可提供吸引的稅務優惠支持本地及非本地初創企業
及中小企投資研發，亦可考慮為初創企業的研發開銷提供可退還的稅收抵免，如有
需要可設上限。對於中小企，稅收抵免可不予退還，但應給予足夠的轉結期。稅收
抵免可以根據年度研發支出所佔的百分比計算。

•	 一般工商業：合資格研發投資支出的減稅額應從現時的100％，提升至新加坡及
中國等鄰近地區的標準，即150%。由於現時香港研發嚴重滯後，減稅額應增至
200%方為理想。為了推動工商界與大學合作，政府應檢討是否應提供更多稅務優
惠。

•	 為合資格的創新科技公司提供優惠利得稅率：公司若乎合特定條件，如研發員工
人數、最低研發支出和創新科技產品或服務的最低收入要求，即可以減免利得稅，
如在特定時段內把稅率減半。

•	 擴大免稅範圍：研發成果不只有利發展創新科技，還可惠及社會各界。有見及此，
政府應擴大合資格申請研發稅務優惠的覆蓋範圍，由大學及科研機構的研究項目
擴展至在本港進行的外判科研研究。

•	 專注發展特色科研領域：政府可透過稅務優惠，加強對重點研發項目的投資，尤其
是有助社會經濟發展或建基於香港的全球競爭優勢和研究超卓的項目。政府可考
慮推出稅收抵免措施、直接政府資助和貸款。

•	 商界大學跨界合作：提供稅務優惠、資助或貸款等誘因予私人公司，促進他們與大
學或指定科研機構的合作和研究。政府可以籌辦科技論壇及會議，加強商界和學
界之間的交流和合作。

•	 另類補助金計劃：若政府不想令稅制複雜化，可以考慮設立新科研基金，或透過創
新科技基金向合資挌公司提供研發支出補助（可考慮設上限），亦可達到與上述稅
務建議類似的經濟效果。

2.	 改革監管制度以確保規例能配合社會經濟及科技的轉變

新科技令業界發展日新月異，監管機構需緊貼最新科技潮流，以瞭解科技與管理
的關聯，並在維持市場競爭力的同時，不忘原本監督的職能。

•	 關注初創企業：對創新持開放態度，應高瞻遠矚而非步步為營，早於初創企業及科
技公司的發展初期便開始關注。

•	 平衡監督與創新：監管機構需要在提升社會創新實力及維持經濟穩定之間取得平
衡。有關政府部門應進行檢討，為了消費者的利益，將「促進香港創新及競爭力」視
為己任。

•	 以清晰有彈性為政策原則發展初創工業：研究及推出一個保障初創企業的監管政
策。實行分級制，若公司符合某些標準便需要恪守更嚴謹的規例。為了減低法律及
營運成本，當局應提供可降低成本的實際方法予初創企業，協助公司符合監管規
例。

•	 金融監管架構：針對整體金融監管架構對迎合創新及維持競爭力的成效進行全面
檢討，確保監管機構能更有效處理因新科技而不斷結合和創新的服務。

3.	 政府應以身作則採購新科技

政府已把推廣採購本地創新和技術產品及服務定為工作重點，實在令人鼓舞。展
望未來，政府應為所有公共機構及監管部門進行360度全面檢討，評核及提升他們
的科技應用程度，以大力推動本地科技，加強本港智慧城市的形象。這將可吸引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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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公司或初創企業來港實驗他們的科技創新。

•	 新增科技為公共機構牌照發牌條件：要求發放牌照及續牌之公共機構及監管組織
提供一個科技應用路線圖，模範路線圖需貫徹及配合政府的科技發展藍圖。

•	 政府部門的科技發展：評估及革新現有數碼政府平台，確保服務先進、易用、效率
高及符合業界標準。

•	 科技採購政策：評估及檢討現時採購政策，將其擴展到創新科技。

4.	 充分利用現有競爭優勢發展特色科技

政府應充分利用香港金融物流中心及其他基建優勢，發展研究及合作平台，薈萃
來自商界、政府和學界的本港及外地專才，把香港定位為試驗先進科技的基地。

•	 成為亞洲金融科技中心：多面向政策能使香港發展成為亞洲金融科技中心。政策
包括透過吸引金融公司及監管機構來港，實驗和採用新科技，以及為金融科技（包
括「區塊鏈」）初創公司提加速發展計劃。政府可以開展宣傳活動，吸引非本地金
融科技人才，而大學則可以提供相關學位課程。

•	 與主要相關人士一起推動智慧城市：本地科技投資者、公共機構、商業組織、政府
部門、監管機構、大學、本地及非本地初創公司可以合作發展智慧城市科技，保持
香港領先全球的基建優勢，增強創新及科技實力。

加強和珠江三角洲的聯繫，特別是與深圳合作，推勳本港應用科研
本港相關人士有強烈共識，認為政府需要加強與珠江三角洲連繫，特別是與深圳

的合作，推動香港應用科研的發展，扮演「超級連繫人」的協同角色。無疑地，不
少香港與深圳的合作均是理所當然，但有相關人士認為香港更應擴展領域，面向國
際。

本報告建議，香港企業家在與海外商業機構合作之餘，應利用鄰近深圳及其他珠
江三角洲的製造業重地的地域優勢，政策應集中尋求在以下各方面的協作。首先，
鼓勵位於深圳的主要科技公司與本地大學合作科研。其次，利用珠江三角洲製造業
基地推動香港轉化科研發展市場的商業化。第三，與海外轉化科研中心交涉，宣揚
香港為將原型化成貨辦及製成品的試產中心。

1.	 深圳／珠江三角洲公司與本地大學緊密合作

利用珠江三角洲，尤其是深圳作為科技中心的實力，推動香港應用科研，以在工
業下游應用研究從後趕上。

•	 大學與深圳工業：鼓勵大學檢討關鍵績效指標及誘引，促進與珠江三角洲（特別是
深圳）公司更深更廣的合作，推動香港的下游應用科研。

•	 資助制度：檢討創新科技署的現有資助制度，確保成功申請者能短時間內得到公
平分配的資助金，並且提供足夠的資源及獎勵予企業及科研組織。

•	 中港聯合科技會議：定時舉辦科技會議，可由香港政府及珠江三角洲當地政府合
辦，推廣研發合作。

2.	 建基於珠江三角洲製造基地，促進香港轉化研發商業化發展

香港應繼續利用在珠江三角洲的地利，尤其是毗鄰電子製造中心深圳，推動香港
轉化科研產品商業化，包括消費者物聯網及機器技術等方面。

•	 提供資訊支援初創企：調查珠江三角洲的供應鏈網絡，持續更新資料庫，加快香港
初創企業的推出商品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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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推動香港成為試產中心，為海外研究中心及初創企業提供，一站式處理設計、原型
及試樣服務

優越的工業設計實力、有效率的物流管理網絡、雲集全球市場銷售專長和鄰近製
造業基地，令香港有強大競爭優勢成為轉化科研的「超級聯繫人」，以及利用消費
者物聯網及其他電子服務促進產品商業化，進軍市場。

•	 向海外研究中心／初創企業宣傳香港實力：鼓勵香港投資推廣署加強與外國大學、
私人及公共科研中心的市場聯繫，吸引學生及教職員投入轉化科研，以及視香港為
產品上市、製作原型及試樣服務的中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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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與現況

香港政府一直有推行政策以扶植創新及科技發展，目前已成立多個政府部門及基
礎設施支持本地科技團體。下列為有份參與推廣創新及科技的主要政府部門及法定
機構。此外，香港政府剛籌組創新及科技局。

•	 創新科技署

•	 5個研發中心

•	 投資推廣署

•	 香港科技園

•	 數碼港

•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創新科技署
於2000年成立的創新科技署是隸屬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的政府部門。該署旨在推廣

應用研發及發展，以及促進香港科技的基礎建設。創新科技署亦負責管理於1999年
成立的創新及科技基金，基金包括三大資助計劃：

•	 創新及科技支援計劃支持中游／下游的應用研究，研究主要由五個政府研發中心、
本地大學及其他香港公共研究機構進行。

•	 大學與產業合作計劃提供配對基金予本地大學和私人公司合作的研發項目。

•	 企業支援計劃於2015年展開，取代「小企業家研究支援計劃」。新計劃為香港企業
提供50：50研發配對基金，上限為一千萬港元。此外，完成項目後可獲得研究投資
金額30%的現金回贈。

直至2015年8月31日，創新及科技署基金共已資助4,739個研究項目，總資助金
額為96億港元。

表19.	創新及科技基金	－	獲批項目統計數據（直至2015年8月31日）

資助計劃 認可項目 資助金額（百萬
港元）

創新及科技支援計劃 1,939 7,837.1

一般資助計劃 2,109 815.6

大學與產業合作計劃 277 322.2

小企業家研究支援計劃 414 505.9

總數: 4,739 9,667.7

資料來源：創新及科技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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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科技署在2006年設立五個研發中心，推動及協調應用科研(詳看以下圖表)。
直至2014年9月底，五個研發中心已處理707個研究項目，獲撥款共33億港元。

表20.	研發中心進行的新研究項目

研發中心 認可項目數目 獲批資助（百萬港
元）

汽車零件研究及發展中心 77	(18) 208.1	(57.9)

香港應用科學研究院 322	(21) 2,222.2	(128.0)

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 116	(19) 286.5	(32.4)

香港物流及供應鏈管理應用技術研發中心 64	(8) 317.3	(6.2)

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 128	(44) 292.9	(99.8)

總數： 707 (110) 3,327.0 (324.3)

註：括號內數字代表合作研發項目
資料來源：創新科技署

創新科技署於2011年開展公營機構試用計劃，注資公共部門的研發項目，資助製
作工具／原型／樣辦。資助上限後來由50%增至100%。最後，為向在港初創公司注
入活力，創新科技署在2014年開始全新的「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計劃」。為期三
年的新計劃每年向本地六間大學提供2400萬港幣的資助，鼓勵學生及教授探索科技
商機，將研發成果商品化。

投資推廣署
於2000年成立的投資推廣署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的附屬部門，旨在吸引外國對港

的直接投資。為支援有意來港開業的外國創業家，投資推廣署組成初創企業小組，
及後在2014年11月舉辦比賽「StartmeupHK創業計劃」。這場備受矚目的比賽廣邀
全球各地的初創企業家提出他們的商業主意及提案，互相比拼。為期45個星期的提
案決賽更匯聚全球與本地企業家交流。

投資推廣署積極與海外及內地的企業家合作，包括打算在港設立辦公室或擴充
香港業務的中小企及跨國企業。該署亦為初生企業提供免費顧問服務，在構思、成
立、以至擴充的階段提供意見。

香港科技園公司
香港科技園公司成立於2001年，旨在將創新及先進科技轉化為有價值的發明，

造福香港、內地以至全世界。作為法定團體，香港科技園公司的主要股東是香港政
府，由董事局管理。科技園致力建立一個充滿活力的創新科技生態，連結持份者，
培育科技人才，促進合作與加速彰顯創新科技對社會及經濟的好處。香港科技園公
司營運香港科學園、創新中心及三個工業邨。香港科學園的世界級基建吸引不少創
新科技公司進駐。園區位於白石角，佔地22公頃，提供面積達330,000平方米的科
研辦公空間及配套設備。科學園有335間公司進駐和183間企業育成中心，共有約
11,100名員工，包括10,300位公司員工及776位育成中心職員。科學園由五大領域
組成：生化科技、電子科技、綠色科技、資訊科技和物料及精密工程。20間企業育
成中心在2014年獲得共2億港幣資助。	

數碼港
數碼港是一個雲集數碼科技資訊公司的群聚點。這個位於薄扶林鋼綫灣的數碼基

建設施的目的是要創造一個資訊及通訊科技的樞紐：它提供99萬平方呎的寫字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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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這個現已雲集超過660個社區成員的創意數碼社區共有四座甲級智慧型寫字樓
和世界級的資訊科技及電訊配套。數碼港現設有五大中心，分別是企業發展中心、
知識及人才發展中心、科技中心、協作中心和園區創建中心。這五大中心致力推動
協作與締造商機、培育企業人才和促進資訊及通訊科技普及化。

表21.	香港科學園公司以領域分類

領域 公司數目

資訊科技 112

電子科技 82

生化科技 45

綠色科技 42

物料及精密工程 30

專業服務 15

總數 326

資料來源：香港科技園公司

以下是一些成功實例：

醫學科技
由馬啟元教授創辦的美時醫療一直在全球科技及醫療質素上力臻完美，向全球客

戶提供完善的醫療造影儀器，包括磁力共振（MRI）、數碼放射掃描（DR）、電腦
斷層掃描（CT）系統。公司核心專利技術的高溫超導線圈技術（HTS）能大大改善
圖像與雜訊比例、解析度及醫學影像質素。

突破性的MICA全身磁力共振系統，結合2T磁石與美時醫療獨創的高溫超導射頻
線圈，圖像質量可媲美3T影像的質素，	這些技術是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及香港大學
引入的系統，已在全球不少著名醫學院安裝，作研究及教育用途。美時醫學已在中
國、美國、印度及印尼設立直銷團隊，及在八個國家有分銷商，將系統引入國際市
場。

美時醫療在科學園的主要研究團隊由30位工程師組成，研究範疇包括產品設計、
系統工程、技術文件、監管及測檢和軟件開發。

未來發展：美時醫療將主力發展新生兒磁力共振成像系統，並提升公司在港醫療
產品的生產技術。

Master Dynamic有限公司
Master	 Dynamic	 以先進的納米製造技術及激光誘導擊穿光譜技術（LIBS），生

產精密度極高的矽游絲及腕錶擒縱系統產品。Master	 Dynamic	 與全球多間大學及
研究機構合作研發，包括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清華大
學、中山大學、加州大學（三藩市分校）及里昂大學。公司已為核心科技申請超過	
20項專利，當中5項已獲批。

公司產品在鐘錶、超導體及醫療工業等方面有極大潛力，可應用於腕錶、醫療設
備、智能器材及物料分析。所有科技及產品均在科學園內研發。

未來發展：Master	 Dynamic	 會繼續加強公司在先進物料分析技術和提升物料、
食物及藥物分析與檢測的研發技術，鞏固業內領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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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湯集團有限公司
商湯集團由來自本地大學的博士畢業生與資深科技專才創辦，公司主要利用「

深度學習」專研科技，開發先進電腦視覺技術，尤其是面容識別技術、物件識別技
術、圖像搜尋系統、圖像／影片處理和智能保安系統。

商湯集團所研發的技術表現卓越，其深度學習科技令機器能準確執行各種電腦視
覺工作。主要用途包括：（一）面部辨認保安系統，控制可進出入人士；（二）影
像辨認技術分析圖像及影片的元素；（三）圖像處理例如：減少模糊及矯正畫面變
形和（四）智能保安系統。

公司與本地及國際組織緊密合作，擴展研發業務，銳意在香港及內地市場佔一席
位。透過香港科學園「科學園技術方案業界應用計劃」，商湯集團結識香港機場管
理局及多個地產發展商，有望將來合作；又與投資推廣署合作加快工作簽証申請的
批核。

未來發展：商湯集團計劃擴充業務，在科學園聘請雙倍科研人員。公司將結合上
述四項創新科技，專注發展獨特的應用方式。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HKPC）是一個於1967年成立的法定團體，目標是促進業界

的生產力，加強香港的競爭力與持續發展。當局為香港創新商業生態提供多項與科
技相關的服務，每年約三分之二的服務為與知識產權、專利、產品設計及工程和物
料科技有關的科技發展。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亦承辦由創新科技署設立的汽車零件研
究及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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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勢與挑戰

優勢
本港在基建及公共機構方面的領導地位

在世界經濟論壇發表的全球競爭力報告2015-2016中（Schwab,	 2015），香港排
名第七位，在交通、電訊及能源基建的質素等更是全球數一數二。除了高質素的公
共設施，香港的競爭優勢包括國際知名的市場、法治、對知識產權的保護、物流及
供應鏈、資訊自由流動、低稅率和相對彈性的移民政策。

圖 21. 香港競爭力與其他先進經濟體系比較雷達圖

資料來源：2015瑞士世界經濟論壇全球競爭力報告2015-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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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大的基本建設
香港先進的科技基建大大推動香港科技界發展。在世界經濟論壇的全球競爭力

報告2015-2016，香港的基建排名第三，在九個基建評核標準中，有八項擠身首十
名。事實上，香港在道路、鐵路、港口、航空交通、電力供應及手機滲透率均擁有
顯著的競爭優勢。

表22.	香港基建排名

指標 評分 排名

整體基建質素 6.4 3

道路質素 6.2 5

鐵路基建質素 6.4 3

港口基建質素 6.4 5

航空交通基建質素 6.6 3

可用航機客位	每公里／星期，百萬*	 2,643.2 17

電力供應質素 6.8 2

手提電話使用率	每100人*	 239.3 1

固網電話線	每100人 61.1 1

註：在排名欄目，顯著競爭優勢以粗體表示。所有項目以1-7級評分計算，除有＊標示例外。
資料來源：世界經濟論壇全球競爭力報告2015-2016

根據2014瑞士洛桑管理發展學院報告(引用於香港貿易發展局，2015)，香港在科
技基建方面排名第一。相關項目的全球排名見表23：

表23.	香港基建排名

指標 排名

固網電話線／每1,000名居民 4	(在台灣、法國及南韓之後)

固網電話收費／每次致電本地 2	(在加拿大之後)

手提電話使用者／每1,000名居民 1

手提電話收費／每次致電	本地 2	(在印度之後)

互聯網寬頻速度 1

資料來源：管理發展學院

挑戰
「小政府」的限制

香港堅定實行自由市場，政府亦經常強調「小政府」和把對本地市場的干預減至
最小（曾蔭權，2008）。自殖民時期開始，港府一直沒有推出研發的大型工業政策
或藍圖，而財政預算案的金融政策向來審慎（Chan,	 2003）。不過將香港政府與新
加坡、瑞士等「小型開放經濟」相比，或者與經濟自由度相似的美國比較，港府在
公共研發支出方面仍然落後。這亦影響私人機構對投資研發的動力（Levy	 and	 Ter-
leckyj,	 1983）。政府一直拒絕認清用於基本研發及應用研究的適度投資對促進經濟
持續增長的重要性，對研發缺乏承擔。

雖然，香港沒有國防開支及軍事業是香港研發投資低的主要因素之一，但政府對
研發投資不足實在責無旁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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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地區

圖22. 同樣自由經濟體系的研發支出(本地生產總值％)

資料來源：科技研究局（新加坡）、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政府統計處（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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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完善發展政策
創新科技在國家經濟發展的地位日益重要，不少政府開始改變策略及架構，以配

合日新月異的科技環境和爭奪全球人才的激烈競爭，需透過全面、跨部門和跨界別
的手法，才能達到以下三大主要目標：（一）推廣領先全球的科研成就；（二）專
注發展的優先次序及（三）培養學界、商界、初創企業及國際夥伴等眾多持份者的
合作關係。金錢並不能為所有現有問題提供答案。正如Mowery所言，一個國家的創
新表現直接關係到學界及商業發展、實踐及分享新主意的動力	(Mowery	et	al.,	2004)。

自八十年代末起，政府一直逐步改善香港科研競爭力（Sharif	and	Baark,	2005），
包括在1990年以50億港元成立創新及科技基金，1991年創立香港科技大學，2000
年開辦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2002年創立香港科學園，以及2003年成立數碼港。不
過，香港尚欠一套發展創新及科技的完整藍圖，難以推動商界科研合作和與中國內
地的跨境合作。創新科技局的成立將是發展策略中的重大一步。

政府由創新科技署直接注資中游及下游應用研發
創新科技署為大學、五間政府研發中心和企業提供項目資助。然而與其他同類

公共資助計劃一樣，當局在執行上面對種種挑戰。在專家小組討論中，部分相關人
士擔心申請過程太複雜和需時過久，而且評審委員會的人選是否合適有待商榷。一
般而言，科研本質屬高風險，撥款資助研究和初創公司未必符合公共行政的保守性
質，而且風險令政府容易忽略技術擴展及創造科研職位、扶植經濟持續發展的優先
性。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表示，雖然政府直接注資／補助對工商業研
發尤其重要，但近期OECD國家均採用更市場友善的手法，避免選擇贏家，又鼓勵
高社會回報的投資。與此同時，這些國家逐步捨棄非具體、向單一科研機構注資、
項目為本的資助，轉為設計較為複雜的資助機制，單以研發稅務優惠作為基本公共
支援，進一步鞏固及簡化公共資助計劃（OECD,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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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應該全力支持高科技產品
在世界經濟論壇全球競爭力報告2015-2016中，香港在「政府電子採購」一環排

名38。採購是推廣創新及科技界發展的重要策略（Dalpe,	1994）。

香港政府已逐步開展電子採購系統，供供應商和參與的政府決策局及部門進行電
子交易，直至2015年6月，一共有八個決策局及政府部門參與計劃。

表24.	參與的政府決策局及部門列表

醫療輔助隊	(AMS)

環境保護署	(EPD)

廉政公署(ICAC)

入境處	(ImmD)

公務及司法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件諮詢委員會聯合秘書處	(JSSCS)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OGCIO)

破產管理署(ORO)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	(在職家庭津貼辦事處)	(WFAO)

資料來源：政府採購

然而，參與程度未如理想：參與單位只佔75個政府決策局及部門的11%。正如中
央政策組指出，政府部門欠缺清晰電子採購政策指引，以購買由本地業界發明的研
發產品及其他高科技產品（中央政策組，2015）。政府應多加鼓勵各決策局及政府
部門參與此計劃。

在中國內地背景下的香港科研
與內地相比，香港在提高研發強度方面相對落後。中國政府一直強調，科學及科

技進步對經濟改組及發展尤為重要。在十二五規劃（2011–2015）中，中國政府
將科研支出定於全國生產總值的2.2%，比2010的1.76%為高，比例符合國際平均水
平，高於大部分新興市場。在最新發表的十三五規劃(2016–2020)	藍圖中，政府強
調優先發展環保能源、生物科技、資訊科技、工業自動化及先進設備，亦特別提到
支持及推廣新的孵化模型和風險基金平台，包括眾籌及重組中國創業版（一個為中
小企而設的集資平台）。

圖23顯示由1991年至2013年中國及一些內地省份的研發支出，以生產總值百分
比表示。圖表包括北京、上海等主要城市、浙江（阿里巴巴的「家鄉」及科技初創
企業蓬勃的杭州）和中國高科技業基地深圳所處的廣東省。北京和上海等城市的研
發支出與生產總值比例遠高於全國平均值。在深圳，比例超過生產總值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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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圖23. 研發支出佔生產總值之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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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香港不同，十二五規劃強調商界是研發項目的主要來源。國內的研發支出不單
可以免稅，國內亦積極推動企業、大學及研究機構合作。與此同時，為鞏固基本研
發，政府在十二五規劃內設立多個國家研發中心。現時的中國研發投資主要是來自
商界，不過值得留意的是，中國商界中有不少國有企業。

圖24.以資金來源分類的中國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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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

背景
本報告已討論香港創新及科技界生態之優勢和弱點，政府及商界明顯需要增加對

科研的投資。然些，這些挑戰不會在一夜間消失。年青人之間的創業文化及學術界
投入商界的動力培養需時，香港的再工業化更是前路漫漫。

不過，本港亦不乏推動科技業發展的潛力，而政府可擔
任主導角色，抓緊這些機遇。IBM（2012）指出，居民
對城市的要求越來越高，他們追求更高的生活質素、良
好的營商環境、優厚的人才發展條件和效能更高的交通
網絡及能源系統。香港市民對「智慧城市」亦有大同小
異的要求。

「智慧城市」這個概念的詮譯因人或界別而異。埃森哲（引用聯合國，2015）將
智慧城市定義為一個有效整合和運用資源和為市民及商界提供服務的物理空間，目
的是為了改善居民生活及支撐增長。相反，英國商業創新及技能部則把智慧城市視
為一個過程，當中包含公民參與、穩健基建、社會資本及數碼科技。

IBM（2012）專注於新科技的應用策略及創新手法，以提高資源效率和城市競爭
力。公司提出先進城市重視的三大領域。

•	 善用資訊以改善決策:	讓稱職的人適時得到準確的資訊，令他們能作出更好的決
策和監控這些決策的成效。

•	 預視及積極解決問題:	城內領袖能歸納有組織或沒有組織的數據，分析規律和走
勢，進以發展出先進的分析方案。

•	 整合資源增加營運效益:	透過與各部門分享量度數據、事件及過程等資訊，以及實
時協作整合資源。

本部分會討論香港政府如何加強智慧城市科技在本地的應用的基礎，為創新及科
技生態圈提升層次。

資訊科技發展迅速，公眾能更容易獲得資訊和材料，也同時促進政府與社會之間
的資訊交流。

以下各部分會討論其他地方的資訊分享政策，探討利用資訊分享增強創新網絡應
用的可能性，集中說明香港如何能藉著設立空間資料基礎建設（SDI），分享地理
空間信息及訂立其標準而獲得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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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資料及共享創意 - 一個全球發放及分享資源的趨勢
美國政府在2012年發表的兩個備忘錄及在2013年發表的一個行政命令中，訂明

開放政府及公開資料的計劃，可見美國政府對此政策的重視。基於兩項公開原始碼
的政策，美國政府（年份不詳）推出新網站data.gov，將數據庫中近140,000組數據
開放給公眾使用。

英國在2010年展開公開資料計劃，其後在2011年實行首個開放政府的國家行動
計劃（National	 Action	 Plan）。政府在2013年公布第二個國家行動計劃，繼續優化
現有政策。互聯網數據庫擁有26,000組數據。香港主要競爭對手之一的新加坡亦在
2011開始推出公開資料計劃及data.gov.sg政府網站。網站坐擁超過11,000組數據，
來自70個政府決策局及部門（新加坡政府，2015）。而歐盟則已經成立歐盟公開資
料平台（an	EU	Open	Data	Porta），為公眾提供8,700組數據。

相比之下，香港公開政府資料政策姍姍來遲。雖然開放資料是2008年「數碼21」
資訊科技策略的一部分，但由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負責的公開資料網上平台
Data.gov.hk直到2015年3月才進行全面更新，提供18個類別、超過4,000組數據。

不過，香港政府近年所展現的視野和進展令人鼓舞。除了更積極提供更多資料，
政府在訂立政策及社區項目中展示更多對公民參與的關注。中央政策組（2015）特
別引用巴塞隆拿作為例子。當地市民能在市內不同地方分享他們的經驗和主意，闡
述這些地方的環境及社會價值，進而鞏固成為環保政策的諮詢材料。此外，平台可
以集中搜集及發表公共服務資訊，方便持份者監察、跟進及調整工作進度。市民可
以參與共創社區，與政府發展更緊密的合作關係。中央政策組（2015）認為香港需
要進一步發展公民參與體制，讓市民能在網上發表意見，參與公眾諮詢。

除了公開政府政策以外，共享創意（CC）是另一個鼓勵分享共用資源的倡議。
社會對版權傳統理解處於兩個極端，即「保留版權所有權利」及「沒有版權」。在
2001年冒起的「共享創意版權」概念沿自一個名為「共享創意」的美國非牟利組
織，原創者有權明確向外宣布分享自己的創作，用家只需遵從原創者訂立的條件，
便可使用和分享，毋須逐次申請版權許可。換而言之，共享創意版權將版權的定
義由預設的「保留版權所有權利」變成「保留版權部份權利」。作為版權法例的延
伸，共享創意版權已廣泛得到多個國際法律架構的認可(Miller,	 Styles	 and	 Heath,	
2008)。

共享創意指出，直至2015年3月，美國、英國、台灣等31個地區的政府，以及眾
多如聯合國和世界銀行的跨政府組織均採用共享創意版權，讓公眾可以瀏覽他們的
普查數據、地理科學資訊及知識。在香港，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在2008年
開展了一個名為「香港共享創意」的項目，提供共享創意版權予大眾免費使用。

應用編程介面（APIs）
公開政府、組織及私人公司的資料（免費公開更佳）可以促進社區創新，尤其能

推動創業和科技。「應用編程介面」（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s	,	APIs）
能夠實現以上的提議。「應用編程介面」是指軟件系統不同部分組成的一套編程標
準、協議和工具如HTTP、JSON及XML，編程人員不必完全明白其他人編寫的程式
碼，亦可在自己的電腦程式中運用其他程式的功能（Proffitt,	 2013）。用Facebook
帳戶登入其他網站或在LinkedIn網站分享	 Slideshare	 幻燈片都是應用編程介面的例
子。

Lensmar (2013) 以砌樂高積木比喻資料與應用編程介面
的關係。資料就像一塊塊積木。正如樂高積木的凹凸點
衍生出把積木互相併合的常規，應用編程介面提供一個
標準化及相對簡單的方法予使用者整合資料，構成使用
者或商界能夠使用的網上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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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編程介面可透過改變資料來源及使用場合激發創意和創新。提高這些數據的
可用性將幫助到初創企業，並更好的滿足了智慧城市的公共需求。

誠然，由於其固有的複雜數據結構，應用編程介面在傳播傳遞空間資料基礎建設
的地理空間信息特別有用。在軟件應用程式使用前，應用編程介面在地理空間信息
方面的使用可以大量節省在預先處理原始地理空間數據方面的功夫和成本。容易存
取和使用能進一步促使獨立開發者和初創企業在不同的智慧城市應用中廣泛使用地
理空間信息。

世界各地的空間資料基礎建設（SDIs）
聯合國全球地理空間信息管理專家委員會強調地理空間信息的重要性，因為政府

能利用地理空間信息「幫助了解關於人口、經濟、天然資源及環境等情況」（聯合
國新聞中心,	 2015）。不少地方都設有空間資料基礎建設，有系統地管理和交換地
理空間信息。全球空間資料基礎建設協會將空間資料基礎建設定義為：

「一系列方便使用及存取空間資料的相關科技、政策及
體制」(Nebert，2004：8)。

2003年的美國行政命令12906要求開發國家空間資料基礎建設（NSDI）。由聯
邦地理數據委員會透過網上平台	 GeoPlatform.gov	 整合可信及統一的公共領域及
工商界收集的地理空間信息，建立國家空間資料基礎建設。資料用戶，包括聯邦機
構、州政府、地方政府、部落政府、工商界、學術界及一般民眾，能夠快速在平台
獲取、建立、發布及分享地理空間信息。在2014年5月，部分聯邦機構透過「公眾
領域貢獻宣告」（CC0	 Public	 Domain	 Dedication）發布他們的數據組，供全球公
眾在任何地方作任何用途（Vollmer，2014）。在城市層面，空間資料基礎建設可
以滿足城市發展的需要，例如：政府及市民運用洛杉磯GIS資料中心數據減少植物
枯萎、追蹤及回應市民要求和促進新商務發展，以改善市民生活質素	 （Esri，2015
）。當大眾對地理空間信息標準尚未有共識，為了統一國家空間資料基礎建設資料
庫內所有地理資料的標準，聯邦地理數據委員會在諮詢相關持扮者及國際社會後，
發展出地理空間信息的標準。所有資料提供者在紀錄地理資料時必須跟從當局的參
考來源、標準及守則(聯邦地理數據委員會，2015)。

在歐洲，28個歐盟成員國在2007年提出了歐盟建設歐洲空間信息服務基礎設施
（INSPIRE）指令，透過歐盟地理信息平台（INSPIRE平台）及其他自行管理連接
點，成員國將會合力建立、營運及分享34個主題的空間資料基礎設施，以支持對
環境有影響的政策或活動。為確保地理空間信息數據組及服務能不分地域地被瞭解
和使用，當局在部分範疇實施共同實踐守則，例如國際標準化組織地理信息技術委
員會ISO/TC	 211	 列明參考、獲得及分析地理信息的方法、工具及服務（Soares	 &	
Martins,	2012）。

新加坡土地管理局和新加坡資訊通信發展管理局在2008年展開新加坡國家空
間資料基礎建設計劃，計劃名為「新加坡地理空間資訊之協力作業環境」（SG-
SPACE），透過GeoSpace	 及OneMap系統為政府部門提供一個平台和機制分享及
使用有關可持續發展政策的地理信息。截至2012年為止已有29個政府部門貢獻超過
371層空間信息。「新加坡地理空間資訊之協力作業環境」也向外尋求企業採用空
間訊息系統，獎勵所有製造新商業機會及改善勞動生產力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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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空間資料基礎建設
香港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在2004年開展了「統一規劃地政及工務工程資料措施」

（DAM），作為建立本港空間資料基礎建設的第一步。措施促進14個有份參與的部
門統一標準單位及交換地理信息的識別碼，以及五個常用空間單位的定義。香港園
境師學會（2009：20）肯定了措施的成效，指明措施有「促成在規劃、土地及公共
服務方面的空間資料交流」。

2004年，地政總署的測繪處展開香港地理空間信息樞紐（GIH）。這個政府對政
府的服務是為了有系統地轉換及整合由不同政府部門所收集的零碎地理空間信息，
透過更快更便捷的使用過程，改善他們的營運及決策程序。根據地政總署在2015年
對立法會的回應，測繪處的香港地理空間信息樞紐在2014-15財政年度頭11個月已
有超過7,500個登記帳戶，橫跨66個政府決策局及部門。自2010年起，由26個政府
部門提供超過180種的空間資料已可通過「地理資訊地圖」（GeoInfo	Map）開放給
公眾使用。其他平台包括2011年開通的網上平台「資料一線通」及手機應用程式「
地理資訊地圖」，及其後2014年另一個流動地圖應用程式「MyMapHK」。

不少政府部門已經建立獨有的地理信息系統（GIS），處理與業務、職能及資產
相關的地理空間信息。例如：路政署有一個為資產管理和道路維修而設的系統，亦
使用了最新名為「移動實景測圖」(Mobile	 Mapping	 System)	 的測量及地理信息系
統	 的技術，為所有公路拍攝專用及可用於量度的街景影片，以作資產管理之用	 (路
政署，2013)。衛生署轄下的衛生防護中心（2010）正建立一個大規模的傳染病資
訊系統（CDIS）監控傳染病。土木工程處旗下的土力工程處（GEO）自90年代初
期開始一直有沿用地理信息系統（例如：斜坡信息系統及地理模型系統）進行本港
山泥傾瀉的風險管理（Cheung,	年份不詳）。

然而，香港大部分空間資料只供內部使用，在公開政府資料方面落後於其他地
區。公開資料可以推動社區創意及創新，扶植網絡應用程式茁壯成長。

事實上，向公眾開放這類地理地理空間信息可以顯著改善市民每日生活。以交通
資訊為例，運輸署的中央數據存庫「運輸資訊系統」（ITS）收集、處理及發布各項
交通資訊，包括特別交通消息、交通速度、時間、距離及道路收費、交通指示、路
口轉彎限制和停車限制等。如果城市大量實時交通流量信息都可開放獲取，更先進
的交通智能應用程式將會被開發出來。例如巴士公司、隧道營運商及商用車隊經營
者可以	 研發實時應用程式，隨時調整他們的運作應付突如其來的交通情況。九巴最
近開發手機應用程式，乘客可以查詢巴士到達的時間。除了乘客資訊系統，泊車管
理系統和行人及單車人士指示系統亦是可供商界探索的項目。

改善空間
儘管不少政府部門手握廣泛的地理地理空間信息，但大部份地理信息系統都只供

內部使用。雖有香港地理空間信息樞紐和地政總署的「地理資訊地圖」，加上「法
定規劃綜合網站」部門（Statutory	Planning	Portal	 of	 Planning	Department）公開
政府的地理空間信息，惟資料量較少，資料用途亦僅限於瀏覽和查詢。

此外，政府需要統一地理空間信息的標準和定義，才能
方便資料的發展、分享與運用。

「統一規劃地政及工務工程資料措施」已經率先進行這方面的工作，但只覆
蓋五個範疇、橫跨15個政府部門的地理空間信息，佔空間資料基礎建設的極少部
分。2013年地政總署環境報告顯示，自該年起，所有政府公務員可以通過政府內聯
網使用不設密碼的簡易版地理空間信息樞紐，反映政府內部對地理空間信息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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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殷。因此，政府有必要實施相關政策及內部安排，在群眾對創新網絡應用程式的
需求急增前設立和實行空間資料基礎建設，延續發展局及地政總署的工作。

擴展免費無線上網（Wi-Fi)熱點計劃 
Van	der	Meer	及	Van	Winden認為，資訊科技的使用門檻是建設一個健康的資訊

社會的關鍵。他們建議更多本地資訊科技用家（及更多連接點）可以吸引更多公司
發展更優良的電子服務，反之亦然。

「本地用戶多和電子服務愈，對高質的資訊科技需求亦隨之增加；更優質的資訊
科技基建可以推動電子服務的進步，吸引更多用家。」(Meer	and	Winden	2003,	引
用自Huang,	2012:5).

為了建構更好的科技生態，決策者必需降低服務與內容的使用門檻。全面的網絡
連接點能促進本地創新及科技界發展，當中Wi-Fi	成為商業及民用常用的無線網絡連
接科技。Wi-Fi	亦在公共地方越來越普遍，所謂的「熱點」隨發展增加，令大眾可更
輕易連接互聯網，帶來更優質的生活。公共無線上網能縮窄社會數碼差距。

從「市場失效」的觀點出發，Potts	 (2014)	 同意公共機構需要提供公共無線上
網。無線上網服務可以令市場資訊及創業機會變成一種公共產品，讓大眾在互聯網
上自由發掘。在美國堪薩斯州，無線上網支援智慧城市的各種應用，人們在真實工
業用戶環境中能配置、測試及驗証這些科技	(Kansas	City	Living	Lab,	2015）。

無線上網對私人網絡供應商以至經濟整體有更深的含意。Wi-Fi卸載數據科技將
部分手機網絡寬頻遷移到獨立的Wi-Fi網絡，能疏導流量，減少手機網絡擠塞。除此
之外，有不少數據用戶不需要全流動的手機網絡服務，Wi-Fi為他們提供另一個高速
上網的選擇，使網絡供應商能夠留住客戶。世界著名網絡產品供應商思科指出（引
用於	Gaskell,	Berard	and	Zehle,	2014），Wi-Fi卸載數據為用戶及網絡供應商締造
一個雙贏局面。

充份利用網絡寬頻作無線上網所帶來的經濟效益是可以度量的。一個由Ericsson
開展的調查研究指出，把寬頻速度增至兩倍可以增加生產總值0.3％（Ericsson,	 Ar-
thur	D.	Little	and	Chalmers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011）。另外，由Craig	Set-
tles	 (2012)進行的研究顯示，大多數經濟發展專家相信寬頻速度需要大於100	 Mbps	
才會帶動經濟增長，當中超過四分之一的人認同寬頻速度最少要達到1	 Gigabit才能
吸引新商機	。

香港的免費公共無線上網: 香港政府WiFi通(GovWiFi)及Wi-Fi.HK
直至2015年8月，「香港政府WiFi通」覆蓋約550個物業	 	 (香港政府網站，2015)

。此外，2014年「數碼21」資訊科技策略中的「方便市民和訪客使用的	 Wi-Fi	 網
絡」計劃見證政府與其他公共及商業機構自2014年起的合作。在「Wi-Fi.HK」的品
牌下，直至2015年2月，全港無線上網熱點的數量急增至12,000個，包括香港政府
WiFi通旗下的無線上網熱點。「Wi-Fi.HK」提供全香港免費無線上網服務，覆蓋香
港國際機場、旅遊熱點、公共電話亭、商場、咖啡店、食肆、便利店、數碼港和科
學園。

比較不同國家公共無線上網的下載速度
公共無線上網及3G/4G監測機構由172個國家公共無線上網熱點所收集的數據顯

示（引用於	 Zaliauskiene，2014），首20名平均公共無線上網速度最快的國家大多
來自歐洲。	立陶宛、克羅地亞及愛沙尼亞的速度最高，	分別在13.75	至15.40	Mbps
之間。	排名最高的非歐洲國家是新加坡﹐平均公共無線上網速度為9.49M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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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	不同國家/地區公共無線上網下載速度比較

國家 排名 無線上網下載速
度(Mbps)

立陶宛 1 15.40

克羅地亞 2 14.05

愛沙尼亞 3 13.75

愛爾蘭 4 11.43

羅馬尼亞 5 11.32

英國 6 10.97

丹麥 7 10.52

匈牙利 8 10.37

比利時 9 10.07

斯洛文尼亞 10 9.72

保加利亞 11 9.67

新加坡 12 9.49

資料來源: Rotten WiFi, 2014

香港的上網速度明顯落後。為確保服務合符合理水平，香港政府WiFi通限制用戶
的網絡速度及頻寬，每個用戶的上下載速度平均為1至2Mbps，上限為3Mbps，頻寬
為	1	至	2	Mbps	 (香港政府一站通，2014）。	香港審計署在對公共無線上網熱點的
檢討報告結果指出，香港政府WiFi通無線上網的平均下載速度只有1.32Mps，遠低
於其他國家。即使是較近期推出的Wi-Fi.HK，數個香港科技網站進行的非正式實驗
均顯示無線上網的平均下載速度要比大部分國家低(Unwire.hk,	2014;	E-zone,	2014;	
RingHK.com,	2014)。

再者，2010至2012年期間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的資料形容，香港政府WiFi
通不合乎成本效益（香港審計署，2013）。在400個政府物業中，108個（27%）無
線上網的使用率偏低，每日平均用戶不多於15人，意味部分物業的WiFi熱點的成本
可高達平均每次連接50至100港元。

表26.	一般應用及成功執行所需的網絡速度

下載速度 應用

768K-1.5Mbps	 電郵、瀏覽網站、語音訊息	(Vonage)

1.5-3Mbps 串流音樂、標清影片、遙距監察、遙距辦公

3-6Mbps	 分享檔案、網絡電視(IPTV)

6-10Mbps	 線上遊戲、串流影片

10-25Mbps 電子醫療、遙距教育、高清網路電視

25-50Mbps 高清影像監控

50-100Mbps 視像會議，遙距超級操作

>100Mbps 實時數據收集、實時醫學圖像諮詢、研究

資料來源: 紐約州寬頻計劃辦公室,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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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無線科技商會解釋了本港公共無線網絡使用率低的原因。商會在2013年研
究香港無線上網使用情況，指出香港政府WiFi通的用家大都不滿意熱點數量不足
（72.1%）、頻寬不足（50.0%）及服務不穩定（47.1%）(Wong,	2013)。

香港手機上網服務用戶多亦是公共無線上網使用率低的原因之一。直至2015年
5月，香港的手機服務用戶滲透率攀上228.4%。在1659萬的手機用戶中，1210萬
（73%）同時訂購了2.5G/3G/4G的流動數據服務	(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2015)。
不過，值得留意的是，越來越多市民對數據需求有增無減。直至2015年3月，本地
流動數據用量達到驚人的	 17,472	 Terabytes（即17,472,476	 Gigabytes），相等於
每個用戶平均使用	 1,417.9	 Mbytes（或1.38Gbyts）。這是2014年及2013年流動數
據用量的1.35倍及1.95倍（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2015），增幅不只顯示本港對
數據的需求，亦強調免費無線上網服務是消減「數碼分隔」的關鍵。

展望未來，為增加熱點的數量及維持速度等高質素服務，政府應考慮其他公私營
合作模式，包括其他城市實施的模式，藉此鼓勵更多供應商提供免費公共無線上網
服務，並提供誘因讓現時參與「Wi-Fi.HK」的機構增設額外熱點。表27顯示其他國
家及城市採用的另類公私營合作模式：

表27.	香港及其他國家為提供公共無線上網服務採用的公私營合作模式

地區 方法 結果

新加坡 • 「Wireless@SG」在2006年開始運作，政府邀
請資訊科技公司提供低價或免費收費計劃，服務
必須符合指定最低要求

• 指定公司需提供三年免費公共無線上網服務，作
為發放商業服務牌照、申請政府資助及運用政府
資源	（例如頻譜牌照）	的條件

• 2013年4月前的無線上網熱點安裝費由政府支
付，安裝費其後由指定服務供應商負責

• 計劃推行初期順利（2010年安裝超過6,200個熱
點），但政府停止支付安裝費後遇上阻力

• 由於整體營運成本相當高昂，現時服務供應商失
去動力提供免費公共無線上網服務，因而削弱電
訊商對競投服務的興趣

• 一些收費上網服務供應商受惠於熱點數目減少

台北 • 由2004年開始，與私人公司簽定為期九年合作
協議，成為全球首個提供免費公共無線上網服務
的城市

• 負責計劃網絡安裝及運作的公司得到吸引付費用
戶的機會

• 安裝了共約5,000個熱點，在2006年中覆蓋市內
90％人口

• 政府不需投資或轉移熱點所有權

• 服務供應商難以吸引用戶付款享用升級服務

紐約 • 政府實行多個公私營合作項目，令全市能夠使用
公共無線上網

• 「LinkNYC」是重點項目，這個紐約政府與
CityBridge（由四間公司組成）為期12年的合作
計劃，創造一個溝通網絡	

• 與政府合作的公司可以受惠於網路資訊站的廣
告收入

• 提供誘因讓服務供應商自願擴展「LinkNYC」網
絡（目標：安裝10,000個上網資訊站，每個可以
支持高達256個上網裝置）

• 政府不需要投資安裝網路資訊站

• 有批評指新增的廣告空間影響市容，為公眾帶
來滋擾

• 給予CityBridge壟斷電訊市場的優勢

廣東省 • 省政府在2015年宣佈「i-Guangdong」計劃，在
三年內在全省的公共場所均設有免費無線上網。

• 用戶可以不受時間限制上網

• 服務供應商受惠於從公共無線上網用戶得到的
大數據

• 政府不需投資

• 提供誘因令服務供應商維持高質素服務

• 營運商不需依賴廣告

• 私隱問題存在隱憂

香港 • 政府開展「Wi-Fi.HK」計劃，鼓勵主要相關組
織及電訊商提供最少每日30分鐘的免費無線上
網服務

• 政府不需投資

• 只有少量誘因令服務供應商改善服務或下載速度

• 只有少量誘因令公共電話營運商增加熱點數目，
或吸引其他相關機構加入計劃

資料來源： King, 國際財經時報, 新加坡資訊通信發展管理局, Gigaom, Wi-fiplanet,國際通信發展管理局, Techgoondu, Lital 深圳, PConline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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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無論是接受及推行政府科研項目，還是與業界合作，大部分成功的創新生態取決
於大學的配合，如科技公司的分拆或知識產權商業化（Jackson,	 2011）。此類合作
對各界皆有好處，大學能從政府科研合約獲得大額資助，支付開銷及教學活動，又
能從知識產權賺取收入。一些科研項目會分拆成公司，而大學則可擁有這些分拆公
司的股權。

在成功案例一章（見附錄二），本報告會討論位於矽谷的史丹福大學及以色列理
工學院如何成為學術研究及商貿的交匯點，並會闡述芬蘭、比利時及中國大學與商
界的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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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建議

針對創新科技業及智慧城市全面長遠政策倡議及政策實施方法
持份者一致同意政府需要帶頭改變社會對科技及創業的思維。政府應在建立良好

的創新環境上扮演重要角色，投資創新基礎，克服邁向創新所面對的障礙及確保公
共政策將創新與科技納入政策重點。

•	 長遠計劃：訂立一個清晰可行的香港創新及科技發展長遠路線圖，確立發展重點，
例如：智慧城市，及制訂具體的政策措施和實行時間表。

•	 全面政策：創新及科技相關政策影響眾多範疇包括土地及房屋、教育、入境、勞工
輸入及經濟發展。政府需要一個有強大執行能力的高級政府部門去協調各政府部
門，解決相關問題，確保所有政策配合創新科技發展。

•	 持份者參與：在制訂政策初期積極與商界、學界、投資者及初創企業加速器、社會
夥伴、相關政府及公共機構持份者交涉，確保持份者配合並支持政策。

•	 與內地合作：政府與內地政府溝通，包括科學技術部、國務院和教育部以及地方當
局，尋求與內地企業和學術團體的合作機會，宣傳創新及科技，並探索香港在中央
政府五年計劃中的角色。

•	 創新及科技基金：檢討創新及科技基金機制，確保資源有效分配，研究人員及初創
企業能得到足夠的支持及動力，加強政府作為推動者的角色，避免「挑選贏家」。
政府可考慮為創新科技署加入其他宏觀關鍵績效指標（KPI），如：「創造科研就職
數目」，以量度當局投資所帶來的社會效益，而非單單強調項目的成功或失敗。

•	 電子採購：政府可加快在各部門實施電子採購。政府可以從中央採購部門物流服
務署開始，之後擴展至其他更大的電子採購項目，例如：	涉及屋宇署、路政署及水
務署等的公共工作。

•	 公開政府資料：擴充政府公開資料，以帶動新產品之研究及發展。政府可以考慮改
善現時資料系統。當局亦應檢討如何調整、延展RSS訂閱及Web	API	服務，為市
民及用戶提供更個人化及便利的更新資訊。「資料一線通」網站亦可加入日誌，增
加與使用者的互動及令服務更方便。

•	 機器可讀數據：政府應統一各政府部門發放資料及統計數據的標準，資料應採用
易被電腦讀取的格式，例如：JSON	(JavaScript	Object	Notation),	Atom,	XML	
(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	及	CSV	(Comma	Separated	Values)。

•	 統一空間資料基礎建設（SDI）：因為大多智慧城市的應用都是因應地理位置的，
設立香港空間資料基礎建設可以為未來智慧城市的發展打好根基。發展局及地政
署應帶頭統一地理空間信息及設立空間資料基礎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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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泛的高速免費Wi-Fi：市民對互聯網的需求與日俱增，然而現時政府提供的免費
無線上網服務速度低，加上越來越多人使用3G/4G流動數據服務，一些不能負擔
這類服務的市民面對的「數碼分隔」亦越加巨大。本報告希望政府可以不只是增加
熱點數目，	而是同時大大提升服務熱點質素。政府可檢討現時採用的公私營合作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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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語

本報告嘗試評估香港創新和科技生態的現狀。為此我們從香港的優勢和面臨的挑
戰出發。誠然，我們認識到這份報告中還有一些問題沒有得到充分討論，如網絡隱
私和安全，運行成本過高，特別是城市高企的寫字樓租金，我們希望這份報告充分
展示了創新在推動經濟增長和發展中的作用。因此，香港發展本地的創新和科技生
態圈會帶來巨大的好處。關注到香港創新及科技發展阻礙的政策性影響，我們提出
了一些建議方法，總結在下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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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總結

1.	 大幅增加公共研發撥款

•	 政府將未來十年每年公共研發支出目標定於本地生產總值的1%。

•	 政府注資500億元予研究資助局研究基金，讓其每年增加約20億元撥款。

•	 政府應著重發展應用科研。	

•	 大學設立科研中心，特別是跨院校合作的科研中心，以獲得足夠資源，聘請全職科
研人員，例如博士後研究員和研究助理。

•	 進一步進行研究，與持份者溝通尋找最適合香港的跨院校合作模式。

•	 政府支持發展及維護專業科研設施等跨領域基建，薈萃大學、研究人員和業界從
業者進行創新和科研活動。

•	 採用一個完善全面的措施，確保新聘請的海外科研人員家庭的基本房屋及教育需
要得到滿足。

2.	 改革公共研發機制

•	 透過注資研究資助局，增加申請資助的競爭元素，重視項目為本的研究資助而非大
學自行運用的機構撥款。

•	 整合科研力量，集腋成裘，聚集研究實力。

•	 研究資助局透過資助計劃鼓勵更多跨領域、跨院校的研究合作。檢討現時卓越學
科領域計劃及主題研究計劃在推動科研合作達到卓越成果的效能。

•	 研究資助局從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中獨立出來，主力協調大學和研究中心的基本
科研及應用科研。

•	 研究資助局可以根據學科範疇分為三大不同部門三個不同辦事處，務求以相關學
科的角度分配撥款。

•	 相關科研撥款機構的董事委員會應由政府、商界以及本地和海外的學術專家擔
任。

•	 研究資助局可建立兩個分支；一個主力服務大學及科研中心；另一個分支以推動科
技轉移及商界與學界的科研合作為首要職能。如果兩個分支因為不同資金來源，
而要分別處理分配撥款給商界和初創企業以及學界和研究人員，兩者一定要保持
緊密合作。

•	 研究資助局的科研撥款範圍應擴展至涵蓋所有大學裡的學術專才及其他通過資格
預審的科研中心及合資格人士。

3.	 增強自行運用機構撥款的評估及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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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討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評核制度。考慮減輕「研究評審工作」評估結果對計
算委員會整體補助金「直資研究撥款」的比重，同時加入競爭元素及其他有關影響
社會及經濟的標準。長遠來說，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可以考慮逐漸以其他表現及評
核標準取替研究評審工作。

•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應委託一項獨立研究，調查競逐式撥款申請的間接（基建及
行政）成本，並與研究資助局協調相關安排，以確保增加競逐式撥款不會影響現行
研究的可持續性。

•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應繼續實行改革措施，於整體補助金分配中加入競爭元素。
根據現時計劃，至2020年，12.5%的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或50%的直資研究
撥款，將逐步於九年時間以競逐形式分配，參考成功獲得研究資助局撥款的科研
項目。

•	 大學提供誘因鼓勵學術人員突破基本研究的思維，關注研究對社會及經濟的影
響。

4.	 促進中國及海外機構在科研及專才培訓上的合作

•	 研究資助局應擴闊與中國內地及其他國家夥伴合作計劃及項目的闊度與深度。

•	 香港政府與內地政府溝通，商討內地科研撥款跨境來港的特別安排。

•	 為在內地工作的香港科研人員安排稅務協調，收窄香港與內地入息稅的巨大差
距。

•	 大學可提供更彈性的上班安排，鼓勵大學研究員到內地進行科研項目工作。

•	 政府為內地企業提供稅務優惠及其他誘因，鼓勵企業在港設立科研設施。

•	 擴展創新科技署的學生實習計劃至海外及內地公司。

5.	 明確政策支持本地及海外初創企業，推動可持續本地創業生態

•	 提供誘因，促進創投市場發展，分擔投資種子及初期初創企業的風險，例如：以共
同投資計劃如配比基金等。

•	 建立監管框架，促進初創企業及小型公司籌措種子基金或如眾籌的網上集資，亦可
保障投資者。

•	 檢討創新及科技基金現有的撥款分配機制，以確保過程高效，減省官僚程序。避免
競租行為，並支持非主流的創業者。專家小組架構需確保各相關行業和／或投資領
域均有專家參與。

•	 為內地人簽發初創企業簽證，並與持相同簽證的外國人擁有同等地位，讓在港就
學及居住的內地人可進軍初創企業。

•	 政府探討放寬優秀人才入境計劃下，對移民質素的要求，引入更多外地專才來港。

•	 政府需推出更全面的政策解決房屋、教育、環境等問題，增強本港對外地專才的吸
引力。

•	 給予大學技術轉移辦公室更多資源，應付額外工作，成為學生、教職人員及舊生與
投資者、創業家、業界、非政府組織及其他持份者的橋樑。

•	 大學應加強培養學生創新和創業的能力，進一步推動跨學科學習，甚至提供正式
學位課程。

•	 大學可鼓勵教職人員創業，對學院中的創業家予以肯定，並提供彈性的工作政策，
為教職人員、研究員及畢業生設立種子基金，加強大學與外界伙伴的聯繫。

•	 大學應開放設施，為學院及學生製造與商界合作的機會，例如：與公司、企業育成
中心、初創企業及創投基金共同籌辦實習計劃、培訓計劃，以及業界資助的其他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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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計劃。

6.	 基於現有競爭優勢，培養市場動力，發展特色科研

•	 提供龐大的稅務優惠及研發資助，吸引本地及非本地初創企業及中小企投資科
研。

•	 為合資格的研發支出提供稅務寬減，至少達到鄰近地區如新加坡及中國150%的水
平，或提供相等金額的研發資助。

•	 為合乎某些條件的公司，如研發員工人數，在一定時間內減免利得稅稅率。

•	 在大學和研究所之外，擴大符合資格的研發範圍，包括本地承包的科研項目，提供
研發稅收的優惠。

•	 提供稅務優惠或研發資助，鼓勵有助社會經濟發展、或建基於香港的全球競爭優
勢和研究超卓的研發投資。	

•	 為與本地大學及指定科研機構合作的企業提供不同誘因，例如：稅務寬免、資助或
貸款。政府可舉辦科技論壇和會議，促進學界與業界的協作交流。

•	 若政府不想令稅制複雜化，可以考慮設立另類補貼，如一個新科研撥款，或透過創
新科技基金向合資挌公司提供研發支出補助。

•	 要求公共機構提供一個具競爭性的科技路線圖，以之為續牌的條件。

•	 評估及改革現時的數碼政府平台，保證服務高質、易用、有效，達到業界及海外公
共機構的水平。

•	 評估及檢討電子採購政策，利用“創新及科技”促進採購政策提高。

•	 以多方面的策略發展香港成為金融科技中心:	推動監察機構採用金融科技、推動
商界為本地及非本地金融科技初創企業提供加速計劃和鼓勵大學考慮推出學位
課程。

•	 促進大型本地科技投資者、公共機構、商業組織、政府部門、監管機構、大學、本
地及非本地初創公司互相合作，發展智慧城市科技。

•	 政府踏出一步吸引更多跨國企業到香港進行研發。

7.	 移除規管上的障礙，擴大創新空間

•	 規管機構應採取一個開明和前瞻的態度對待創新及幫助一些仍在起步階段的初創
科技公司。

•	 規管規構要在創新與社會競爭需要上取得平衡，維持社會和經濟穩定；就如眾籌
應該先開放予專業的投資者。

•	 發展和發佈關於規管要求的政策，讓初創企業有所依據。設下一個明確的分級監
管的門檻讓公司知道何時會受到更加嚴緊的規管；同時亦向初創公司提供指導，讓
它們能以實用而低廉的途徑達到相關規管的要求。

•	 對現時的財政規管框架進行全面檢討，評估其競爭力和是否能進動創新，確保規
管機構能夠有效地應付新科技帶來的創新及新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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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加強香港與珠江三角洲，尤其是深圳的合作關係，扶植香港應用科研的發展，展現
香港作為亞洲「超級聯繫人」的角色。

•	 鼓勵深圳的大型科技公司與本地大學合作研發；利用珠江三角洲製造基地的角
色，推動香港轉化科研的成果商業化，並與海外轉化科研中心協商，推廣香港成為
製作設計原型樣版及成品的試產中心。

•	 大學研究撥款檢討關鍵績效指標（KPI），提供誘因促進大學與珠江三角洲公司進
行更廣更深的研發合作，尤其是與深圳公司合作，扶植香港下游應用科研發展。

•	 政府檢討現行創新科技署的撥款機制，確保撥款得以有效及公平地分配給成功申
請單位，並且向企業及科研組織提供充裕的資源及鼓勵。

•	 香港政府與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定期在香港和內地舉辦科技會議，推動研發合
作。

•	 調查珠江三角洲地區的製造鏈網絡，更新資料庫，協助香港初創企業將科研成果
推出市場。

•	 投資推廣署加強與海外大學、私人及公共科研中心的營銷聯繫，吸引大學生及教識
人員投入轉化研究，並利用香港作為試產中心，提供一條龍設計、原型生產及貨樣
製作服務。

9.	 針對創新、科技及智慧城市全面完善的長遠政策

•	 發表一個創新及科技發展清晰而有公信力的長遠政策，確立發展策略重點，制訂具
體政策及實施時間表。

•	 政府成立一個高層組織協調其他部門確保政策互相配合整體發展。

•	 從早期開始讓商界、學界、投資者、初創企業培育中心、社區夥伴、相關政府及公
共機構等持份者參與制訂創新科技政策。

•	 政府與內地中央政府及地區政府協商，探索合作機會以及香港在中央政府五年計
劃中的角色。

•	 檢討創新科技署的撥款機制，考慮在關鍵績效指標（KPI）中新增宏觀指標。

•	 政府加快在各部門實行電子採購，並將範圍擴展至其他大型項目。

•	 政府擴展公開的政府資料，考慮改善現有資訊平台，檢討如何調整及擴大RSS源
及Web	API	服務的運用，並在資料一線通網站新增日誌。

•	 政府引入各部門在網上發放數據及資料的標準，並將格式修改成更適合電腦的展
示。

•	 發展局與路政署帶頭制定地理空間信息標準，設立空間資料基礎建設（SDI）。

•	 政府增加免費無線上網熱點數量，並提升服務質素。

•	 教育局詳盡檢討香港中學文憑課程大網，讓學生充份認識所有科學科目，確保無
縫接合大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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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録一: 曾諮詢的持份者
附録

表28.	曾諮詢的持份者

姓名	 就職機構 頭銜

Douglas	Arner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 教授

區玉輝 香港中文大學創業中心 主任

Lawrence	Beck 瑞士信貸(香港)有限公司 技術總監

查史美倫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行政會議 成員

陳繁昌 香港科技大學 校長

張英相 香港大學電機電子工程系 教授

趙子翹 創奇思 行政總裁

周文耀 香港數碼港 主席

鍾偉強 香港數碼港 技術總監

馮國經 馮氏集團 集團主席

賈沛年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投資推廣署 署長

Melissa	Guzy ARBOR	Ventures 管理合夥人

何偉傑 香港青年協會青年服務諮詢委員會 委員

林向陽 香港數碼港 行政總裁	

羅范椒芬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行政會議 成員

李偉光 ASM太平洋科技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

梁錦松 南豐集團 行政總裁

梁廣偉 晶門科技	 主席及集團行政總裁

梁建文 中信銀行（國際） 資訊科技及營運總監

梁穎宇 啟明創投 主管合夥人

梁松光 香港交易所 資訊技術科聯席主管

盧煜明 香港中文大學化學病理學系 教授

盧秀梅 香港大學 財務處長

羅康瑞 瑞安房地產有限公司 主席

呂愛平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 院長及講座教授

馬錦星 香港科技園 行政總裁

馬衡 浩觀 共同創辦人

Deepak	Madnani Papercliphk 創辦人、行政總裁及首席
推動官

吳國才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投資推廣署 助理署長

吳秋北 香港工會聯合會 理事長

岑濬 新海能源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

Simon	Squibb Nest 行政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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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8.	曾諮詢的持份者

姓名	 就職機構 頭銜

孫耀達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資訊科技主管

戴希立 田家炳基金會 副主席

鄧卓敏 安永 合夥人

杜琪滔 恒生銀行 數碼銀行主管

湯復基 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 行政總裁

唐偉章 香港理工大學 校長

徐開源 ESRI	中國(香港)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

華雲生 研究資助局 主席

Leonhard	Weese 香港比特幣協會 會長

黃亮 香港理工大學企業發展院 院長

王榮珍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創新科技署 前署長

黃宗殷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創新科技署 副署長

黃振球 英國工程及科技學會 理事兼副主席

王淑英 香港中文大學敬文書院 輔導長

黃乃正 香港中文大學化學系 教授

徐建 香港科技大學技術轉移中心 主任	

楊強 香港科技大學計算器科學與工程
學系

主任

楊偉雄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創新及科技局 局長

楊德斌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資訊科技總監

葉珊 香港數碼港 協作中心經理

姚惠嫻 香港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 公共事務及發展組主任

于善基 Roseville	集團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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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本節以矽谷和以色列的創新生態系統為具體案例研究，側重對兩地政府、大學以

及商業部門的討論，目的在於展示這兩個創新產業領頭羊地區現在的情況，本節亦
對兩地促使創新產業蓬勃發展的背景因素進行說明和討論，並列舉了其他正在發展
中的創新熱點為了建立區域集群和生態系統而採取的措施和做法。	

矽谷
矽谷擁有世界上最多的創新產品和初創公司數目。這裡的高科技工作者、高科技

製造業的密度為全美最高；人均百萬與億萬富翁的數目亦為美國眾大城市中最高。
眾多世界高科技公司都選擇落戶矽谷，包括蘋果	(Apple)、思科	(Cisco	Systems)、易
趣	(eBay)、谷歌	(Google)、惠普公司	(Hewlett-Packard	Co.)、Intuit、領英	(Linke-
dIn)、甲骨文	(Oracle)、昇陽電腦系統	(Sun	Microsystems)	以及雅虎	(Yahoo)。

初創活動一覽
從投資活動方面而言，自1999年科網泡沫以來，2014年是矽谷初創公司表現最

強勁的一年。單單2014年一年內便有1,424宗交易達成，總金額達245億美元。相
較2013年，2014年的交易數量增長了7%，但投資額卻增長了驚人的93%。在2014
年，平均投資金額為1,720萬美元，比2013年的960萬增長了80%。這些數據反映矽
谷仍然是創業投資的熱點。

2015年矽谷仍保持去年的增長勢頭：第一季交易數量為323宗，雖然較去年同期
的342宗有所下降，但資金投入卻錄得6.2%增幅。

附録二: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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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矽谷投資數量統計

資料來源: 羅兵咸永道—Money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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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8年以來，於矽谷上市的公司數目亦穩步增加，已經恢復金融海嘯前的水
平。2014年共有23家公司於矽谷上市，較2013年的20家和2012年的17家為多。

圖 26. 矽谷上市公司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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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史丹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工程學院院長Frederick	

Terman開始透過讓附近一帶公司的工程師到其大學校園聽課，建立大學與高技術行
業之間重要聯繫。Terman透過鼓勵學生於本地創業，驅使史丹福大學能走在創新的
前沿。學院成員以諮詢、投資甚至成立自己公司的方式參與這個創新計劃，並因此
能在科技領域建立一個充滿活力的年輕創業者群體。

Terman	亦協助建立了史丹福工業園（Stanford	Industrial	Park）。該工業園今天
為許多科技公司，如惠普、通用電氣	 （General	 Electric）、洛克希德公司（Lock-
heed）和	 Facebook，提供營運地方。Terman	 亦說服了William	 Hewlett和David	
Packard遷出其位於帕羅奧圖	（Palo	Alto）	的車庫，並最終建立惠普公司：這事件
被認為是創新生態系統誕生的標誌。

Terman的努力和遠見使矽谷在過去的60年建立了其創新科技的首要地位，成為
世界創新的楷模。下圖說明了矽谷的創新生態系統從1939年至2012年間的發展。

史丹福大學歷史 科技發展進程 首次公開募股

圖 27. 矽谷創業生態發展, 1939–2012

資料來源：kauffmanfellow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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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 Frederick Terman 
成為史丹福大學工程學院

院長

1939年： Frederick Terman 
鼓勵兩名學生創立惠普公司

1960年：史丹福大學直線加速
器中心國家實驗室及電波望遠鏡
「The Dish」由史丹福研究所和

美國空軍合資成立

50年代：第一波的創新
發展（國防）

60年代：第二波的創新發展
（集成電路）

70年代：第三波的創新發展
（個人電腦）

80年代：第四波的創新發展
（互聯網）

2012年：Facebook以10億
美元收購Instagram

1990年：思科

1996年：雅虎

2002年：Netflix

2002年：Paypal

2011年：Pandora

2010年：特斯拉
（Tesla）

2004年：谷歌

1976年：Gap

1991年：史丹福大學直線加
速器中心物理學家Paul Knuz
設立美國首個網頁伺服器

2007年：或成為第六波的創
新發展（手機革命）

2000年代：第五波的創新發展
（Web 2.0）

1952年：史丹福大學首個諾貝
爾獎由物理學家Felix Bloch獲得

1951年：瓦里安聯合公司
（Varian Assoc.）成為史丹

福工業園首個租戶
1969年：史丹福技
術許可辦公室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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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許多人認為矽谷作為一個創新生態系統之所以獲得成功，是由於其擁有獨特的文

化氛圍。一篇由埃森哲（Accenture）於2013年發佈，題為《Decoding	 the	 Contra-
dictory	Culture	of	the	Silicon	Valley》的報告，以五種「矛盾」來描述矽谷的文化：

•	 閒散	-	但追求高效

•	 投入	-	但獨立

•	 競爭	-	但合作

•	 務實	-	但樂觀

•	 外在驅動	-	但內在滿足

此外，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教授AnnaLee	
Saxenian亦在其著作中提到「矽谷借助它的優勢達成了高效率的工作轉換和公司組
建、專業的網絡和方便的資訊交換。」其整個創新生態系統都支持實驗、冒險和經
驗分享。

人才多樣性是矽谷文化中重要一部分。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和美國社區調查的數
據，36.8%的矽谷居民是在外國出生的，而美國的整體數據則為13.1%。

圖 28. 外國出生居民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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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xenian在其合著的研究中指出，從1995年至2005年，矽谷52.4%的工程和科
技初創公司至少有一名創始人在外國出生，比例為美國全國的兩倍。移民可能是今
天矽谷文化拼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這裡競爭優勢得以持續的關鍵因素。

接下來的部分將通過政府、大學及產業部門來分析矽谷。

大學
史丹福大學是推動發展矽谷創新生態系統的重要一員。它是新技術的孵化器，吸

引大型高科技公司。

史丹福技術許可辦公室（Stanford’s	 Office	 of	 Technology	 Licensing）成立於
1969年，致力將教師和學生的研究商業化為有利可圖的公司。自成立以來，已有
超過200家公司（包括谷歌）通過此途徑獲得技術許可。辦公室至今共處理超過
18,000項專利申請，並批出超過10,000項專利及超過5,000項許可（資料來源:	www.
kauffmanfellows.org）	。

政府
美國政府通過支持史丹福大學的尖端研究，在矽谷的發展中也擔當了重要角色。

「史丹福大學本質上是一所研究型大學。其研究預算主要的，幾乎唯一的來源是聯
邦政府，尤其是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美
國國防部門及其他各種聯邦機構」（資料來源：史丹福技術許可辦公室，《Innova-
tion	Farm	Teams:	Benefits	and	Incentives》（2013），第四段）。其他政府機構也
有參與，例如二戰後美國透過軍事發展和太空探索計劃對培養的人才和提供的研究
資助，對矽谷創新生態的發展都非常重要。

產業
不同產業間跨國企業的合作也推動了矽谷成為一個創新生態環境。通過對不同國

內外公司所採用的模式進行研究。這些公司旨在利用矽谷的人才，並成為該創新生
態中的來源。

表31.	矽谷主要商業研究中心和投資機構

類型 公司 描述

研究中心 施樂	(Xerox) 施樂於1970年成立帕羅奥圖研究中心（Palo	Alto	Research	Centre），因造出高質
量的研究發展水準而成為傳奇。

研究中心和風險投資基金 通用電(General	
Electric)

作為通用電氣以10億美元開始使用軟件轉換行業計劃的一部分，通用電氣於2011年
顯著地擴張了其在矽谷的足印，包括在聖拉蒙（San	Ramon）建立一個軟件中心。
截至2014年底，這個軟件分析中心共聘請了近1000名工程師。此外，通用電氣在矽
谷還擁有一家創投資本運作中心

研究中心 福特	(Ford)	 福特矽谷實驗室成立於2013年，專注於大數據和開源編程的研究。2015年1月，
福特成立了新的帕羅奥圖研究和創新中心以加快其在連接性、移動性、自動駕駛汽
車、用戶體驗和大數據等方面技術的實驗和發展。新的研究中心將有一個超過125
名專業人士的團隊。

研究中心 亞馬遜	(Amazon) 該公司在矽谷的研究中心被稱為Lab126，從2004年帕羅奥多一個位處共用空間的
小團隊發展為森尼韋爾（Sunnyvale）的大型研究中心。根據2014年9月路透社報
導，「亞馬遜將額外注入5,500萬美元予Lab126作營運及聘請員工開支。」該公司
預計，到2019年Lab126將在其森尼韋爾和庫比蒂諾（Cupertino）兩地共聘請3,757
名全職員工。

資料來源: 參考Eilif Trondsen的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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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矽谷主要商業研究中心和投資機構

類型 公司 描述

研究中心 沃爾瑪	(Walmart) 該公司的創新中心和「臭鼬工廠（skunk	works）」、沃爾瑪實驗室與其他六個環球
實驗室已在矽谷運作了約10年，其總部設於聖布魯諾（San	Bruno，三藩市以南）
。該創新中心曾參與研發跟手機、網頁及社交媒體相關，並於目前盛行或具潛力的
技術。沃爾瑪實驗室一直積極聘用矽谷的工程師和開發人員，同時也收購了許多在
科技領域的初創公司。

研究中心和風險投資 西門子	
(Siemens)

西門子透過其在柏克萊（Berkeley）的技術對企業（Technology-to-Business）單
位，於1999年進駐矽谷。根據《歐洲和三藩市灣區》報告，「技術對企業有助於顛
覆性的技術的興起，並以大學作為合作夥伴關係和初創企業作為仲介，可能會影響
到西門子的市場地位。其80％項目涉及創業	(大約三分之一分佈在海灣地區，三分
之二分佈在美國其他地方)，20％涉及到大學。」西門子公司充分利用其技術對企業
單位、創業投資公司和公司技術部門資助並推動用數據的力量來實現的突破。

多類型 三星	(Samsung) 三星擁有超過4,000名員工，並已在三藩市灣區進行顯示器和半導體研究和開發以
及銷售業務超過三十年。該公司計劃增加其對矽谷的側重。一個新的三星社區將於
北部聖何塞（San	Jose）開設，目前已有四家公司建立以利用矽谷的資源和專業
知識：（1）策略與創新中心（Strategy	&	Innovation	Centre），為公司尋找新的
技術、投資和合作關係；（2）三星美國設計（Samsung	Design	America），目
前已聘請了來自矽谷頂級設計公司的頂尖設計師；（3）開放式創新中心（Open	
Innovation	Centre），運行加速器，和專注軟件及服務發展的初創公司建立合作關
係，或是兼併和收購它們，以改善三星過往在這兩方面的不足或；（4）	美國媒體
解決方案中心（Media	Solutions	Centre	America）為公司在設備上建立自己的軟件
和服務，並和開發者合作，為其產品製作應用程式。	

多類型 百度	(Baidu) 自從於2000年初在矽谷籌集到120萬美元的種子資金後，並於九個月再成功另集
1000萬美元，百度於2014年再次回到矽谷開展其在美國的業務並成立了研究中心。
百度研究（Baidu	Research）旨在匯集全球研究人才，研究注入圖像識別和檢索、
語音識別、自然語言處理和語義智慧領域等技術。百度研究包括三個實驗室：矽
谷人工智慧實驗室（Silicon	Valley	AI	Lab）、深入學習研究所（Institute	of	Deep	
Learning）以及大數據實驗室（the	Big	Data	Lab）（後者總部在中國北京）。該公
司稱未來5年內將向矽谷的實驗室投資3億美元。

多類型 阿里巴巴	
(Alibaba)

作為中國最大的電子商務公司，阿里巴巴在成功上市後開始其在矽谷的活動。該公
司在矽谷設有一個數據中心和雲端計算中心，並推出網上零售市場11（位於加州聖
馬特奧	 (San	Mateo)	，並對矽谷處於初階的高科技公司進行多項投資和併購。這些
投資項目包括遊戲公司Kabam，移動深聯公司Quixey，手機短信平台TangoMe，搭
車應用程式開發公司Lyft以及智能手機遙控程式公司Peel	Technologies。	

資料來源: 參考Eilif Trondsen的研究結果。

「企業加速器」
正如大眾所料，矽谷有很多「企業加速器」公司為初創公司提供發展平台。矽谷

的這些「企業加速器」為新公司的早期階段發展提供輔導和資金。最著名的「企業
加速器」是Y	Combinator，它現在已經成為一個獨立的機構。	

下表挑選並列出了30個目前在矽谷活躍的主要「企業加速器」：

表32.	矽谷主要「企業加速器」

500	Start-ups ImagineK12（教育） RockHealth

AngelPad Innovation	Endeavors SSE	Labs

Blackbox.vc Inveneo StartL（教育）

Blue	Print Kauffman	Labs Sunfire	Office

Dogpatch	Labs KickLabs swissnex

First	Floor	Labs（AOL風險投資） Matter. Techstars

Founder	Institute	（創業者學院） Microsoft	BizSpark	（微軟BizSpark） Teens	in	Tech	Incubator

German	Silicon	Valley	Accelerator MissionSocial Upwest	Labs

Greenstart Palo	Alto	Research	Centre（帕羅奧多
研究中心）

Y	Combinator

i/o	Ventures PARISOMA YouWeb	Incubator

資料來源: Qu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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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矽谷是成功的創新生態系統的最佳案例。政府、大學和業界的因素帶來了一種獨

特的文化和創新思路。一旦到位，這文化能孕育創業和創新的良性循環，助長矽谷
企業家和公司的成功。

透過對這個茁壯成長的創新生態環境的觀察，我們能夠得出以下幾點：

•	 最初政府資助的研究由商業機構進行（踏入成熟階段的生態系統缺乏政府參與）	
在科研、商業化和產業合作夥伴關係中有來自大學的強大外部動力

•	 產業積極開放地與大學和其他私營機構發展合作夥伴關係

•	 由移民帶來的人才多樣性

•	 靈活的就業市場使人們可以透過頻密轉換工作而提升個人技能

以色列
以色列是矽谷以外擁有最活躍初創企業生態的地方。跟據以色列風險投資研究中

心IVC（一間研究當地高科技初創環境的調查公司）及NoCamels.com（一間專注於
以色列科創的網上媒體）提供的數據，我們作出了以下的綜合分析。

在2014年，當地的688間公司的總集資金額達到34億美元，較2013年增長了百分
之四十六（在2013年659間企業共集資23億美元）。這趨勢顯示平均交易規模正在
增加。

單單在2014年第四季，184間以色列高科技公司就成功集資11億美元，比過去十
年的季度平均值4億7千萬美元還要高，亦是1999年以來最高的季度集資額。

年份

HK$0

HK$200

HK$400

HK$600

HK$800

HK$1,000

HK$1,200

圖29. 以色列高科技企業集資額, 2011年 - 2014年（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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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以色列風險投資研究中心、畢馬威（KP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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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首次公開募股的公司數目和集資金額創下十年新高。單單17間首次公開募
股的公司就成功籌集21億美元，而在2013年，8間首次上市公司只能籌到3億6千萬
美元而已。美國的納斯達克指數包括了11間以色列的高科技上市公司，市值由3千5
百萬美元到1億5千萬美元不等。

2014年最大的兩宗上市個案為：

•	 MobilEye：為2014年度以色列最大的上市高科技公司（市值8億9千萬美元），在紐
約證券交易所上市，主要產品是能預防車輛碰撞的視力系統。

•	 SafeCharge：一個提供網上交易付款方法的公司，在倫敦證券交易所的另類投資
市場上市，市值1億2千5百萬美元。

（資料來源：以色列風險投資研究中心	-	Meita高科技退場報告2014）

在2014年共有99間以色列公司上市、兼併或收購，總額達69.4億美元，比2013
年的64.9億美元高出百分之五。

價值由1億到5億的交易數目亦有所增加：在2013年，此價值的交易有12宗，到
2014年，這個數目已經增加至18宗。這顯示以色列的初創企業能夠續漸擴展業務，
不需要在初期把技術轉售給別的公司。

年份 公司數目

集資額（十億元）

HK$0

HK$1

HK$2

HK$3

HK$4

HK$5

HK$6

HK$7

HK$8

HK$9

HK$10

HK$11

圖 30. 以色列高科技公司上市、兼併與收購, 2011-2014（十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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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以色列風險投資研究中心—Meitar高科技退場報告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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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以色列的人民都希望自己的國家能夠進步及成功。以色列的人口不多—只有830

萬人，狹小的本地市場促使當地的初創企業早早要把目標定為打進宏大的國際市
場。

就如Senor及Singer	 (2009)	在其書《Start-Up	Nation》裏指出，以色列獨特的文
化和歷史背景締造了一個合適的初創企業的生態環境，有利其發展。當中有兩個因
素是值得深入探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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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不畏強權與扁平的等級制度
只要是建立於一個理性的態度上，以色列文化鼓勵人們去懷疑、辯論及獨立地思

考當權者的決定。由於有這一個平等的概念，社會上不同的等級制度，例如是大學
或軍隊內，都具有「扁平」的性質。這個性質與初創企業的文化十分一致。

1.	 軍事訓練

徵兵制規定所有年滿十八歲的以色列居民必須服義務兵役。這個規定被認為是促
進當地初創生態環境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完成服役後，入伍者會隨即被納入後備
軍，每年均需回同一個單位接受訓練。這個制度能幫助入伍者建立終生的伙伴關係
和為國家立功的文化，而他們所屬於的單位亦為當地招聘人才者所看重。

「8200」是以色列情報部當中一個負責解碼及收集網絡情報的單位。這個精英單
位能夠建立一個重要而終生的舊部員網絡，就如EISP加速器就是由「8200」的舊部
員利用他們的網絡和資源幫助還在初始發展階段的初創企業。

2.	 人才、教育及大學的角色

以色列擁有茁壯及聲譽超卓的大學教育及研究機構，在數學及科學方面的研究尤
其突出。這些頂尖大學全部都設有完備的技術轉移公司，其中最早的公司更是成立
於1959年。他們的責任是要把學術性的知識產權轉化成為商業及市場產品。

MobilEye是當中一個成功的例子。作為一個視覺系統，它能在偵測到車輛附近的
障礙物後發出警號，以避免碰撞。這個系統於1999年由一位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的
教授研發，然後交由該校的技術轉移公司Yissum進行商業化。在2014年八月，Mo-
bilEye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集資8億9000萬美元。

以下的數據或能更清楚顯示以色列的技術轉移公司多年來的成就：

•	 以色列的技術轉移公司每年產生2億5000萬美元的版稅

•	 每年有15間新以色列公司因學術發明而成立

•	 以色列工業公司每年投放2,500萬美元於和大學合作的科學研發上

•	 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The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的技術轉移公司
Yissum及魏茨曼科學研究學院（Weizmann	Institute	of	Science）的Yeda躋身世
界首十間收入最高的知識轉移公司

（資料來源：Yissum	2011）

以色列最頂尖的大學不但正在建立創業教育，更輸出很多的科研領袖人才到世界
各地引領一個新的科技創業文化。就如以色列理工學院（Technion	 –	 Isreal	 Insti-
tute	of	Technology）和美國的康奈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在2013年開展了合
作的關係，在紐約建立了Jacobs	 Technion-Cornell	 Institute。香港的和記黃埔集團
公司亦有資助以色列理工學院在廣東省汕頭大學開設研發中心。

移民亦為以色列帶來人才。創業者需要敢於冒險、有解決問題的能力及鍥而不捨
的精神──這些對移民的體驗而言是必不可少的。蘇聯解體時為以色列帶來很多新
移民，當中有三分一的人是工程師、科學家或技術人員。為了提供就業機會予這一
批高技術專業人才，以色列政府最早在90年代成立了很多培育計劃，以刺激科技行
業的發展。

2014年一個由以色列理工學院創新學者合著的創業家調查顯示，家庭在間接培訓
人才方面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資料來源：Kon,	Cukier,	Melo,	Hazzan	and	Yuklea,
《	A	Panorama	of	the	Israeli	Software	Start-up	Ecosystem》）。創業家指他們仿效
成為企業家的家庭成員，無論是小商家還是科技創業家都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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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孵化器和企業加速器
以色列的科技企業孵化器的發展萌芽於90年代的Yozma計劃。在這個計劃下，以

色列政府與私人方面一同投資，建立新的基金支持科創公司的發展，當中包括300
個至今仍在營運及僱用超過1,500個科學家的項目。科技企業孵化器通過競爭過程取
得牌照後，由以色列首席科學家辦公室（Office	of	 the	Chief	Scientist）提供財政支
援。取得牌照的企業孵化器只需要支付獲批初創預算百分之十五的資金，剩下的百
分之八十五由政府承擔。

這個接近六對一的比例惹來不少批評：批評者認為這個措施風險太高，回報亦不
明確。但是，以成功故事Waze為例，首席科學家辦公室向該公司提供了1百萬美元
的借貸，最後收回了3百萬美元。另外，有批評者甚至認為私人風險投資市場實在不
再需要政府的支持。

同時，以色列有數個針對當地初創企業打進國際市場的需求而設的企業加速器。
超過三分一在美國的創業家是印度人，相比之下，少於百分之五在美國的創業家來
自以色列。這個現象可以反映以色列企業家多數不在美國創業，或是他們未能或沒
有需要把業務擴展或遷移到美國。

•	 UpWest	Labs：一個在矽谷運作三個月的企業加速器。至少一個創始人來自以色
列。

•	 IDC	Elevator：在以色列及紐約分別運作三個月和一個月的企業加速器。

•	 DreamIt	Ventures：總部設在費城，但在以色列及紐約分別運作一個月及三個月的
企業加速器。

以上的企業加速器接納任何行業的科技初創企業。還有一些垂直企業加速器如
Microsoft	Azure和Plarium	Labs（專注設計電子遊戲）。

初創企業
這個部份會剖釋初創企業如何透過上市、兼併或收購而達致退場。以下將會介紹

一些具多樣性和全球性的初創企業，以及一些仍然處在早期階段的初創企業。

兩個以色列風險資本的創始人	Yaron	Carni	在2015年1月接受	TechCrunch	訪問
時曾說：

「在一個大肆炒作物聯網、保安和金融科技的時代，我發覺以色列的獨特之處在
於企業家不受羊群心理影響，因此風險資本能夠幫助到不同種類的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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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	初創企業透過上市集資、兼併或收購的退場

種類 初創企業 籌資或退場 產品、服務和公司背景

透過上市集資的退場

汽車、視覺系統、移
動監測

Mobileye 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市值8億9
千萬美元，創下以色列公司在美國
證券市場上市的紀錄（2014年8月）
。高盛（Goldman	Sachs）在2007
和2010的兩輪集資中共投資1億3千
7百萬美元。

Mobileye是一個駕車輔助系統，能夠給予駕車
人士警號以防止或減輕車輛碰撞。耶路撒冷希伯
來大學教授Amnon	Shashua和商人Ziv	Aviram
於1999年研發此系統，現已為寶馬（BMW）
、現代（Hyundai）、起亞（Kia）和通用汽車
（General	Motors）所採用。

電子商業 Borderfree 2014年3月於納斯達克股票交易所
上市。

始創人Yuval	Tal於1999年成立該公司，向在全
球市場拓展的美國零售商提供電子商業服務。電
子網上平台服務包括多元貨幣定價、交易處理、
到岸成本計算、清關、全球物流及欺詐管理。

金融科技 SafeCharge 2014年4月於倫敦證券交易所的另類
投資市場上市，市值1億2千萬。

為歐洲的博彩公司提供付款的方法。

機械人學 ReWalk	Robotics	 2014年9月於納斯達克股票交易所上
市，市值3千6百萬。

主要產品是專為半身麻痺患者設計的機械支架，
患者能透過軟件控制機械下肢行走、站立和坐
下。

數據管理 Varonis 2014年3	月於納斯達克股票交易所
上市，市值1億6百萬。

成立於2005年，主要提供數據分析和數據保護的
服務，以及提供管理軟件。

透過兼併或收購的退場

導航 Waze	 被谷歌於2013年6月以現金形式9億6
千6百萬美元收購。

一個社區交通及導航應用程式。

保安 Trusteer 被IBM於2013年8月以接近市值10億
美元收購。

成立於2006年，能夠根據惡意入侵的來源預測
未來的攻擊。

流動技術 Onavo 被Facebook於2013年10月以市值
1億2千萬美元收購。該公司在特
拉維夫（Tel	Aviv）的辦公室成為
Facebook在以色列的第一個辦公
室。

該公司成立於2010年，為應用程式開發者提供相
關資料，如程式在市場上的表現以及和競爭對手
的比較。該公司亦提供應用程式予使用者優化設
備性能和延長電池壽命。

物聯網、聯網汽車 Red	Bend	
Software

被美國聲音及資訊娛樂設備公司
HARMAN	International	Industries於
2015年1月以市值2億美元收購。

該公司成立於1999年，並於2010年進入汽車市
場。該公司是空中下載技術方面的領頭羊，能夠
把汽車連接到互聯網。

流動短訊 Viber 被日本電子商貿巨人樂天株式會社
（Rakuten）以市值9億美元收購。

該公司由以色利企業家Talmon	Marco在塞浦路
斯成立。Talmon	Marco為90年代以色列國防軍
中央軍區司令部的首席資訊官。被收購的時候該
應用程式已經有3億人使用。

初期的初創企業：零售相關

虛擬技術 Cimagine 由OurCrowd、Plus	
Ventures、Titanium	及2B-Angels合
共資助2億。

為家居擺設和室內設計專用的虛擬空間，使用者
可以移動虛擬傢俬甚至改變其顏色以決定傢俬的
擺放和家居的設計。該程式現正在英國零售商
Shop	Direct試行。

零售－禮物	 Jifiti 直到目前為止成功集資350萬美元。 用戶可以把店內的實物賀禮轉換成可電子轉移的
禮物卡。電字禮物卡的收件人可以到有關商店選
擇大小或個人化該禮物。Sears、Ikea及Kmart均
是這公司的客人。

零售－定價情報 Wiser 沒有公開籌集資金的過程。得到500
間初創企業、一個初期種子基金及
企業孵化器支持。

由數位以色列創業家於2012年在三藩市創立。
該技術能夠翻查世界價格資料庫（1,500萬個價
格），從而向用戶提供情報及定價的工具。用戶
能夠利用該定價引擎，根據市場需求和競爭者價
格調整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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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	初創企業透過上市集資、兼併或收購的退場

種類 初創企業 籌資或退場 產品、服務和公司背景

初期的初創企業：其他行業

導向、眾籌 Moovit Series	C提供8千1百萬美元的資
金。

免費的公共交通規劃程式。該程式可以利用全球
定位功能提供實時巴士、火車、渡輪和地下鐵的
到站通知和出發時間。該程式已經在全球500個
城市可以使用。

保安、金融科技 BioCatch Series	A	提供1千萬美元的資助，投
資者包括OurCrowd。

提供生物識別認證及威脅偵測技術。由於它能追
蹤400個生物識別及社會心理行為，這個技術能
夠使銀行及其他電子商業機構防止網上詐騙（上
述的IBM	Trusteer是BioCatch的競爭者）。

電動車、流動技術、納
米生物學

StoreDot Series	B提供4千2百萬美元資金，
而該公司至今已經籌集到5千8百萬
美元。投資者包括以色列風險投資
公司Singulariteam和俄羅斯商人
Roman	Abramovich。

於2012年成立。該技術利用生物有機的肽分子創
造能數分鐘內快速充電的電池，該電池保留電力
的時間比現有的電池更長。

總結
以色列科創生態環境的發展建基於政府、大學和產業的融合所帶來的價值觀和文

化願景。

透過觀察這科創生態環境，對我們而言最重要的有以下幾點：

•	 政府要有清晰的願景和策略支持科創生態環境

•	 大學主動與行業和政府成為合作夥伴

•	 文化特質、例如軍事訓練和培訓都可以成為關鍵的工具，支持創新文化之建立

其他成功案例
以下是其他成功的國際模式。

快速成長的企業和研發機構、大學、國際機構，以及其他成長型企業之間的策略夥
伴關係。

•	 在芬蘭，大型公司申請資助技術和創新處（特克斯，Tekes）的資助必須獲得來自大
專院校、科研機構和中小企業的研究服務。其結果是，特克斯的資金需要具體的協
作流程和大型企業、中小企業和/或研究機構之間的戰略夥伴關係的形成。

•	 比利時的策略研究中心，與學術界和工業界在特定界別發起聯合研發平台，鼓勵
合作的機制包括聯合研發項目和研究人員的跨組織的交流。

•	 台灣的衛星研發中心，涉及跨國公司（「核心」製造商）提高中小企業（「衛星」）能
力的網絡並將其連接到全球市場。核心和衛星均接受政府的獎勵以鼓勵兩者間的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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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部門要成立機制以吸引大企業，並鼓勵其參與科創生態系統的發展

•	 芬蘭於科學、技術和創新方面的策略性中心招募各行業的領先企業在共同的研究
議程和計劃合作，然後要求民資機構負責承擔一部分成本。

•	 南韓政府已經通過提供大量的投資，以打造民族旗艦基礎設施（例如「科技鎮」	
），從而吸引大公司在科創項目中投資。這些國際大公司向私營行業提供技術開發
資源，旨在於不同的地點舉辦科創活動，從而吸引龐大的公共投資。

•	 新加坡政府一直保持著與境外跨國公司的公開對話，並邀請他們搬遷亞洲業務的
子公司到新加坡。新加坡政府還推出了數款獎勵計劃（例如減稅和投資信貸）以吸
引投資者。

設立機制以鼓勵大學和業界的長期合作，和創建創新產品和服務的意念，並制定和
執行應用研究計劃

•	 芬蘭的大學和企業都推出被稱為「工廠」的共同工作環境來研究產品，來協調和創
造新一代的想法，去解決實際業務問題和影響社會轉變。

•	 芬蘭於科學、技術和創新方面的策略性中心為公司、大學和研究院提供平台，建立
共同的研究目標，以滿足各行各業在未來五到十年間的需求。該組織找到共同的
研究主題並達成共識，然後要求芬蘭國家技術局（Tekes）資助，以支付該項目高
達六成的資金水平的需求。

•	 比利時政府已經改善了「架橋機構」（包括科技園和孵化器等設施），旨於高等教
育機構和研究團體達致更好的科創成果。這些團體專注於向公司提供切實的支
持，以解決技術難題、開發新的產品和服務，並吸收新的技術和培訓知識型員工。

•	 比利時的策略研究中心舉辦了「行業隸屬關係計劃」，當中包括已經領先運行三至
十年的先進研究項目的跨國公司。當中四個中心已接收到接近全年$	200萬美元的
公共資金。校際微電子中心（IMEC）是全球最大的、擁有歐洲最大的研發領域、僱
用超過2000多名員工的技術研發中心，其預算約為$	3.6億美元，當中超過八成來
自合約研究。

•	 中國政府鼓勵大學和研究機構，允許大專院校開展營利式經營企業以把知識產權
商業化。大專院校可以利用自己的資源，開設予技術轉化使用的辦公室，和視這些
實體經營權為真實企業。

與其他國家合作與協同其研發努力

•	 以色列的雙邊工業研發基金計劃提供資金以協助美國和以色列企業之間的研發合
作。

•	 台灣政府建立新竹科學園區與矽谷之間的聯繫，以鼓勵技術工人於台灣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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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中使用的縮略語

縮略語 含義

API 應用編程介面

ASTRI 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

B2B 商對商

DAM 統一規劃地政及工務工程資料措施

EU 歐盟

FCA 英國金融行為準則局

FinTech 金融科技

GIH 地理空間信息樞紐

HKPC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HKSTPC 香港科技園公司

IPO 首次公開募股

ITF 創新及科技基金

KPI 關鍵績效指標

NASDAQ 納斯达克股票交易所

NIH 國立衛生研究院

NSDI 國家空間資料基礎建設

NSF 國家科學基金會

OECD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GCIO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R&D 研發

RAE 研究評審工作

REF 卓越研究框架

RGC 研究資助局

SDI 空間資料基礎建設

SG-SPACE 新加坡地理空間資訊之協力作業環境

SKLs 國家重點實驗室

STEM 科學、科技、工程學及數學

Tekes 芬蘭大型公司申請資助技術和創新處

TSSSU 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計劃

UGC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附録三: 縮略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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