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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明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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奪得四項獎項成大
理大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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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發明展中，香港代表團奪 9 項
在特別大獎，4
項由理大獲得。其中
由理大紡織及服裝學系黃偉強負責的
「聰明眼」項目，獲意大利代表團特別大
獎、羅馬尼亞克盧日納波卡工業大學特別
大獎、評判特別嘉許金獎以及優異獎。

可減少 90%材料損失浪費
「聰明眼」配備高解像度的感光耦
合元件相機，結合了人工智能、大數據

和深度學習技術，可於織物的生產過程
中實時自動檢測成品質素，以取代人工
目測的檢定方法。系統適合安裝於任何
類型的織布機上，能檢測約 40 種常見的
織物瑕疵，精確度達到 0.1 毫米/像素，
可減少 90%的材料損失及浪費。
理大其餘兩個獲頒特別大獎的項
目，分別是生物醫學工程學系的「用於
檢測脊柱側彎的無輻射便攜式三維超聲成
像系統」及「移動式外神經肌骨系統」。

網都上不到 如何搞創科
街 談巷議

劉韋瑋 原資深傳媒人

市的最新情況，披露政府即將推
展的科技發展工作。其中提到當
局將繼續採用多管齊下方式推行
「Wi-Fi 連通城市」計劃。參與
「Wi-Fi.HK」品牌的熱點數目由
2018 年 2 月底時約 21,300 個增
加 至 2019 年 3 月 底 約 24,000
多個，參與機構超過 120 間。不
過，一年時間才加上 2,700 個熱
點，成效並不算大，而且，有一
個令使用者相當不滿的問題尚待
解決，就是部分大面積的地方不
止一個熱點，但當從一個熱點移
動至另一熱點時，使用者會被斷
線而需重新登入。換言之，如果
使用者在一個公園活動，但同時
需使用 WiFi 時，他做得最多的動
作是「不停登入」。當局如無法
解決這個問題，熱點就算多了，
也會不停收到投訴。
當局強調，將會繼續推廣，
聯絡邀請更多不同行業的公司及
公共服務機構參與「Wi-Fi.HK」
品牌，從而逐 步增加覆蓋，市民
都希望這個承諾能盡早實現。最
起碼，香港必須要先成為一個真
正的智慧城市，才有能力肩負更
大的任務，在創新科技發展上發
光發熱。

中大 13 項目獲 14 獎項



林鄭：每次外訪參觀大學取經

她也提到，自己每次外訪幾乎都會
安排參觀海外大學，希望藉此吸引研究
世界級的優秀大學及科研機構，增加雙
方於科創方面的交流，並協助推動粵港
澳大灣區的科研發展。她提到，本地有初
創公司以「環保電池」於瑞士「日內瓦國
際發明展」獲得最高榮譽大獎，對此感欣
喜，承諾政府會繼續支持初創公司。

中大本屆共有 13 個科研項目參賽，
合共獲得 14 個獎項，包括兩個評判嘉許
特別金獎、一個金獎、8 個銀獎、兩個
銅獎及羅馬尼亞創新科技協會特別大
獎。其中，由中大工程學院系統工程與
工程管理學系的負責多語言訊息分析工
具包「深媒」，獲頒銀獎及羅馬尼亞創
新科技協會特別大獎。

南沙科企1200職位 供港澳大學生實習
2019 年港澳青年學生南沙「百企千人」實
習計劃在廣州南沙發佈，今年將有逾 140 家當地
高新技術企業，為 600 名港澳大學生提供超過
1,200 個實習崗位。
南沙區青聯相關負責人表示，今年南沙進
一步提高職位的質量，結合南沙產業發展方向
和港澳青年學生特點，在人工智能、生物醫
藥、新材料等頂尖行業中開發出逾 140 家實習單
位，如小馬智行、科大訊飛、暗物智能等，共
提供超 1,200 個實習崗位。
計劃還將進一步擴大實習規模，鮮明聚焦
「準大學生」群體，並持續鞏固內地高校生
源，希望吸引 600 名包括香港 10 間大專院校在
內的港澳院校，及在台灣高校就讀的港澳青年
學生。此外，計劃亦將與香港文化藝術發展中

林家禮認為，當局應增加針
■
對初創企業的諮詢和溝通。

本港向以現
代先進城市自
居，而在「一帶一路」發展及大
灣區的定位上，當局都有意把香
港打造成為創新科技中心。但目
前本港在大灣區中，創新科技的
配套遠不及其他城市，單是公共
WiFi ，搞了幾年，仍然是「水汪
汪」，至於科技融入生活，更加
乏善足陳！若真想要達到上述目
標，真要急起直追了。
現時人人手上至少有一部智
能手機，對現代人而言，WiFi 已
經有如空氣一樣的重要。可是，
本港提供的公共免費 WiFi 卻是落
後得使人難以置信。而且，就算
不少是當局聲稱有提供 WiFi 的地
方，例如公園球場或公共設施，
若不是連不到線就是斷線。網速
又慢，莫說要下載檔案，就連睇
短片「都係有時得有時唔得，轉
極都轉唔到片出」，令人相當
「忟憎」！試想想，如此基
本的配套都做不好，能不
能做到創科中心呢？真
使人存疑！
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
播事務委員會日前公
佈了發展本港智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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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清華大學倡議發起的亞洲大學聯
盟，由亞洲各地 15 所頂尖大學組成，於
2019.4.15 | 星期一
2017 年成立，成員包括清華大學、北京
大學、科技大學、東京大學、新加坡國
2019年
2019
年 4 月 15
15日
日
星期一
立大學等。亞洲大學聯盟昨日於香港科
技大學內舉行第三屆校長論壇，論壇分
2019年4月15日
星期一
兩個環節，首個環節以可持續發展為
題，各院校代表就如何面對可持續發
展、大學如何協調政府政策與工業生產
等發表見解；第二個環節以創意與創業
的生態環境為題，討論亞洲大學是否具
有開放的觀念、創業時在「孵化器」、
種子基金方面的機遇與挑戰。
而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致辭時表示，
政府支持本地大學與國內、海外的大學
合作，亞洲大學聯盟正好提供了平台，
加強大學間在高等教育質量、科創能力
等方面的交流和合作。

黃
■偉強的
贏家。

在瑞士日內瓦舉行的「第四
十七屆國際發明展」，本港大學
的科研團隊先後報捷。理大及中
大本屆分別獲得 18 個及 14 個獎
項，其中理大的人工智能紡織品
檢測系統「聰明眼」獲頒包括兩
項特別大獎在內 4 個獎；中大團
隊一項已獲政府採用、將於今年
年中開始在智慧路燈系統安裝的
網絡編碼技術，則獲頒兩個評判
嘉許特別金獎。

亞洲大學聯盟港論創業挑戰

理大「聰明眼」日內瓦擸四獎
結合 AI 深度學習技術 檢測 40 種常見織物瑕疵




心、澳門中華教育會、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
合作，分別發起香港準大學生「明日力量」培
養計劃、澳門內地高校保送生來南沙課業輔導
提升計劃，及澳門青年學生社會調研課題實習
計劃，提供更多實習機會。
南沙區政府還透露，下一步南沙將加快建
設港澳青年創業就業試驗區，推動盡快出台
《廣州南沙新區（自貿片區）鼓勵、支持和促
進港澳青年學業、就業、創業與置業扶持辦
法》，打造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青年形象傳播
研究中心，舉辦 2019 年粵港澳大灣區青少年事
務社工專題研修班，通過一系列舉措拓展港澳
創新發展空間，努力把南沙打造成為港澳青年
灣區創新創業的首選地和全面融入國家的中轉
站。

數碼港初創融資 6 年飆 210 倍
因應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讓香港數碼科技迎
來了前所未有的「東風」。數碼港最新數據顯
示，2018/19 年度截至 2 月，其初創企業融資金額
多達 54.4 億元，是上年度的 3 倍有多，比起 6 年前
的 2,550 萬元更飆升逾 210 倍。
數碼港董事局主席林家禮指，近年大量本地
數碼初創正瞄準內地以至國際市場作規劃，尤其
看好大灣區機遇。他認為政府下一步應加強針對初
企的諮詢溝通，才能活用這批年輕人的新思維投入
區域協作中，朝建設國際創科中心目標進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