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物科技創新產業在香港的發展之路已有數十年的鋪墊，先後經歷幾代人的努力。上個世紀

90 年代初，港英政府成立生物科技部門，專注於生物科技領域的研究與發展；到中期，國家

科學技術部原副部長惠永正先生帶領一批專家及學者和時任政府官員開展合作，耗時一年鑽

研出一份關於生物科技產業的研究報告（Bio-Focus �Study）。這份報告後來成為時任香港創

新科技委員會主席的田長霖先生在編制香港科技產業發展藍圖及科技創新產業計劃時的重要

參考文件之一。

自 1998 年公佈創新及科技發展藍圖以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注資 50 億港元成立創新及科

技基金支持發展香港創科產業，2018-19 年度財政預算案中，更是確立了生物科技為發展創新

科技領域的四大範疇之一。後又在 2021 年政府施政報告中強調「香港只要用好中央支持特區

的政策，發揮獨特優勢，將可為經濟注入源源不絕的動力」；同時推出一系列支持科技創新

行業的舉措與各項資助計劃，亦充分顯示香港政府發展科技創新行業，改革香港社會經濟結

構的決心。而國家「十四五」規劃明確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亦標誌著在香港發

展生物科技產業的時機已經成熟，我們一直期待的大生物經濟時代到來了。

此外，還有很多前輩為香港發展生物科技創新產業獻策出力，例如香港政府前工業署署長葉

劉淑儀女士，香港科技大學前副校長孔憲鐸教授、香港特區政府創新及科技局常任秘書長蔡

淑嫻女士 JP，中國醫藥創新促進會執行會長宋瑞霖博士等一眾官員、業內人士及專家學者，

他們的指導思想及經驗都為香港產學研官各界在發展生物科技產業奠定了基礎。

2019 年開始的新冠肺炎病毒疫情，使得生物醫藥創新產業逐漸為產學研官相關人士及普通市

民所重視，這兩年來，我與香港相關政府官員，產業相關持份者一起努力，致力於將科興疫

苗引入香港，維護香港廣大市民的健康及福祉，我亦深刻明白，生物科技創新產業對於一個

地區，國家，甚至整個世界的重要性。

香港生物科技創新產業的發展離不開前輩的鋪墊，也無法脫離香港當下優秀的科學家及企業

家的努力。HKBMIA 首期《香港生命科學故事》凝聚了三十篇香港本土的生命科學創新產業故

事，我們希望能夠通過協助講述他們的科研及創業故事，來激發與鼓勵更多的香港青年投身

到發展香港本土的創新科研產業裡，同心同力發展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卢毓琳 教授，BBS卢毓琳 教授，BBS
香港生物醫藥創新協會  會長
前香港食物及衛生局食物及環境衛生咨詢委員會  主席



我與香港醫藥界結緣源自中藥，1998 年國家成立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我當時在國務院法制

辦公室擔任衛生醫藥立法主管處長，負責藥品管理法修正案的草案審查工作，其中就涉及從

香港進口中藥問題。屆時香港剛剛回歸祖國，整個立法過程都是按照“一國兩制＂的原則，

處理香港中藥進口並與國外進口相區別。我記得 2002 年我出訪美國回國順道到香港參加香港

生物聯會與《大公報》在香港會展中心共同主辦中國藥品管理立法報告會，我就國務院剛剛

出台的《中藥品種保護條例》做了說明報告。此次赴港不僅讓我結識了一批香港醫藥界的朋

友，更與時任香港生物聯會主席盧毓琳博士相識，並對香港未來如何發揮自身優勢促進合作

進行了深入探討。其後幾年，我隨科技部惠永正副部長以及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的領導又多

次赴港參與活動，與港府以及盧毓琳主席率領的相關醫藥界人士有了更深的接觸與交流。

2006 年我赴澳大利亞悉尼大學做訪問學者，考察研究澳大利亞的醫療保障體系；2007 年回國

後我離開政府機關專門從事醫藥政策研究，2009 年底開始擔任中國醫藥創新促進會（以下稱

中國藥促會）執行會長，主要工作聚焦在推動中國醫藥創新發展這一熱點，直到 2016 年與香

港醫藥界之間的往來相對較少。然而，一個機緣讓我及中國醫藥創新促進會與香港之間又建

立起了緊密的聯繫，2016 年我應邀擔任在香港上市的綠葉製藥董事會非執行董事，在香港參



加董事會會議時與擔任獨立董事的盧毓琳主席再次相遇，相隔十年老友相逢感慨良多。2016
年正值中國藥品監管制度改革轟轟烈烈，醫藥創新快速發展的重要階段，我和盧主席共同商

議，一定要充分發揮香港的全球金融中心地位和科技基礎研發能力，借助“一國兩制＂制度優

勢，為中國醫藥創新和香港未來發展做出更大貢獻。基於此初心和意願，盧主席憑藉其在香

港的影響力，正式成立了香港生物醫藥創新協會（以下稱香港藥促會）並擔任創始會長。香

港藥促會成立後努力團結香港生物醫藥研究及產業同仁，積極開展活動交流，為港府提出一

系列諮詢意見與報告，成為香港醫藥界的重要代表。中國藥促會也與香港藥促會緊密合作，

彼此支持。我們與香港藥促會共同合作成功參與推動香港聯交所針對零收入的生物醫藥科技

公司上市規則改革，這一改革極大推動了中國內地生物醫藥創新發展，也使港交所在全球證

券交易所當中融資額名列前茅，也為上海證券交易所科創板開設打下來基礎；香港藥促會在

盧主席的帶領下，連續 5 年組織香港醫藥界代表團出席由中國藥促會主辦的中國醫藥創新投

資大會，給予大會重大支援；近年來，國家確定了大灣區發展規劃，香港作為大灣區的龍頭

城市，將生物醫藥確定為主要發展的重點，並將相關定位為國際科技轉化中心，這是國家重

大決策和香港發展的重要機遇。為此，香港藥促會與中國藥促會合作在深圳坪山開展了卓有

成效的工作，吸引香港和內地企業落地大灣區，提升港深合作的深度和力度。

二十年過去，彈指一揮間！今天的中國內地與香港在制度優勢和經濟實力方面都已經與當年

不可同日而語。內地擁有廣闊的市場，政策環境不斷優化；香港擁有優秀的科研機構和大學

並高度國際化，雙方合作一定能夠彼此成就，內地與香港在生物醫藥創新發展方面一定大有

可為，再創輝煌！

宋瑞霖 博士宋瑞霖 博士
中國醫藥創新促進會  執行會長
全國政協參政議政專家庫  特聘專家



生物科技可為我們創造健康生活。正在經歷的一場世紀疫情促使全球對生物科技更爲關注。

香港在生物科技領域具備優勢。我們擁有多所頂尖大學，匯聚了不少世界級的生物科技人

才，研發能力雄厚。生物醫藥規管體系與國際接軌，可在生物科技研究和產品「引進來、走

出去」方面發揮重要作用。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是推動生物科技發展的另一優勢。香港交

易所自 2018 年放寬上市規則後，目前已躋身為全球第二大生物科技的集資中心。香港特區政

府亦大力推動生物科技的發展，推出多項利好政策和措施，包括在科學園設立了聚焦醫療科

技的「Health@InnoHK」，今年的施政報告中又建議在河套地區港深創科園內設立「生命健康

創新科研中心」，進一步為生物科技界提供基建支撐。

香港的生物科技產業正在蓬勃發展。生物科技企業數量近年來大幅增長，從事的領域亦更加

廣泛多元化，致力為市民提供更全面及更優質的醫療健康服務和產品。有見如此，香港生物

醫藥創新協會編撰了「香港故事」，首期介紹了三十家本地生物科技企業，涵蓋了人工智慧

醫藥、生物製藥、診斷、醫療保健、生物醫藥服務、中藥等領域，希望通過分享這些生物科

技企業的創新故事，推廣香港優秀的生物科技產品和技術，協助業界不同持份者進行對接，

同時啓發和鼓勵更多人投身到生物科技產業，為構建香港生物科技創新產業生態系統，以及

及發展香港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貢獻力量。

今年是國家「十四五」規劃的開局之年，香港創科發展迎過寶貴的發展機遇。我們大家齊心協

力，定能推動創科為香港創造更美好的環境。我也期待未來看到更多精彩的「香港故事」。

葉玉如 教授 , PhD, BBS, MH, JP葉玉如 教授 , PhD, BBS, MH, JP
香港生物醫藥創新協會  榮譽會長
香港科技大学  校長
香港科技大學  晨兴生命科学教授
分子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主任



盧煜明教授 , PhD, SBS, JP盧煜明教授 , PhD, SBS, JP
香港生物醫藥創新協會  榮譽會長
香港中文大學  李嘉誠醫學講座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  副院長（研究）

我十分高興見到香港生命科學故事 2021 的出版。內容包括人工智慧醫療、生物製藥、診斷、

醫療保健、生物醫藥服務、和中藥領域內的 30 間公司，可以說是百花齊放！相信各公司在粵

港澳大灣區發展之下，未來的發展前景定會更加蓬勃。

我相信每一個故事對本地有志加入創新科技行業的年青人來說應極有啟發和鼓勵的作用！每

個故事內關於香港特區政府各項科技資助計劃的敘述，相信對於有志創業的年青人來說也極

有參考價值。



新時代，新機遇

感謝盧毓琳會長的邀請，讓我有幸為協會的《香港生物醫藥故事》做序。

2021 對於香港來說，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年。社會凝聚共識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各項指標

呈現出昂揚的曲線，清新之風蕩滌香江兩岸，香港迎來全新的發展局面。

新時代，挑戰與機遇並存。我們要深刻洞察和認識到香港產業結構轉型的緊迫性和必然性，

才能更明晰看到香港生物醫藥行業在當下歷史節點的使命、責任以及機遇。中央對香港經濟

轉型做出了方向性的規劃，強調支持香港建設四個“新興中心＂，其中第一個就是國際創新

科技中心。2019 年頒佈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也明確指出，“建設具有全球影響

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是大灣區重要的戰略定位。這些政策的頒佈，對作為科技創新高地

的生物醫藥行業而言，無疑是巨大的鼓勵，更堅定了我們對未來的信心。

香港有扎實的生物醫藥科研實力——5 所大學排名在全世界前 100 名之內，擁有 7 家生物醫

藥領域國家重點實驗室。各家大學每年發表約 250 篇高影響力的生物醫學論文，尤其在國際

大規模基因工程項目、病毒性傳染病、神經疾病、鼻咽癌 / 肺癌等檢測治療研究領域引領世

界。

此外，香港還擁有創新要素集中、區位優勢明顯、國際化水準領先、金融服務體系完善等優

勢。我相信，香港生物醫藥企業只要乘勢而上，主動融入國家發展、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積極回應和參與國家生物醫藥產業轉型升級，必將迎來新一輪歷史發展機遇。

香港生物醫藥協會創立的初衷和宗旨，是為香港建立一個創新及國際性的生物醫藥科技產業

平台。我們希望通過編撰《香港生物醫藥故事》，搭建一個交流平台，集中盤點和展現當下

香港生物醫藥企業的風采，記錄產業發展歷史。醫藥行業創業創新不易，願意投身這個行業

的，都是具有堅韌意志、高度社會責任感、充滿理想的人。本刊中的每一個企業、每一位企

業家、科學家，是香港生物醫藥行業不斷創新、拼搏向上的縮影。我期待有越來越多的優秀

企業登上這本刊物，講述自己的創新經驗，分享與時代共發展的故事。

未來，我將繼續積極參與和支持協會工作，同協會一道推動香港與內地及全球市場的交流溝

通，推動資訊、技術、人才、資本的整合，為企業提供更及時、專業的諮詢和服務。

雖然我們面臨的內外環境依然複雜艱難，但只要我們堅定信念、攜手同行，一定能在新時代

大展拳腳，讓我們都做香港生物醫藥產業和經濟發展的參與者、貢獻者、見證者、受惠者。

劉殿波劉殿波
香港生物醫藥協會  名譽會長
綠葉生命科學集團  董事局主席兼總裁



生物醫藥產業將成為香港經濟的新引擎

由香港生物醫藥創新協會主力編撰的《香港生命科學故事》出版問世，可喜可賀！在此，感

謝盧毓琳會長的信任與盛情，邀我作序。作為生物醫藥產業投資人，我非常高興能與協會一

道，助力香港成為國際生物創新科技中心！

2018 年，港交所推出上市新規，生物科技產業發展迎來里程碑。尤其是《上市規則》第 18A
章的實施，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生物科技行業的轉型和創新。過去兩年，倚鋒資本投資企業亞

盛醫藥（06855.HK）、和鉑醫藥 (02142.HK) 陸續在港交所上市。此外，思路迪醫藥、北芯生

命等優質企業也即將登陸。Wind 資料顯示，截至 2021 年 7 月，共有 66 家生命科學與醫療健

康公司在香港主機板 IPO，市值高達 26592 億港元，使港交所一躍成為亞洲最大、全球第二

大生命科學與醫療健康產業融資場所。

“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當下，我們對生物科技產業的發展信心十足。尤其是在“後

疫情＂的時代背景下，mRNA 技術、基因編輯、細胞療法等領域的創新明顯加速，許多尖端

技術均來自中國，越來越多的中國生物科技企業開始將產品授權給國外公司。在未來幾年，

“立足中國，面向全球＂這一勢頭將愈發明顯。

與此同時，香港生物科技生態圈正迎來快速發展。從地理位置到科研人才，從資本市場到政

策支持等多方面，香港擁有著巨大的機遇。

在這重要的時刻，香港生物醫藥創新協會別出心裁，編撰出珍貴讀本《香港故事》，頗顯擔

當與情懷。《香港故事》彙聚了多家香港本土生物科技企業與科創專案，對核心技術、科研

團隊、市場獨特性、政府支援等內容進行了闡述，講解了真正屬於香港本土科學家及企業家

的創新與科研故事，獨具匠心，意義重大。

“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里＂。時任港交所行政總裁的李小加先生在 2020 年港交

所生物科技峰會上表示，未來五至十年，香港有望成為全球最大的生物科技企業集資中心，

國家“十四五規劃＂及“粵港澳大灣區計畫＂更是將香港定位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在此，

我衷心地祝願香港生物科技創新產業發展勢如破竹，勇創新高，成為香港經濟增長的“新引

擎＂。

朱晉橋朱晉橋
香港生物醫藥創新協會  名譽會長
倚鋒資本  創始人兼董事長



在全球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肆虐下，人民生命健康和經濟發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影響。疫情的

爆發突顯了人類社會在重大衛生危機面前的脆弱性，大規模病毒核酸檢測、新型冠疫苗和抗

病毒藥物的快速開發與應用，也使全世界意識到生命科學研究和生物科技發展對人類健康與

生活的重要。與此同時，全球的人口老齡化問題對醫療系統構成重大壓力，社會對老年產業

包括健康保健、醫療服務和護理方面的需求日益增加。生物科技在人類保健、疾病預防、診

症、治療、康復等方面發揮重要的功能。為確保人類健康生活，社會持續發展，必須要加快

生物科技產業的發展和創新的步伐。

生命健康科技是香港創科其中一個優勢領域，不僅包括生物醫學，也涵蓋物理、化學、人工智

慧、機械人等領域。我們欣喜地看到香港特區政府積極發展創科產業，加強和商界與業界的

合作及對學術界的支持，致力攜手推動及完善相關的科研基礎及生態系統。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女士在最新的《施政报告》中也對標了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的瞄準“生命健康＂

等的前沿領域，建議在港深創科園設立生命健康創新科研中心，此舉有助聚焦生命健康領域

的科研工作，推動生物科技產業的發展。

近年，我們已看到多個生物科技項目的研發成果成功轉化成商品，有些初創企業甚至已經發

展成為獨角獸。疫情期間其中一間被香港特區政府選用，為市民進行新型冠狀病毒檢測的公

司 Prenetics，就是幾年前由香港城市大學（城大）科研成果轉化而成立的生物科技公司，現

已躋身香港的獨角獸行列。這本《香港生物醫藥故事》收集了生物科技範疇裡的六大領域，

包括人工智能醫療、生物製藥、診斷、醫療保健、生物醫藥服務及中藥，共 30 間在香港成功

創立及具強大發展潛力的初創企業，詳細介紹了各初創企業的背景、集團成員、項目特色、

影響及發展前景。每個企業都有它的獨特性及強大的發展潛力，相信在不久將來，更多的生

物科技領域獨角獸將會相繼出現。

城大為培育科創人才一直不遺餘力，今年 3 月推出 5 億港元投資的大型創新創業計劃「HK 
Tech 300」，以「創科無限，引領未來」為主題，協助學生、校友、科研人員、以至使用城大

知識產權的公眾人士創業，目標是在三年內成立 300 家初創公司，把城大的科研成果轉化為

實際應用，為社會經濟和科技發展做出貢獻。迄今城大已透過「HK Tech 300」向約 150 個初

創項目各頒發了 10 萬港元種子基金，31 個初創企業各頒發 100 萬港元天使基金，其中生物

和健康科技領域的項目和企業占了四分之一，也說明香港在生命健康領域研究的實力和生物



科技初創對年輕人的吸引力，期望「HK Tech 300」平台能夠帶領更多的初創企業茁壯成長，

邁向成功。

最後，希望這本《香港生物醫藥故事》能夠激發更多年輕人把創意變成可能，實踐理想；相信

《香港生物醫藥故事》的成功經驗可以為其他剛剛起步的初創企業導航，推動跟本領域以及

不同領域交叉合作與交流，促進本港初創生態蓬勃發展，也期待在全社會各界包括政府、大

學、科研機構、投資和產業界的通力支持下，將來會有越來越多的香港生物醫藥成功故事。

楊夢甦教授楊夢甦教授

香港城市大學  副校長（研究及科技）  
楊建文講座  教授（生物醫學） 



為全球抗疫作出香港貢獻

新冠疫情讓全世界民眾的健康陷入威脅之中。作為目前全球新冠疫苗的主要研製企業之一，北

京科興中維生物技術有限公司正在為全球抗疫做出貢獻，而科興中維正是科興控股（香港）

有限公司所投資的企業。

在科興北京辦公區，我們有兩件特別的紀念品。一件是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接種科興

新冠疫苗的紀念 T 恤，一件是阿根廷球王梅西在今年美洲杯前接種科興新冠疫苗後特意托組

委會贈送的球衣。梅西在球衣上手書“充滿愛＂，這三個字就是我們這個行業的寫照，用最

熱誠的愛去塑造一個健康的世界。他們的影響力和號召力，極大地鼓舞了香港地區以及全球

其他地區民眾的抗疫信心，接種率的提升意味著防疫城牆的進一步穩固。

截至 2021 年 11 月 27 日，科興新冠疫苗全球累計供應已經超過 23 億劑，累計接種超 19 億

劑，科興已經成為全球供應新冠疫苗最多的企業。從東南亞到非洲大陸，從中東到南美洲，

科興通過疫苗出口、技術轉讓以及合作生產等方式，讓中國疫苗在第一時間惠及全球。

目前，波及全球的新冠疫情還遠未結束，有些區域的防疫形勢不容樂觀。比如在非洲，有資

料顯示截至 11 月末，非洲僅有四分之一的醫護人員完全接種了新冠疫苗，普通民眾則更低。

與此同時，新的變異株奧密克戎又為全球抗疫帶來了新的挑戰。科興致力於讓新冠疫苗更可

及，為助力消除“免疫鴻溝＂而不懈努力。

疫情不止，戰鬥不息。科興將與全球的合作夥伴一道，持續奮戰在抗疫一線，直到徹底戰勝

這場新冠疫情。

香港是粵港澳大灣區計劃，甚至整個中國發展科技創新計劃裡不可或缺的關鍵一環，除了在

抗擊新冠疫情領域繼續協同其它疫苗研發企業一起維護香港市民的健康及福祉外，科興亦希

望能夠與這份“香港故事＂裡提及的數十家優秀企業及科研項目，和其它香港科技創新行業

領域裡的所有參與者一道，共同為促進香港生物科技產業及科技創新行業的發展貢獻力量，

支持香港建設成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尹衛東 先生尹衛東 先生

北京科興中維生物技術有限公司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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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成立背景公司成立背景                                                                                                                                                                                                                                                                

湃隆生物（http://www.apeiron-bio.com）由GT創投與英國著名人工智慧新藥研發企業Exscientia
於 2019 年共同創立，利用 Exscientia 全球領先的人工智慧新藥研發平台，結合中國的臨床研

究機構 CRO 及臨床資源，提升小分子新藥的研發效率。

集團始創成員集團始創成員

歐振國先生

GT 管理合夥人，現擔任石藥集團（HKEX:1093, 恒生指數成分股）和天境生物（Nasdaq:IMAB）
董事會成員。歐先生曾擔任德意志銀行亞洲醫療健康投資銀行部主管，負責醫療健康領域企

業 IPO 及並購業務。在此之前，他擔任野村旗下 JAFCO 亞洲投資總監，以及晨興創投投資總

監。歐先生是美國註冊會計師（CPA）及註冊金融分析師（CFA），擁有香港中文大學心理學

學士學位和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管理碩士學位。

李銘曦博士

GT 合夥人，李博士是專注發現生命科學早期創新科技及其商業化的投資人和創業者，擁有豐

富的跨境投資、專案孵化經驗。李博士現任 GT 創投合夥人及湃隆生物總裁，對中國及全球

醫療健康領域具有深刻理解，旨在將湃隆生物打造成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生物科技公司。他曾

就職於九鼎投資，關注中國醫療健康投資，後加入先聲藥業，關注全球早期醫藥投資。李博

士本科畢業于清華大學生物系，在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獲得生物化學博士學位。

谷曉輝博士

擁有 20 年新藥研發經驗，曾任職於日本大塚製藥，先聲藥業等多家國內外大型醫藥企業。谷

博士擁有中科院有機所有機化學博士學位，並在哈佛大學完成博士後研究。

Fred Aswad 博士

擁有 15 年新藥研發經驗，曾任職於拜爾醫藥以及 Ideaya Biosciences （Nasdaq：IDEA）。

湃隆生物湃隆生物

GT Apeiron Therapeutics IncGT Apeiron Therapeutics Inc

人工智能醫療 / AI Med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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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wad 博士擁有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免疫學博士學位。

李秋實先生

擁有超過 10 年新藥研發項目管理經驗，曾任職於揚子江藥業。 
 
 
 
 
 
 
 

公司項目介紹公司項目介紹

公司專注於抗腫瘤藥物研發，針對不治之症（unmet medical need），以人工智慧為手段開發創

新治療手段。其中主要的研發方向包括週期蛋白依賴性激酶（Cyclin-dependent kinases, CDK）
及合成致死（Synthetic lethality）。

合成致死（Synthetic lethality）是指兩個非致死基因同時失活而導致細胞死亡的現象。如果發

現腫瘤中存在特定基因失活，那麼用藥物抑制它的合成致死搭檔，就可以特異性的殺死癌細

胞，而不危害健康細胞；合成致死有望實現更有效、毒性更低的個性化癌症治療，是抗癌藥

物研究的一個新方向。

CDK 抑制劑對細胞週期控制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可以阻斷細胞的週期，控制細胞的增殖，

從而達到抗腫瘤的目的，是一個極具前景的癌症治療領域。 

項目獨特之處項目獨特之處

公司項目針對特定抗腫瘤靶點，全球尚未有針對此類靶點的藥物上市，屬於全球最新（First-
in-class）、市場首創項目。我們針對各個靶點開展生物標誌物發現研究，以生物標誌物引導

患者篩選與臨床試驗策略。

也許製藥行業是這個星球上唯一的產業需要利用大約 10 年把產品從創意推向市場，花費幾

十億美元，但失敗的機率達 90%。我們正在改變這種情況，與我們的合作夥伴和 CRO 密切合

作，利用人工智慧貫穿藥物早期發現階段，大大提升小分子藥物研發效率。

目前，CDK 抑制劑已獲得臨床候選化合物。從項目啟動到目前為止，歷時 10 個月，合成約

120 個人工智慧設計的化合物，研發效率遠遠超過行業平均指標。

湃隆生物 · GT Apeiron Therapeutics Inc

歐振國先生 李銘曦博士 Fred Aswad 博士谷曉輝博士 李秋實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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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與前景影響與前景

1. 湃隆生物以人工智慧為代表的新技術的應用，開發具有全球自主知識產權的創新藥物，推

動改變中國新藥研發模式，從全球新藥研發的“跟跑著＂轉變為“領跑者＂。

2. 全球有近 1/6 的死亡是由癌症造成的，預計到 2025 年，全球每年新增癌症病例數將高達

2449 萬例。抗腫瘤藥物自 2007 年超過降血脂藥物後，銷售規模一直處於全球醫藥市場的首

位，增速逐年增長，預計未來仍會以超過 12% 的增長持續提升，遠高於處方藥市場的 6% 增

長。

3. 人工智慧可以應用在藥物開發的不同環節，包括虛擬篩選苗頭化合物、新藥合成路線設計、

藥物有效性及安全性預測、藥物分子設計等。近年深度學習技術的突破，使到人工智慧技術發

展突飛猛進，在藥物研發中的作用也更加凸顯出來。人工智慧可以幫助藥企縮短研發週期、

控制研發成本，並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藥價過高的情況。對於普通患者來說，如果以上情況能

夠實現，那麼也就代表著用藥成本將能夠下降。

4. 有助於推動生物科技和資訊科技的進一步融合，創造新的細分產業，並形成人才與產業聚

集。 

政府扶持計劃政府扶持計劃

湃隆生物與中國科學院廣州生物醫藥與健康研究院等學術機構、英國Exscientia和藥明康得等

業內研發機構開展廣泛合作。

湃隆生物 · GT Apeiron Therapeutic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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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成立背景                                                                                                                                公司成立背景                                                                                                                                

PrimaNova 是 GT 創投於 2019 年創立的專注于下一代高端醫療器械及手術工具的生物科技平

台，在深圳坪山有跟當地政府合作建立的近 3000 平米的醫療器械國際創新基地。

集團始創成員集團始創成員

歐振國先生 
GT 管理合夥人，現擔任石藥集團（HKEX:1093, 恒生指數成分股）和天境生物（Nasdaq:IMAB）
董事會成員。歐先生曾擔任德意志銀行亞洲醫療健康投資銀行部主管，負責醫療健康領域企

業 IPO 及並購業務。在此之前，他擔任野村旗下 JAFCO 亞洲投資總監，以及晨興創投投資總

監。歐先生是美國註冊會計師（CPA）及註冊金融分析師（CFA），擁有香港中文大學心理學

學士學位和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管理碩士學位。

李銘曦博士

GT 合夥人，李博士是專注發現生命科學早期創新科技及其商業化的投資人和創業者，擁有豐

富的跨境投資、專案孵化經驗。李博士現任 GT 創投合夥人及湃隆生物總裁，對中國及全球

醫療健康領域具有深刻理解，旨在將湃隆生物打造成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生物科技公司。他曾

就職於九鼎投資，關注中國醫療健康投資，後加入先聲藥業，關注全球早期醫藥投資。李博

士本科畢業于清華大學生物系，在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獲得生物化學博士學位。

文平博士

中国区運營總監，中國醫學科學院 & 北京協和醫學院醫學博士。豐富的臨床經驗，南方醫科

大學珠江醫院神經外科 6 年工作經驗離任時任主治醫師，義大利錫耶納大學高級訪問學者。

近年來從事三類醫療器械開發及註冊工作。

Dr. Daniel Burnett
PrimaNova 美國區总经理，杜克大學醫學博士及杜克富卡商學院 MBA。Dr.Burnett 自 2006 年為

湃諾瓦醫療 湃諾瓦醫療 
PrimaNova Laboratories Limited PrimaNova Laboratories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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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aNova 孵化分拆的 14 個項目融資超 2.5 億美金。他也是個活躍的發明家，有 57 個已申請

專利和超過 180 個在審專利。Dr. Burnett 同時在加州大學三藩市分校的生物工程學院任兼職教

授。

Dr. Mike Jaasma
美国研發負責人，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機械工程博士。有超過 10 年的醫療器械研發經驗，不

僅在學術和產業界有著豐富的經驗，還曾擔任美國 FDA 關節脊柱細分的負責人和主審評員。 

  
公司項目介紹公司項目介紹

深圳國際創新中心基地可以供多個醫療器械項目同時孵化，車間設計滿足中國 NMPA、美國

FDA 和歐洲 EMA 的 cGMP 標準，搭建有源 / 無源醫療器械研發、生產、供應鏈管理平台，加

速創新轉化和落地。

PrimaNova正在孵化的項目聚焦於新一代微型可植入感測器應用，該項目致力於提供更多更準

確的生理參數，為臨床定量“精准＂診治提供可靠的依據，推動臨床醫學更精准發展。

該項目具有完全自主智慧財產權的生理信號演算法，可採用目前全球最高採樣頻率（1000 
Hz），採樣單點準確度較全球同類產品提高 90%，平均準確度較全球同類產品提高 95%；並

可同步解析 6 個衍生參數，對患者病情發展趨勢做出較為準確的預測。

同時感測器設計及生產工藝採用全球領先的 MIS 技術，用以確保生理參數收集具有更高的靈

敏度、穩定性及一致性。感測器信號為數位化輸出，極大降低了外界干擾（既往產品均為類

比信號輸出，容易受到外界干擾）；在研產品為全球首款數位化輸出，無線連接，可體內植

入的高精度感測器。

該項目有望打破國際壟斷，用更低的成本滿足患者的需求，降低其醫療負擔。感測器項目的

技術合作方目前為中國科學院，香港高校合作開始洽談中。

這只是 PrimaNova 孵化的第一個項目，平台獨特模式如下 :

湃諾瓦醫療·PrimaNova Laboratories Limited

歐振國先生 李銘曦博士 文平博士 Dr. Daniel Burnett Dr. Mike Jaas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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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Nova 將成為粵港澳大灣區創新醫療器械的引領者，用自己的全球資源和視野從 PI、臨

床、成本控制、產業鏈條全球化更好助力 Medtech 的發展。

湃諾瓦醫療·PrimaNova Laboratories Limited

湃諾瓦一站式醫療器
械開發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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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ZP 多肽醫療生物公司AZP 多肽醫療生物公司

AZP 多肽醫療生物公司（以下簡稱「APZ」）是一家多肽的生物技術公司，專門從事類似胰

島素結構多肽（Sulaxine）提取和純化。這種多肽已被臨床發現，己由研究人員獨立驗證其逆

轉胰島素抵抗及其相關病理過程。AZP 正在努力通過監管機構將這種多肽在市場上以第一綫

有系統的治療糖尿病足潰瘍（DFU）。

公司創始團隊公司創始團隊

Alsky Zoynea Pharma Alsky Zoynea Pharma 

生物製藥 / BioPharma

公司項目介紹公司項目介紹

AZP 在 Sulaxine（一種多肽）用於糖尿病足部潰瘍（以下簡稱「DFU」）適應症治療方面應

用了多項突破技術。這將是一個口服攝入技術，病患以藥片的形式口服，將在 3 個月內治癒

D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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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ZP 多肽醫療生物公·Alsky Zoynea Pharma

DFU是一種全球性、難以治療的疾病，而且是一個尚未開發的市場，任何有助於對其進行全面

性治療的藥物，都有巨大的潛力。然而，現時所有獲批准的治療 DFU 的藥物都是局部方法，

這些藥物基本用作輔助治療以補充常規治療。

過去已有文獻記載用純度較低的 Sulaxine 治療 DFU。目前純化的 Sulaxin 有多個臨床病例支持

該適應症 I/II 期將是 DFU 適應症的確認研究。

AZP 將完成臨床前藥代動力學研究，作為 I/II 期研究的一部分 , 這些數據將用於最終的 NDA 申

請。前人使用 Sulaxin 的歷史將為監管批准提供更清晰的參考途徑 , 與從未在人體中進行過測

試 , 僅得到動物臨床前研究支持的新型肽相比，這種方法的風險要低得多。

臨床發現，Sulaxine 可逆轉胰島素抵抗，後來由獨立研究人員證實，Sulaxine 在 DFU 代謝病

理學中的效果，使得它特別適合治療和癒合 DFU 傷口。一經獲得批准，它將成為唯一獲批准

的系統地、全面地治療 DFU 的藥物（所有目前批准的藥物都是將 DFU 作為局部擦塗輔助治

療）。 

項目獨特之處項目獨特之處

AZP 的技術是第一個口服的方法，全面性的，系統性地治療 DFU，屬於 " 市場首創 "。目前市

場上還未有未有獲得 FDA/EMA/NMPA批准的用於全面性治療DFU的藥物，具備非常大的市場

潛力。

    1. 唯一成功治療 DFU 的口服多肽療法

    2. 唯一系統地、全面地，而非局部地治療方法

    3. 有望成功解決 DFU 的基本病理學

影響與前景影響與前景

1. AZP 項目將有助於提升對治療糖尿病足部潰瘍適應症的水平，有助於生物醫藥行業相關持

份者更好地瞭解 DFU 和糖尿病背後的病理學。

3. AZP 將對 Sulaxine 進行毒性研究，並申請 IND 進行臨床試驗 I/II 期聯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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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臨集團是一家生物製藥企業，致力於研發和商品化一系列嶄新醫療及診斷科技，以應對未

被滿足的醫療需求。

現時正在研發的藥品項目包括治理傳染病、「孤兒病」和代謝性疾病的適應症，其中一些項目

已經於今年進入臨床試驗階段。此外，知臨集團經營的女性保健品業務中，Dioscorea Opposita
生物活性營養片劑目前正處於商品化階段。 

公司成立背景公司成立背景

知臨集團（NASDAQ: APM，EURONEXT PARIS: APM; www.aptorumgroup.com/）原是一所多元

策略基金公司的一部份，基金於二零一零年成立，以香港為總部。直至二零一六年，知臨集

團從基金業務轉營成一間獨立的生物製藥公司，專門研究與細菌相關的檢測方法、藥物治療

和醫療支援，例如更精準和快速的病原體檢測辦法、非抗生素藥物治療和調節腸道微生物的

藥物。另外，集團亦致力關注缺乏支援的病患者，以人工智能技術搜索適用於「孤兒病」的

藥物，從而滿足被忽略的醫療需求。

知臨集團透過內部研發，以及與香港大學、香港理工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合作開發的藥物搜

索平台，於今年內將多個研究項目帶進人體臨床試驗階段。

知臨集團目前有三十多名員工在香港科學園的實驗室進行研發工作。除此之外，其還與二十

多位專注不同疾病領域、以香港兩所大學醫學院教授為主的外部顧問、諮詢師和臨床醫生合

作，以評估研究項目的發展和技術要求。

公司創始團隊公司創始團隊

知臨集團的專家顧問團隊成員由多個範疇的領軍人物組成，其中包括任職香港大學醫學

知臨集團  知臨集團  
Aptorum Group LimitedAptorum Group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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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中國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防疫專

家顧問團成員袁國勇教授及其所領導的藥物研發專家高一村副教授；香港大學內科學系

臨床教授孔繁毅教授；中國工程院院士沈祖堯教授團隊旗下的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黃

曦副教授；知臨集團獨立非執行董事、香港中文大學醫院營運總監胡志遠教授；香港

中文大學醫學院助理院長（入學）莫仲棠教授；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副院長（外務）

趙偉仁教授；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陳力元教授；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耳鼻喉頭頸外科

陳英權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腦神經科高浩助理教授；香港中文

大學李嘉誠健康科學研究所胡嘉麒副教授；知臨集團獨立非執行董事、香港大學法學

院 Kerry Holdings 法學教授 Douglas Arner，以及香港大學機械工程學系郭嘉威副教授。 

禤駿遠 （Ian Huen） 禤駿遠 （Ian Huen） 

禤駿遠先生是知臨集團的創辦人、行政總裁及執行董事，曾獲頒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學士

學位、香港中文大學比較與公共歷史文學碩士學位，以及特許金融分析師資格。禤先生曾於誠

興銀行（澳門）出售予工商銀行的交易中擔任財務顧問，並被委任為工商銀行（澳門）投資

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大會主席團副主席一職長達十二年。在醫療產業和投資關係的融通工作方

面，禤先生有近十七年環球資產管理的經驗，並曾在駿利亨德森集團

（前身為駿利資本）擔任研究分析員，負責美國醫療保健版塊股票的

研究工作。與此同時，禤先生擔任何鴻燊博士醫療拓展基金會的信托

委員，致力於向基金會提供諮詢意見、發展資本，以及在亞洲地區搜

羅研究資源等工作，持續與頂尖學術機構建立聯系，推動生物科技研

究和醫療產業的創新。二零二零年，香港中文大學開展醫學研究成果

轉化成臨床治療方法的轉譯研究（Translational Research），禤先生獲

任為其計劃下醫療機械人創新技術中心有限公司董事一職。研究資源

等工作，持續與頂尖學術機構建立聯系，推動生物科技研究和醫療產業的創新。二零二零年，

香港中文大學開展醫學研究成果轉化成臨床治療方法的轉譯研究（Translational Research），

禤先生獲任為其計劃下醫療機械人創新技術中心有限公司董事一職。

雷宏業 （Darren Lui）雷宏業 （Darren Lui）

雷宏業先生是知臨集團總裁及執行董事，曾獲頒蘇格蘭特許會計師協

會特許會計師資格，以及特許金融分析師資格。雷先生曾於倫敦安

永會計師事務所（Ernst & Young LLP）和巴克萊資本公司（Barclays 
Capital）工作，擔任巴克萊資本公司結構性資本市場固定收益部總

監，任內成立並發展在倫敦、新加坡和紐約的工作團隊。二零一五

年，雷先生在香港創立華金證券有限公司和華金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任董事兼負責人，經營亞洲區證券經紀、資產管理和投資業務。 

知臨集團·Aptorum Group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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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子俊 （Clark Cheng）鄭子俊 （Clark Cheng）

鄭子俊醫生是知臨集團首席醫療總監及執行董事，曾獲頒愛丁堡皇家

外科醫學院院士及美國愛荷華大學 Tippie 商學院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並曾於新加坡國立大學醫院執業，為下肢創傷病患專科醫生。鄭醫生

曾任萊佛士醫療集團（Raffles Medical Group）全職醫療行政人員，擔

任運營總監及副總經理，統籌萊佛士醫療集團在香港區的營運，以及

協助發展中國總部的業務。在社會參與方面，鄭醫生是新加坡商會的

活躍會員，並定期為香港公開大學、香港機場管理局及其他企業活動

擔任演講嘉賓。

李偉業（Thomas Lee）李偉業（Thomas Lee）

 李偉業博士是知臨集團的研發部主管，曾任諾華製藥公司（Novartis）
資深科學家、賽爾基因（Celgene）公司配方研究與開發高級科學家和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藥劑學系助理教授。李偉業博士現被香港特別行

政區政府委任為藥劑業及毒藥 （製造商牌照） 委員會成員。

公司項目介紹公司項目介紹

知臨集團透過改善人類與細菌的關係，為大眾帶來健康。集團的研發項目主要有 MELDx、
Acticule、Claves，以及 SMART-ACT 四大支柱。集團曾於高影響因子（Impact factor）的學術期

刊上發表相關研究論文，以及美國國家科學院（United State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NAS）轄下的官方學術周刊《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PNAS），美國微生物學會（American Society for 
Microbiology，ASM）轄下的 mBio® 等。

第一 MELD第一 MELD

MELDx 是由諾貝爾生理醫學獎（Nobel Prize in Physiology or Medicine）得主西德尼．布倫納博

士（Dr.Sydney Brenner）創立的快速鑑定、檢測和診斷技術（RPIDD）研發計劃，透過新一代

的非標靶基因排序方法來檢測病原體。

第二 Acticule第二 Acticule

Acticule 是知臨集團以非抗生素對抗細菌感染的藥物研發計劃，以「抗毒力」藥物治理細菌感

染。全球 MRSA 藥品市場的年複合增長率（2017-2025）為 3.2%。

知臨集團·Aptorum Group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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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Claves第三 Claves

Claves是知臨集團微生物組平台的研發計劃，以調節腸道微生物的化學信號來治療各種疫病，

由沈祖堯教授團隊旗下的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黃曦副教授主力領導。

第四 SMART-ACT第四 SMART-ACT

SMART-ACT 是知臨集團以人工智能技術搜索和再利用藥物的計劃，以針對「孤兒病」缺少醫

療支援的問題。

知臨集團·Aptorum Group Limited

ALS-4

ALS-1

ALS-2/3

项目

SACT-COV19

项目

RPIDD

项目

NativusWell®️

DOI (NLS-2)

CLS-1

CLS-2

CLS-3

NLS-1

Nativus 系列

小分子 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

有待披露 有待披露

有待披露 有待披露

临床II/III期

Claves 系列

大分子 治疗肥胖症

项目 候选项目／形式 适应症

发展阶段

 靶点的发现

及选择

先导化合物

的发现

先导化合物优

化

筹备新药临床

研究申请

试验用新药筹备

和递交
临床I期

形式 目标客戶 配方研发 商业化和销售

保健品 更年期女性

商业化

液体活检快速病原体诊断 病原体分子诊断

候选项目／形式 适应症 开发与实验 产品优化 临床验证 商业化前准备

再利用小分子

试验用新药筹备

和递交
临床Ib/IIa期

SACT 系列

SACT-1 再利用小分子

神经母细胞瘤

候选项目／形式 适应症 电脑计算发现 体外验证
现有的临床I/II期

安全性数据1 体内验证

其他癌症类型，包括结直肠癌和三阴性乳

腺癌

小分子 治疗革兰氏阳性菌感染

小分子 治疗甲型流感病毒引起的病毒性感染

治疗金黄色葡萄球菌包括MRSA引起的细菌

性感染

新冠肺炎

  先导项目    候选项目    非治疗项目

项目 候选项目／形式 适应症

发展阶段

 靶点的发现

及选择

先导化合物

的发现

先导化合物优

化

筹备新药临床

研究申请

递交临床试验

申请
临床I期 临床II/III期

Acticule 系列

小分子

項目獨特之處項目獨特之處

知臨集團的策略是為高度未滿足需求的疾病尋求「首創」的技術。有賴於香港越發進步的生

物醫藥科研環境，自有豐富的資本市場、人才資源和基礎設施對我們的研發項目提供不可或

缺的重要助力。其項目和技術均聚焦被忽略的醫療需要，以「首創」的生物醫藥科研成果滿

足醫療需求。知臨集團的研發平台通過團隊的技術和努力，使得該集團的科研計劃與其他同

類型醫療產品相比，更能突顯其獨特性和創新性。

知臨集團透過改變人類與細菌的關係為市民大眾帶來健康。其研發項目分為三個層次，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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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透過更先進檢測技術分辨細菌的類別；第二是以嶄新藥物應對有害細菌；第三是調節體內

的益菌促進健康。此外，知臨集團亦關心被忽略的病患者所需要的醫療支援，以人工智能加

快開拓適用於治理「孤兒病」的藥物。

• • PIDD 是與位於新加坡的 A*Star 合作研發，其創新的「液體活檢驅動技術」用於傳染病病

原體分子快速診斷。此技術可在專用的人工智能分析軟件上使用，或其他新一代的檢測平

台上應用，例如 Illumina 測序平台。

• • 透過針對 DNA 或 RNA 基因排序檢測的專利技術，RPIDD 可以快速識別和檢測血液中潛在

的一千多種病毒、細菌、真菌、寄生蟲，以及其他未知的病原體。RPIDD 已經開始在人

體組織樣本上持續測試和驗證。至目前為止，這項技術已經能成功檢測病毒、細菌和真菌

等病原體。與傳統的血液培養檢測方法相比，此項創新技術可以更快速和精準地檢測出病

原體，還有可能發掘出此前尚未被發現或出現突變的病原體。RPIDD 現正與新加坡等其

他司法管轄區的醫療保健供應商合作，進一步驗證和改善 RPIDD，促進商品化過程，最

終推出市場。

• • Acticule 平台的首個候選藥物，是來自香港大學醫學院微生物學系袁國勇講座教授帶領研

究的 ALS-4。金黃色葡萄球菌（S. aureus）被認為是超級細菌之一，故此被世界衛生組織

宣佈為高度優先開發藥物的治療目標。ALS-4 能用於治療金黃色葡萄球菌所引起的細菌感

染，包括多重抗藥金黃色葡萄球菌（MRSA），其特點是以抗毒力取代抗生素藥物治療，

減少了病毒有機會產生耐藥性的隱憂，是屢獲殊榮的首創口服藥物研究計劃。經多項動

物實驗研究顯示，單獨使用 ALS-4 或與萬古黴素（Vancomycin，現行治療 MRSA 的標準藥

物）一同使用，能顯著提高實驗動物的存活率。已於北美洲開始臨床一期的試驗。在北美

洲的第一期臨床試驗完成後，可望會加入中國內地和香港等地參與測試，拓展成國際多中

心的第二期臨床測試。

• • Claves 平台的研究正處於先導化合物改良階段，第一個候選藥物 CLS-1 是用於治療肥胖

症。肥胖症是一種慢性疾病，它會引起其他併發症，例如糖尿病和由 COVID19 引起的高

死亡率。 根據我們的體內數據，我們觀察到我們的 CLS-1 藥物具有顯著減輕體重的潛力，

並潛在地滿足了人類臨床試驗中肥胖患者的未滿足需求。肥胖市場的估計市場規模目前超

過 40 億美元。沈祖堯教授旗下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黃曦副教授領導的研究團隊在 Claves
已進行的初步概念驗證顯示，研究模型中高脂肪飲食習慣的實驗小鼠在用藥後兩週，體重

減少了百份之二十以上。此研究成果令人鼓舞，將會成為項目繼續研發的指標，並且有望

在人體試驗上有相同或更好的成績。

• • MYCN 是一種與神經母細胞瘤相關的生物標記。知臨集團的 SMART-ACT 平台候選藥物

SACT-1 能顯著降低 MYCN 的呈現。令人振奮的是，知臨集團的新近研究顯示，SACT-1 不

單限於應對神經母細胞瘤，還能對其他主要癌症，例如乳腺癌和肺癌，同樣具有活性。此

外，在該集團研究計劃的神經母細胞瘤體內模型中，SACT-1 能顯著減少腫瘤的體積。 

• • 近期對微生物群研究的成果，令到科學家們可以嘗試將其轉化成潛在的治療標靶「武器

庫」，用以治療各種疾病。知臨集團用創新方法，透過調節腸道菌群的化學信號來治療新



14

陳代謝相關的疾病。其原理是以不可被吸收的大分子，清除腸道內引起疾病的代謝物，防

止這些「有害」的代謝物被身體吸收並進入循環系統。隨著新的致病性代謝物不斷被發

現，知臨集團的技術有望發展成生產出七十多種應對不同疾病的候選藥物平台。 

• • 近年隨著人工智能的發展，在藥物研發的過程中運用人工智能，能更有效識別出藥物所

含的有用化合物。知臨集團專有的 SMART-ACT 平台透過篩選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FDA）已批准使用的藥物，以便在其他疾病上加以再利用。由於這些藥物原本已經通過

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安全性檢測，所以大大降低了臨床研究和臨床一期的安全性要

求，使之更便捷進入臨床二期的概念驗證。已批准藥物的安全性較完善，減低了因產品安

全問題導致的風險。現時，SMART-ACT 平台的任務是針對治療罕見疾病，是一個迅速增

長且未被滿足的醫療領域。透過知臨集團在香港科學園建立的基礎設施，以及在藥理學、

CMC、法例和知識產權等各方面的人力資源與專業知識，使我們能夠持續拓展出候選藥

物的研究空間。

影響與前景影響與前景

支持、推動及增強香港生物醫藥產業支持、推動及增強香港生物醫藥產業

1. 香港的生物醫藥產業，其產品商業化還有很大的拓展空間，左右了優質人才資源的流向，

使不少高學歷的年輕科學家轉而傾向投身學術研究。知臨集團部分的研發工作在香港科學

園進行，致力於培育才華洋溢的當地年輕科學家從事生物醫藥產業，提供讓他們充份發揮

才幹的機會和土壤。

2. 現時，香港的生物醫藥科研以前期研究為主，面對的困難和阻礙較多。知臨集團這些立足

香港、具前瞻性和潛力的創新生物醫藥研究項目，能吸引投資者的目光從中後期研究項

目，轉為發堀年輕且具有創新性的研究項目，有望協助香港營造更繁盛的生物醫藥科研環

境。 

3. 此外，我們還與其他本地大學合作，繼續在香港拓展可持續的生物技術中心和研發環境。

政府扶持計劃政府扶持計劃

• • 知臨集團是一家相對年輕的公司，我們針對細菌所開展的多項研究計劃環環相扣，完善整

個治理細菌感染的過程，重塑人類與細菌的關係，為市民大眾帶來健康。

• • MELDx 研發計劃的成果（RPIDD）能透過比較病人樣本和資料庫紀錄，在一天內得出檢測

結果，並且能偵測出細菌以外的病毒、真菌和寄生蟲等其他致病源頭，甚至能檢驗出變種

知臨集團·Aptorum Group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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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病原體。前此的血液培養檢測法需時三至五天，而且需要檢測人員的判斷協助，才能

找出病原體。RPIDD 將能提供更快速和準確的檢測方法，並預測病原體的變異，作出及

時的應對。

• • 我們多個研發計劃平台，正拓展超過十個具有挑戰性的疾病領域藥物研發計劃。我們已經

在二零二一年開展多項包括 ALS-4 和 SACT-1 在內的人體臨床試驗。

知臨集團·Aptorum Group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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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成立背景公司成立背景

作為博泌生物（Carmine Therapeitics; https://www.carminetherapeutics.com/）的聯合創始人之一，

史家海博士於 2010 年至 2015 年在 Harvey Lodish 教授的實驗室（麻省理工學院）擔任博士

後。在博士後期間，史博士發明了一種人類紅細胞（RBC）作為多種有效載體，特別是體內蛋

白質有效藥物載體的專利。基於這一技術，Harvey Lodish 教授分拆成立了 Rubius Therapeutics
（https://www.rubiustx.com）公司。

在 2015 年加入香港城市大學後，史博士與黎月明博士（Dr. Minh T.H. Le） 合作，發明了另一

種通過人類紅細胞外囊泡（EVs）遞送核酸藥物的技術。這項基於香港城大的專利與麻省理工

學院的前一項專利（RBC）在根本上有所不同。在新專利的基礎上，史博士、黎博士與 Harvey 
Lodish 教授和藝思高創投科技（Esco Ventures）（新加坡藝思高集團旗下生命科學領域投資

機構）合作，建立了以 RBCEV 為重點的非病毒基因療法的博泌生物 Carmine Therapeutics。

公司創始團隊公司創始團隊

博泌生物的創始團隊包括：史家海博士（Dr.Shi Jiahai）、黎月明博士（Dr.Le Minh）、哈維·洛
迪什教授（Professor Harvey Lodish）、Esco Ventures。 

公司項目介紹公司項目介紹

Carmine Therapeutics 正在開創一種基於其 REGENT™ 技術的新療法，通過在實驗室內製造在

正常的 O 型陰性人類紅細胞中產生同種異體的細胞外囊泡（RBCEV），可以有效地將其有效

載荷傳遞給培養的細胞以及體內的組織和腫瘤（這一技术平台背後的基礎工作於 2018 年首次

博泌生物博泌生物

Carmine TherapeuticsCarmine Therapeu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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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Nature Communications》）。這一療法的重要突破是非病毒基因療法。與基於腺相關

病毒（AAV）的基因療法相比，基於紅細胞外囊泡的基因療法或可重複給藥，其基因有效載

荷能力顯著提高（超過 11KB），並通過紅細胞外囊泡表面修飾增強靶向組織的生物分佈。

項目獨特之處 項目獨特之處 

博泌生物的核心技術聚焦於以紅細胞外囊泡（RBCEV）為體內核酸藥物載體，屬於市場首創。

主要表現為：

1. 人類紅細胞外囊泡 （RBCEV） 是由人類紅細胞 （RBC） 自然產生的，並且能在我們的體

內循環流通。

2. 人類紅細胞外囊泡 （RBCEV） 具有非免疫原性，並且具有較大的有效負載能力（RBCEV
可以有效載入高達 1 萬個堿基的核酸），這使其成為一種高效的遞送系統。

3. 工程化的 RBCEV 靶向特定的細胞組織。 

4. 與其他基因療法相比，人類紅細胞外囊泡具有在生產製造方面的優勢。

影響與前景影響與前景

1. 博泌生物已從香港城市大學獲得專利許可和前期的資助費用，用於支持大學知識轉移和相

關初创發展。博泌生物的使命是使遺傳藥物廣泛可及並滿足患者未滿足的醫療需求，亦有助

於推動提升全人類的福祉。

2. 博泌生物的技術將被開發成針對多種疾病的基因療法，包括癌症、罕見疾病、地中海貧血

和許多其他疾病，對於未來為這些疾病提供新一代療法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3. 博泌生物已與武田公司在 2020 簽訂價值可高達 9 億美元的交易，用於共同開發兩種基因療

法。該公司於 2019 年成立時獲得了百時美施貴寶（Bristol-Myers Squibb）授予的 LabCentral 生
物孵化器“金票獎＂。隨後，其被 Fierce Biotech 選中成為 2020 年“15 強＂生物技術公司之

一。到目前為止，博泌生物已籌集了近 1000 萬美元的投資。

政府扶持計劃政府扶持計劃

對於技術發展，史家海博士的香港城市大學研究團隊和博泌生物獲得了來自應用研究資助

博泌生物·Carmine Therapeu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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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ed Research Grant, ARG）的研究資金和 HK Tech 300 种子基金的支持（香港城市大學）、

傑出青年學者計劃（ECS），（香港大學資助委員會），以及醫療衞生研究基金（HMRF）
的資助。博泌生物同時還是香港特區政府創新科技署創新及科技支援計劃（ITSP）的種子項

目，亦得到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NSFC）、深圳市科技創新委員會和香港地中海貧血兒

童基金會的支持。

博泌生物·Carmine Therapeu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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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成立背景公司成立背景

晶准生物醫藥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晶准醫學」）成立於 2018 年，公司總部位於香港，

於深圳、長沙、重慶均設有子公司。晶准醫學的核心技術由香港城市大學的科研成果轉化而

來，專注於液體活檢技術用於癌症的早期篩查和疾病管理，是集研發、生產、銷售，以及分

子檢測服務為一體的高新技術企業。公司利用國際先進、自主知識產權的微流控晶片技術與

核酸檢測技術，率先推出“全方位高精準低成本腫瘤液體活檢解決方案＂，致力於提供高效

和精準的個體化腫瘤液體活檢產品和服務，減輕腫瘤病人痛苦，提高患者生存質量，實現腫

瘤早診早治。

公司核心團隊公司核心團隊

公司核心團隊包括香港城市大學楊夢甦教授實驗室畢業的徐濤、鄒恆、余瑋健三位博士，具

有多年體外診斷產品開發經驗的傅華陽先生、具有生物科技創業經驗的黃園女士、以及具有

多年醫藥行業管理經驗的王宇新先生。楊教授作為聯合創始人及科學顧問，具有多年的生物

科技成果產業化經驗，曾經先後參與創辦多家生物科技公司，包括港龍生物和香港首家生物

科技獨角獸 Prenetics。

晶准生物醫藥集團有限公司晶准生物醫藥集團有限公司

Cellomics Holdings LimitedCellomics Holdings Limited

診斷 / Dia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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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項目介紹公司項目介紹

液體活檢對於腫瘤精準診療具有重要臨床意義，是近年來生物醫學行業中非常熱門的領域之

一。所謂液體活檢就是利用人體體液（血液、體液等）作為樣本來源檢測獲取相關疾病信息

的技術，是一種非侵入式的測試，可以監測腫瘤或轉移灶釋放到血液或體液的循環腫瘤細胞

（CTCs） 、循環腫瘤 DNA （ctDNA）、循環 RNA（Circulating RNA）和外泌體，是檢測腫瘤、

輔助治療的新興病理檢測手段，並能與下游基因診斷相結合，包括二代測序（NGS）、數字

PCR 等先進的分子診斷技術，推進個性化醫療。

晶准醫學利用先進的微流控晶片技術平台和數字 PCR 核酸檢測平台，以腫瘤液體活檢三大目

標檢測物 CTC，ctDNA 和 miRNA 為目標，為腫瘤精準診斷提供全面的檢測資訊，對促進精準

醫療的應用以及推動生命科學、分子診斷和醫學研究等方面將產生十分積極的影響。

1. 高靈敏的微流控循環腫瘤細胞分選平台1. 高靈敏的微流控循環腫瘤細胞分選平台

研究表明，外周血 CTC 存在於乳腺癌、肺癌、前列腺癌、結直腸癌、胃癌和卵巢癌等多種惡

性腫瘤中，與患者的臨床分期、無進展生存期、總生存期、藥物療效以及早期復發和轉移均

密切相關，對外周血中 CTC 的檢測和分析有助於早期發現腫瘤的微轉移、監測術後復發、評

估療效及預後，以及選擇合適的個體化治療。CTC 作為完整的細胞，包含有豐富的蛋白和基

因等資訊，關於 CTC 的研究除了計數和分型，還可以進行一系列下游分析，包括基因檢測、

靶蛋白檢測、單細胞測序等。

晶准生物醫藥集團有限公司·Cellomics Holdings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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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流控技術因其高度集成化及時空操控性強等優勢，為液體活檢中的循環腫瘤生物標誌物的

靈敏特異檢測提供了創新技術方法，為癌症的早期診斷與治療提供新的有效手段。晶准醫學

基於微流控晶片技術原理的 CTC 篩分技術，將 CTC 的捕獲率提高到 98% 以上，再結合多重

熒光抗體對 CTC 進行高靈敏度、高特異性地篩分鑑定。本項目研發的 CTC 篩分方法，能保持

細胞的完整度和活性，篩分出來的 CTC 能很好地相容於下游蛋白檢測、基因檢測等分析。目

前該技術平台的第一代設備以及相關試劑盒已經獲得 NMPA 註冊進入市場。

2. 高精準的微流控數字 PCR 檢測平台2. 高精準的微流控數字 PCR 檢測平台

臨床 ctDNA 的檢測需要靈敏度較高，目前比較適用的技術包括數字 PCR 技術和結合單分子

編碼的 NGS 技術，靈敏度分別可以達到 0.01% 和 0.05% 左右。晶準醫學的“晶點＂微滴數

字 PCR 技術，可有效適用於腫瘤的早期篩查、靶向藥物指導、耐藥檢測及腫瘤負荷實時監控

等。該全球首創“無晶片＂微滴式數字 PCR 設備，具有如下特點：數據點高達 10 萬，置信

度高、有利於罕見突變檢測、動態範圍高達 10^6；操作簡便，原位生成、原位反應、原位讀

取數據。該數字 PCR 檢測技術可同時檢測 DNA 和 RNA 兩種類型的範本，包括基因突變、基

因擴增和基因融合三種類型的基因變異，包含了已認證的指導腫瘤用藥的基因突變檢測。目

前該技術平台的第一代設備以及相關試劑盒已經獲得 NMPA 註冊進入市場。

晶准生物醫藥集團有限公司·Cellomics Holdings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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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多重 miRNA 腫瘤檢測技術用於腫瘤診斷3. 多重 miRNA 腫瘤檢測技術用於腫瘤診斷

在肺癌、乳腺癌、鼻咽癌、淋巴瘤、胰腺癌、結直腸癌和肝癌等常見癌症中發現，特定血清

miRNA 的表達高低可用於疾病的早期篩查、診斷和療效跟蹤。晶准醫學的科研團隊發現，可

以將十幾乃至數十個 miRNA 編為一組 Panel，通過一系列演算法和計分機制來實現有效的癌

症早篩早診，以及預後診斷。晶准醫學的產品研發管線包括一系列多重 miRNA 腫瘤檢測技術

用於腫瘤診斷，在結直腸癌、肝癌和卵巢癌等領域已經啟動相關的大規模臨床研究。

港深協同創新港深協同創新

晶准醫學先後獲得 2019 年日內瓦國際發明展金獎、亞洲國際創新發明展大獎，2020 年入選

德勤高科技高成長明日之星企業、2021 年入選 KPMG 粵港澳大灣區生物科技企業 50 強。公

司成立以來，先後獲得香港特區政府 TSSSU 和科學園培育計畫資助，亦獲得數千萬美元天使

投資和風險投資，目前公司股東包括知名的風險投資與私募基金、以及在香港和深圳上市的

生物醫藥公司。

晶准醫學團隊成功將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科研成果進行轉化，在香港科學園生物科技孵化器

建立研發實驗室，並在深圳坪山區國家生物醫藥園區建立生產基地，實現深港科技創新創業

的協同發展。經過三年多的努力，開發了循環腫瘤細胞篩分儀和晶片產品、以及一系列適用

於腫瘤液體活檢的免疫和核酸檢測試劑盒，建立了以循環腫瘤細胞 CTC 為核心的腫瘤個體化

診斷全流程產品管線。完成了第一代醫療器械和體外診斷試劑產品的開發、中試、生產，於

2019 年底獲得 NMPA 註冊，實現儀器和晶片、核酸檢測試劑的市場銷售。目前還有一系列應

用於腫瘤篩查和診斷的創新液體活檢產品在研發、臨床驗證和註冊申報中。

晶准醫學以內地和港澳青年組成的博士團隊成員為核心，與海內外包括港澳高校和科研機構

深入合作，打造腫瘤精準診斷的先進的國際核心網絡，助力粵港澳大灣區的生物醫藥產業發

展，為推動國家精準醫學領域的發展做貢獻。

晶准生物醫藥集團有限公司·Cellomics Holdings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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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雅高生命科技有限公司（下稱「達雅高」；http://www.diagcorlifescience.com）是一間扎根于

香港本土，集「研發、生產、產品注册、海外銷售」全面功能性體外診斷（IVD）器械及試劑

產品的生物科技公司。

公司成立背景公司成立背景

自 2006 年公司成立以來，達雅高一直致力於開發針對市民身心福利相關的各種基因檢測來為

更健康的社區謀福祉。達雅高作為“導流雜交技術（Flow-through Hybridization）＂的全球領

導者，提供與 DNA 和 RNA 分析有關的一系列產品，解決方案和服務。 

為致力追求產品質素強化生產過程管理，達雅高於 2013 年起得到國際認可之質量管理體系

ISO13485 及 CE-IVD 認證涵蓋體外診斷（IVD）設計和製造以確保產品質量，並已完善建立产

品銷售網絡，於世界各地銷售分子診斷試劑及儀器，為各地市民作出貢獻宣揚香港本土科技。

達雅高已在世界各地協助建立高性能的分子診斷實驗室，為拉丁美洲、歐洲、中東和東南亞

的臨床診斷市場提供服務。

達雅高以新亞生物科技集團（https://www.pangenia.com）作為本地基石，將研發之分子診斷技

術融合本地檢測網絡服務，紮根香港生物醫藥領域，奉獻市民。新亞生物科技集團作為香港

分子診斷領域的領導品牌，致力於提供一站式分子診斷檢測服務，在本地生物技術行業中佔

有最大的市場份額，是香港首間私人分子診斷醫學檢驗實驗室。

達雅高生命科技有限公司達雅高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DiagCor Life Science Limited DiagCor Life Science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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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創始團隊公司創始團隊

公司項目介紹公司項目介紹

1. 達雅高 33 種人乳頭瘤病毒基因檢測試劑 – GenoFlow1. 達雅高 33 種人乳頭瘤病毒基因檢測試劑 – GenoFlowTMTM HPV Array Test Kit HPV Array Test Kit

• • 達雅高人乳頭瘤病毒基因檢測試劑是少數能滿足世界衛生組織 （WHO） Labnet 能力測試

之一，歷年測試結果顯示準確度達 100%。這種導流雜交檢測試劑盒可以從基於液基細胞

學宮頸標本中獲得 33 種 HPV（人乳頭瘤病毒）基因分型檢測結果。這是第一個帶有通用

探頭的 HPV 檢測試劑，通用探針可捕獲幾乎所有人乳頭瘤病毒類型，是最全面的人乳頭

瘤病毒檢測方法。當發現新的高風險病毒基因型時，該檢測試劑可以識別出具有持續感染

的患者，也可識別其它檢測試劑可能會漏掉的 HPV 分子，亦能正確地反映當前患者是否

感染了未知的人乳頭瘤病毒類型。 

• • 根據所使用的儀器，每個消耗品檢測試劑盒可以篩查約 32 位患者。與兼容儀器一起使用

時，可以對 HPV 進行快速、準確、經濟高效的篩查，以鑑定患者中的高危宮頸癌。該測

定法是目前實現目標分子中等分辨率鑑定的最快的，最具成本效益的方法。

• • 一個簡單的檢測可以獲得 17 種高危 HPV 基因型，16 種低風險 HPV 基因型，及檢測罕見

的 HPV 基因型結果。獨特的是，此 HPV 檢測避免了僅針對 16 和 18 型 HPV 進行檢測所

帶來的危險。對於從事 21 至 65 歲女性健康的從業者特別有價值。 

2. 達雅高 11 種常見性病病原體基因檢測試劑 - GenoFlow2. 達雅高 11 種常見性病病原體基因檢測試劑 - GenoFlowTMTM STD Array Test Kit STD Array Test Kit

• • 這種導流雜交檢測試劑盒應用於液態的細胞樣本，拭子或尿液樣本，可經濟高效地從單個

達雅高生命科技有限公司·DiagCor Life Science Limited 

事分子診斷，探索一系列潛在的 DNA 和 RNA 分析服務。在精於生物技術之科學家和高管團

隊的領導下，達雅高積極與世界各地的產、學、研、官合作，努力保持實用生物科學的前沿

地位，並提升公眾對生物醫藥領域的認識與理解。

達雅高由香港著名的分子診斷研究人員和譚榮安教授創立並擔任主

席，目前擔任董事長。譚教授是香港大學生物化學系榮休及榮譽教

授，亦在生物技術和診斷領域擁有 30 多年的研究和教學經驗。他更

是 DNA 研究領域的先驅之一，研發並獲得了“導流雜交技術＂的專利

（US 7,732,138 B2）。譚教授致力於發展香港甚至中國的生物科技，

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支持下，他成立和訓練了一班來自中國和亞太

地區的科學家進行重組 DNA 研究以擴展核心技術應用至更多目標基

因檢測。  達雅高的研究團隊由多位生物科學領域的專家組成，專門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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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本中檢測出 11 種常見的 STD 病原體作高效性病篩查。

• • 篩選 11 種常見 STD 的高效方法，包括沙眼衣原體（CT）、

淋病奈瑟氏球菌（NG）、生殖器支原體（MG）、解脲脲

原體（UU）、微小脲原體（UP）、陰道毛滴蟲（TV）、

人型黴漿菌（MH）、人乳頭瘤病毒 HPV 6 型、人乳頭瘤

病毒 HPV 11 型、皰疹病毒 1 型和皰疹病毒 2 型。根據所

使用的儀器，每個檢測試劑盒可以篩查約 48 位患者。測

定法與兼容儀器一起使用，是目前實現目標分子中等分辨

率鑑定的最快，最具成本效益的方法。

• • GenoFlow™ 陣列檢測兼容達雅高 FTPRO 自動導流雜交設備。該平台除具有自動操作外，

還採用了專利的導流雜交技術。其複雜的設計極大地提高了檢測和診斷流程的質量。該導

流雜交設備是 DNA 分析中的關鍵組成部分，可大大提高樣品通量。

• • 該試劑盒對於從事性活躍成年人健康的從業者及進行性病研究的實驗室與研究人員特別

有價值。

3. SARS-CoV-2 快速檢測試劑 – GenoScreen3. SARS-CoV-2 快速檢測試劑 – GenoScreenTMTM SARS-CoV-2 RT-qPCR Kit SARS-CoV-2 RT-qPCR Kit

2019 年全球爆發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達雅高即時將香港大學醫學院團隊發布的有關

生物技術（即時定量聚合酶連鎖反應快速測試）相關參考資料進一步優化，以作為擴大本地檢

驗測試提供即時的生物科學應用。達雅高已透過新亞生物科技集團為本地企業客戶提供檢驗

測試。另外，達雅高將以國際認可之生產標準 ISO13485 及 CE-IVD 以及完善的銷售網絡，計

劃於世界各地外銷所研發之分子診斷試劑盒，為各地市民之

健康作出貢獻，宣揚本土科技。理解到本地的生物技術產業

從新知的吸收、科技的合併運用及致產品研發推廣的整體運

行方面仍有極大發展空間，因此在未來規劃上，達雅高除了

在固有的生產標準下漸進轉用一體化設備提高產能外，我們

亦將透過產、學、研、官合作，致力培育及訓練相關的專業

人才，以期能迅速地將趨勢新技術投入於產品開發。目前，

除達雅高的研究團隊努力研發外，我們正積極接洽香港大學醫學院研究團隊以促成流行病之

長期產、學合作，以期能即時應對如 COVID-19 或其變種病毒等全球突發性疫情。

達雅高生命科技有限公司·DiagCor Life Science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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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自動化機械研發及改善4. 自動化機械研發及改善

為進一步強化“導流雜交技術＂，達雅高現以研發及改善自動化機械為目標，與香港特別行

政區政府於 2000 年成立的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下稱「應科院」）合作，探討人工

智能及大數據科研、智能製造之潛在項目，改善機器人液體處理系統，達致自動標本處理和

試劑轉移，檢測結果分析，以使更多本地優質實驗室能向香港及其他地區市民提供分子診斷

服務，藉此提升香港在該領域的核心競爭力。 

5. 即時檢驗 – Point of Care Testing （POCT）5. 即時檢驗 – Point of Care Testing （POCT）
目前有兩種即時檢測（Point of Care Testing，POCT）設計：目前有兩種即時檢測（Point of Care Testing，POCT）設計：

• • 項目一：是項即時檢測是一個以脫氧核糖核酸為基準的性傳染疾病檢測一體化裝置 , 具有

便攜和易於使用的功能 , 可以用於自我檢測或家庭監控。其原理基於晶片實驗室，包括樣

品處理、擴增、反應和檢測 , 樣品製備主要由微流控完成。完成的產品易於民眾知悉結果

及分析，使其在性傳染疾病分子診斷領域上具有通用性。其獨特之處在於，能處理多重步

驟，集輕巧與易使用於一身，目前在市場上未有相似的產品出現。

• • 項目二：是項即時檢測是應用於性傳染疾病分子診斷的即時檢測集成系統。它建基於快速

擴增技術及建立晶片自動設備，可在短時間內測試多路信號，同時在約三十分鐘內檢測出

多達十種的性病病原體包括細菌、病毒和寄生蟲等。現時所運用的脫氧核糖核酸擴增技術

的檢測是集重要步驟為一體的診斷產品，可提供準確結果，但是所需測試時間較長，且工

序較為複雜。

  �� “即時檢測＂測試有助於工作人員在診斷患者病情或監測治療反應時，能夠做出快速診斷

和治療決定。通過簡化檢測流程使臨床醫生和醫護人員可以專注於為患者提供有效、高品

質的護理。當前的設計在臨床診斷上的另一應用及優勢是提供讓市民進行醫學自檢的目

標。即時檢測（POCT）可以在診斷、治療選擇、監測、預防決策以及資源利用等過程中

更快地做出臨床決策。

  �� 即時檢測的技術包含了分子測試平台的硬體設備，可以套用相似的原理並應用於其它病原

體檢測；除了性傳播感染外，該測試平台還可以修改其設備，在較短的時間內開發用於篩

選其他疾病，例如甲型和乙型流感病毒等。 

6. 代工生產 - OEM6. 代工生產 - OEM

運用國際認可的生產標準 ISO13485 及 CE-IVD 產品認證之本地生產線，以及本公司完善的海

外銷售網絡，達雅高與內地其它有關業務領域的企業進行合作，以 OEM 代工生產儀器及試劑

的形式，協同拓展業務，為香港及內地企業帶來營商機遇。

達雅高生命科技有限公司·DiagCor Life Science Limited 



27

項目獨特之處項目獨特之處

專利的“導流雜交技術＂和即時檢測（Point of Care Testing，POCT）的技術是市場首創的。

雜交是分辨 DNA 和 RNA 分析中必不可少的步驟。達雅高靈活運用所獲專利之導流雜交技術

混合平台，改善了即時定量聚合酶連鎖反應，以同時測試多個目標基因。該技術簡化了實驗

室工作流程，並減少了開銷，以達致更廣泛實驗室應用。另一方面，經過優化的即時定量聚

合酶連鎖反應快速檢測，可作為技術平台進行開發用於篩選其它疾病測試，例如甲型和乙型

流感病毒等。

該技術目前以專利的導流雜交技術盡量簡化工作流程，以自動化機械研發及改善為要領。我

們期待在短期內提升更新至新一代檢測平台，以達至更廣泛地應用於實驗室之目的。

影響與前景影響與前景

1. 支持、推動及增強生物醫藥產業1. 支持、推動及增強生物醫藥產業

作為本地分子診斷技術行業領導，達雅高透過產、學、研、官合作，使所研發之產品達到國

際認可之標準，如 ISO13485, CE-IVD 產品認證等，定能有效倡導香港同業與內地其它有關業

務領域的企業合作，達致協同效應，實現業務拓展。優良的品質管制及完善銷售網絡，定能

成為同業榜樣，使更多優質的香港生物科技企業獲益。如前所述，理解到本地的生物技術產

業從新知的吸收、科技的合併運用及致產品研發推廣的整體運行方面仍有極大發展空間。達

雅高對業務合作一直抱持開放態度，包括推動共同研發、技術轉移、技術擴展及升級、合作

生產等互利共贏營商策略，及透過技術交流及分享建立一體化產業鏈之經驗，聯繫更多香港

及內地其它企業，定能為相關產業帶來營商機遇。

2. 其它影響2. 其它影響

達雅高旨在分子診斷中進行創新，並鼓勵研發與生產、商業實驗室和營銷團隊之間進行緊密

合作。通過將研發知識與商業實驗經驗相結合，我們可以嚴格的製造工序快速開發出具有強

大市場潛力的成熟產品。我們致力培育及訓練相關的新一代科技人才，以期能迅速地將新技

術投入於產品開發。除達雅高的研發團隊努力外，我們正積極接洽本地大學研究團隊及廣東

省三甲醫院以促成長期合作關係。通過不斷提升檢測系統、技術和人才，為粵港澳大灣區生

物科技產業的發展注入原動力。

為達致更廣泛的實驗室應用，達雅高還與粵港澳大灣區、國外科研精英團隊和大學機構合作

進行更多創新應用，如增加樣本類型應用以方便使用者進行分子診斷測試。在宮頸癌篩查和

癌症前體治療中，人乳頭瘤病毒（HPV）的檢測已變得越來越重要。世界衛生組織發表的篩選

和治療宮頸癌前病變預防指南及香港婦產科學院發表的宮頸癌預防和篩查指南，建議對 HPV

達雅高生命科技有限公司·DiagCor Life Science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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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篩查，以進一步評估異常的巴氏試驗或在治療癌前病變後進行監察和治療。美國癌症協

會建議將 HPV 檢測作為宮頸癌篩查的首選檢測方法。要有效地預防 HPV，其中一個方法是提

高婦女的參與率；除了傳統臨床採樣檢測，HPV 自我採樣檢測是一個大趨勢，目前許多國家

包括荷蘭、英國及中國等都非常重視。達雅高也在香港宣傳和推廣 HPV 自我採樣檢測工具作

篩查，以普及 HPV 篩查，從而惠及更多女性，更長遠的發展是研發具有顯示病毒致癌基因活

性的檢測試劑。GenoFlowTM 人乳頭瘤病毒的高危型和陣列測試皆能在分診的替代策略發揮很

大的作用，有助於對 HPV 陽性女性群體的判斷及風險分層，可以有效地減輕高負擔的醫療開

支和轉診。目前，此技術透過自動化器械之設計，提高了檢測和診斷體驗的質量和通量，更

會以全面自動化操作作為發展目標。檢測試劑及器械將向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NMPA）申請

進口醫療器械有關的註冊，以應用於中國內地相關領域市場。

政府扶持計劃政府扶持計劃

1. 達雅高已得到兩個由香港特區政府創新科技署創新及科技基金支持之“企業支援計劃

（ESS）＂及“夥伴研究計劃 （UICP）＂。達雅高亦得到“再工業化及科技培訓計劃 （RTTP）＂

及“研究人才庫 （RTH）＂的支持，用於優化及促進公司技術研發和人才培訓，達到提升研

發與生產項目創新之目標。

2. 達雅高現正申請香港特區政府推出的“BUD 專項基金＂以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NMPA） 方
案規定的國家標準管理為標準，將產品進行註冊申請。務求將研發之分子診斷技術貢獻我國

同胞並宣揚本土科技。該計劃旨在拓展內銷，從而提升產品在內地的競爭力，促進在內地的

業務發展。同時，通過實施宣傳及推廣活動以開發銷售及分銷渠道，以得到合規產品以作出

售，增加產品在內地的競爭優勢從而提升短期及長期的競爭力。此外，其應科院的潛在項目

亦將會申請香港特區政府創新科技署創新及科技基金之“投資研發現金回贈計劃 （CRS）＂ 
以獲進一步支持。

達雅高生命科技有限公司·DiagCor Life Science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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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成立背景公司成立背景

康嶺有限公司 （下稱「公司」） 成立於 2014 年。公司的目標是創建一個相宜的快速病原體檢

測平台，以檢測多種病原體。食源性病原體檢測是公司產品開發路線圖的第一步。在過去的 6
年，公司一直專注於食源性病原體的檢測，例如大腸桿菌、沙門氏菌、O-157 和諾如病毒。為

了減少食品行業主要關注的檢測過程的成本和時間，檢測系統使用快速熒光偏振 （“FFP＂）

作為識別樣本 DNA / RNA 的方法。

FFP 檢測技術不限於食源性病原體。目前，公司正在擴大至如傳染病等其他領域的病原體檢

測。從長遠來看，該檢測平台能夠通過使用不同的感應劑來檢測各種類型的病原體。此外，

公司正在開發一種手提式檢測設備，該設備可以提供現場快速檢測結果。

公司創始團隊公司創始團隊

公司創始人兼董事長周博裕博士在製造、市場營銷和金融服務的

上市公司擁有超過 25 年的管理經驗。周博士運用資深的管理經驗

領導著由 10 多位研究科學家組成的研究團隊。周博士特別在生命

科學領域的投資方面擁有豐富的經驗。他在生命科學領域的投資

項目包括用於治療的醫療設備、藥物開發和可穿戴生理監測設備。

他的國際投資項目涉及從大中華地區到美國不等的地區。他獲得 4
個博士學位，其中包括香港城市大學的分子生物學哲學博士學位。

其中一位關鍵的高級研究科學家是青柳哲次博士（“青柳博士＂）。青柳博士是一名專門研

究激光光學系統的日本科學家。 他把微軟認可的世界一流光學技術帶到公司。他憑藉在光學

技術方面的豐富知識，提出了將 FFP 用於病原體檢測的想法。青柳博士向周博士介紹了他的

想法後，周博士便與青柳博士展開合作關係，利用青柳博士專長的光學技術開發病原體檢測

平台。

康嶺有限公司 康嶺有限公司 
Health Peak Limited  Health Peak Limited  

青柳哲次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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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項目介紹公司項目介紹

公司致力於利用最先進的現場 DNA/RNA 檢測 FFP 技術進行病原體檢測系統的研發。RPA 試

劑首先與樣本和 RNA 提取劑混合。大約 10-15 分鐘後，操作員將測量熒光偏振，以確定樣本

病原體為陽性或陰性。

總括而言，檢測過程是一個簡單及快捷的過程。

項目獨特之處項目獨特之處

公司正在使用一種獨特的、創新的 FFP 檢測方法來替代現有的 PCR 檢測系統。病原體檢測系

統通常使用聚合酶鏈反應（PCR）來檢測基因內的序列。儘管 PCR 檢測方法是最廣泛使用的

診斷檢測方法之一，但所需的檢測時間比 FFP 所需的檢測時間長得多。而且，PCR 檢測方法

的成本高於 FFP 檢測方法。因此，FFP 提供了另一種高靈敏度、高速度但低成本的病原體檢

測測試方法。

影響與前景影響與前景

目的研發涉及香港和日本的設施和團隊成員。港日合作促進了香港生物醫藥領域的發展。香

港的研究人員亦能夠從日本團隊獲得專業知識。

另外，該檢測裝置通過使用非 PCR 方法以快速且經濟的方式檢測病原體。這滿足了中國市場

上不斷上升的病原體檢測需求。

該系統使用 RPA DNA 擴增和熒光偏振度測量來檢測 DNA 序列。因此，該檢測裝置不僅能夠

檢測食源性病原體，例如大腸桿菌、沙門氏菌、O-157 等，而且還能夠檢測新出現的病原體，

例如 COVID-19。

公司一直在研究病原體檢測系統，以檢查和測量食品中的病原體。隨著 COVID-19 的爆發，公

司正在開發一種快速準確的 FFP 檢測方法來測量 COVID-19。該技術專門針對即時檢測，這意

味著可以在現場進行測試及得知結果。

從長遠來看，該檢測設備提供了一個多維平台，可以精確地測量各種類型的病原體，使用新

的感應劑設計以適應病原體的基因序列，而成本低且時間短和無需更改硬件。最終，可以使

用檢測平台檢測食源性疾病、傳染病、化學殘留物。

康嶺有限公司·Health Peak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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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扶持計劃政府扶持計劃

• • 創新科技署已批准公司公營機構試用計劃（為在香港防控 2019 冠狀病毒而設的項目特別

徵集 ）（“PSTS-COVID-19＂）的申請。

• • 香港城市大學生物醫學系講座教授楊夢甦教授為項目的合作者。

• • CMA 檢定中心已同意驗證檢測設備的原型。 

• • 公司正在為 FFP 檢測技術申請專利。

康嶺有限公司·Health Peak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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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生物節律研究院有限公司總部於 2019 年 3 月在香港成立，2020 年入駐香港科學園，公

司通過 VIE 架構，合併了近 20 年研究歷史的上海團隊和研究機構

公司成立背景公司成立背景

公司来香港的起源是：攜多年夢想而來，從愛上香港開始，改變世界

—開始爱上香港是由於我的—位醫學院朋友，他是老香港人，從醫近 50 年，接近半個世紀，

很年轻時離開香港，到美国 學習婦產科學，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终身教授。之俊他毅然回到

香港，在港安醫院婦產科工作近 30 年。他很爱香港，雖然今年已超過 75 歲高齡，仍然希望

盡可能用多一點時間告訴他的病人如何懂得一個健康的生活方式，減少婦科類疾病，包括乳

腺癌的發生。

2017 年時，他很喜戳我所從事的研究项目，對癌性發熱產生的生物節律作為一個 Bio-Marker
的疾病診斷方式，他  有濃厚興趣，所以投資了 100 萬美金。

到了 2018 年秋天，他來找我，希望我也愛上香港，從這裡起步開拓國際市場，那時我對香港

既熟悉又陌生，抱著試試看的心態，在香港安定下来。有—次他告拆我，香港主板市場上的生

物醫藥板塊－ 18 章 A 的上市機會應該是成功發展我們的項目，實現我 20 多年夢想的最佳機

會和途徑。彼時上海證券交易所“科創板＂尚未推出，對於耗資較大且研發週期動輒十年以

上的生物科技研發項目，中國大陸尚缺乏有效的支持“土壤＂。我的這位朋友很理解我，懂

得我的期望是能夠把這種生物節律預警和診斷技術實現家庭化（居家無創診斷）。我們都知

道這將會改變診斷世界，改變以往人們單純依靠醫療機構每年定期檢查發現及早篩疾病的現

狀，從而發展成為又一條依靠人工智慧的家庭化早篩技術，將我們常見的疾病先兆（前兆、

預兆）通過一個集生物工程技術、臨床醫學、人工智慧及大數據為一體的系統進行探查，形

成一種早期篩查新模式及路徑。

香港生物節律研究院有限公司香港生物節律研究院有限公司

Hong Kong Biorhythm R&D Company Limited  Hong Kong Biorhythm R&D Company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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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機會，加上嚴謹的做事文化，以及嚴格的商務邏輯、法律體系，也使我漸漸愛上了香

港。當然還有更重要的影響是我的聯合創始人，她很早在英國劍橋 MBA 畢業，依優才計畫

進入香港，負責我們公司在香港的早期業務，她的親身體會也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我最終的決

定。目前在我們入駐科學園，公司即將滿 2 年之際，當我們認為將符合或者接近 18 章 A 上市

的一些基本要求時，我們認識了香港生物醫藥創新協會的創辦者盧毓琳教授，盧教授是一位

具有偉大見識而高明的人，他的見識和經歷，以及做事的風格都體現了他高尚的格局及對香

港的熱愛。他無私地幫助我們，給了我們很多地指引。這兩位老大哥愛香港的程度都深深感

染了我，也希望我能通過我的平台，帶動身邊的一部分青年人一起更愛上香港。

公司創始團隊公司創始團隊

邵岩博士 董事会战略顾问邵岩博士 董事会战略顾问

曾任遠大醫藥 CEO，經 13 年將其從市值不到 2 億發展為 280 億港幣的綜合性國際化企業。

在資本市場的投資併購，在醫療產業細分行業佈局以及產業合作夥伴發展等多有建樹，被媒

體譽為“醫藥界併購天王＂

吳軍 首席執行官 ( 中國大陸 )吳軍 首席執行官 ( 中國大陸 )
在保險領域有超過 20 年的企業管理經驗，曾在香港 AIA 亞太總精算師、全球第三大再保險公

司擔任健康險總經理

劉豔 聯合創始人、首席執行官 ( 集團香港 )、首席市場官劉豔 聯合創始人、首席執行官 ( 集團香港 )、首席市場官

英國劍橋大學 MBA，在醫療領域超過 20 年市場運營、臨床研究、企業管理經驗，在國際 500
強企業（強生、諾華、複星）任職高管及副總裁

吳澤森博士 醫學總監吳澤森博士 醫學總監

曾任康達醫藥科技、長江生命科技等跨國企業高級管理人員，在歐盟（包括英國）為兩種在

研新藥獲取第二及第三期臨床測試許可，擁有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生物化學博士學位

蔡源淼博士後 ( 生物化學 + 臨床醫學 ) 首席學術及發展顧問 兼 首席醫療顧問蔡源淼博士後 ( 生物化學 + 臨床醫學 ) 首席學術及發展顧問 兼 首席醫療顧問 
港安醫院婦產科主任，芝加哥大學終身教授，在醫學領域超過 30 年的經驗

楊偉強 首席戰略及發展顧問楊偉強 首席戰略及發展顧問

醫藥界譽稱行銷“教父＂，超過 40 年企業管理經驗，曾在中美史克、葛蘭素史克、強生、施

貴寶等知名公司擔任董事總經理、副總裁、高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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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項目介紹公司項目介紹

香港生物節律研究院是一家現代生物節律診斷公司，是「細胞熱動力學」和「現代生物節律」

研究與創新應用的領導者，通過居家、無創性設備對重�疾病「微跡象」進行早發現和早診

斷，希望能讓患者及時進入臨床確診與早治療階段，降低「個�及社會」的治療成本，成為保

險領域「重�疾病預警風控體系」生態鏈服務平台。以以乳腺癌為例，根據「中國癌症統計中

�」資料，僅有 5.2% 的患者是通過定期體檢早期篩查發現乳腺癌，而 82.1% 的乳腺癌卻是患

者已有明顯症狀主動就醫時被確診的，此時患者多數處於癌症中晚期。為此，腫瘤的「微跡

象」早發現對家庭有巨大衛生經濟學價值和市場價值。

公司研發的“乳腺生物節律監測系統＂是目前全球唯一基於個性化診斷數據庫，並完成初步臨

床驗證及醫療機構認證、是實現每月居家、無創無覺早期預警提示的科學輔助。監測設備的

智能傳感器，將連續監測到的數據，通過藍牙傳輸到手機 APP，再實時傳輸到「乳腺生物節

律監測系統」雲端數據庫，進行大數據比對分析，系統分析完成後，發送報告到用戶手機。

“乳腺生物節律監測＂系統 APP 及平台已率先建立“保險公司 + 體檢中心 + 終端渠道＂的聯

合銷售及服務體系，現在正與再保險、保險公司、體檢中心等商業夥伴共建「重大疾病預警

風控體系」，實現算法大數據的閉環積累，助力企業快速發展和市場佈局。

項目獨特之處項目獨特之處

公司的技術在全球範圍屬於內首創。當未來用戶數達到 10 萬乃至 100 萬時，將在醫學界建立

專家共識，真正實現“居家無創早篩＂。公司技術獨特之處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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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全球範圍內，建立第一個女性“無創 + 無察覺生物識別技術的居家乳腺癌預警＂系統，

這將是未來居家輔助診斷領域里程碑式的重大發展；

2. 以嚴格的臨床活檢對比試驗為基礎，經過了權威機構檢測；

3. 填補了「細胞生物節律波」AI 算法模型在數學腫瘤學診斷領域的國際市場空白；

自“腫瘤細胞能量代謝異常＂獲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及 2017 年獲諾獎的科學團隊在分子

水平上發現了人體組織生物節律以後，這項技術的相關應用發明可分為以下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

各類影像診斷腫瘤的醫療設備（MRI、X 影像），成為臨床極為重要的檢查手段，但第一階段

的發明最需要突破的點在於，如何由在醫院的疾病發現，發展為居家的疾病更早期發現。以

乳腺癌為例，僅僅 5.2% 的病人是靠醫療機構的這些設備首次發現的；82.1% 的患者是出現自

覺症狀後才去就醫，因此依靠這些設備無法實現“早發現＂；

第二階段：

1. 針對這 82.1% 的患者，我們的技術基於多個諾貝爾生物醫學獎基礎理論研究和異常細胞代

謝熱機理，超越了採用“可見＂的形態學診斷界限，填補了“細胞釋熱節律＂波形居家輔助

自我篩查的國際市場空白。

2. 我們所建立的「多重生物節律」數學分析模型，通過 AI 技術對波形進行智能分析，同時排

除「多種干擾因素」，從而提高「細胞代謝釋熱節律」這一生物標誌物的特異性，真正實現了

居家篩查的六大特性：早發現、無創、無察覺、居家、高頻度（監測頻度不少於每月 1 次）

和“個性化＂（建立個人診斷數據庫並實現機器學習能力＂）。

把握“細胞生物節律＂這一生物標準物，以細胞生物學領域多個獲“諾貝爾＂醫學獎的相關理

論研究為基礎，以生物大數據 AI 為研究模型，將監測產品定位為居家腫瘤預警提示及篩查，

我們認為這是目前和未來實現居家預警及腫瘤早發現的最佳手段。

香港生物節律研究院有限公司·Hong Kong Biorhythm R&D Company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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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與前景影響與前景

1. 影響1. 影響

1) 在“細胞物理生物學＂方面：

生物醫藥產業發展的主流方向目前是“細胞生物學技術＂，但未來在診斷學領域方向更大的

空間是“細胞的物理生物學＂技術的應用，這是疾病早發現的基礎，也是居家腫瘤預警與診

斷的理論和科技手段的突破點。

2) 在“生物大數據＂方面：

我們正在申請建立國家醫療行業“居家腫瘤篩查＂的“數據診斷標準＂，以及創立中國最大

的“細胞生物節律 - 腫瘤生物標誌物識別技術的居家預警數據庫＂。統一的數據標準及數據

庫的建立將更有助於有效數據的快速積累，也促進“生物大數據＂相關技術在居家疾病篩查

領域的應用和發展。

3) 診斷產業領域的重大突破：

目前的 B 超，鉬靶，MRI，PET-CT，都是基於形態學的診斷，即“只有在影像片中看到可見

的 3mm 以上腫瘤形態才會被確診＂。然而，根據現有醫學文獻研究，理論上 256 個癌細胞產

生的熱代謝“微跡象＂就可以被發現。這種基於細胞熱動力學的“熱代謝波形＂診斷，是產

業未來的方向之一，將有利於對腫瘤進行早發現，早治療。

4) 多學術領域的結合：

“乳腺生物節律監測系統＂及設備的研發有賴於生物學、臨床醫學、生物醫學傳感器及數學

領域人工智能的跨界結合。這種跨學科的“多領域系統集成＂是未來科技產業研發的重要趨

勢。我們將繼續提升自己跨學科的“多領域系統集成能力＂，找到產品所有技術最頂級的難

題，設計出世界頂級的技術解決方案路徑，並根據該“方案路徑＂找到對應領域的世界頂級

專家，以科學性和高度專業吸引他們參與共同攻克難題，共同實現社會價值。

5) 技術的延展性

“熱代謝波形＂，能觀察線粒體早期的損傷和衰老進程，對人類難以征服的疾病，起病隱匿

的退行性病變，如：阿爾茨海默症、帕金森綜合征，進行早發現，對腫瘤的早早期預警；這

些都是人類與疾病鬥爭的新手段、新發展；需要以“生物醫學為中心＂的跨學科發展。

2. 前景2. 前景

1) 申請國家醫療行業“居家腫瘤篩查＂的“數據診斷標準＂；

2) 申報國家醫保資格，乳腺癌篩查系統獲取國家藥品管理局 II 及 III 類醫療器械證書；

3) 利用核心技術的延展性，拓展肺癌、肝癌、大腸癌、帕金森氏症等疾病“居家篩查＂的可

行性；

香港生物節律研究院有限公司·Hong Kong Biorhythm R&D Company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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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目前公司正與世界知名數學專家、生物醫學領銜專家、國際領先的生物傳感器專家，全力

以赴一起繼續深度研發該「細胞生物節律波」AI 模型的多領域應用；

政府扶持計劃政府扶持計劃

1、公司目前正與香港科技大學一同申請政府“創新及科技基金＂（“ITF＂）

2、除香港科技大學外，公司還將與上海交通大學、上海復旦大學、中國醫藥衛生及健康事業

發展基金會等學術機構和專業組織展開合作。

3、公司擬與香港乳癌基金會、香港大學臨床試驗中心，開展進一步臨床多中心研究。

4、公司擬建立香港 + 大灣區 + 上海，中國“生物芯＂及“生物碼＂應用研究所。

香港生物節律研究院有限公司·Hong Kong Biorhythm R&D Company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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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新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angenia Inc Pangenia Inc 

公司成立背景公司成立背景

新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新亞生物科技集團」，簡稱「新亞」、「集團」或「公司」）

是香港領先的分子診斷集團，由香港大學榮休教授譚榮安教授於 2006 年創立。集團本著「用

先進的分子診斷方法，開創更健康的未來」的宗旨，致力於創新與研發，透過掌握及靈活運

用現今最先進的技術（如 PCR、分子雜交、NGS 測序、生物信息學等），把高質素的分子檢

測服務推出市場，協助醫生作出精準的臨床診斷。成立以來，公司已在自設的化驗室分析超

過 700000 例來自中國及東南亞人群的臨床樣本。集團現於六大領域提供檢測服務：生殖醫

學 (Reproductive Medicine)，產前及新生兒健康 (Prenatal and Neonatal Health)，女性及男性健

康 (Women and Men Health)，遺傳及隱性疾病 (Hereditary and Recessive Diseases)，精準腫瘤學

(Precision Oncology），及個性化健康生活 (Personal Lifestyle)。

公司創始團隊公司創始團隊

譚榮安教授 （Dr. Joseph Tam）

譚教授在生物化學、分子生物學及遺傳學等範疇擁有超過三十年

的教學及研究經驗 , 成就備受肯定。譚教授曾任加州大學舊金山醫

學院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 Francisco, School of Medicine)、貝勒

醫學院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和奧古斯塔大學醫學院 (Augusta 
University, Medical College of Georgia) 的客座教授，美國國家衛生研

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科學家，及香港大學生物醫學學院

榮譽副教授。譚教授亦是香港生物化學協會的始創人及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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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舜仁先生（Mr. Anthony Wong）

王先生在香港病理檢驗所接受醫務化驗學培訓，之後在英國利茲大

學 (University of Leeds) 獲遺傳與生化學學位，並獲得香港中文大學

臨床生化學碩士學位。畢業後在倫敦蓋伊醫院 (Guy＇s Hospital) 的
兒科研究部門獲細胞遺傳學深造培訓，返港後擔任贊育醫院科學主

任，提供產前診斷及基因檢測服務。王舜仁先生亦為香港首家非住

院輔助生育所的建立作出重要貢獻。

侯國寶博士（Dr. Desmond Hau）

侯博士擁有香港大學生物化學碩士及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博士

學位，是伯齊科技有限公司的創辦人。侯博士從事香港、澳門和中

國大陸的科研及臨床檢測儀器産品貿易超過三十年，擁有豐富的市

場推廣及管理經驗。侯博士曾是香港城市大學知識轉移處外界資助

評估員以及香港浸會大學理學院顧問委員會成員。近年更與香港浸

會大學中醫藥學院合作，研發、生産和銷售以「浸大尚方」作産品

品牌之ー系列中醫藥保健産品。

公司項目介紹 公司項目介紹 

罕見疾病項目 (PanRARE罕見疾病項目 (PanRARETMTM)：罕見疾病診斷、治療和樣本庫建立)：罕見疾病診斷、治療和樣本庫建立

近年來，新亞認識到香港及亞太地區人口眾多，存在大量罕見疾病患者，但在罕見疾病診斷

及治療領域的發展卻極為緩慢，嚴重落後於其他發達國家和地區。同時，受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在 2017 年資助一位脊髓性肌肉萎縮症（Spinal Muscular Atrophy, 
SMA）患者的啟發，集團於 2018 年開始，與各地專家學者及罕見疾病病人組織緊密合作，開

展罕見疾病項目。

該項目旨在為多種罕見疾病的患者提供免費的基因檢測，以助其獲得準確的臨床診斷和適宜

的病情管理，同時建立生物樣本庫和基因信息庫，用以開發更加高效、準確的分子診斷技術

及生物標記物。集團期望透過該項目，成為香港甚至亞太地區罕見疾病分子診斷檢測服務的

“首選＂化驗室。

項目啟動至今，已針對多種罕見疾病建立了精準的分子診斷技術，為 200 多位罕見疾病患者

及家庭成員進行了相應的基因檢測（包括全基因組測序及針對特定類型疾病的檢測技術），

建立了香港地區目前最大的私營罕見疾病樣本庫。集團希望透過繼續擴大樣本庫規模，增加

樣本數量及擴展罕見疾病種類，從而：(1) 為罕見疾病患者提供精準的分子診斷檢測服務；(2)

新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Pangenia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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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科研人員及藥廠研發生物標記物，以監測罕見疾病病程進展，提供樣本和數據支持；(3) 為
本港以至亞太地區罕見疾病患者爭取參加更多臨床試驗，以尋找有效藥物治療的機會。

同時，集團於 2018 年投資及孵化了一家位於美國聖地亞哥的藥物研發公司 Myocea Inc。
該公司專注於神經肌肉疾病的藥物治療開發 , 以及建立面肩肱型肌營養不良症 (FSHD: 
Facioscapulohumeral Muscular Dystrophy) 胚胎幹細胞庫。其研發的用於治療 FSHD 的小分子藥

物 GBC0905 已於 2018 年獲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FDA) 認定為孤兒藥，並已完成大部分提交

研究性新藥申請 (IND: Investigational New Drug Application) 所需的實驗，預計於 2022 年向 FDA
提交申請，以啟動臨床試驗。另外，Myocea 擁有一種細胞分化技術，可在細胞水平上模擬各

種肌營養不良症，用以治療藥物的開發。

目前，集團已與香港兒童醫院、香港大學、香港罕見疾病聯盟及中國“你並不孤單 FSHD 患

者關愛組織＂，就罕見疾病的分子診斷、病情監測及病人支持開展合作。

項目獨特之處 / 影響與前景項目獨特之處 / 影響與前景

現在罕見疾病的基因診斷和治療技術主要由西方國家所開發，亞洲地區在罕見疾病診斷和治

療領域的投資嚴重匱乏。隨著中國政府越來越重視罕見疾病的的診斷和治療，並開始制定相

關的扶持政策，新亞集團的罕見疾病項目將融入地區的整體發展趨勢。

集團的罕見疾病生物樣本庫是香港首個此類私營樣本庫，隨著樣本庫規模的擴大，對開發更

精準的診斷技術，更有效的治療方法，和更全面的生物監測指標具有重大意義。其中的 FSHD
項目，是全球少數活躍的 FSHD 藥物開發項目之一。如果成功，有機會成為全球首個獲得 FDA
核准的 FSHD 療法，以及首個由香港公司成功研發的罕見疾病治療藥物。

新亞生物科技在罕見疾病領域的發展將吸引學術界、投資者和政府的關注，有助於吸引更多

的資源匯集和投入，以支持罕見疾病領域的研究和發展。

新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Pangenia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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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達生物科技國際有限公司相達生物科技國際有限公司

Phase Scientific International Limited  Phase Scientific International Limited  

相達生物科技國際有限公司 ( 以下簡稱「相達生物科技」或「相達」) 由招彥燾博士於 2015
年在美國創立，是一間擁有突破性專利樣本處理技術的快速增長的生物科技公司，致力於向

人們提供全面健康的管理方案。相達生物科技通過創新的技術和產品，為檢測領域帶來顛覆

性的突破，並推動人們的健康管理模式轉變——從專注治療到專注預防。  

相達生物科技於 2017 年在香港設立總部，同時在美國南加州擁有研發團隊和生產基地，並在

深圳設立了分公司，覆蓋國內市場的生產和營銷。 

公司成立背景公司成立背景

相達生物科技國際有限公司 ( 以下簡稱「相達生物科技」或「相達」) 由招彥燾博士於 2015
年在美國創立，是一間擁有突破性專利樣本處理技術的快速增長的生物科技公司，致力於向

人們提供全面健康的管理方案。相達生物科技通過創新的技術和產品，為檢測領域帶來顛覆

性的突破，並推動人們的健康管理模式轉變——從專注治療到專注預防。  

相達生物科技於 2017 年在香港設立總部，同時在美國南加州擁有研發團隊和生產基地，並在

深圳設立了分公司，覆蓋國內市場的生產和營銷。 

公司創始團隊公司創始團隊

創辦人創辦人

招彥燾博士 董事長及首席執行官

招彥燾博士畢業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 生物工程專

業，是一位在香港出生及成長的科學家。在美國攻讀博士期間成功研發

了全球突破性的樣本製備技術，他希望通過創新的技術和產品讓人們能

掌握更多的健康資訊，並作出最佳的健康管理決定。招彥燾博士于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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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獲“2021 香港十大傑出青年＂榮譽，以表彰其在新冠肺炎病毒疫情期間，在香港本

地研發多種新冠檢測產品，為香港市民健康謀福祉。

專業創始團隊專業創始團隊

相達生物科技的技術團隊由來自全球頂級高校 ( 哈佛大學，加州大學等 ) 的資深生物科技領域

專業人士組成；人力資源、財務管理和營銷團隊來自全球各大跨國公司，擁有豐富的運作經

驗。團隊中碩士或以上學歷佔比超過 50%( 其中博士學歷佔 30%)。

Dan MARSHAK 博士 公司首席科技官

Dan MARSHAK 本科畢業於哈佛大學，後於洛克菲勒大學取得博士學

位，是一位生物科技領域的全球資深專家。曾任 Perkin Elmer (NYSE: 
PKI) 高級副總裁、首席科學官及大中華地區總裁，現為數家公司董事，

包括 InVivo Therapeutics (NASDAQ: NVIV) 和 Upside Biotechnologies。他

同時也是 Ferghana Partners 的首席科學官和 5AM Ventures 的顧問。

公司項目介紹公司項目介紹

相達生物科技自主開發了全球突破性的樣本製備技術，能夠以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快速濃

縮樣本中目標測試物 ( 包括核糖核酸、蛋白質、細菌、病毒等生物標記 ) 以大大提升科研和臨

床的檢測、診斷效果。通過相達的樣本濃縮技術，能在不需電源、儀器、專業人員操作下將

目標分析物高度濃縮 10-100 倍。

相達生物科技創新的核心優勢在於使用突破性的雙液相提取技術進行樣本處理，技術表現為：

待測樣本被混合到相達的專利試劑中，樣本中的目標分析物基於其物理和化學性質 ( 例如分

子大小和疏水性 ) 被分配到兩相中的其中一相，以達到濃縮目標分析物的效果。和傳統的提

取技術相比，這一突破性技術的優勢在於可實現同時進行樣本的提純和濃縮，一步完成。另

外，使用相達的技術，還能夠對樣本中不同大小的目標分子進行分離和選擇性提取。傳統技

術在樣本的分離、提純和濃縮操作上需要分多個步驟進行，操作過程複雜、耗時更長，需要

更多的樣本量才能完成，而且精準度較低。

相達生物科技的技術應用非常廣泛，目前我們主要針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COVID-19 檢測、液

體活檢和現場快速檢測領域，在全球範圍都有和不同的企業以及機構展開合作。其中包括：

• • 使用液體活檢技術的癌症檢測機構 ( 大學、醫院、研究中心、協力廠商檢測機構、健康管

理中心等 )

• • 在新型冠狀病毒的檢測領域，和我們合作的機構包括：政府部門、大學、醫院、健康管理

中心、大型商業機構、各級渠道銷售商等

• • 在其它傳染性疾病的檢測技術和產品方面 ( 如流感、肝炎、性傳染性疾病等 )，主要合作

相達生物科技國際有限公司·Phase Scientific International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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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包括：政府部門、醫院、大學、衛生健康組織、協力廠商商業機構等

相達生物科技的專利技術具有以下核心優勢：

• • 可應用於任何檢測工具，提升檢測的靈敏度和準確度

• • 適用於各種檢測樣本類型， 包括血液、唾液、尿液及其他體液等

• • 除了診斷人類疾病，亦可應用於動物健康、食物安全及環境測試

自研發迄今，相達已有逾 50 項專利獲受理或授權，並在國際權威期刊上發表了數十篇學術

論文。憑著創新的技術和巨大的應用潛力，相達生物科技取得了多個國際頂級基金機構的支

持，其中包括：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以

及香港創新及科技局和中國科技部的資金支持。

相達的產品和技術受到行業高度認可，並獲多項行業大獎，包括亞太區生物科技最佳初創企

業獎、香港傑出初創企業、香港創意產品獎等。未來 3-5 年，相達將繼續加強在技術和產品

方面進行開發，利用我們的突破性技術，拓展在不同範疇的應用，包括技術的進一步改進和

提升、在更多疾病檢測領域開發新的產品和應用，突破現有行業的壁壘和瓶頸，並著力加快

在商業應用和商業合作方面的發展。

項目獨特之處項目獨特之處

相達生物科技的專利樣本製備技術和產品是市場首創。相達生物科技的技術有著廣泛的應用

空間，目前主要針對新型冠狀病毒檢測、液體活檢和現場快速檢測領域，並在各個產品領域

擁有突出的產品優勢：

1. 新型冠狀病毒檢測1. 新型冠狀病毒檢測

從 2020 年初新型冠狀病毒爆發開始，相達生物科技利用其突破性的專利技術開發了多款

COVID-19 檢測產品，包括從樣本採集、病毒 RNA 提取、到核酸檢測的全系列核酸檢測產品，

以及針對 COVID-19 抗體和抗原的快速檢測試劑盒等多款新品。產品的優勢包括：

• • 相達的 PHASIFY™ VIRAL RNA 提取試劑盒可以大幅提升病毒 RNA 回收率，和行業其他產

品相比，能夠使進入下游檢測的病毒 RNA 數量提升 10-50 倍，顯著提升檢測的靈敏度，

降低假陰性，檢測結果更加精準。

例如，在武漢金銀潭醫院的臨床測試中，和其他同類產品相比，使用相達的病毒 RNA 提

取試劑盒能夠降 30% 左右的假陰性比例。

• • PHASIFY™ DeCOVID RT-qPCR 核酸檢測試劑盒與香港大學合作共同開發，結合相達的病

毒 RNA 提取試劑盒一起使用，可以將檢測下限降低至 10 拷貝 / 毫升 ( 屬行業最優，行業

相達生物科技國際有限公司·Phase Scientific International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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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在 100-200 個病毒拷貝 / 毫升 )，顯著提升核酸檢測的檢出率。

• • 相達生物科技的 INDICAID® 妥析 ® 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檢測試劑盒，使用側流免疫層析技

術，直接檢測鼻拭子樣本中的新冠病毒抗原，從而分析新冠病毒的感染。該試劑盒 100%
香港研發，是全球唯一完成過萬臨床樣本測試的產品，與核酸檢測的結果相比，準確度

高達 93.33%-99.95%；而且結果快速，20 分鐘可以得到檢測結果；亦無需專業培訓和其他

特殊設備。該產品用於香港政府的雙軌社區檢測中和核酸檢測同步進行，成功快速地找

出社區中的感染患者，幫助對新冠肺炎集中爆發區域的人群進行快速分流和有效管理。

INDICAID® 妥析 ® 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檢測試劑盒獲政府認可作為指定使用產品，廣泛用於

各大醫院、學校、企業以及政府機構等。

• • 相達生物科技的全線產品都已經獲得了歐盟及其他不同國家的認證 , 其中 PHASIFY™ 
VIRAL RNA 提取試劑盒獲得美國 FDA 列入推薦名單，INDICAID® 妥析 ® 新冠病毒抗體快速

檢測試劑盒通過了 FDA � EUA 認證。相達生物科技的產品已經在全球超過 20 多個國家展

開銷售。

2. 液體活檢2. 液體活檢

液體活檢是通過檢測人體血液中的腫瘤細胞，獲取患者腫瘤病變資訊，用以幫助診斷治療。

在液體活檢的檢測環節中，輸入樣本的質量是最為關鍵的因素，將會直接影響下游檢測結果

的靈敏度和準確度。現有的傳統固相液體活檢技術提取的樣本濃度和純度較低，在癌症檢測

的應用還只是局限於晚期的治療方案。液體活檢的產品優勢在於：

• • 相達生物科技的液相專利樣本製備技術，大大提升了樣本的濃度和純度，產品表現和行業

金標相比高達數倍之多。

   被評為美國最佳癌症專科首位的德州大學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分別使用相達和行業金標

產品 Qiagen 進行了頭對頭的研究，結果表明：在一批 100 個確診的癌症患者樣本中，使

用相達產品提取出的 cf/ctDNA 產量是傳統固相提取產品 ( 行業金標准 ) 的數倍以上，從而

能夠在癌症患者的血漿樣本中檢測到更多的基因突變。這一顛覆性的結果表明相達的產品

和技術實現了液體活檢領域的巨大突破，為癌症檢測的應用提供了嶄新的發展空間。這一

突破性成果在 2020 年 6 月的美國癌症研究協會年會 (AACR) 上進行了發佈。

   Qiagen 和行業其它品牌在癌症檢測方面使用傳統的固相提取方法，在 cfDNA 的提取量和

樣本純度上都較低，限制了液體活檢技術在癌症檢測領域的應用。相達的技術具有更大的

應用發展空間，有望突破行業瓶頸，在行業難題癌症早篩方面實現更大的突破，成為液體

活檢行業的新領軍企業。

• • 另外相達生物科技還首創了通過基因片段大小對目標 DNA 進行篩選提取的創新技術。利

用其突破性技術大大提升了樣本質量，將液體活檢的應用拓展到更廣泛的癌症檢測診斷應

用領域，包括針對癌症病患者的癒後復發監測等，這一技術更有望突破早期癌症篩查這一

世界性難題。

相達生物科技國際有限公司·Phase Scientific International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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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現場快速測試產品3. 現場快速測試產品

相達生物科技研發設計的現場快速測試產品，其靈敏度和準確度可以媲美實驗室的精準執行

標準，而且快速便捷、易於攜帶、成本低廉，又能夠隨時隨地使用，亦不需由專業人員及電

源輔助，是極為方便的檢測工具。

影響與前景影響與前景

1. 影響1. 影響

• • 相達生物科技將不斷投入進行技術和產品的研發，開發更多創新產品，提升生物醫藥產業

的整體水準。

• • 相達生物科技致力於將自身打造成行業的領軍企業，並擴大和產業鏈上的其他夥伴的合

作，帶動整體行業的發展。

• • 相達生物科技還將積極參與行業的各類活動，主動和業內同行分享最新的技術和應用。

• • 隨著相達生物科技的業務規模的增長，也將為香港本地貢獻更高的產值和稅收，並提供大

量的就業機會。

• • 相達生物科技的技術和產品將在行業甚至全球產生巨大的影響力，作為香港品牌也將是香

港在生物科技領域的一個成功典範，並成為香港的一個商業名片。

• • 最終，相達生物科技的產品將為香港全社會提供優質的健康管理工具，提升大眾的健康水

準。

2. 前景2. 前景

相達生物科技的技術和產品有著無限的發展前景：

• • 在液體活檢領域，現有產品只限於癌症晚期的檢測方面，而利用相達生物科技的產品可以

提升樣本質量，從而將液體活檢的應用擴展到從早期篩查到後期治療和愈後監測的全過程

管理。另外相達還將利用自身的技術，開發針對 10 種關鍵癌症的從上游提取到下游檢測

和治療的一體化檢測平台產品。 

• • 在傳染性疾病檢測方面，除了目前的新冠病毒檢測產品之外，相達生物科技還將開發針對

流感、肝炎、性傳播性疾病等的檢測產品。

• • 此外，相達生物科技的技朮還可以無縫和任何其他檢測工具結合，提供檢測的精準性。相

相達生物科技國際有限公司·Phase Scientific International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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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生物科技將會將自身的技術和其他商業夥伴的不同檢測平台整合，拓展更大的應用空

間。

政府扶持計劃政府扶持計劃

相達生物科技目前有以下三個研發項目獲創新科技署轄下企業支援計劃及公營機構試用計劃

資助 , 總資助額度達 350 萬港元。

• • 項目一：利用創新的 DNA 樣本處理技術，開發突破性的液體活檢應用，旨在突破現有行

業在利用液體活檢技術進行癌症檢測方面的瓶頸，有助於實現癌症早篩這一行業難題。

• • 項目二：開發新型冠狀病毒 RNA 全自動提取系統，提升 RNA 的回收率和濃度， 提高新

型冠狀病毒下游檢測的精準度。

• • 項目三：開發新型冠狀病毒 SARS-COV-2 的 RT-qPCR 核酸檢測試劑盒並進行臨床驗證。

此外，相達生物科技和美國加州大學、香港大學等進行了多個項目的合作，包括癌症液體活

檢和新型冠狀病毒方面的技術和產品開發等。

相達生物科技國際有限公司·Phase Scientific International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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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netics LimitedPrenetics Limited

公司介紹公司介紹

Prenetics（https://www.prenetics.com）是一家領先的基因檢測和數字化醫療保健公司，公司的

使命是去中心化醫療保健，並專注於涵蓋預防、診斷和個性化護理的綜合檢測能力。公司由

富有遠見的企業家楊聖武 (Danny Yeung) 領導，擁有超過 700 多名員工，在全球 10 多個國家開

展業務。Prenetics 早期是基於香港城市大學生物醫學團隊開發的技術成立的一家初創公司，

其後並購了英國的一家初創公司 Oxsed，並獲得基於牛津大學專利的一個快速核酸測試技術

平台。

迄今為止，Prenetics 已獲得阿裡巴巴香港創業者基金、平安創投、Apis Partners 等超過 8500
萬美元的戰略投資。Prenetics 於 2021 年 9 月公佈，將與美國納斯達克的 SPAC（特殊目的收

購公司）Artisan Acquisition Corp. 協議合併於美國上市，Prenetics 將成為首家香港首家生物科

技獨角獸完成上市。

公司創始團隊公司創始團隊

楊聖武 (Danny Yeung)：聯合創始人和行政總裁楊聖武 (Danny Yeung)：聯合創始人和行政總裁

曾志雄 博士 (Dr. Lawrence Tzang)：聯合創始人和首席科學家曾志雄 博士 (Dr. Lawrence Tzang)：聯合創始人和首席科學家

楊夢甦 教授 (Prof. Michael Yang)：聯合創始人和科學顧問楊夢甦 教授 (Prof. Michael Yang)：聯合創始人和科學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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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項目介紹公司項目介紹

Prenetics 經營及管理多家基因檢測實驗室，擁有按照國際質量標準程式處理樣本及基因測試

的技術。該實驗室的測序技術通過香港中文大學基因組測序核心設施 (CFGSL) 進行的外部驗

證，其結果顯示準確度高達 99.9%。Prenetics 目前提供以下產品和服務：

1.Project Screen
在 2019 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 (COVID-19) 的背景下 ,Prenetics 啟動了 Project Screen 計劃，旨

在使新冠病毒的核酸測試更簡單、安全和準確。截止至 2021 年 10 月，公司已在香港和英國

進行了超過 600 萬次的新冠病毒核酸檢測。在香港，Prenetics 是香港政府指定進行大規模社

區 Covid-19 測試的首個私人實驗室。在英國，公司在英超聯賽賽季重新開始的過程中發揮了

重要作用，承當了對 20 傢英超俱樂部的新冠病毒測試工作。Prenetics 並同時為包括香港國際

機場和倫敦希思羅在內的多個機場提供新冠病毒檢測服務。

2.Circle HealthPod
基於牛津大學專利技術開發的一種傳染病快速檢測系統，通過自我採樣的鼻拭子，可以在 20
分鐘內提供 PCR 質量的結果，測試快速而簡單。HealthPod 可以檢測 99.9% 的已知 Covid-19
病毒株，包括過去幾個月在全球迅速傳播的高度傳染性 Delta 變體。HealthPod 可通過一次性

分子膠囊重複使用，為家庭和工作場所帶來準確便捷的測試。Prenetics 的使命是通過提供快

速、廉價和可擴展的測試解決方案來遏制 Covid-19 並幫助大眾恢復日常生活。該系統目前用

於新冠病毒檢測，在不久的將來會應用在流感和性病等疾病的快速檢測。

3.CircleDNA
Prenetics 是基因檢測領域的全球市場領導者，擁有國際認證的基因檢測實驗室。我們相信預

防勝於治療，需要賦予每個人執行個人化預防措施的能力。CircleDNA 的目標正是要向人們展

現如何透過改善生活模式來掌控自己的健康狀況。CircleDNA 應用全外顯子組測序技術對用戶

的唾液樣本進行所有蛋白質編碼基因的全面掃描，提供 3100 萬個資料點，是常規基因檢測的

50 倍，分析 20 多個類別的所有突變，並提供 500 多個個性化基因檢測報告，為客戶提供更

全面、更準確的結果。

4.ColoClear
ColoClear 是唯一獲得 NMPA 批准的用於檢測結腸癌的糞便 DNA 篩查測試，採用多靶點糞便

FIT-DNA 測試，通過分析糞便中腸道脫落細胞的 KRAS 的 7 種基因突變和 BMP3、DNPG4 基

因甲基化變異及便隱血指標判斷結直腸癌的情況，對結腸癌進行早期篩查。ColoClear 對結直

腸癌和進展性腺瘤靈敏度分別為 95.5% 和 63.5%，與傳統的結腸鏡檢查相比，它的侵入性要

小得多，也更方便。

Prenetics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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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與前景影響與前景

隨著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下一階段的到來，其中一項至關重要的工作就是在全球範圍內快速，

準確和價格實惠的新冠病毒即時診斷測試，以幫助世界各地的人們恢復工作、旅行和家庭的

常態化。快速的、準確的、可擴展的、低成本的且高度靈活的 Oxsed 檢測技術，將加快全球

發展恢復進程，特別是對於中低收入國家。我們是遊戲規則的改變者，我們的目標是使全球

數百萬人都能有能力負擔使用該技術。快速，準確和頻繁的檢測是我們為全球經濟發展，防

止疫情再一次大規模爆發而做出的最重要幹預措施之一。有效的新冠病毒核酸檢測是防止大

流行爆發和維持經濟發展的關鍵。Prenetics 以每週的核酸測試的監測頻率，預計可以將傳染

性降低 65％。

公司未來會在新冠病毒檢測外，繼續研發不同產品及開拓新市場，包括部署 2022 年將家居快

速檢測系統 Circle HealthPod 擴至全球銷售，並推出無創大腸癌篩查測試 ColoClear。

Prenetics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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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葩科技有限公司氣葩科技有限公司

Qi Diagnostics Limited  Qi Diagnostics Limited  

公司成立背景公司成立背景

Qi Diagnostics Ltd 是香港及亞洲第一間公司正在開發一種革命性非侵入式呼氣檢測平台，用

於大規模人群的癌症及多種疾病篩查檢測。公司兩位創辦人張煒鋒先生和甘雲龍博士，曾在

世界最大的基因測序及檢測中心“華大基因＂管理層工作多年，瞭解到儘管現今醫學技術昌

明，卻有高至 80% 的癌症病人確診時已經是晚期階段，而晚期確診的存活率低於 10％。我們

對抗任何疾病，特別是癌症的最大機會在於早發現，早治療。這説明現今的檢測方法未能有

效達到早診早治的效果，因此張煒鋒先生和甘雲龍博士創立了 Qi Diagnostics 積極開發最方便

及簡單適合大規模人群篩查的呼氣檢測技術。

通過呼氣辨別健康狀況由來已久，早在西元前 400 年，醫生已懂得聞味道來辨別疾病；例如

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患者口氣會帶有水果的味道。多年來傳統診斷是通過血液及尿液檢測，但

呼吸檢測是更無創、快速、低成本及簡單地採集。Qi Diagnostics 利用近年在納米技術和人工

智慧運算上發展，能高靈敏地分辨呼氣樣本中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代謝物 (VOCs)，分析這些

化學物質相對含量的變化就能檢測出不同疾病結果。

我們的使命是“創建全球領先的氣體檢測平台，開發和商業化各種不同的低成本，可擕式即

時檢測設備。＂

集團始創成員包括：集團始創成員包括：

張煒鋒先生、甘雲龍博士、金涵教授

Mr. Cheung Wai Fung (Grover), Dr. Kam Wan Lung (Kenneth), Prof. Jin 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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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項目介紹公司項目介紹

我們的呼氣檢測平台整合了氣體傳感納米陣列，人工智慧演算法，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VOC)
生物標記物資料庫和物聯網 (IoT) 雲平台的先進技術，使我們能夠即時分析人體呼氣中 VOC
生物標記物成分變化，檢測出多種疾病。 我們的感測器晶片和呼氣檢測儀器會率先應用在檢

測肺癌及哮喘，全球第一癌症殺手及最常見的呼吸道疾病，之後再進一步擴展檢測到結直腸

癌，心力衰竭，胃癌和其他疾病。

現時我們的光耦合電化學傳感器技術已擁有及申請了 4 個國際專利，發表了 10 篇相關的科學

文獻。我們在香港已建立一所研發實驗室作呼氣揮發氣體分析及氣體傳感晶片測試，配合合

作的香港大學的生物細胞實驗室及臨床醫院所收集呼氣樣本，構建癌症標誌物資料庫。另外

我們在大灣區的深圳設立了分公司方便與合作的上海交通大學針對癌症標誌物研發和製造高

靈敏性及高選擇性的氣體傳感晶片。最終研發一部可擕式的呼氣疾病檢測儀器。我們正在積

極計劃在內地建立研發中心及醫療機械GMP生產廠房，結合香港的高品質醫療水準標準和內

地的高生產技術優勢，開發領先性的疾病早期檢測技術並提供服務到中國內地及海外國際。

項目獨特之處項目獨特之處

我們的技術是市場上獨有的。後續的工作將集中在在進一步完善傳感器電路排布 ( 例如干擾

剔除和噪音屏蔽 ) 的同時，還需深入探討工作參數 ( 工作溫度、光照波長、光照強度等因素 )
對器件工作性能的影響，並優化器件的工作性能、構建微納傳感芯片，實現傳感器的結構集

成化和低功耗化。在 Matlab 軟件平台上利用 PCA 或 BP 神經網絡處理傳感器件的響應信號，

進一步提高器件對被測混合氣體的高精度定量識別能力，並重點聚焦算法優化與傳感器陣列

中多傳感單元信號融合技術。配合所研發光耦合電化學傳感樣機，實現實時呼吸氣體成分的

電化學檢測與疾病篩查分析，可對檢測數據實現存儲，調用，統計等相關功能。

有關呼氣標記物檢測傳感器的工作目前主要集中在石英微天平型 (QMB)、表面聲波型 (SAW)、
場效應晶體管型 (FET)、比色型 (Colorimetric sensor) 和電阻型傳感器件 (Chemiresistor sensor)，
其敏感元件覆蓋金屬氧化物、有機聚合物、碳材料 ( 如石墨烯與碳納米管 )、pH 染料等多類敏

氣葩科技有限公司·Qi Diagnostics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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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材料。該類傳感器對呼氣標誌物的檢測上存在靈敏度高、檢測限低的優點。但這類傳感器

存在識別性能差的缺點。相對上述類型的傳感器，電化學傳感器 Electrochemical sensor) 自身

具有相對較好的選擇性，但該類傳感器的檢測限多在十幾 ppm，無法滿足檢測人體呼氣標誌

物的要求。因此，相關領域內該類傳感器的報道較少。針對該難點，引入信號識別算法是提

高其選擇性最有效的辦法。然而，由於大部分傳感器存在自身選擇性較弱的缺陷，使得後期

信號處理過程相對複雜，同時需將多個傳感器件組合成一個龐大的陣列才能達到預期目標，

不便於實際應用。如果能夠選擇一種自身選擇性較好的傳感器用以檢測呼氣標誌物，則有望

顯著降低後期信號處理工作量並減小傳感器陣列的體積。

基於這個觀點，我們認為如果能夠解決電化學傳感器自身檢測限不足的問題，則有望解決上

述難題。迄今為止，提高電化學傳感器氣敏響應信號的主要手段是基於研究者經驗調節材料

組分。此外，將多個電化學傳感器串聯成陣列或利用刻蝕技術增加反應界面活性點也為解決

該問題提供了新思路。但該類技術耗時較多不利於大規模產業化推廣高。

經過多年研發，我們提出了基於電化學傳感

器檢測行為的光耦合電化學傳感技術，即以

光敏材料為VOC敏感材料，利用紫外光激發

其光催化活性，再通過耦合電催化反應，最

終實現提的高電化學傳感器檢測信號的目

標 (該技術已獲得中國專利CN108195907)。
這技術已應用在開發 6 種疾病標記 VOCs 傳
感器並將响应信号提高了 2-4 倍，並大幅提

升檢測限至數百 ppb(十億分之一 )的水平，

並在保證識別性能的前提下有把所需的傳

感器單元數目降低了 50%( 圖 1)。

此外，我們提出了基於電化學傳感器檢

測行為的光耦合電化學傳感技術輔助核 -
殼異質結構 (light-regulated electrochemical 
reaction assisted core-shell heterostructure)
的策略以解決大部分傳感器存在自身選擇

性較弱的缺陷，即光敏殼將被設計用於觸

發光調節電化學反應並提高靈敏度，而催

化活性核將發揮去除干擾氣體的功能。這

獨特的分子結構已申請了國際專利 ((PCT/
CN2019/076229) 圖 2)

圖1

氣葩科技有限公司·Qi Diagnostics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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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與前景影響與前景

影响影响

本項目的研發技術是原創性技術，從傳感晶片的材料、設計和製造，肺癌揮發標記物數據庫的

標記物發現和數據庫纍積，以至大數據關聯分析系統的程式編寫和系統設計，全部都是自主

研發的。將現時產業的一般只購買市場上傳感晶片作改良、使用公開的標記物數據庫或購買

外地數據庫、及使用市場上現有的分析系統等，我們希望能推動產業升級到能夠在香港本地

開發和生產，本項目成果能展示出升級產業的能力，吸引更多人才進入推動生物檢測產業。

呼氣檢測技術是個新的研究領域，我們將會聘請本地研究人員和學生專門做研究工作。另外，

還會安排內地及海外的專家團隊來香港給本地的研究人員及學生作演説，分享及指導關於氣

體檢測晶片的製作工藝和工程學背景。我們也會舉辦到訪內地專家的研究所作科研應用的交

流，促進兩地的專長技術學習。我們在項目進行中或完成後，有良好的研發成果都會在香港

或國際會議上展示分享。

肺癌作為最可預防的癌病之一，卻全球患肺癌而死亡人數超過任何其他癌症。世界衛生組織

的資料表明，在二零一五年，全球有 880 萬人死於癌症，其中 169 萬人為 20% 死於肺癌。但

香港的肺癌死亡比率比全球平均率還高，在二零一七年，因肺癌而死亡的人數為 3,890，佔所

有因癌症而死亡的人數為 27.1%。肺癌多年高踞香港致命腫瘤首位。患者及其陷入悲痛的家

庭成員並不是唯一的受害者。高額的治療費用和整體勞動生產力的下降使香港經濟也蒙受了

損失。有效的肺癌篩查計劃能早診早治、提高治療存活率、降低治療費用。但香港現在沒有

肺癌篩查計劃，大衆要需要自費或用保險來做 LDCT 檢測，政府醫療機構輪候時間又長、私

人醫療機構收費又貴。所以如果有個能簡單現場開展檢查、無創、不需要受訓專業人員操作

及檢測成本低的新肺癌篩查技術，香港政府可納入進醫療措施裏和開展篩查政策。

我們研發的 Point-Of-Care 呼氣檢測儀器非常適合用作肺癌篩查活動裏。香港政府決策局／部

門能使用呼氣篩查作第一綫的大規模社區篩查。篩查結果呈陽性的受檢者就到公共或私人醫

療機構做 LDCT 和進一步專科診斷，這樣醫療機構的資源能夠多集中在患者上。

前景前景

這項目的成果將改變 21 世紀的疾病預警模式，以傳感器取代以往以入侵性和輻射線為主的疾

病早篩檢手段。除了疾病早篩外，我們專利的高靈敏度和特異性的傳感技術可以應用在監測

藥物效用，食物質控和環境保護。我們的呼氣檢測技術，其非入侵性和一次採樣同時檢測多

種疾病的獨特優勢將會重新分割和進佔現有的定點照護設備 (point of care testing) 市場，我們

將有 3 種產品類型將我們的呼吸檢測技術提供給不同的細分市場：

1. �我們的台式 (benchtop) 呼氣檢測儀器將出售給一線醫療用戶，如老人院，診所和社區醫療

保健中心，用作定期疾病篩查。

2. �我們的家用 (home-use) 呼氣檢測儀器將出售給每個家庭，除了用作疾病檢測，還會記錄環

氣葩科技有限公司·Qi Diagnostics Limited 



55

境或體內其他氣體變化，作為所有家庭成員的自我健康檢查工具。

3.  我們的可穿戴式 (wearable) 呼氣檢測儀器儀將出售給個人，以便全天候監控個人健康的狀

態。

我們的物聯網雲平台和移動應用程序，用以保存和數字化所有用戶健康數據，用戶可隨時流

覽個人數據和檢測結果。此外，我們的移動應用程序可與不同的健康資訊，設備提供商或健

康教練等，建立以呼氣測試為主的生態系統 (ecosystem) 定期提供健康建議，增加互動，加強

客戶粘性。

政府扶持計劃政府扶持計劃

我們的項目正在參與香港科學園的“科技創業培育計劃＂，還與香港瑪麗醫院、香港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及上海交通大學合作研發。另外我們也正在申請創新科技署的資助計劃等待審

批中。

公司所獲專利及獎項公司所獲專利及獎項

專利專利

1. ELECTROCHEMICAL SENSOR BASED ON PHOTOELECTRIC COUPLING EFFECT, AND 
PREPARATION METHOD THEREOF, CN108195907 B

2. CHEMICAL SENSING DEVICE,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No. PCT/IB2019/053652

3. GAS-BASED METHOD AND DEVICE FOR DIAGNOSING LUNG CANCER USING 
ELECTROCHEMICAL SENSORS, U.S. Serial No. 62/725,388

4. GAS-BASED METHOD AND DEVICE FOR DIAGNOSING LUNG CANCER USING LIGHT-
REGULATED ELECTROCHEMICAL SENSORS,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No. PCT/
CN2018/103569

5. SENSING MATERIAL FOR HIGH SENSITIVITY AND SELECTIVITY,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No. 
PCT/CN2019/076229

6. 高靈敏度和選擇性的感測材料 , 台灣發明專利申請案號 : 109105458

氣葩科技有限公司·Qi Diagnostics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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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獎項

• • 2020 深港澳科創百強榜 Top70

• • EPiC 2020 募投比賽 Top10

• • 香港中文大學企業家日 2018 – 最佳創新獎

• • 複星集團舉辦“Fosun Challenge 2018＂ Top 4 Startups

                                  

氣葩科技有限公司·Qi Diagnostics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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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脈醫療集團瑞脈醫療集團

Sramek Group IncSramek Group Inc

瑞脈醫療集團 (www.sramekgroup.com) 是一家控股公司，專注於推进 TEB（胸腔電生物阻抗）

技術在醫學領域的發展。TEB 技術由 Dr. Bo Sramek 於 1980 年發明，它是有創血液動力學檢

測（包括心輸出量、每搏輸出量和心搏指數）的替代方法，檢測獲得的參數可用於診斷或持

續監測罹患心血管疾病的患者的血流動力學異常。

公司成立背景公司成立背景

1986 年，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邀請 Bo Sramek 博士擔任首席研究員，開發了一種測

量宇航員在太空任務中心臟表現的裝置。 1987 年至 1994 年，BioZ 作為一種獨特的血流動力

學操作系統，得到了 Philips，CAS medical，Fujifilm Sonosite，Cheetah Medical 等眾多知名公

司的青睞和廣泛認可，應用於醫院重症監護病房（ICU）。 

1994 年，Bo Sramek 博士成立了 Hemo Sapiens Inc.，進一步提高了 BioZ 的準確性，並使用

HOTMAN 的阻抗心電圖系統將 TEB 轉換為 TEBCO。系統極低電流和高精度水準除了應用在

傳統醫學外，更可以擴展應用至預防醫學和健康領域。 

2018 年，林建明先生（Mr. Toney Lam) 作為領頭投資人，從 Hemo Sapiens Inc. 手中收購了所

有知識產權，並與 Bo Sramek 博士共同組建了一家新公司。為了紀念 Bo Sramek 博士的發明

和貢獻，林建明先生使用其姓氏作為公司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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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創始團隊公司創始團隊

普特舒默克博士 (Dr. Bo Sramek 1937 – 2019)普特舒默克博士 (Dr. Bo Sramek 1937 – 2019)
Bo Sramek博士曾在捷克斯洛伐克科學院和美國電腦公司從事電腦系統的高級研究，並在電氣

工程和電腦科學方面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他發明了獲得專利的 TEBCO 技術，並將 TEBCO 技

術發展為該醫療技術領域的主導地位。他與妻子成立了一家生物技術公司 BoMED MM Ltd，該

公司於 1983 年在納斯達克上市，代碼為 BOMD。

Bo Sramek 博士獲得仿生學博士學位，在布拉格捷克技術大學擔任客座教授，並在大學及世界

各地的醫學會議上演講，他還是許多血流動力學管相關書籍和出版物的主編輯。他是國際血

液動力學協會的創始人和主席。

Bo Sramek 博士於 2019 年 5 月去世。

林建明先生 (Mr. Toney Lam)林建明先生 (Mr. Toney Lam)
林建明先生（Mr. Toney Lam) 在運營、資訊技術和業務發展方面擁有廣泛的專業知識。林先生

獲得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學位，主修電腦科學和市場行銷。他在醫療和健康行業擁有超

過 20 年的專業經驗。在創立公司之前，他曾在英國和台灣兩間上市公司的子公司擔任 CEO。

2008 年至 2017 年，他成功帶領一家醫療服務公司業務在香港和中國大陸逐步擴張，後來出

售給中國一家前上市公司。 

孟勞斯洛夫工程博士 (Ir. Miloslav Ponkrac)孟勞斯洛夫工程博士 (Ir. Miloslav Ponkrac)
Ir. Ponkrac 負責公司的 IT 基礎設施和電子工程。他與香港和中國技術團隊密切合作完成研發

工作。他是開發下一代人工智慧軟件的關鍵人物。他與 Bo Sramek 博士合作超過 15 年，特別

是在 HOTMAN 系統研發方面，從原型到最終產品都參與在內。此外，Ir. Ponkrac 擁有控制論

和生物醫學博士學位。

普特舒默克博士
Dr. Bo Sramek 

林建明先生
Mr. Toney Lam

孟勞斯洛夫工程博士
Ir. Miloslav Ponkrac

瑞脈醫療集團·Sramek Group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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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項目介紹公司項目介紹

1. 胸腔電生物阻抗 (TEB) 技術1. 胸腔電生物阻抗 (TEB) 技術

TEB 運用於血流動力學的診斷測試，能檢測心輸出量、心搏量、心肌收縮力、系統阻力和胸

腔積液等多達 30 個心血管參數，有助於預測、評估和管理高血壓 、中風和心臟衰竭。 醫生

通過利用該設備的參數資料瞭解患者的血流動力情況，對患者進行高血壓管理和改善患者健

康狀況。

• • 疑似或已知心血管疾病患者的無創診斷或血

流動力學監測

• • 區分急性呼吸困難的心源性和肺源性原因

• • 需要確定靜脈正性肌力治療的患者

• • 心臟手術後患者監測

• • 需要液體管理的心臟病患者

• • 高血壓、心臟衰竭和中風的管理

該設備利用胸腔電生物阻抗 (TEB) 技術即時收集

血流資料，然後通過專有演算法處理收集到的資料，計算血流動力學參數以獲取心功能並提

供治療建議。

專業的醫療人員使用這些資料來篩查早期心血管疾病，並根據HOTMAN System的建議做出精

准的治療決策。

2. TEB 技術所獲專利2. TEB 技術所獲專利

 ● 美國專利 US Patents美國專利 US Patents
US4191962A; US4807638A; US3573763A; US4677984A; 
US3466562A; US4870578A; US3573489A; US4807638A; 
US5503157A; US5103828A; US5551435A; US4343314A; 
US4450527A; WO1990000367A1; WO2013126788A1

 ● 歐盟專利 EU Patents歐盟專利 EU Patents
EP1551290B1; EP0113345A4; CA1150531A; DE1231293B

3. 心功能下降的預警3. 心功能下降的預警

• • 無創性血流動力學檢測可以發現早期併發症，通過非藥物方式介入，實現早發現早逆轉。

• • 一旦疾病導致心血管器質性病變，例如冠狀動脈疾病和心臟衰竭等，這些疾病就難以逆

轉，並需要高昂的醫療費用。

瑞脈醫療集團·Sramek Group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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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確定有效的療法4. 確定有效的療法

• • 大多數醫生仍然根據高血壓治療的指導原則進行試錯法，導致各種藥物副作用（治療有效

性 <35％）。

• • Sramek's HOTMAN System 使用人工智能檢測獲得高血壓的成因並提供處方建議，從而將

治療的有效性提升至 > 90％。

政府扶持計劃政府扶持計劃

我們的項目獲得 2018 年廣州科技園租用及科研支持費及香港科大百萬獎金（國際）創業大賽

二等獎。

附錄：瑞脈智能醫療 100% 控股的子公司附錄：瑞脈智能醫療 100% 控股的子公司

瑞脈醫療集團·Sramek Group Inc.

重點/核心價值

非藥物方法：
• 運動
• 飲食
• 減肥
• 生活方式調整

通過血流動力學進行心
功能異常早期預測

通過心電圖、超聲新動
圖，冠脈CT等檢查診斷

心臟器質性病變

醫學方法：

• 醫藥
• 手術
• 移植

正常心功能 心臟器質性改善

醫藥
手術
移植

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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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心康智能醫療（亞洲）有限公司加心康智能醫療（亞洲）有限公司

Cardiax Lab (Asia) LimitedCardiax Lab (Asia) Limited
加心康智能醫療（亞洲）有限公司 ( 下稱「加心康」或「我們」) 是瑞脈智能醫療 100% 控股

的子公司，是一家專注於心血管診斷和健康管理的創新中心，位於香港中央商務區中環蘭桂

坊。

公司成立背景公司成立背景

我們的首要任務是在出現任何疾病、疾病併發症症狀之前儘早評估客戶的心臟健康狀況。另

外，我們為心臟專科醫生提供藥物處方和高血壓成因方面的支援，通過人工智能醫療設備

HOTMAN SYSTEM 為每位客戶提供最可靠的心血管評估，從而為客戶的健康生活做出貢獻。

公司創始團隊公司創始團隊

林建明先生 (Mr. Toney Lam)林建明先生 (Mr. Toney Lam)
林建明先生（Mr. Toney Lam) 在運營、資訊技術和業務發展方面擁有廣泛的專業知識。林先生

獲得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學位，主修電腦科學和市場行銷。他在醫療和健康行業擁有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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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20 年的專業經驗。在創立公司之前，他曾在英國和台灣兩間上市公司的子公司擔任 CEO。

2008 年至 2017 年，他成功帶領一家醫療服務公司業務在香港和中國大陸逐步擴張，後來出

售給中國一家上市前公司。

陳麒尹心臟專科醫生 (Dr. Kelvin Ki Wan Chan)陳麒尹心臟專科醫生 (Dr. Kelvin Ki Wan Chan)
• • 香港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 2003
• • 英國皇家內科醫學院院士 2007
• • 香港內科醫學院院士 2010
• • 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院士 （內科）2010
• • 英國格拉斯哥皇家醫學院內科榮授院士 2017
• • 英國愛丁堡皇家內科醫學院榮授院士 2018
• • 英國倫敦皇家內科醫學院榮授院士 2019
• • 香港大學心臟科名譽助理教授

• • 心血管風險管理，如高血壓、糖尿病、膽固醇、脂肪肝等

• • 冠心病檢查及治療

• • 心律病檢測及治療

• • 植入心臟起搏器

• • 心房顫動及預防中風之合拼治療

• • 心臟衰竭治療

• • 腫瘤心臟病學

• • 非入侵性心臟檢查，如 24 小時心電圖、心臟超聲波等

• • 心臟影像掃描，如 CT, MRI 等

陶軍 教授 (Prof. Jun Tao)陶軍 教授 (Prof. Jun Tao)
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內科心血管病學教授、主任醫師、博士生導師，現任高血壓中心主任、

高血壓血管病科主任、心內三科主任、心血管醫學部副主任、老年病學研究所所長、血管疾

病診治國家地方聯合工程實驗室副主任，曾在瑞典哥德堡大學和義大利米蘭大學留學工作 7
年，獲米蘭大學博士學位。

• • 中國醫師協會高血壓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血管風險評估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

• • 中國醫師協會中西醫結合高血壓血管病學專家委員會主任委員

• • 中國醫療保健國際交流促進會高血壓分會副會長

• • 國家心血管病中心高血壓專病醫聯體副理事長兼廣東省中心主任

• • 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高血壓專業委員會副會長

• • 中國南方老年醫學聯盟主席

加心康智能醫療（亞洲）有限公司·Cardiax Lab (Asia)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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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建明先生
Mr. Toney Lam

陳麒尹心臟專科醫生
Dr. Kelvin Ki Wan Chan

陶軍 教授
 Prof. Jun Tao

公司項目介紹公司項目介紹

1. TEBCO – ( 胸腔電生物阻抗 ) Thoracic Electrical Bioimpedance Cardiac Output 1. TEBCO – ( 胸腔電生物阻抗 ) Thoracic Electrical Bioimpedance Cardiac Output 
加心康使用的設備在 1985 年、1996 年、2001 年、2014 年和 2018 年均獲得 FDA 認證。新系

統能讓臨床醫生通過簡單、方便、快捷的方式在我們的操作平台上獲取、存儲和分析受測試

者的心血管功能及血流數據。利用醫療網路促進心臟專科醫生和臨床醫生，普通科醫生之間

的溝通，即時同步資料，方便在移動設備上隨時隨地訪問相關健康數據。

無創心血管篩查使用位於頸部和胸部兩側的共 8 個微電流電極片，從 TEB 和 ECG 上收集來

自腔靜脈、胸主動脈的高頻電流的動態資料。 獲得比傳統的心電圖和超聲心動圖更全面的信

息。

2. 運動員心功能表現檢查2. 運動員心功能表現檢查

在日常運動練習和比賽中預防心臟病突發事件的獨特篩查。這是運動員“必須做＂的心臟檢

查，推薦給高強度運動的業餘愛好者，尤其是關注心臟表現並揭示中風和心臟病發作的風險。

根據您的心臟健康制定個人日常計劃，以實現您的健康目標。

3. 企業管理者心功能風險檢查3. 企業管理者心功能風險檢查

建議長期處於高強度工作壓力下的企業高管或企業負責人進行篩查檢測。它能確保對心血管

健康作全面的檢測和狀況的瞭解，重點關注循環系統的優勢和劣勢，對潛在的心血管問題全

面刨析。

加心康智能醫療（亞洲）有限公司·Cardiax Lab (Asia)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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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知識拯救生命4. 知識拯救生命

異常高或低的心率和不規則的心律預示著嚴重疾病，很多人未意識到這些症狀的嚴重性，因

此往往忽視了這些異常的潛在成因。當您完成日常活動時，我們的監測服務會隨時通知您這

些風險，以便您採取行動並諮詢您的醫生。我們利用這種技術不斷跟進您的健康狀況，使您

更長壽、更健康、更幸福地生活。

5. 我們共同努力5. 我們共同努力

加心康檢測基於雲服務框架運營，將健康管理資料與醫生及醫療機構共用。在醫療專業人員

的參與下，收集到的資料會使我們的預警系統更高效，系統提供的健康建議亦隨著時間的推

移變得更加準確、有效。

項目獨特之處項目獨特之處

1. 人工智能高血壓治療1. 人工智能高血壓治療

HOTMAN 系統研發的重點是高血壓治療。不同於傳統的試錯法（即基於經驗法的高血壓治療

指南），HOTMAN 系統提供的血流動力學檢測可以使心臟專科醫生瞭解到導致患者高血壓的

根本成因。

AIGCT（人工智慧引導心血管治療）數位化了橫坐標和縱坐標上的每一個位置，以模擬最理

想的位置，並達至最佳藥效。因此，這個技術不僅有助於恢復正常血壓，更能幫助患者實現

最佳的心臟健康和平衡心血管狀態。

• 階段 A 用藥後檢測

血流動力學分析有助於揭示藥物有效性。 如果結果令人滿意，客戶無需再次進行檢測。否

則，我們建議客戶進行第二次檢查。

加心康智能醫療（亞洲）有限公司·Cardiax Lab (Asia) Limited

高級個性化醫療雲高級個性化醫療雲

HPHC-DaasHPHC-Daas
人工智慧進行資料分析，實現個

性化健康報告，滿足不同需求

通過TEBCO+HOTMAN,收集超過
30 項心血管及血流動力學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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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階段 B 服藥前檢測

第二次檢測需要客戶在服藥前進行檢測。

血流動力學分析通過 28 個心血管參數顯示高血壓的根本原因，然後通過 AIGCT 生成最佳

醫療路徑，獲取相應的藥物建議。高血壓檢測和管理需要與心臟專科醫生密切合作。

2. 血液動力學檢測獲取 30 個關鍵心血管參數2. 血液動力學檢測獲取 30 個關鍵心血管參數

血流動力學參數是心血管系統變化的重要預測因素。我們的巨大進步是以非侵入方式測量多

參數並結合強大的計算機演算系統，得到心血管健康參數以及相關風險水準的評估。

加心康智能醫療（亞洲）有限公司·Cardiax Lab (Asia)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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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保健 / Healthcare

亞洲澱粉膠囊及原料供應有限公司亞洲澱粉膠囊及原料供應有限公司

Asia Starch Capsules and Materials Supply Co. Ltd. Asia Starch Capsules and Materials Supply Co. Ltd. 

公司成立背景公司成立背景

亞洲澱粉膠囊及原料供應有限公司（下稱「我們」;http://www.china2hk.com/cn/）由一家香港控

股公司於 2014 年成立 , 董事長陳偉崇受 2012 年中國央視播出《毒膠囊的秘密》，曝光了河

北一些企業用石灰對各種垃圾場拾來的皮革廢料進行褪色漂白和清洗，再熬製成工業明膠，

最終這些含重金屬－鉻超標的明膠大肆流入藥品、保健食品企業啟發「中國人很需要自主研

發植物膠囊原料」。於是，單純的這個念頭，讓他儘管初期受到家人反對，因為陳偉崇並無

生物科技背景，但他堅持自此投入開發純植物膠囊，「生物科技有益人類健康福址」。

集團始創成員集團始創成員

公司服務介紹公司服務介紹

我們專門從事改性羥丙基澱粉（HPS）的研發、生產和銷售。我們與香港、內地著名院校合

作，開發了一種改性羥丙基澱粉及其膠囊產品。在 2016 年，公司的技術獲得了中國國家知識

陳偉崇先生 - 主席 陳冠霖 - 集團行政總監 陳沛秋 - 營運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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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權局（CNIPA）的專利，即「一種改性羥丙基澱粉及其製備方法，一種植物空心膠囊及其製

備方法」【授權公告號：CN105985449B】。公司生產獨特的羥丙基澱粉，能生產出高質量的

軟、硬膠囊。

項目獨特之處項目獨特之處

我們擁有馬鈴薯澱粉膠囊的技術是市場首創。

我們攻克了用澱粉製成膠囊成型困難、機械性能不足、穩定性不高的三大技術難題，成功研

製出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高新技術產品—植物澱粉膠囊，擁有全球領先技術。同時，該技術

使得澱粉膠囊可以利用產業界的現有設備生產，無需增加額外的設備，大大降低了澱粉膠囊

的產業化障礙，為藥品、保健品的膠囊劑型提供了一個更加綠色、安全、環保並且現實可行

的解決方案。

目前，羥丙基澱粉空心膠囊的質量標準已收載於《中國藥典》之中。我們的技術以價格相宜的

馬鈴薯澱粉為原料，通過對澱粉分子結構修飾與改性，製造出性質優越的特種羥丙基澱粉。

利用我們的澱粉產品製備的膠囊，其均勻性、透明度、鬆緊度、脆碎度、崩解時限、乾燥失

重等關鍵指標均達到或優於《中國藥典》第四部給出的指標。我們的技術克服了目前植物膠

囊普遍存在的問題，例如韌性差、脆碎度高等等，從而顯著降低生產損耗和儲存成本。

影響與前景影響與前景

影響影響

• • 我們已經成功突破澱粉膠囊製備中最高難度的特種羥丙基澱粉原料技術，這種技術能夠普

遍地拓展澱粉膠囊的應用。進一步，我們將研發基於該種膠囊的腫瘤藥和多種特效藥。由

於腫瘤藥、特殊藥相對於載體膠囊的要求會更嚴謹，有動物源的明膠或生產過程使用大量

化學溶劑的 HPMC 膠囊都有著不定性。我們希望羥丙基澱粉膠囊在這一方面取得突破。

• • 我們已於香港科技大學合作構建起生物技術的產學研平台，利用本地大學卓越的研發能力

以及本公司的快熟產業化能力，能夠極大地增加本地生物技術產業化的速度，提高香港生

物技術在國際平台上的聲量。

• • 我們團隊已有多位來自香港的相關技術人才。隨著公司規模的擴大及研發管線的增加，我

們還在不斷吸納、培養本地生物技術人才，助力香港成為國際生物技術中心。

• • 近年來，特區政府也在大力推動“再工業化＂，我們作為香港工業界一份子，通過生物新

材料的研發及應用，推動香港“再工業化＂的進展，點亮“香港製造＂。

亞洲澱粉膠囊及原料供應有限公司·Asia Starch Capsules and Materials Supply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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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們在拓展研發、生產、銷售的過程中，積極參與內地展會、政商交流、科研合作等，既

促進了內地對香港產業技術、產業人才的認知，亦增進了香港人對於內地市場態勢、產業

新政的熟悉，增進了兩地的互相瞭解。

• • 我們的創始人在沒有生物技術背景的情況下，由傳統紐扣行業轉至生物科技行業，走得艱

辛，但走得成功，能夠為香港傳統製造業轉型新興製造業提供經驗。

前景前景

羥丙基澱粉植物膠囊天然、綠色、健康和環保，不含動物源成分，具有比傳統膠囊更廣泛的應

用人群和市場需求。我公司目前已採用新技術攻克了澱粉基植物空心硬膠囊和軟膠囊，填補了

國內以馬鈴薯澱粉為原料的植物膠囊空白。產品通過了多項國際權威認證，如素食協會認證、

猶太 Kosher 潔食認證、穆斯林 Halal 認證、美國 FDA 註冊和 DMF 備案等，受到全球多家權威

機構的認可。我們的產品正在開展 6 體系認證，分別為 ISO9001、ISO22000、FCCS22000、
HALAL 清真食品認證、潔食認證、IP 認證。目前，我們已與國內外多家知名藥物或膠囊製造

商合作，積極推進澱粉基植物膠囊的大規模產業化。相信很快源自香港的澱粉膠囊技術就能

出現在醫院、藥店，增益公眾健康，造福社會。

在此基礎上，公司積極佈局以特種羥丙基澱粉為原料的產品線，豐富下游產品，增強競爭力，

為此公司和香港科技大學開展了積極合作，經過雙方深入溝通交流和探討，形成共識，初步

確定了三個研究方向，今後將根據市場和公司發展情況適時開展具有領先性產品的開發，三

個方向分別為：1. 基於羥丙基澱粉材料的純植物基水晶面膜；2. 基於羥丙基澱粉的植物基化

妝品增稠劑；3. 用於人造肉生產的質地改良劑。我們相信，藉助香港科技大學在生物材料技

術上的支持，我們能夠快速地將原始技術轉化為可應用的產品。

政府扶持計劃政府扶持計劃

我公司目前已採用新技術攻克了澱粉基植物空心硬膠囊和軟膠囊，填補了國內以馬鈴薯澱粉

為原料的植物膠囊空白，在此基礎上，公司積極佈局以羥丙基澱粉為原料的產品線，豐富下

游產品，增強競爭力，為此公司和香港科技大學開展了積極合作，經過雙方深入溝通交流和

探討，形成共識，初步確定了三個研究方向，今後將根據市場和公司發展情況適時開展具有

領先性產品的開發。

三個方向分別為：1. 基於羥丙基澱粉材料的純植物基水晶面膜；2. 基於羥丙基澱粉的植物基

化妝品增稠劑；3. 人造肉生產方面的應用，介紹如下 :   

• • 基於羥丙基澱粉材料的純植物基水晶面膜的特點

傳統水晶面膜採用化學合成高分子製備， 但羥丙基澱粉膠囊材料可與少量輔料配合形成

純植物基透明面膜。 

亞洲澱粉膠囊及原料供應有限公司·Asia Starch Capsules and Materials Supply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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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於羥丙基澱粉的植物基化妝品增稠劑的特點

化妝品增稠劑常用卡波姆、黃原膠、丁二醇、羥乙基纖維素、丙烯酸 ( 酯 ) 等。其中黃原

膠和羥乙基纖維素為植物基，市場價遠高於羥丙基澱粉（或多數改性澱粉）。無毒無害，

和普通澱粉安全性上並無明顯區別。羥丙基澱粉可用作多種用途黏合劑 , 增稠劑。

• • 在人造肉生產中可作為質地改良劑

提升凍融穩定性、提升對剪切力和熱處理的耐受性 , 脂肪替代。

羥丙基澱粉工藝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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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寶生科有限公司世寶生科有限公司

C-Polar Biotech LimitedC-Polar Biotech Limited

世寶生科有限公司 ( 下稱「C-Polar」；www.C-Polar.com) 是一間扎根於香港本土，專注於開發

及生產生物駐極體及其應用作醫用用途的生物科技公司，我們開發了 C-Polar 生物駐極體，能

於快速氣流下，只需極低氣流阻力，就可攔截再瞬間殺滅 99.9% 的細菌和病毒。C-Polar 機理

不需要外部能源，化學消耗及毒性，其專利保護更覆蓋香港、美國及 158 個國家和地區。公

司於 2020 年成立，並已取得美國 EPA 豁免資格，認可其技術路線。

公司成立背景公司成立背景

在新冠病毒爆發之初，全球缺乏熔噴布而導致口罩供應短缺。熔噴布是現在應用於空氣過濾

上的關鍵材料，可過濾常規纖維無法過濾的細小粉塵。

柯俊賢 (Aldrin Or) 及龔劍亮 (Rayman Gong) 於 2020 年 2 月開始研發工作，希望開發能有效截

殺病毒及細菌的新濾材，並通過對病毒物理特性的研究，他們認為帶有強正極性的生物駐極

體能相當高效截殺帶負極性的病毒。通過日以繼夜的研究，及與海外研發機構合作，Aldrin 及

Rayman 取得了科學上的突破。

Aldrin 及 Rayman 發現 C-Polar 能夠在比熔噴布更大的程度上保護人類受病毒及細菌感染。

C-Polar 生物駐極體能夠在短時間內（5 分鐘內）攔截再殺滅 99.9% 的病毒和細菌，包括新冠

病毒；並且沒有毒性，這意味著它對人體無害。通過不同實驗，我們的團隊測試了不同的纖

維基底，發現 C-Polar 生物駐極體和天然纖維素的組合可提供最佳的病毒過濾效果。歐盟及美

國的監管機構及政府亦肯定及証實 C-Polar 的功效。 

公司創始團隊公司創始團隊

柯俊賢 (Mr. Aldrin Or)
柯先生畢業於香港科技大學工業工程學系，是 C-Polar 的共同創辦人。柯先生從事增材製造超



72

過十年，擁有豐富的技術轉化量產經驗。近年更獲得香港工程師學會頒受 HKIE Enginpreneurs 
Award 冠軍獎，為香港工程創新的最高肯定。

龔劍亮博士 (Dr. Rayman Gong)
龔博士研究興趣為環境能採集、轉化與管理。先後入選並主持 2015 年香港與內地高等學校

師生交流計畫、2019 年理大精益啟動創業先導 (Lean Launchpad Programme) 計畫、2020 年理

大微型基金 (Micro Fund) 計畫和2020年香港科技園STEP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ntrepreneur 
Programme) 計畫等多個基礎創新研究與技術轉化項目。主持優秀海歸人才專案及參與多項國

家級和省部級自然科學基金專案。

周博裕博士 (Dr. Augustine Chow)
周博士為倫敦商學院理學碩士、南澳洲大學哲學博士、香港城市大學工程及生物科技博士。

周博士管理從事製造、市場推廣及金融服務之上市公司方面擁有豐富經驗，創立超過 150 間

公司，其中 30 間優化為上市公司，並擅長於收購合併事項。周博士曾任未來世界（中國）

FutureWorld(China) 董事，現為香港上市公司凱順能源集團有限公司執行董事、美國上市公司

Celsion Corporation 董事，以及加拿大上市公司 Medifocus Inc. 副主席。

李世賢先生 (Mr. Patrick Lee)
李世賢 (Patrick)，香港中文大學畢業，取得巿場學學士及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李先生曾擔任全球領先的汽車經銷商英之傑集團大中華地區行政總裁，並擁有超過 30 年的藍

籌公司管理經驗，當中包括 Intertek、寶潔、可口可樂和豐田。

同時，李先生曾擔任香港測檢認證協會 (HKTIC) 主席及香港總商會 (HKGCC) 工業及科技委員

會副主席。此外，他亦是香港總商會智慧城市專責小組的召集人，並擔任職業訓練局（VTC）
的創新及科技訓練委員會成員。

世寶生科有限公司·C-Polar Biotech Limited

柯俊賢 
Mr. Aldrin Or

龔劍亮博士 
Dr. Rayman Gong

周博裕博士 
Dr. Augustine 

Chow

李世賢先生
Mr. Patrick Lee

公司項目介紹公司項目介紹

現時新冠病毒變種肆瘧全球，科學界也有大量關於疫苗面對變種病毒成效的討論，至今為止

人類未有一個廉價，高效，市民大眾容易接受的抗病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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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世界首個發現，透過高密度 (High Density)，高均勻度 (Evenly)，高同質性 (Homogenously) 
地將強正極聚合物 (Strong Positive Charged Polymer) 負載於纖維表面上，能形成強效的取向力 
(DipoleDipole Force) 相長干涉 (Constructive Interference)，從而能在高速氣流中，超高效攔截，

滅活再殺死廣泛範圍病毒及細菌，包括新冠病毒。其反應間短，而且人體能安全使用，沒有

毒性。

美國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 (US EPA)、芬蘭第二大醫學院  坦佩雷大學 (Tampere University) 及歐

盟國家級科學機構  捷克科學院 (Czech Academy of Sciences) 均已驗證及肯定C-Polar效能及安

全性。

C-Polar 是一種強化於纖維表面的聚合物：

• • 能於 5 分鐘內攔截再滅活 99.9% 人類冠狀病毒 (SARS229E) 及克沙奇病毒 (Coxsackievirus 
B6) 

• • 因為人類冠狀病毒及克沙奇病毒在結構上有高度的差異性，所以 C-Polar 為廣效抗病毒技

術路線

• • 能於 5 分鐘內殺滅 98% 及 30 分鐘內殺滅 99.6% 高劑量新冠病毒 (SARSCoV2) 
• • 能於 1 分鐘內殺滅 99.9% 高劑量金黃葡萄球菌

• • 能於快速氣流下完全阻隔病毒及細菌穿透

• • 有極低的氣流阻力 (2.2Pa)
• • 對人體肺部細胞沒有毒性

• • 對比裝備 UVC 的空調系統，節省 22% 電力及碳排放

• • 對比裝備 HEPA 高效濾網的空調系統，節省 39% 電力及碳排放

• • 以上實驗結果被美國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芬蘭坦佩雷大學、捷克科學院、美國 Nelson　
Lab、英國天祥 Intertek、香港公開大學證實

• • 已申請全球 PCT、美國及香港專利

• • 廣泛應用於不同表面，例如纖維、紙面、膠質、皮質、玻璃

• • 廣泛應用於不同場景，個人防護、空氣濾網、服裝、汽車內飾、軍工

世寶生科有限公司·C-Polar Biotech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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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人類未有科技能完全處理在高速氣流下的病毒。極大部份的技術路線是透過毒性來滅活

病毒，但在不穩定及高壓的氣流環境下，病毒是沒有可能像實驗室設置一樣，能靜止 30 分鐘

或者更長時間，讓毒性慢慢滲透進病毒包膜內，再滅活病毒。

C-Polar 透過強化對病毒蛋白質的取向力，能在高速氣流下先攔截病毒，再透過強大拉力於短

時間內撕破病毒蛋白質，從而形成比傳統方法更加安全、高效、快速、廉價的過濾病毒方案。

影響與前景影響與前景

1. 在過去一年，全球對病毒過濾技術路線百花齊放，但在 C-Polar 出現之前，真正獲得美國政

府認可的有效材料，只有美國空調工程師學會 (ASHRAE) 制定的 HEPA 高效濾網可以符合，

但 HEPA 附加的問題就是，需要強大風力，才可把冷風通過，導致居高不下的能源開支和設

備投入。

2. UVC 燈、等離子、銀離子、光觸媒、石墨稀、氨鹽等技術，均被 FDA 和 CDC 和美國政府

否定了其功效。原因是反應速度慢，於快速空氣下不現實，而且有高度毒性，很多技術方在

北美已經面臨回收及法律問題。而 C-Polar，在那麼多技術方案被否定時，繼 HEPA 後，獲得

美國政府認可為高效的病毒屏障，而且功能和耗電上的改進是十倍計。

3. C-Polar 是難得的香港本土發明，通過生化應用，同時達到節能及減碳效果，並有極廣泛的

應用場景，而成本同時極具競爭力，為香港生物醫用產業拼出具寬度及深度的應用前景。

政府扶持計劃政府扶持計劃

C-Polar 目前正在與香港公開大學、美國霍普金斯大学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德州醫學中

心 (Texas Medical Center)，以及梅奥医院 (Mayo Clinic) 展開合作。

世寶生科有限公司·C-Polar Biotech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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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利加食品 ( 香港 ) 有限公司·Forica Foods (HK) Co. Ltd

厚利加食品 ( 香港 ) 有限公司厚利加食品 ( 香港 ) 有限公司

Forica Foods (HK) Co. LtdForica Foods (HK) Co. Ltd

厚利加食品 ( 香港 ) 有限公司是一間從事醫療食品科技開發、生產及銷售的初創公司。公司

引進日本醫療食品的專利發明食品技術及生產工藝到中國內地設廠生產 , 透過強大的戰略

合作夥伴 , 開拓國內龐大的大健康醫療食品市場。厚利加食品將獨有專利蛋白質水解技術

(Proteolysis) 應用於生產針對慢性腎臟病患者 (Chronic Kidney Disease, CKD) 的醫療食品 - 低蛋

白米飯 (Protein Low Content (PLC) Rice)上 ,利用日本自家研發製造的高效自動化生產設備及獨

有 32 秒內利用高溫高壓的蒸汽“煮飯＂生產工藝方式生產具功效及美味的醫療食品 - 低蛋白

米飯。經臨床研究証明 , 厚利加食品研發生產的醫療食品 - 低蛋白米飯具有食療功效 , 能夠有

效幫助改善慢性腎臟病患者的慢性腎臟病 (CKD) 的狀況及改善其營養狀況 , 不但食療效果良

好 ,而且提昇病患者的飲食質素及選擇 ,醫生及慢性腎臟病病患者都樂意以厚利加食品的低蛋

白米飯為主食。

公司成立背景公司成立背景

隨著國內人民收入水準不斷提高 , 生活水準升級步伐不斷加快 , 人民對健康飲食意識日漸增

強 ,功能性及醫療食品來自日常食品功能化的概念逐漸

形成 , 中央政府於 2016 年發佈「健康中國 2030 規劃綱

要」,其中心思想定於 2030年前 ,中國醫療制度從治病 ,
改變成以防治病系統。同時 ,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

局頒令「特殊醫學配方食品註冊辦法」讓醫療食品通過

食品安全性、營養充足性和特殊醫學臨床效果進行審查

後 , 納入特醫療食品註冊登記 , 得到進入國家醫療藥品銷售系統 , 將進一步推動國內推動醫療

食品市場的發展。有見及此 , 數名致力於香港及中國生物醫藥科技創新發展的人士 , 與日本醫

療健康產品科技企業 - 厚利加食品株式會社於 2018 年合作成立的港日合資公司 - 厚利加食品

( 香港 ) 有限公司 , 目標發展香港、國內以至大中華區的醫療食品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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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始創成員包括集團始創成員包括

中條均紀

日本醫療健康食品加工技術知名科學家 , 多年從事研究低蛋白食品對慢性腎臟病患者的食療

效果 ,發明應用加工低蛋白米飯的蛋白質水解技術專利 ,產品通過臨床測試並於日本暢銷二十

多年。

何瑞枝

香港資深企業家及投資者 ,廣州福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創辦人 ,引入英國醫藥保健品品牌福施

福產品暢銷內地二十多年。

何立豐

加拿大卑詩大學經濟系學士及澳洲Curtin大學金融系碩士 ,從事保健食品行業超過十年以上經

驗 , 對國內保健食品銷售及管道方面尤其瞭解。

公司項目介紹公司項目介紹

針對慢性腎臟病患者 (Chronic Kidney Disease, CKD) 的醫療食品針對慢性腎臟病患者 (Chronic Kidney Disease, CKD) 的醫療食品

- 低蛋白米飯 (Protein Low Content Rice)- 低蛋白米飯 (Protein Low Content Rice)

慢性腎臟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CKD）是指腎臟過濾功能隨著年齡逐漸而難以逆轉的衰

退。世界衛生組織 2020 年發布的《2019 年全球健康評估》報告顯示，腎臟疾病已躋身全球十

大死因之列。根據估計 , 全世界大約有 8.5 億人因各種原因罹患慢性腎臟病。而在中國，慢性

腎臟病的患病率高達 10.8%，患者人數超過 1 億，平均每 10 個成年人中就有一個 CKD 患者 ,
而 10 個 CKD 患者有 9 個不知 , 知曉率僅為 12.5%。由於慢性腎臟病患病率高、花費高、知曉

率低、治癒率低，被稱為“沉默的殺手＂。而慢性腎臟病造成的疾病負擔正在迅猛增加，該

病的患者死亡率高、在治療上也會消耗很多社會的資源。

厚利加食品 ( 香港 ) 有限公司·Forica Foods (HK)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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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利加食品 ( 香港 ) 有限公司·Forica Foods (HK) Co. Ltd

慢性腎臟病病患者需要控制蛋白質攝入量 ,而低蛋白飲食是有助遲緩腎功能的衰退。大米中主

要成分除了碳水化合物外，還有低價值的蛋白質 , 因大米是中國及亞洲人的主食，控制蛋白

質攝入量就變得困難、為了限制腎病患者的蛋白質攝入量，而開發了低蛋白米飯 (Protein Low 
Content Rice), 其功能如下：

- 減少尿蛋白排泄及改善蛋白質代謝

- 延緩腎損害進展

- 減輕胰島素抵抗及改善碳水化合物代謝

- 改善脂肪代謝

- 改善鈣磷代謝及繼發性甲狀旁腺亢進

日本從上個世紀 80 年代就一直致力於研究低蛋白米飯，對腎病患者實施藥物治療的同時，用

低蛋白大米作為腎病患者代用主食 , 減少了非優質蛋白質的攝取量，增加了優質蛋白質的攝

取量。經過大量的臨床試驗表明，患者食用低蛋白米飯，可以有效減少蛋白質攝入量，使血

清肌酸酐含量維持在原有水準，從而達到延緩病程目的。同時也保證了機體有充足的熱量供

應，防止腎功能的進一步衰退，減輕了患者精神、經濟負擔。

厚利加食品於 1994 年開發了一種獨特的蛋白水解技術 (Proteolysis), 利用一種酶 ( 酵素 ) 產品，

可以比乳酸桿菌發酵更快更可靠地分解白米中的蛋白質 ;及後 ,厚利加食品開發了一套利用自

家研發製造的高效自動化生產設備及獨有 32 秒內利用高溫高壓的蒸汽“煮飯＂生產工藝方式

生產具功效及美味的醫療食品 - 低蛋白米飯 , 在日本暢售至今。

項目市場及前景項目市場及前景

低蛋白米飯的符合當今人們追求、維護健康的消費理念，由於國內對低蛋白大米產品熟悉度

較低，尚未形成成規模的市場。國內慢性腎病患者數目高於日本 10 倍 , 人數超過 1 億 , 推斷

中國低蛋白米飯的市場規模將非常龐大。

另一方面 , 隨著“健康中國＂建設上升至優先發展的國家戰略層面，大健康產業已經成為國

家經濟轉型的新引擎。近年來，國內大健康產業呈現蓬勃發展之勢，2016 年國內大健康市場

規模超過 3 萬億元，預計至 2022 年國內大健康市場規模將達 7.4 萬億元。

目前國內大健康市場發展尚處於發展階段，從市場消費角度看，美國醫療衛生總費用占 GDP
的比重超 15%，加拿大、日本等等國的比重也超過 10%，而中國衛生總費用占 GDP 的比例僅

為 6.2%。隨著我國居民收入水準不斷提高，消費結構升級不斷加快，人們對生活品質的要求

日益提高，大健康產業市場擁有廣闊的發展前景。“未病先治，預防為主＂的思想觀念，正

在逐漸形成，保健養生的潛在市場正在逐漸發生改變。如今保健養生的需求愈加年輕化，年

輕群體、女性群體進一步擴大，大健康主流消費群體正在向“高職業、高收入、高學歷＂的

三高群體轉移，這個群體的消費水平普遍較高，也更願意提高自己高品質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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煋域開發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煋域」）是一個綠色建材開發的公司，特別專注於多功能陶瓷

磚的研發。我們的團隊中有來自不同範疇的專家，但都有一個共同的信念，我們知道，作為

經濟鏈條中的重要環節，公司在應對如此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時應積極履行社會職責，承擔

社會責任。針對新冠肺炎疫情和復雜的經濟環境，公司不應該只關注短期內的困難，而是更

應該保持一種戰鬥力。評價一個公司，不僅是看能賺多少錢，更多是看如何做到履行社會職

責，如何去承擔社會責任。當前，我們更應該靜下心來，創造更多先進技術，去研發更多提

高生活品質的產品。面對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市民對環境衛生，病毒傳播的意識大大提升。

一些防疫產品，如消毒塗層等有了巨大的市場。但是這類型的產品殺菌效果不持久，覆蓋效

果不全面，導致病毒仍有機會停留在物體表面，並最終通過接觸途徑進入人體，危害健康。

煋域開發有限公司在短時間內響應市場需求，推出了一系列的抗菌消毒瓷磚，抑菌效果可長

達 3 到 5 年，並解決了覆蓋效果的問題。

在現有的抗菌瓷磚技術中，光催化劑的加入可以是解決問題的答案。但是光催化劑之一的二

氧化鈦雖釋放自由基強氧化性氧化有機物，但高燒結溫度，顆粒對基材粘附力弱一直是技術

難題。納米銀釋放銀離子破壞細胞，但使用壽命短，成本高。我們的抗菌瓷磚技術通過二氧

化鈦和納米銀混合作光催化劑，結合了二氧化使用壽命長，成本低以及納米銀殺菌效率高，

改善退火溫度增加粘附力的優點，打造了新興的自清潔抗菌瓷磚產品。

我們的抗菌瓷磚技術擁有簡單易操作，可實現，落地等特性。這是一個高級的，多功能的綠色

建築材料。它抗菌活性或抑菌作用以及自清潔性能，使得這些材料可以用於醫院，學校，飯

店，房屋或任何需要特別注意人體健康的地方。這些材料可以殺死瓷磚表面的真菌和細菌。

此外，運用這種技術的瓷磚表面可以用作水清洗的可重複試用的光催化材料。它轉取代了必

須先過濾的懸浮粉末的載體，僅用水漂洗後既可用作催化劑載體，而不會影響光催化活性。

這種瓷磚也可用於光降解藥物化合物，如阿司匹林和撲熱息痛。

透過今次的機會，理論得以商品化，成為實質的產品。過程中集結了不同人的努力，由學界

的理論、到業界的實踐以及推廣，以至檢測界對產品的科學檢測及認證，都提供不少支援。

正正是這些努力，這個產品才可以在短短數個月內由理論化為實在，為市場帶來一款新式、

而且在自清潔，殺滅細菌病毒的效力以及安全均得到認可的產品。

煋域開發有限公司煋域開發有限公司

InnoGalaxy LimitedInnoGalaxy Limited



79

香港一項原創生物科技在皮膚修復的應用——SGC (Self Growth Colony); http://www.sgcsgc.
com)

「2014 年 9 月 2 日，義烏女孩小倩在當地一家燒烤店聚餐，因服務員加酒精時操作失誤，導

致她全身燒傷面積達 80%。經歷 12 次手術、81 次的撕心裂骨的換藥痛苦、漫長重復的整形

修復構成無數的二次傷害。2018 年之前她嘗試過許多修復疤痕的方法，成效不大，直至遇上

SGC......2019 年赴笈日本留學 ;2020 年初與香港科技大學 SGC 研究團隊一起，接受中央電視

台訪問，她以個來人身份，訴說 SGC 為她帶來生命的曙光。」

「2020 年 8 月，香港科技大學董婷霞博士知道遠在山西老家的父親（糖尿 16 度），糖尿足

上破了一個大洞，無法癒合，當地醫院不敢接收，董博士帶上了 SGC，為創口每天抺上 SGC
粉末，5 天後創口結成大痂，12 天後硬痂自然脫落痊癒，免受截肢之苦。」

「2020 年一名香港警察遭示威者淋潑腐蝕性液體，一年半時間後仍癢痛不堪、疤痕增生、長

期每晚吃五粒安眠藥仍難以入睡，用上 SGC 後，疤痕減薄 2/3、癢痛大為改善，現減至 1 粒

安眠藥。」 

............

疤痕、創口的修復，是一個世界難題！

傳統疤痕處理方法（例如手術切除、鐳射打磨、注射、磨皮），復康時間漫長，也無法防止

增生、癢痛之苦！

政府每年花費龐大資金、人力物力為病人修復創口、截肢手術、治療褥瘡、上門洗傷口等 ; 
SGC 的施用有助加快自然癒合速度 300%, 節省政府資源。

2018 年 6 月，創新科技署 ITC 創新及科技基金資助香港科技大學 HKUST 建立 SGC2.0 的有效

性及安全標準（UIM/340），2021 再合作研究使用非人類物質，以擴大適應症範圍，其機理和

研究已發表科學文獻。作為中小企，面對龐大的科研開支，因著香港特區政府扶持資助，得

以茁壯成長！表現了香港特區政府對本地科研的重視和前瞻性。

SGC 的研究於 2009 年萌芽，獲 ITC 專利申請資助，先後在香港、瑞士、美國、澳洲、加拿

SGC 集團SGC 集團

SGC Self Growth ColonySGC Self Growth Col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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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台灣等註冊專利。藉政府和 HKUST 強勁科研背景支援，加上 SGC 努力不懈，展示 " 官、

產、學、研 " 合作的豐碩成果：

• • 創新應用方式：外抺在皮膚，無需注射、回輸、手術。

• • 開創個人化護膚概念：可以私人定製，客人像擁有私人皮膚產品實驗室。

• • 創新為每一成品發出安全檢測報告、國際條碼識別。

• • 自建實驗室、培訓及服務中心，確保品質受控。

• • 為香港自主研發的生物製品進行高標準檢測：通過深圳藥品檢驗研究院及 SGS Ames Test
（致突變性檢測 )，證明不致細胞變異、無基因毒性、無細胞毒性。

• • 已幫助 1800 自願者處理疤痕増生、濕疹、糖尿腳、創口修復等問題，沒出現任何副作用。

• • 獲國家媒體報道：SGC 香港品牌於央視 CCTV 頻道捧為《中國品牌》、中國商務部頒發

《信用品牌》；列入深圳市政府 2018、2019、2020 大健康產業藍皮書；獲國家媒體《紫

荊》及《港澳發佈》報道。

SGC 能創造多少市場價值？建基於下列需求：

1. 市場對個人化、綠色產品的需求大。

2. 人口老齡化。

3.SGC 擁有多元適應症。

4.2021 年 10 月國內取得 CFDA 械字號備案，可於全國醫院施用及開展更多適應症臨床工作。

5.2021 年與 ITC、HKUST 合作研究使用非人類物種物質生產功能性護膚品、皮膚修復家用

產品、生髮產品、生物敷料等，擴大各種適應症，有效降低成本及售價，服務大眾市場。

6. 我國每年拯救燒燙傷生命無數，經驗豐富，但仍缺乏無創疤痕修復技術 , 傳統修復方法痛

苦 , 也不適用於增生性瘢痕患者 , 術後創口位置增生情況更嚴重。SGC 可以無創無痛地處理

疤痕，停止增生癢痛，於國內正進行臨床工作，有望成為香港有代表性的生物醫藥。

SGC 紮根香港，放眼內地，走出世界。經歷 2020 年全球疫情肆虐，SGC 以其安全、獨特和

差異性 , 有幸成功避險 , 國內發展穩定。

生物醫藥產業發展是全球大趨勢，SGC 是一項嶄新、香港原創、有科學文獻支持的生物科技，

証明香港有人才、有技術、有能力 ! 誰說香港沒有科研？

SGC 集團·SGC Self Growth Col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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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成立背景公司成立背景

深圳綿儷日用化工有限公司成立於 1996 年，是一家集研發、生產、行銷為一體的綜合性外商

獨資美容化妝品企業。

公司擁有兩大生產基地：深圳綿儷日用化工廠和惠州綿儷生物科技產業園。其中，惠州綿儷

生物科技產業園一期建築面積 7 萬平方米，是一個集研發、生產、檢測、倉儲物流於一體的

多功能產業園。10 萬級無塵淨化生產車間、20 條生產線、多套德國進口真空乳化機和均質

攪拌鍋及智慧化製造管理系統，確保設計日產能達到二百萬瓶以上，可以快速滿足客戶的需

求。

兩大研發團隊：深圳綿儷日用化工有限公司技術部和綿儷亞洲研發中心（韓國）。綿儷投入

大量資源研究名貴藥材及天然植物， 從中提取有效活性成分，應用于美容護膚領域。獲得多

項國家發明專利，為 ODM 客戶打造專屬定制方案。強大的研發團隊及專業的核心技術，為國

產化妝品打造國際化品質提供堅實的技術支援。

自創立以來，綿儷一直以科技為導向，以品質為核心，不斷研發天然、安全、有效的美容類

產品。

綿儷先後獲得“全國品質和服務誠信優秀企業＂、“全國品質檢驗穩定合格產品＂等榮譽，

工廠已通過質量管理 ISO 22716: (E) 及 ISO 9001: 2015 國際質量標準體系認證，以及化妝品良

好生產操作規範 GMPC 認證（包括美國標準和歐洲標準）。成為多家大型連鎖企業值得信賴

的 ODM 合作夥伴。

綿儷日用化工有限公司綿儷日用化工有限公司

Shenzhen Mannay Cosmetic Co LimitedShenzhen Mannay Cosmetic Co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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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始創成員包括：集團始創成員包括：

綿儷創始人張豔芳、綿儷副總經理張玉明

公司項目介紹公司項目介紹

優化燕窩提取液工藝在美容產品的應用性研究優化燕窩提取液工藝在美容產品的應用性研究

綿儷主要生產供應燕窩提取液，用於含燕窩的相關產品，如燕窩提取液面膜和燕窩提取液面霜

等。與該公司相關的產品均於香港及國內的大型護理產品連鎖店內分銷。燕窩提取液採用原

盞燕窩，經過蒸煮、酶解、酸化、中和等工序製成清澈的燕窩提取液，提供相關產品作為原

材料之用。香港科技大學經過初步測試和實地調查，發現其生產過程中燕窩中美白相關的有

效成份 ( 如唾液酸和蛋白質 ) 均嚴重流失。因此，綿儷日用化工有限公司希望與香港科技大學

合作進行研究，通過本次研究建立新的燕窩有效成份品質檢測方法，以活性成分做導向檢測

並優化燕窩提取液生產線上的每個工序，包括對燕窩提取物的蒸煮，中 和及過濾等步驟。最

後開發出一套獨特的、且產出最高與燕窩美白相關有效成份的提取方法，並加以專利保護。  

項目獨特之處項目獨特之處

綿儷日用化工有限公司能透過這次合作項目來重新調整生產線上的各項工藝，有助降低產品

的生產成本。另外，這項研究成果能直接應用到該公司其他相關的化妝品產業上。由於用作檢

測的指標營養成份均與護膚的活性有關，將大幅地增加其化妝品產品的競爭力。透過與香港

科技大學的合作能增加消費者對其產品的信心，並建立品牌的效應以增加利潤。最後，通過

綿儷創始人張豔芳

綿儷日用化工有限公司·Shenzhen Mannay Cosmetic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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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香港科技大學的合作使該公司獲得更多研發的渠道和經驗，有便於公司未來開發新產品。

該項目的研究成果使公司產品的最主要兩項生物活性指標分別增長 4.9 倍及 29 倍，由此使得

產品美白功效增加 12%，皮膚抗氧化功效增加 5 倍，對於公司來講可說是巨大突破。

該項目為公司獲得中國 (China Patent ZL 2013 1 0331828.0) 及香港專利 (Hong Kong Standard 
Patent 1187076) 各一項，並在國際高水平學術雜誌發表論文一篇。

影響與前景影響與前景

影响影响

• • 由於皮膚健康具有跨學科屬性，涉及化學、生物學、材料學、醫學、藝術學、社會學幾大

學科，一些前沿技術在皮膚健康產業中具有潛在應用價值，而且皮膚健康產業的市場規模

日趨龐大，僅 2019 年全球化妝品市場規模已達 5148 億美元，所以皮膚健康產業是生物

醫藥產業的有益補充。雖然中國化妝品消費呈現出穩步增長的良好態勢，但行業也面臨巨

大的挑戰，例如我國化妝品進口原料達到 80% 以上，國產化妝品原料在品種和質量上均

居劣勢。綿儷公司正是看到這點，積極與香港科技大學合作，以中國特色的化妝品原料為綿儷公司正是看到這點，積極與香港科技大學合作，以中國特色的化妝品原料為

切入點，開展一系列研究開發工作，最終達到降低生產成本，大幅提高有效成分及生物活切入點，開展一系列研究開發工作，最終達到降低生產成本，大幅提高有效成分及生物活

性。在皮膚健康的領域中獲得突破和成績，也為整個生物醫藥產業做出自己的貢獻。性。在皮膚健康的領域中獲得突破和成績，也為整個生物醫藥產業做出自己的貢獻。

• • 成功把研發成果應用到實際的產業生產上，是一種對社會的貢獻，也肯定了香港科技大學

及其研究團隊的成就。對研究人員來說，這是極大的榮譽和鼓勵。

• • 另外，透過進行該項目的研究能夠將中國傳統養生保健品——燕窩品質化、科學化，使中

國傳統中醫藥文化得以弘揚和發展，尤其是在生意醫藥方面的突破，讓科研人員振奮鼓

舞。

前景前景

• • 降低燕窩提取液的生產成本； 

• • 優化燕窩提取液的提取方法以獲取更多的有效成份，如唾液酸和蛋白質；

• • 優化燕窩提取液的提取方法以提高其生物活性，如美白和保濕效能。

綿儷日用化工有限公司·Shenzhen Mannay Cosmetic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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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扶持計劃政府扶持計劃

該項目香港科技大學與綿儷日用化工有限公司共同向香港創新科技署申請“創新及科技支援

計劃＂並或獲得資助，項目編號：UIM/254。在此向創新科技署的各位工作人員表示感謝，沒

有你們的肯定與鼓勵，產學研三方很難如何高效的攜手合作，創新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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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日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科日」）是徐光海博士在香港科技大學讀博士時成立的科創公

司。科日的故事，是由科大這間本地學府開始的。「科」的意思顧名思義就是科大，而「日」

的意思，對於科大以外的人來說，或會有點無從推算是從何得名，可是只要對科大人說起那

個名為「時間之輪」的日晷 ( 火雞 )，又或是公司的英文名 Sundial，應該馬上可以聯想到科日

之名的由來。

徐博士憑創新的抗水抗污以及能提升發電效能的太陽能光伏系統塗

層技術，在 2016年有幸從科大第六屆百萬獎金大賽得到冠軍而得到

一筆啟動資金以及在科大「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計劃」資助下成

立科日。當時的創始團隊，只有包括徐博士在內寥寥數人，就此數

人之力，開始了接下來科日的故事。

經過數年的努力，科日在 2019年成功得到香港科學園的科技創業培

育計劃支持，得以進駐科學園發展更多元化的產品及服務，並致力於通過提供技術轉移和產

品開發的平台以成為業界與學術界的橋樑，為能源、醫療保健、環境、材料科學領域的生產

開發、技術諮詢、金融科技提供技術及創新解決方案。科日獲獎的創新塗層技術正正是市場

上同類型技術的一大突破，成功將化學、材料科學等不同的學術領域技術產品化，再配合科

學園的市場化、技術和管理支援環境，逐步發展成為在市場上的商品。科日已經和不同地區

的企業商討合作將產品應用於廣泛使用太陽能的地區，也正試驗將有關技術應用於本地的村

屋中提升產電效率並同時降低保養維護的成本，配合引入上網電價措施的機遇，以及將香港

建設為一個綠色低碳宜居城市的發展方向，使用再生能源已是大勢所趨，期望這個技術可為

香港節能減碳略盡綿力。

科日作為一家紮根香港的初創公司，自然深得這個國際大都會「靈活變通」的真傳。太陽能

光伏系統的塗層技術，加以改良，正好配合疫情下對公共衛生的關注，發展成易潔抗污抗菌

的塗層技術。面對環球的疫情蔓延，科日也將學術界的技術和世界各地的經驗轉化發展出新

型消毒產品，目前產品除了經由合作伙伴的銷售渠道可見之外，也被過百個本地機構採用，

以作為加強防疫衛生的輔助。不但如此，科日更以「在診所實地進行『消毒防疫劑』的方案

科日發展有限公司科日發展有限公司

Sundial Technology Development LtdSundial Technology Development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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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和有效性試驗」為題獲得「公營機構試用計劃」支持防控疫情的項目特別徵集支持，研

究使用新型消毒產品的可行性，加強診所內的疾病防範。

這是一個開端，科日的故事由科大走到科學園，也一步一步成為了眾多香港故事的其中一個

小章節。但願憑藉香港國際化、高效率和知識型社會的競爭優勢，以及本著身為香港人的拼

搏精神和靈活變通，科日和香港的故事會如日晷一樣，永不休止地與時並進。

科日發展有限公司·Sundial Technology Development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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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成立背景公司成立背景

金活醫藥集團有限公司（下稱「集團」;http://www.kingworld.com.cn）是國內領先，國際知名的

大健康服務提供者。集團在大健康產業的業務包括：

• • 代理及分銷海外優質及知名的藥品，包括星級產品京都念慈庵產品系列、喇叭牌正露丸、

外搽劑油產品系列等；

• • 積極引進海外優質及知名的保健品，包括王牌產品美國康萃樂 (Culturelle) 益生菌系列、挪

威 Lifeline Care 母嬰魚油營養素系列及美國 Carmex 潤唇膏系列等；

• • 從事醫療設備的研發及製造 ;
• • 適應消費升級的新常態，金活醫藥集團將線上新行銷模式與線下管道融合，全面構建金活

線上線下新零售生態圈。

按進口總值計，金活醫藥集團多年來為中國藥品及保健品 100 強進口商之一，並蟬聯 2018-
2020 年深圳 500 強企業。集團經營產自香港、日本、美國、歐洲、新加坡及中國大陸等地逾

百種藥品、保健品及醫療器械，銷售網路遍佈全國及港澳地區，於全國非處方藥「OTC」的

零售藥店已逾 200,000 間。

公司創始團隊公司創始團隊

集團主席：趙利生

金活醫藥集團有限公司金活醫藥集團有限公司

Kingworld Medicines GroupKingworld Medicines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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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項目介紹公司項目介紹

開發益生菌抗濕疹產品開發益生菌抗濕疹產品

世界敏感組織報告指全球有 10% 成人及 30% 兒童患有濕疹，而全港有 20% 人口在不同時期

患有濕疹，更有 3 成兒童受濕疹影響，人數逾 16 萬人。全球益生菌化產品市場增長迅速，並

已廣泛應用於市場。益生菌是有益的微生物，不會傷害人體及皮膚，並具有治療皮膚問題，

如敏感、痤瘡、炎症等，因此開發益生菌功能產品的需求龐大。該項目依據中國國家食品藥

品監督管理總局 (CFDA) 發佈的《益生菌類保健食品申報與審評規定 ( 試行 )》和《化妝品原

料目錄》以及衛生部監督中心發佈的《可用于普通食品的菌種名單》中，考察可用於普通食

品的益生菌，研究抗濕疹及消炎功效的益生菌，並進行益生菌提取工藝優化，建立品質控制

標準，利用濕疹抗炎功效的細胞及動物模型，評價益生菌成分的抗濕疹、抗炎的功效，提供

有效數據及研究基礎；並按中國藥品要求開發抗濕疹、抗炎的益生菌產品，為市場提供益生

菌食品以外的抗濕疹功能產品。  

該項目旨在對抗濕疹及消炎功效的益生菌，依據 CFDA 發佈的《益生菌類保健食品申報與審

評規定 ( 試行 )》和《化妝品原料目錄》以及衛生部監督中心發佈的《可用於普通食品的菌種

名單》為基礎，考察益生菌及可用於普通食品的菌株的對抗濕疹、消炎功效。成果分為三部

分 :

• • 篩選益生菌中可用於抗炎抗濕疹的有效成分 , 優化益生菌的提取工藝，建立益生菌提取物

質量控制標準。

• • 利用細胞及動物模型研究益生菌提取物抗炎抗濕疹功效；利用人體皮膚模型試驗研究查益

生菌提取物對人體皮膚的潛在刺激反應。

• • 申請益生菌有效提取物及提取工藝專利，開發益生菌抗濕疹產品。

• • 益生菌配方的研究結果，能應用於開發不同系列的抗濕疹功能產品或健康食品，於香港及

中國市場普及，使濕疹患者生活得以改善。

項目獨特之處項目獨特之處

益生菌外用劑型抗濕疹的研究非常稀有，在香港生物醫藥產業尚屬首次，現在項目正按計劃

穩步向前，相信項目完成時會是香港市場首款產品，不僅填補了市場空白，也使得公司由原

來的代理銷售模式向自主研發產品、自創品牌、高新科技型企業方向發展，對於公司來講可

說是巨大突破。

該項目旨在考察具抗濕疹、消炎功效的益生菌，並優化益生菌提取工藝，建立品質控制標準，

利用濕疹抗炎功效的細胞動物模型，評價益生菌成分的抗濕疹、抗炎的功效。此抗濕疹、抗炎

的益生菌提取物專利配方可作為新一代原材料，能應用於開發不同系列的抗濕疹功能產品，

金活醫藥集團有限公司·Kingworld Medicines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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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日後開發不限於傳統護膚膏，更可開發如沐浴乳、婦女衛生巾，成人紙尿片等抗濕疹、抗

炎個人護理產品，於香港及中國市場普及，使濕疹患者生活得以改善。

該項目所研發的抗濕疹抗炎的益生菌提取物可應用於不同個人護理產品，適合濕疹或皮膚過

敏患者，他們可在市場上選擇出適合自己身體情況的天然護理產品，可有效地控制濕疹，改

善生活質素。

該項目為集團獲得中國專利一項：《中药益生元组合物、 含中药益生元的培养基、 中药益生

元与益生菌组合的产品及其制备方法》( 專利號：201910068669.7)，並在國際高水平學術雜誌

發表論文一篇。

影響與前景影響與前景

影响影响

• • 益生菌是腸道菌群，對於人體的健康與疾病有著直接且密切的聯繫，可預防與治療多種常

見疾病。

• • 最新數據顯示，全球益生菌市場價值約 400 億歐元。在中國，益生菌乳製品成市場“新

貴＂，益生菌產業的增長率保持在 20% 以上，到 2020 年產品規模將接近 850 億元人民

幣。

• • 近年來，在微生物學領域，關於益生菌等微生態製劑的研究進入了新的層次，隨著第二代

益生菌製劑的應用，國內對益生菌及微生物組學的研究掀起了新一輪高潮。現在益生菌廣

泛應用于健康醫療、食品工業、動物健康養殖、農業種植等生物醫藥產業領域，市場增長

顯著，發展前景廣闊。

• • 中國益生菌市場發展前景巨大，具備替代抗生素等藥物的巨大潛能，但菌種安全性不容忽

視。推動益生菌產業自主創新，發展具有中國自主知識產權的益生菌產品，助力中國益生

菌的本土化十分迫切。

• • 該項目將充分發揮產學研相結合的作用，搭建中藥益生菌產業發展平台，促進具有自主知

識產權和生產技術的研究和開發，提升國際競爭力，打造具有中國特色的益生菌產品。

• • 此外，成功把研發成果應用到實際的產業生產上，是一種對社會的貢獻，也肯定了香港科

技大學及其研究團隊的成就。對研究人員來說，這是極大的榮譽和鼓勵。另外，透過進行

該項目的研究能夠把益生菌產品從研發到上市，是一個難能可貴的研究及教學經驗。

前景前景

2005 年至今，全球益生菌消費市場保持近雙位數以上的增長 , 國內市場複合增速可達 17%, 全
球益生菌市場的增長率穩定維持在 10-15%。預計至 2020 年中國國內益生菌市場消費規模可

金活醫藥集團有限公司·Kingworld Medicines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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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 850 億元。現時市場上益生菌產品主要可分為益生菌食品、益生菌膳食補充劑和益生菌

原料三大類，目前市場上的益生菌產品醫學效果並不出眾，原因是它們包含的微生物不能完

全適應人體內的環境。此外，益生菌是活的細菌，服用時間、食物配合方法錯誤用可會破壞

細菌的活性與功能。很多益生菌食品中添加了益生元，益生元是益生菌的食物，可以刺激益

生菌的生長或活化，但是新生兒或者是易過敏的幼兒是不適合服用含益生元的益生菌產品。

因此開發益生菌提取物是濕疹治療的另一可能性。益生菌提取物已經被廣泛用於護膚領域，

很多企業生產出含有益生菌成分的護膚品，可見開發多功能護膚產品的需求量很大。

該項目旨在對抗濕疹及消炎功效的益生菌，依據 SFDA 發佈的《益生菌類保健食品申報與審

評規定 ( 試行 )》和《化妝品原料目錄》以及衛生部監督中心發佈的《可用於普通食品的菌種

名單》為基礎，考察益生菌及可用於普通食品的菌株。優選對抗濕疹、消炎功效的益生菌，

並進行益生菌提取工藝優化，建立品質控制標準，利用濕疹抗炎功效的細胞及動物模型，評

價益生菌成分的抗濕疹、抗炎的功效，為開發抗濕疹、抗炎的益生菌護膚產品提供有效數據

及中下游研究基礎。研究開發益生菌配方，使配方能適用於抗濕疹、抗炎護膚產品如膏霜、

保濕劑、婦女衛生巾，成人紙尿片等生活產品，使濕疹患者生活得以改善。

市場上個人皮膚護理產品眾多，但缺乏有效、具科研數據基礎及針對皮膚炎症的護理產品，

該項目所研發的益生菌提取物可配合現有的個人皮膚護理產品，為產品加入皮膚健康功能效

果，有別於一般護膚產品，令產品增值。

政府扶持計劃政府扶持計劃

該項目由香港科技大學與金活醫藥集團有限公司共同向香港創新科技署申請“大學與產業合

作計劃＂並或獲得資助，項目編號：UIM/385。在此向創新科技署的各位工作人員表示感謝，

沒有你們的肯定與鼓勵，產學研三方很難如何高效的攜手合作，創新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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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A 檢定中心 (CMA Testing) 為一所具規模的品質保證中心，專門從事檢測，驗貨和認證服

務。該中心擁有一支充滿活力的專業團隊，於全球迅速發展，目前全球網絡已擴大至亞洲、

中東、歐洲和北美洲等 12 個支點。

公司成立背景公司成立背景

CMA 檢定中心 (CMA Testing) 為香港工業及全球供應鏈上的客戶提供可靠、度身定制及專業的

全面解決方案 ( 檢測、巡查、認證、顧問及培訓 )，協助他們進軍全球市場。作為一所香港實

驗所認可計劃 (HOKLAS) 和香港檢驗機構認可計劃 (HKIAS) 認可的協力廠商第三方實驗室，多

年來致力協助多家大型機構開拓國際產品市場。該中心擁有來自不同領域的技術專家和精良

先進的設備，滿足世界各地生產商，貿易商和買家對測試，驗貨和認證上的要求，其多元化

檢測服務包括玩具、兒童產品、電子及電氣產品、紡織品成衣、化學品、食品及與食品接觸

物品、傢俱、中成藥、化妝品及環境項目等。

CMA 檢定中心由香港最大及最具代表性之一的非盈利工業團體—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https://www.cma.org.hk）成立。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擁有會員企業超過 3,000 家，致力促進

香港工商業發展，改善營商環境，代表工業界就政府政策的訂定與執行發表意見，參與社會

發展工作，促進國際間的瞭解與合作，履行社會責任。

CMA 檢定中心CMA 檢定中心

CMA TestingCMA Testing

生物醫藥服務 / BioMed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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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項目介紹公司項目介紹

利用綠色金融工具提升香港非上市企業的可持續競爭力利用綠色金融工具提升香港非上市企業的可持續競爭力

近年，全球多個領先金融中心包括中國內地和香港都在推動綠色金融。綠色金融不單只讓企

業可以為其綠色項目籌集資金，投資者亦可以參與具有環境效益的投資項目，達致環境和企

業自身可持續發展的雙贏局面。香港特區政府於 2018 年宣佈推出借款上限達 1,000 億港元的

綠色債券發行計劃，以推動本港綠債市場發展。然而，目前香港很多企業 ( 尤其是非上市公

司 ) 還不太認識綠色金融和為綠色投資項目發債的程式、標準、要求和能力建設。

為協助本地企業掌握綠色投資機遇和提升可持續競爭力，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向香港政府工

業貿易署申請工商機構支援基金，並成功獲得資助舉辦「利用綠色金融工具提升香港非上市

企業的可持續競爭力」項目。項目於 2020 年 12 月 1 日展開，為期 16 個月。將受惠於本項目

的五大目標行業包括物流業、餐飲業、食品製造業、環保業及物業管理業，以及一般非上市

企業。項目有助提升香港綠色及可持續金融發展，以及配合政府發展香港成為亞洲綠色金融

樞紐的政策目標。

公司創始團隊（綠色金融項目團隊）公司創始團隊（綠色金融項目團隊）

CMA 檢定中心·CMA Testing 

項目申請機構負責人 : 史立德博士
BBS MH 太平紳士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

副項目統籌人 : 丁國滔先生
( 香港品質保證局金融及

科技助理總監）

項目經理 : 曾耀源博士
(CMA 檢定中心環保項目經理 )

項目顧問 : 楊霖龍博士
( 香港科技大學客座副教授）

項目顧問 : 梁智維先生
(YCP Holdings Limited合夥

人及董事 )

項目申請機構的獲授權代表 : 駱百強先生
(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副會長
暨 CMA 檢定中心董事局主席）

項目統籌人 : 林俊康先生
(CMA 檢定中心首席營運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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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獨特之處項目獨特之處

本項目是首個以協助香港非上市企業 (尤其是中小企 )及時了解和掌握綠色投資機遇為目標的

計劃。目前很多企業 ( 尤其是中小企 ) 對綠色金融產品和綠色科技缺乏認識，沒法準備具吸引

力的大型綠色投資計劃書，未能獲得傳統銀行青睞。CMA 檢定中心提供的詳細執行指南和實

用工具將有助小型公司解決難題，例如建立具吸引力的商業計劃書及良好財務報表，向傳統

銀行爭取較大的綠色貸款額以進行較大型的綠色投資。此外，本項目有助香港本地企業認識

市場上現有的綠色金融產品、尋找、挑選和應用適用於自身行業的綠色技術、與潛在投資者

聯系，以及符合傳統銀行批出大型綠色債券和借貸申請的審核條件。

該項目擬通過以下活動解決目前非上市公司接觸綠色金融時候所遇到的障礙和技術難題：

• • 建立一個「綠色金融知識分享線上平台」，為所有企業 ( 尤其是中小企 ) 提供實用和詳盡

的綠色金融資訊，例如綠色融資前自我評估工具 ( 技術、管理和財務方面是否已準備就

緒 )、成功個案分享、綠色金融參考資料等。此平台亦促進關鍵持份者 ( 例如潛在發債人

和投者資 ) 相互聯系，以及讓中小企獲得一站式專家支援 ( 例如財務、環保和法律專家 )，
進行綠色債券 / 借貸。

• • 為五個目標行業 ( 物流業、餐飲業、食品製造業、環保業及物業管理業 ) 度身訂做五本

「綠色金融企業執行指南」。度身訂做指南將為企業提供實用、循序漸進及與行業相關的

指導，協助他們踏上綠色金融之路。

• • 此外，該中心亦會就綠色金融主題舉辦兩個研討會和一個投資者論壇，加強企業認識綠色

投資帶來的經濟利益、綠色金融的知識和技巧，以及提供企業可與潛在投資者交流機會。

該項目將建立創新的綠色金融評估工具以及首個以行業為本的綠色金融參考指南：

• • 綠色計劃評估工具： 有助用家快速評估自身準備性是否足夠，以及挑選的綠色計劃的理

由和風險。

綠色金融計算機工具：有助用家對其綠色計劃進行額度評估 ( 如所需基金大小、流動性不

足風險、貸款額度大小、估值 )。

• • 綠色金融企業執行指南：有助企業評估自身能力和準備情況 ( 技術、財務和管理方面 )，
以及應用實用指南內容 ( 例如適用的綠色科技、成功個案等 ) 逐步邁向綠色金融 。

CMA 檢定中心·CMA 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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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與前景影響與前景

影響影響

1. �所有企業包括生物醫藥產業均可利用綠色金融項目的線上平台和綠色金融參考資料 ( 如企

業執行指南 ) 了解和掌握綠色投資機遇。

2. 綠色金融項目的線上平台所籌集的綠色投資金用於環保 ( 例如減少污染、加強回收和廢物

管理等 ) 也將有助生物醫藥產業符合法例法規要求，這充分體現出了企業社會責任以及達致

可持續發展。

3.  除了環保好處外，綠色金融亦可提供額外資本用以科技創新開發，促進生物醫藥產業的發

展。

• • 促進知識分享和加強本地企業管理環境風險以及社會風險的能力 ;

• • 加強本地企業對綠色機遇的意識，以及利用綠色金融塑造綠色形象，建立綠色品牌而提高

競爭力 ;

• • 聯系投資者、發債人、專家和其他持份者並互相支援；以及

• • 提升香港綠色及可持續金融的發展，以及配合政府發展香港成為亞洲綠色金融樞紐的政策

目標。

4. 此外 , 綠色金融亦有助促進科技創新和綠色產業的發展，以及為金融界帶來潛在商機。

前景前景

隨著越來越多銀行傾向提供綠色貸款，我們相信本地企業對於認識和掌握綠色投資機遇的需

求將會日增和很大。本項目的成果將可提升企業的競爭力及減低其造成的環境風險。當中小企

獲得綠色資金，他們可以投資不同環保項目 ( 例如提高能源效益、開發可再生能源等 )。這有

助他們開拓綠色產品和服務相關的市場 ( 如具能源效益的建築物品 )。如綠色投資變成普及和

可負擔的事件，這勢可減少廢物產生以及推動中小企轉用更具能源效益和先進的環保科技。

最終而言，香港經濟的生產力和創新性可得以改善。

政府扶持計劃政府扶持計劃

這是一個獲得工商機構支援基金資助的綠色金融項目。

CMA 檢定中心·CMA 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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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成立背景公司成立背景

鷹翅知產有限公司（下稱「鷹翅知產」；http://www.eagle-ip.com/）協助大學、研究機構、醫

療設備和生命科學公司撰寫、在全球各地進行專利申請、制定戰略、建立和管理其專利組合

長達十六年。我們在大中華區擁有最多的美國合資格專利從業人員，並可直接向美國和中國

專利局提交專利申請。我們被《Managing IP》和《IAM Patent 1000》等全球頂級知識產權媒

體評為香港和中國頂級專利事務所。

集團始創成員集團始創成員

呂許昭棠博士

長達廿五年服務財富 500 強企業、研究機構和創業公司專利經驗的美國專利代理師，加上從

事專利業務前亦已累積十年細胞生物學、分子生物學、農業科學、生化工程和生物化學研究

經驗，呂博士是一位世界公認的專利專家，榮獲多項頂級專業獎項，包括 IAM 頒發的世界領

先專利專業人員。呂博士精通英語、廣東話及普通話。

公司服務介紹公司服務介紹

鷹翅知產是亞洲少有的能夠提供機具深度和廣度的跨境專利服務的知識產權公司。我們的中

國專利師團隊均接受美國專利從業者的培訓，應用美國式訟辯風格進行專利申請。整體專利

團隊均能善用雙語，熟識中美專利法，並且對全球專利策略和實踐具有深刻理解。我們對東

西方專利法的深刻理解使我們能夠幫助我們的客戶，尤其是那些在這兩個地理區域都有業務

的客戶，制定複雜和創造性的策略，協助他們實現在業務、知識產權和個人的目標。我們擁

有一支極其強大的生命科學團隊（香港最大的團隊之一），其中許多人之前曾在美國、香港

鷹翅知產有限公司鷹翅知產有限公司

Eagle IP LimitedEagle IP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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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國大陸的生物製藥和醫療器械公司工作。

案例分享：過往協助過的生物醫藥領域公司案例分享：過往協助過的生物醫藥領域公司

鷹翅知產協助一家美國製藥公司和兩家香港生物製藥公司的專利戰略和專利組合管理，分別

賦能其在納斯達克、倫敦證券交易所的另類投資市場和香港交易所上市。

為一家投資在中國生物科技創業公司的風險投資公司進行知識產權盡職調查。發現了一項非

常相關的美國著名大學所擁有的美國專利，可能會阻礙他們在美國的產品開發計劃。儘管之

前的投資者進行了知識產權盡職調查，但在初創公司的前幾輪融資中並未發現該重要信息。

鷹翅知產現正協助客戶與美國大學進行許可談判，以爭取在美國經營的自由。此外，我們還

協助眾多美國和歐洲知名公司建立其中國專利組合。

影響與前景影響與前景

擁有香港最龐大的生命科學專利專業團隊，鷹翅知產透過為生命科學客戶定製精妙的知識產

權保護策略，配合其商業需求，同時考慮不同知識產權和其他相關法律（例如，藥品監管）的

複雜性，而建立和管理優質的專利組合，從而在各個司法管轄區最大限度地保護知識產權，

協助包括生物醫藥產業的客戶加強競爭優勢。一個強大、經過深思熟慮的專利組合可以大大

提昇公司估值，此舉不僅可以吸引更多的投資資金，還可以讓公司在已開發的研發基礎上再

接再厲，從最初的研發投資中獲得長期收益。

鷹翅知產有限公司·Eagle IP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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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成立背景公司成立背景

GT Healthcare Capital Partners（以下簡稱「GT 創投」或「GT」；http://www.gthcap.com）2015
年在香港創立，專注國際生命科學私募投資，以培育生物醫療行業的領先者為使命。GT 先後

投資佈局了多個世界領先的生物科技企業。我們致力挖掘生物科技創新技術，協助團隊加速開

發和商業化，並促成產品於大中華區得以廣泛應用，為患者提供更佳的治療方案。同時，GT
創辦了 Apeiron Therapeutics 湃隆生物和 PrimaNova 湃諾瓦醫療兩個生物科技平台，利用在行

業的網絡和技術的優勢，培育大灣區的創新團隊，開發能滿足患者需求的治療技術和產品。

團隊成員團隊成員

盧毓琳教授

GT 主席，在生物科技、公司管理、學術研究及社區服務方面擁有豐富經驗，被尊稱為香港

生物科技之父。盧教授是香港生物醫藥創新協會創會會長，及香港生物科技協會名譽創會主

席。在商界範疇，盧教授現擔任綠葉製藥（2186.HK）以及科興控股生物科技（Nasdaq:SVA）
獨立董事。盧教授之前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食物及環境衛生諮詢委員會主席，及石藥集團

（1093.HK）獨立非執行董事。

歐振國先生

GT 管理合夥人，現為石藥集團（1093.HK，恆生指數成分股）董事會成員兼審計委員會主席，

天境生物 I-Mab Biopharma Co., Ltd. (Nasdaq: IMAB) 的董事會成員，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創新

及科技基金生物科技評審委員。歐先生曾擔任先聲藥業集團（2096.HK）、海王星辰醫藥集團

（NYSE：NPD），以及西比曼生物 Cellular BioMedicine（Nasdaq:CBMG）的董事會成員。在此

之前，歐先生曾擔任德意志銀行亞洲醫療健康投資銀行部主管、野村旗下 JAFCO 亞洲投資總

監、以及晨興創投投資總監。歐先生是美國註冊會計師（CPA）及註冊金融分析師（CFA），

於香港中文大學獲得心理學學士和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管理碩士。

GT Healthcare Capital PartnersGT Healthcare Capital 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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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銘曦博士

GT 合夥人，李博士是專注發現生命科學早期創新科技及其商業化的投資人和創業者，擁有豐

富的跨境投資、專案孵化經驗。李博士現任 GT 創投合夥人及湃隆生物總裁，對中國及全球醫

療健康領域具有深刻理解，旨在將湃隆生物打造成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生物科技公司。曾任先

聲藥業投資總監，關注全球早期醫藥投資，並曾就職於九鼎投資，關注中國醫療健康投資。

李博士本科畢業於清華大學生物系，在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獲得生物化學博士學位。

楊建陽先生

GT 合夥人，香港第一代本土投資銀行家，先後任職於摩根大通、高盛、花旗集團、美銀美林

及瑞信等頂級金融機構，金融行業逾二十年資深經歷，並於金融界和投資界擁有深厚人脈。

楊先生紮根香港，面向全球，同時亦心繫祖國，現任第十一屆河南省政協委員，在繁重工作

之餘，不忘為建設祖國作出貢獻。楊先生本科畢業于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系，後於美國賓

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深造，並獲得英國皇家特許管理會計師公會（CIMA） 證書。

Dr. Daniel Burnett
GT創業合夥人，杜克大學醫學博士及杜克富卡商學院MBA。Dr.Burnett自 2006年為 TheraNova
孵化分拆的超過 15 個項目融資超 2.5 億美金。 Dr. Burnett 同時是一位活躍的發明家，有 57 個

已申請專利和超過 180 個在審專利。Dr. Burnett 同時在加州大學三藩市分校的生物工程學院任

兼職教授。

Dr. Fred Aswad
GT創業合夥人，擁有 15年新藥研發經驗，曾就職於拜耳醫藥以及 Ideaya Biosciences（Nasdaq: 
IDEA）。Dr.Aswad 在南加州大學免疫學專業獲得博士學位。

文平 , M.D.
GT 創業合夥人，北京協和醫學院臨床醫學專業，長期從事神經外科等臨床醫學研究，具有豐

富臨床經驗。曾任南方醫科大學珠江醫院神經外科主治醫師，義大利錫耶納大學高級訪問學

者。紮根醫療器械行業，負責或參與開發產品 10 餘項，累計至今申請近 40 件專利，現任湃

諾瓦首席運營官。

費正弦先生

GT 投資董事，擁有 15 年生物醫藥產業及投資孵化經驗。先後就職於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諾華、以及浩悅資本。 畢業於海軍軍醫大學生物醫藥系本科及上海交通大學公共管理系碩士。

許家鳴先生

GT 投資副總裁，畢業於帝國理工學院生物化學系學士及牛津大學藥理系碩士。擁有 10 年生

物醫藥行業跨國業務開發、策略發展、生物醫藥初創培育投融資經驗。

GT Healthcare Capital 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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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毓琳教授 歐振國先生

Dr. Daniel Burnett

李銘曦博士

Dr. Fred Aswad

楊建陽先生

文平 , M.D. 費正弦先生 許家鳴先生

GT Healthcare Capital Partners

部分投資項目簡介部分投資項目簡介

1. Auris Health1. Auris Health
由知名手術機器人領域企業家，Intuitive Surgical(Nasdaq:ISRG) 共同創始人及達芬奇手術機器

人共同發明人Dr. Fred Moll成立的新一代手術機器人公司，由機械人部件通過微創傷口遞送手

術器械到人體內部，避免大型手術切口。Auris 以肺癌活檢與治療作爲第一開發目標，往後將

拓展至其他適應症。GT2017 年參與投資，2019 年公司被 Johnson&Johnson 以 US$57.4 億的交

易總額收購。

2. Oxford Nanopore Technologies2. Oxford Nanopore Technologies
Oxford Nanopore Technologies（LON:ONT）源於牛津大學，開發了全球第一及唯一的納米孔

DNA 測序儀，提供即時、便攜、和長序列讀取的基因測序平台。GT 早於 2017 年作為公司第

一個亞洲投資者主導一輪融資，並伴隨公司成長，協助開發亞洲市場。ONT 於 2021 年 9 月成

功於倫敦證券交易所上市，目前市值超過 45 億英鎊，為當時英國估值最高的科技公司之一。

3. Exscientia3. Exscientia
Exscientia（Nasdaq: EXAI）是 Prof. Andrew Hopkins 創建的全球領先人工智能藥物研發龍頭企

業。GT 於 2018 年洞見公司及行業的發展潛力，同年與 Celgene（如今屬 Bristol Myers Squibb）
聯合投資促進公司發展。公司其後獲得 Novo Holdings、貝萊德、軟銀等全球一綫投資人支持；

與多個知名藥企（如 Sanofi, GSK, Bayer 等）進行合作；並成功將全球首三個由人工智能開發

的藥物分子推進到臨床測試階段，從分展現人工智能製藥研發能力。Exscientia 於 2021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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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登陸美國納斯達克市場，成爲全球歷史上 IPO 融資金額最高的歐洲生物科技公司。

4. Shanghai Henlius Biotech 復宏漢霖4. Shanghai Henlius Biotech 復宏漢霖

復宏漢霖（2696.HK）成立於 2010 年，是一家中國領先的國際化創新生物製藥公司，豐富產

品綫覆蓋腫瘤、自身免疫性疾病等領域。公司是中國第一個單克隆抗體藥品生物公司同時通

過歐洲和中國註冊和市場銷售。GT2017 年參與，是當時參與為數不多的香港投資人中重要的

參與者之一。

5. Autobahn Therapeutics5. Autobahn Therapeutics
知名投資機構 ARCH Ventures 推動成立的下一代中樞神經系統藥物研發企業。GT 在 2019 年

公司處於早期開發階段時已進行投資，及後 Pfizer、BioMarin 和 BMS 等知名藥企亦對技術投

下信任一票，相繼成爲公司投資人，協助加速藥物開發進度。

6. GI Windows6. GI Windows
GI Windows 技術源於 Harvard Medical School，團隊以革命性的微創醫療器械系統重塑糖尿病、

肥胖症、以及腸胃癌症等疾病的手術治療手段，有望極大程度提高治療效率及臨床效果。GT
於 2018 年進行投資，及後 Johnson&Johnson 和 Medtronic 分別於 2019 年和 2020 年對公司進

行投資。

 7.ZAP Surgical Systems 7.ZAP Surgical Systems
由 Cyberknife 發明人兼斯坦福大學教授 Prof. John Adler 創辦的創新放射治療設備公司。其核

心產品 ZAP-X 專門爲頭頸部腫瘤等疾病設計，與傳統放射治療相比大大減低對患者施加的輻

射劑量同時減低治療成本，讓精準放射治療更普及化。產品已獲歐、美、日等多國批准臨床

使用，並預計將通過中國 NMPA 審批。GT 與 2019 年參與投資並與公司並肩作戰。

8. Apeiron Therpeutics 湃隆生物8. Apeiron Therpeutics 湃隆生物

湃隆生物由GT團隊於 2019年創立，是一家於上海張江及美國三藩市灣區設立兩大研發中心，

結合人工智慧及新型生物技術研發的創新藥物平台。公司與人工智慧藥物研發企業 Exscientia
達成戰略合作，共同加速推進抗腫瘤新藥研發，建立包含多個針對細胞週期蛋白依賴性激酶

（CDK）的創新藥物產品綫，且 Exscientia 持有湃隆生物部分股權。公司藉助強大的生物技術

研發及臨床推進能力，將研發更好的藥物，實現更好的臨床結果。

9. PrimaNova 湃諾瓦醫療9. PrimaNova 湃諾瓦醫療

GT 於 2020 創辦了立足粵港澳大灣區並面向全球患者的創新醫療器械平台。憑藉團隊於臨床

應用、醫療器械開發、傳感器及人工智慧技術、生產及產品申報等多方面的豐富經驗，公司

已於神經外科等領域開發多個醫療器械及手術工具，並將陸續進入臨床審批階段。配合大灣

區對醫療器械在政策及供應鏈上的優勢，湃諾瓦將充分利用全球研發技術互補條件，打造面

向全球的創新醫療器械平台。

GT Healthcare Capital 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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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成立背景公司成立背景

泰宏科學有限公司 (www.taronsolutions.com; 以下簡稱泰宏科學 ) 是香港唯一一家專注於提供

生物藥開發和製造的服務公司 (CDMO)。泰宏科學的優勢是可提供客戶一站式服務、 由正確

基因設計及修飾、到可按良好生產管理規範 (GMP) 下製造臨床用生物藥及大批量生產。公司

更可幫助藥物開發公司在滿足相關法規要求前提下、有效完成 CMC 文件、產品、工藝開發及

GMP 生產等工作。

公司創始團隊公司創始團隊

首席執行官及創始人 - 張安雷博士 (Dr. Alan Chang)
首席執行官兼創始人張安雷博士 (Dr. Alan Chang) 在藥品配方、顆粒工

程和上游工藝研發方面擁有十五年以上的經驗。他亦是美國諾華公司

臨床前及臨床用生物藥生產 /工藝研發負責人。張博士畢業於北卡羅萊

納州立大學、獲得化學和生物分子工程博士學位。

首席財務官兼創始人 - 甄慧淙 (Vivian Yan)
首席財務官兼創始人甄慧淙女士是香港證監會認可的專業人士、在金

融服務領域擁有 15 年以上的經驗。甄女士擁有倫敦商學院工商管理碩

士學位和香港中文大學法律博士學位、是一位經驗豐富的醫療保健投

資者。甄女士曾擔任投資基金、全球醫療保健、礦業和消費公司的董

事會成員。

公司項目介紹公司項目介紹

泰宏科學是一家以客戶需求、提供量身定制的“基因到 GMP＂方法服務公司。公司一站式的

解決方案由基因修飾到穩定細胞系開發、蛋白質修飾、優化配方到 GMP 生產。配合公司創新

泰宏科學有限公司泰宏科學有限公司

Taron Solutions LimitedTaron Solutions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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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流程和專有技術平台、能快速及可靠地完成可符合 GMP 要求生物藥開發和生產等相關工

作。

我們的服務包括 (1) 生物製劑開發及相關藥物註冊工作。 (2) 按企業項目要求和規模、提供合

適的創新技術、幫助企業內部製定可靠、可重複生產及具成本效益的生產工藝。(3) 與客戶密

切合作、提供細胞系和優化產品設計。

項目獨特之處項目獨特之處

泰宏科學的項目以新藥開發為主、在現有的產品管綫上備有多項專利。 另外、公司亦與某一

客戶簽訂開發協議、合作發展公司一項生物相似藥項目。  

影響與前景影響與前景

近年、生物藥開發市場發展迅速、政府亦推出多項措施、推動本港生物科技公司進行更多研

發工作及項目。 事實然而、雖然市場上不少生物藥開發項目能順利完成概念驗証、但可成功

將項目推進到臨床工作及可順利完成藥物申請時所需 CMC 監管指標及要求等卻不多。 

根據 FORTUNE Business Insight 的統計、在 2018 年、全球生物製藥中 CDMO 的市場價值約為

1310 億美元、預計到 2026 年全球生物藥委託開發暨製造服務（CDMO）市場規模將達約 2790
億美元、複合年增長率為 10％。在美國、FDA 批准的藥物中有 80% 由 CDMO 公司進行�發和

製造。  由於新藥開發需要大量資源、同時亦需要專業團隊帶領項目完成法規部各項要求及工

作、因此、泰宏科學作為專注於新藥開發和製造、並擁有獨有的開發技術平台和經驗在市場

上是罕有和具潛力。

泰宏科學團隊具有國內外知名生物科技公司的開發經驗及GMP生產經驗。公司近年亦聘用本

地人才、提供培訓等學習機會、並為香港生物科技業發展提供基礎及作出貢獻。望助香港吸

引更多國外藥物開發公司到港發展多元化及創新的生物藥研發項目。

政府扶持計劃政府扶持計劃

公司於 2019 年時獲香港科技園接納為生物醫藥科技培育計劃成員、獲得近 400 萬港元資助。

公司亦於本年順利完成一項受香港創新科技署企業支援計劃資助的生物藥開發計劃項目。 另
外、公司更獲政府再工業化資助計劃評審委員會認可、簽訂資助合同擴展公司在港研發中心

的研發設施及開發能力。

泰宏科學有限公司·Taron Solutions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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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成立背景公司成立背景

壩基科研有限公司 ( 以下簡稱「壩基科研」) 成立於 2002 年，是香港一家研發中藥創新藥物

的公司。該公司與香港大學一直有長期合作，以利用最先進的生物和化學技術開發世界一流

的植物藥 / 新藥，促進中醫藥的普遍應用。

公司創始團隊 公司創始團隊 
陳宇齡先生 創辦人 , 董事長陳宇齡先生 創辦人 , 董事長

陳宇齡先生於中醫藥及保健產品方面擁有逾二十年經驗。他還是培力控股 ( 一家中藥顆粒生

產商 ) 的創始人，董事長兼行政总裁。

陳先生是香港特別行政區中醫藥發展委員會委員，香港食物及環境衛生諮詢委員會委員，廣

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委員，南寧市常委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員。

陳先生自 2001 年以來一直担任香港董事學會研究員。他曾於 2005 年，2008 年和 2009 年擔

任香港政府中央政策部門的兼職成員，並曾擔任非官方成員。自 2005 年至 2007 年擔任戰略

發展委員會 ( 與內地的經濟發展和經濟合作 ) 委員會主席。自 2006 年以來，陳先生擔任百麗

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 股份代號：1880) 的獨立非執行董事，該公司主要從事鞋類產品的製造，

分銷和銷售，並在主板上市。

陳先生於 1982 年 6 月畢業於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獲得應用科學學士學位。他於 1989 年 10 月

在英國獲得特許工程師資格，並於 2000 年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獲得專業工程師資格。1989 年 1
月陳先生獲得英國的特許工程師，加拿大的安大略省的專業工程師。

李振邦博士李振邦博士

李振邦博士畢業於香港大學 (2005)，獲得病毒免疫學博士學位。期間，他接受了傳染病和免

疫生物學研究方面的培訓。畢業後，李博士加入了分子中醫藥實驗室 ( 香港大學醫學院 )。在

壩基科研有限公司壩基科研有限公司

BAGI Biosciences LimitedBAGI Biosciences Limited

中藥 /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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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 15 年中，他參與了基礎科學和藥物研發研究。他在國際期刊上發表了 25 多篇論文，

並獲得了 10 項專利。加入壩基科研前，他是兒童和青少年醫學系 ( 香港大學醫學院 ) 的助理

教授。

楊麗紅博士楊麗紅博士

楊麗紅博士於 2019 年加入壩基科研。她擁有化學學士學位和海洋環境科學博士學位。她接

受了分析和藥物化學的培訓。畢業後，她加入了分子中醫藥實驗室 ( 香港大學醫學院 )，並負

責開展與中醫藥相關的研究項目。在過去的 14 年中，她從中藥鑑定了 20 多種生物活性化合

物。她在國際期刊上發表了 20 多篇論文，並獲得了 44 項專利。

戚賜聰先生戚賜聰先生

戚先生於 1997 年畢業於香港大學，獲得生物學碩士學位。他接受了免疫學和細胞因子生物學

的培訓。他在進行生物測定和動物實驗方面具有實踐經驗。他於 2004 年加入分子中醫藥實驗

室 ( 香港大學醫學院 )，參與了五個以上與中醫藥相關的藥物研發項目。他擁有 9 篇論文和 20
多項專利。

公司項目介紹公司項目介紹

壩基科研現下的生物醫藥項目主要針對未獲滿足的醫療需求，例如類風濕關節炎和流感等。

類風濕關節炎類風濕關節炎

類風濕關節炎 (RA) 是一種慢性全身性自身免疫性炎症疾病，其特徵在於持續性滑膜炎症導致

的關節損傷和及其引起的殘疾或病痛。世界上約有 1％的人口患有 RA，而女性的罹患率比男

性高出 2 到 4 倍。RA 通常表現出炎症跡象，伴有關節腫脹，疼痛和僵硬，尤其是在清晨或長

時間不活動時，這類症狀更加明顯。

典型處方藥包括止痛藥，非甾體類抗炎藥和可緩解疾病的抗風濕藥等可幫助緩解 RA 患者的

疼痛，減輕炎症並減緩疾病進程。但是，這些藥物的一般效果遠不能令人滿意。靶向腫瘤壞

死因子 -α 抑製劑和白細胞介素 -1 受體拮抗劑等生物製劑針對免疫系統中的精確途徑，但其

價格非常昂貴，且伴有嚴重的副作用。

陳宇齡先生 楊麗紅博士李振邦博士 戚賜聰先生

壩基科研有限公司·BAGI Biosciences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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壩基科研針對以上所述問題，研究了一種草藥提取物 (B-2)，該提取物在受體拮抗劑誘導的人

類原代巨噬細胞中能夠抑制促炎細胞因子 ( 腫瘤壞死因子 -α，白細胞介素 -6) 的產生。使用

生物測定指導的分離技術，壩基科研從 B-2 中鑑定了三種抗炎化合物，其抗炎作用可能是由

於其對分裂原活化蛋白激酶和核因子活化 B 細胞 κ 輕鏈增強子活性的調節。在膠原蛋白抗體

誘發的關節炎 (CAIA) 小鼠模型中，B-2 降低了 CAIA 小鼠的 RA 評分。它也抑制了 CAIA 小鼠

發炎關節中促炎細胞因子的表達 ( 腫瘤壞死因子 -α，白細胞介素 -6 和白細胞介素 -1β)。 B-2
具有被開發為藥物的巨大潛力。

流感流感

流行性感冒疫情在全球有着很高的發病率和死亡率 , 因而成為全世界的經濟負擔。根據世界衛

生組織的數據，每年的流感大流行導致約三至五百萬嚴重病例，約有 29 萬至 65 萬人死亡。

病毒的抗原 [ 血凝素和神經氨酸酶 ] 也在同時間不斷變化，從而導致新病毒株反覆出現。

美國 FDA 批准了許多用於治療和預防流感的藥物，如帕拉米韋 (Rapivab)， 瑞樂沙 (Relenza)，
達菲 (Tamiflu) 和 Xofluza。但由於抗藥性的新病毒株反覆出現，迫切需要新的治療方法來克服

耐藥性的問題。中國傳統醫學已被認定為補充和替代醫學中重要的一環。通過使用生物測定

指導的分離技術，壩基科研從傳統中藥配方中分離了單一分子 (B-3) 並申請了專利。該化合物

降低了細胞培養物中不同流感病毒亞型 ( 包括耐達菲的病毒 ) 的病毒滴度，並提高了在體內流

感病毒感染模型中小鼠的存活率。進一步實驗表明，B-3 減少了 M1 型流感病毒蛋白，進而乾

預了新形成的病毒粒子的出芽過程，並最終限制了病毒的傳播。它產生作用的方式與現有的

FDA 批准的藥物完全不同。這是現下對抗流感的新穎方法。

項目獨特之處項目獨特之處

壩基科研 B-2 和 B-3 的獨特之處在於，它們既可以單獨使用，也可與西藥結合使用，分別用

來治療類風濕關節炎和流感。這樣可以減少西藥的毒性和副作用。

其中，B-2 是數百年來一直使用的草藥，它具有非常好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此外，B-2 的提取

方法及其功用已成功獲得了多個國家的專利 (12 項 )，包括中國、美國、日本、澳大利亞、歐

洲聯盟和加拿大等。壩基科研目前已經成功在加拿大把 B-2 註冊為天然保健產品，同時還獲

得了加拿大衛生部的通知，授權進行 II 期臨床試驗。

B-3 是新藥開發的先導化合物。它是從傳統中草藥中分離出來的天然化合物。它的作用機理不

同於當前的抗病毒藥物。B-3 能夠抑制了第一和第二組病毒以及耐達菲的病毒。壩基科研已經

獲得了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如中國香港、加拿大、歐盟，日本，中國內地及澳大利亞的 6 項

專利。 

壩基科研有限公司·BAGI Biosciences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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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與前景影響與前景

1. 影響1. 影響

壩基科研的 B-2 和 B-3 在註冊後可以用作藥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幫助減輕公立醫院和診所

的醫療壓力。而該公司在研發過程中在醫學期刊上發表的研究論文及專利申請也有助於提升

全球在相關領域的認知及水平，推動香港乃至全球生物醫藥產業的發展。

2. 前景2. 前景

全球類風濕關節炎的患病率約為 1％，預計到 2027 年全球市場將達到 361.1 億美元。B-2 可以

作為天然保健產品和 / 或藥物銷售。

全球流感流行率約為 3 至 500 萬嚴重病例，死亡人數約為 290 000 至 650 000。到 2026 年，

全球市場預計將達到 9.94 億美元。B-3 可以許可給其他製藥公司。另外，它可以作為天然保

健產品和 / 或藥物出售。

政府扶持計劃 政府扶持計劃 

我們已經與香港大學合作進行了體外和體內實驗。

壩基科研有限公司·BAGI Biosciences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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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成立背景公司成立背景

鼎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rbcopoeia Biotech Limited ( 下稱「Herbcopoeia」) 於 2011 年在香港成

立， 是賀亞藥業有限公司 Herbcopoeia Pharmaceutical Inc.的全資附屬公司，目標是促進香港及

大中華地區生物技術發展和推廣醫藥產品。Herbcopoeia 開發了一個中草藥晶片藥物高效量篩

選平台技術“HerboChip®＂，其設計是目標是針對不同的人類疾病和病症提供一個高效量的篩

選平台，專門用作於篩選草本藥和發展保健品。雲南白藥中草药科技有限公司是 Herbcopoeia
與內地雲南白藥集團的合資企業，任務是作更深入的研究和開拓更有成本效益的製造。透過

雲南白藥的品牌和分銷，合營公司計劃把商業化的產推廣至全球最具吸引力的市場。賀亞目

前佔有這家合資企業的 51％。我們的合作夥伴雲南白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是在中國其中一家

最大的傳統醫藥公司，其公司位於昆明。主要任務著重於研究，開發和製造醫藥產品，以及

批發和零售醫藥產品。

公司創始團隊公司創始團隊

黎耀基教授，出生於香港，台灣大學植物學理學士及美國 北卡羅萊納州立大學 (Genetics) 博
士，畢業後任耶魯大學醫學院博士後研究員及副研究員 ;曾任台灣清華大學分子與細胞生物研

究所暨生命科學系教授及生命科學系系主任、香港科技大學 生命科學部 客座教授、大葉大學

生物科技暨資源學院院長、台灣經濟部技術處及工業局技術評審專家、雲南省科技廳高端科

技人才 ; 從事多項研究，曾發表 90 多篇論文，其中研究以中草藥晶片及抗癌藥物標靶 VEGF、
GRP78、FOXM1、與 SOX2 篩選抗癌中草藥之有效部位。

公司項目介紹公司項目介紹

鼎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鼎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rbcopoeia Biotech LimitedHerbcopoeia Biotech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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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bcopoeia 目標透過與香港本地的大學合作，以 HerboChip® 作為基礎平台，目標是針對不同

的人類疾病和病症提供一個高效量的篩選平台，合力把醫藥產品商品化。其中， Herbcopoeia
與香港科技大學有著緊密的合作。

項目獨特之處項目獨特之處

Herbcopoeia 的 Herbochip® 技術是世界上最有效能找到植物中的活性成份。HerboChip® 的原理

是測定基於生物分子，如受體或酶及小分子（參照藥材中的 HPLC 分級分離的活性成分）在

陣列表面上起了相互作用。HerboChip® 從草本植物中分餾不同的化學物質，每個晶片上的點

與 1 分鐘間隔被分餾高效液相色譜法。另一方面，特別是對人類疾病的蛋白靶標是由生物素

標籤。生物素化蛋白雜交晶片，然後 SA-Cy5 發出螢光標誌物，當有生物素化目標和草本部分

之間的結合。經過首輪篩選後，將潛在候選將經受相應的細胞進行檢測驗證。

Herbcopoeia 利用 HerboChip® 的基礎，篩選 5000 種和驗證了 10 種藥物來針對慢性疾病。

HerboChip® 的成功已得到充分證明。在香港政府創新科技署的資助下，Herbcopoeia 與香港科

技大學合作強化了篩選平台的應用，針對 10 種蛋白質靶標（主要針對慢性疾病）篩選並驗證

了 5，000 多種 HerboChip®。該 HerboChip® 平台節省了時間和資源，因為篩選僅需幾個小時即

可進行芯片孵育和掃描，而且所涉及的試劑也很少。

鼎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Herbcopoeia Biotech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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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與前景影響與前景

傳統中藥主要由不同種類的草藥組合而成。傳統中藥在中國佔中國製藥市場的 40％左右，年

銷售額達 210 億美元。傳統中藥受中國患者歡迎，政府也加強對傳統中藥的支持。

世界衛生組織表示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的傳統中藥市場很大，其中有 80％的人口將其用於醫

療保健。在美國和歐洲，許多有價值的中藥被用作替代或補充藥物。但是這些中藥作為主要

的自然資源之一，被廣泛用於亞洲的新藥研發。實際上，許多處方藥都來自藥用植物，例如

青蒿素和紫杉醇。HerboChip® 為此提供了這種新穎的藥物開發方式。

Herbcopoeia 已建立了全球最大的商業中草藥寶庫。HerboChip 的中草藥寶庫不斷擴展，並且

繼續增加中草藥採集標本的數量。賀亞積極發展藥品和保健食品是專門針對在香港以致全球

市場的某些疾病。公司的願景是建立最大的中醫數據庫和開發藥物和保健食品，在香港以及

全球各地共同體現傳統中藥現代化。

現時科學家通常在中藥中尋找新分子以發現靶標藥物。截止現時為止，Herbcopoeiab 已儲存

了來自 6，000 多種植物的標準化草藥提取物，其中大多數是來自中國雲南的無毒中藥。該儲

存提取物庫以每年超過 10％的速度增長。HerboChip® 可以在我們的指導下，用數天在存儲的

提取物庫內量身定制。結合專有的系統篩選 TNFα 抑製劑，賀亞是開發用於治療自身免疫性

疾病（例如類風濕關節炎）的革命性保健產品的領導者。

政府扶持計劃政府扶持計劃

HerboChip® 的成功造就了很好的證明。Herbcopoeia 與香港科技大學共同合作配對香港政府創

新科技署的資金，利用HerboChip® 中草藥篩選平台進行產學科研開發產品。由此，Herbcopoeia
開發了三項專利配方的中藥產品，其主要針對香港和中國大陸市場的健康食品。

鼎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Herbcopoeia Biotech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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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成立背景公司成立背景

自 1998 年成立至今，培力 ® 集團 (https://www.purapharm.com；以下簡稱「培力」) 一直致力於

中醫藥的國際化及現代化，並與多位國際知名的學者合作，已在中藥市場中建立了科技先驅

者的地位。經過不斷地創新，培力 ® 無論在產品研發、生產技術及設備、市場及營銷策劃、

品質控制以至基礎科學研究方面處於市場高水準，被譽為領先同業，並受到消費者及醫藥界

的廣泛認同。

集團始創成員集團始創成員

陳宇齡先生 創辦人 , 董事長陳宇齡先生 創辦人 , 董事長

陳宇齡先生於中醫藥及保健產品方面擁有逾二十年經驗。他還是培力控股有限公司 ( 股份代

號：1498) 的創始人，董事長兼行政總裁。

陳先生是香港特別行政區中醫藥發展委員會委員，香港食物及環境衛生諮詢委員會委員，廣

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委員，南寧市常委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員。

陳先生自 2001 年以來一直擔任香港董事學會研究員。他曾於 2005 年，2008 年和 2009 年擔

任香港政府中央政策部門的兼職成員，並曾擔任非官方成員。自 2005 年至 2007 年擔任戰略

發展委員會 ( 與內地的經濟發展和經濟合作 ) 委員會主席。自 2006 年以來，陳先生擔任百麗

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 股份代號：1880) 的獨立非執行董事，該公司主要從事鞋類產品的製造，

分銷和銷售，並在主板上市。

陳先生於 1982 年 6 月畢業於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獲得應用科學學士學位。他於 1989 年 10 月

在英國獲得特許工程師資格，並於 2000 年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獲得專業工程師資格。1989 年 1
月陳先生獲得英國的特許工程師，加拿大的安大略省的專業工程師。

蔡鑑彪博士 , D.M.D.蔡鑑彪博士 , D.M.D.

培力 ( 香港 ) 有限公司培力 ( 香港 ) 有限公司

PuraPharm International (H.K.) LtdPuraPharm International (H.K.) Ltd



111

副主席兼執行董事

香港中醫骨傷學會有限公司學會顧問

港九中醫師公會有限公司顧問

國際華夏醫藥學會副會長

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中醫組表列中醫 

文綺慧女士 , B.Sc., MBA, BBS文綺慧女士 , B.Sc., MBA, BBS

執行董事

東華三院主席 (2012 – 2013)

東華學院創校校董會及創校校務委員會主席 (2010 – 2013) 及 
現任校務委員會主席

香港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成員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委員會委員

公司項目介紹公司項目介紹

培力致力於中藥 (TCM) 的現代化和國際化。培力與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理工大學、

香港浸會大學等世界一流大學及研究機構均有合作。最近的研究項目中，培力與香港浸會大

學和香港中文大學的共同合作研究的用於治療腸易激綜合症的仁術腸樂顆粒，獲得了中國食

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CFDA) 批准進行臨床試驗 ( 項目 1)。此外，培力還發現了單一傳統草藥的

陳宇齡先生 蔡鑑彪博士 文綺慧女士

培力 ( 香港 ) 有限公司·PuraPharm International (H.K.)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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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用法 ( 項目 2)，並研究發現了經典中藥配方的新用法 ( 項目 3)。

• • 項目 1：培力開發了用於治療 IBS-D 的中藥配方。

• • 項目 2：發現傳統醫學的新用法 ( 應用 )。

• • 項目 3：中藥的二次開發：減少化療引起的腹瀉並改善化療反應。

項目獨特之處項目獨特之處

突破突破

• • 項目 1
屬於市场首创。當下全球醫藥市场領域尚无治愈 IBS 的方法，也没有一种药物能有效治疗

IBS 所有症状；但目前培力研究的中药配方可以有效改善 IBS 症状。這種新型專利中藥配

方，對患者俱有高功效和安全性。

• • 項目 2
屬於市场首创。培力的這個項目確定了單一草藥的新用法 ( 應用 )，亦得到了创新结果。目

前該公司正在计划提交专利申请，即将会把研究结果发表在国际期刊上 。  

• • 項目 3
培力的這個項目屬於市場首創，其確定了經典公式的新用法 ( 應用 ) 亦得到了创新的结果。

目前該公司已提交了专利申请，即将会把研究结果发表在国际期刊上。

影響與前景影響與前景

1. 影響1. 影響

培力的三個項目在註冊為新藥後，將會進行大批量生產，有助於降低當地醫院和診所的醫療

壓力，提高患者的生活質量，從而進一步提升香港乃至全球生物醫藥產業的發展。

2. 前景2. 前景

• • 項目 1
腸易激綜合症 (IBS) 是最常見的胃腸道功能紊亂 (GI)，全世界的患病率通常在 10％至 15％之

間。因此，培力治療 IBS 的中醫配方可以幫助治療大量患者。

培力 ( 香港 ) 有限公司·PuraPharm International (H.K.)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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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項目 2
食道癌 (EC) 是全球癌症死亡的常見原因。 EC 的悲觀預後主要歸因於遠處轉移，而遠距離

轉移無法通過標準化學療法和 / 或放療方法完全控制。因此，轉移性 EC 患者的另一種選擇

是使用替代性輔助療法，例如草藥。我們的研究證明了藥用穿心蓮 (AP) 水提取物的抗腫瘤

活性，這種新確定的 AP 功能可以為患者帶來巨大的益處。

• • 項目 3
化學療法誘發的腹瀉 (CID) 是腸粘膜損害的結果，在腸粘膜損害中反復引發腸上皮和腸壁的

凋亡和炎性事件。在接受化療的患者中有 50-80％觀察到 CID。培力在使用中藥製劑的臨床

實踐中還發現，許多中藥可以有效地減少胃腸道並發症，尤其是腹瀉。

政府扶持計劃政府扶持計劃

• • 項目 1: 該項目與浸大和中大共同研究。                                                                                                                                  
• • 項目 2: 該項目與香港中文大學共同研究。                                                                                                                               
• • 項目 3: 該項目與香港大學合作研究。

                                                                                                                                                          

培力 ( 香港 ) 有限公司·PuraPharm International (H.K.)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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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成立背景公司成立背景

華健控股有限公司 (“華健＂) 於 2010 年在香港成立，致力開發優質、現代化的中成藥與中藥

保健食品。華健由香港科技大學生命科學部的詹華強教授創立，由香港科技大學孵化，現時

科大為華健的其中一名股東。華健的主營業務包括現代化中成產品開發，中藥檢測、中藥香

港藥材標準制定、頭髮驗毒檢測等，合作科研團隊實力強大，成果豐富。華健成立的目標是

為了公眾與組織機構如社區中心、學校、非牟利機構等提供低成本的頭髮驗毒服務，應用於

中國大陸、香港及亞洲地區的複康戒毒和預防濫藥的工作。

公司創始團隊公司創始團隊

華健的創始人 詹華強教授

華健的創始人詹華強教授 (“詹教授＂) 現時為香港科技大學生命

科學部講座教授。詹教授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生物化學系，並先

後取得一級榮譽學位和碩士學位。他繼而到英國劍橋大學從事神

經分子生物學研究，並於 1987 年獲得博士學位。他其後分別在英

國劍橋大學及美國史丹福大學進行博士後研究工作。 1992 年開始

在香港科技大學生物系任教，現為香港科技大學生命科學部講座

教授，同時擔任香港科技大學中藥研發中心主任。

詹教授目前致力於以分子和基因技術研究中藥材地道性和中藥複方的機理。他在國內和國際

著名科學期刋發表 350 餘篇學術論文和擔任數份國際科學期刋的編輯。他的中草藥研究工作

兩度獲國家教育部頒發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 ( 自然科學獎 )，並就中藥材的標準化，

為不同的國內及國際機構包括世界衛生組織傳統醫藥合作中心，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下

華健控股有限公司華健控股有限公司

Wah Kin Holdings LimitedWah Kin Holdings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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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藥檢測和認證相關的諮詢機構擔任顧問 / 委員。他亦是活躍的企業家，為數間公司的創

始董事。

公司項目介紹公司項目介紹

華健提供頭髮驗毒服務。華健與香港科技大學分子檢測實驗室合作，利用先進的液相色譜 -質
譜串聯頭髮驗毒技術，為公眾與組織機構提供靈敏可靠的頭髮驗毒服務，可應用於復康戒毒

和預防濫藥的工作。

研究人員在不同頭皮區域上 ( 頭頂前半部、頭頂、左右兩側及頭頂後半部 )，檢測頭髮樣本中

毒品殘存，目的是為了促進本港及內地科研單位共同研發驗毒技術及貢獻社福單位。

華健使用先進的檢測儀器，利用液相色譜 - 質譜，提供準確、靈敏、可靠的驗毒結果，檢測

靈敏度更可達到皮克級 (pg)。檢測儀器可檢測 13 種常見毒品 ( 包括氯胺酮 )，並達到國際認證

標準認可 : ISO17025 ( 頭髮驗毒 )。

公司項目 / 技術的獨特之處公司項目 / 技術的獨特之處

目前檢測人員雖可透過尿液和血液的方法驗毒，但頭髮驗毒會優勝於以上方法。華健獲得專

利的化學殘留物檢測技術比全球現有技術靈敏 1000 倍，而目前沒有本地業務頭髮驗毒檢測競

爭對手。

頭髮驗毒的採樣過程容易及無侵犯性，樣品穩定易於保存。尿液和血液驗毒只能檢測到 1-3
日的吸毒史，但頭髮驗毒可根據頭髮長度追溯 3 至 12 個月前的吸毒史，提供具體及準確的數

據。

頭髮驗毒能檢測 5 大類 13 種常見毒品及 17 種檢測物，更可檢測到使用其他驗毒方法都不能

檢測的氯胺酮和去甲氯胺酮。

影響與前景影響與前景

影響影響

1. 項目成員主要來自香港科技大學及深圳市藥品檢驗所。華健已檢測 3000 個樣本及建立香港

濫用藥物習慣 / 行為資料庫。從長遠來看，華健的頭髮驗毒技術亦能在中國大陸使用。在中

國大陸收集足夠的樣本便能建立中國大陸的濫用藥物習慣 / 行為資料庫。兩地繼而可交換資

華健控股有限公司·Wah Kin Holdings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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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庫資訊，瞭解濫藥情況。

2. 中國大陸的實際吸毒人數超過 1400 萬，廣東和四川是境內冰毒晶體和氯胺酮的主要源頭，

而氯胺酮僅頭髮驗毒能檢測。華健的頭髮驗毒檢測技術可幫助中國大陸找出隱蔽吸毒濫藥人

士，從而改善中國大陸吸毒濫藥的情況。

3. 透過頭髮驗毒可有助及早找出隱蔽吸毒濫藥人士，了解吸毒史，並協助戒毒或復康人士徹

底戒除毒癮 ，重過新生。

前景前景

華健的測試技術只需要 5-10 根頭髮便可進行檢測，還可以提供直至每月間隔的化學物質攝入

的詳細歷史記錄。除了藥物外，華健還將服務範圍擴展到檢測頭髮中的有害化學物質，例如

致癌劑、農藥、重金屬、酒精和尼古丁。

政府扶持計劃及其他社會機構的參與政府扶持計劃及其他社會機構的參與

華健由香港科技大學孵化，並獲得 2011 年度香港科技大學創業大賽冠軍，現時香港科技大學

為其中一名股東。

頭髮驗毒在「香港實驗所認可計劃」認可的香港科技大學 – 分子檢測實驗室進行。

現時華健與 15 個以上如社區中心、學校、非牟利機構等的不同單位合作。

華健的頭髮檢測技術已在中國大陸、美國、香港和澳門獲得專利。

華健控股有限公司·Wah Kin Holdings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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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 Tech 300 是香港城市大學 ( 城大 ) 大型創新創業計劃，由城大副校長 ( 研究及科技 ) 楊夢

甦教授 ( 本會資深顧問 ) 負責執行，當中匯聚當下香港本土生物科技創新產業優秀的科研項

目。以下所列為 HK Tech 300 裡其中 30 個與生物科技有關的項目代表，供產業界相關持份者

審閱，冀能鼓勵越來越多的本土人才投身到香港的生物科技創新產業裡，共同推動香港科技

創新的發展。

  ●●項目 1項目 1

安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 香港 )安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 香港 )

AniTech Limited (Hong Kong)AniTech Limited (Hong Kong)

項目簡介項目簡介

製藥公司在其臨床前藥物發現過程中，更頻繁地使用腦電圖 (Electroencephalography, EEG)，
因為腦電圖具有從齧齒動物到人類的高度可轉化性，使其成為藥物發現過程中，去風險項目

的理想選擇。為了開發這樣的工具，安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 香港 ) 正利用腦電圖技術進行高

通量的藥物—腦電圖研究，並利用團隊已建立的專屬人工智能 (AI) 和機器學習 (ML) 方法，以

開發一個新穎的由 AI 輔助、基於腦電圖的藥物發現平台。

團隊的平台可以幫助開發新的醫療產品 ( 包括器件、藥物和生物製品 ) 的研發者，證明他們仍

處於實驗階段的醫療產品，在齧齒動物疾病模型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達到美國食品及藥物

管理局 (FDA) 和中國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 (NMPA) 的要求。這個篩選平台經過我們的驗證和優

化之後，能作出較為準確的臨床預測，從而節省醫療產品開發的時間和成本。

香港城市大學 HK Tech 300 項目 /  香港城市大學 HK Tech 300 項目 /  
HK Tech 300 of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HK Tech 300 of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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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成員團隊成員
KUMAR Gajendra 博士 ( 香港城市大學神經科學系研究助理教授 )
金宇婷小姐 ( 香港城市大學神經科學系研究助理 )
劉寶真女士 (University of Bath 巴斯大學 )

 

所獲獎項所獲獎項
香港城市大學 HK Tech 300 種子基金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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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2項目 2

癌症精準診療智能平台癌症精準診療智能平台

CombCure CombCure 

項目簡介項目簡介

CombCure是一個專門為醫生量身打造的癌症智能診療平台，它不僅可以幫助醫生更加快速、

全面、精準地對病人的基因數據進行分析和診斷，還可以根據分析出的數據檢索海量的資料

和文獻庫，為醫生針對每一位癌症病人情況，提出所需的藥物和建議治療方案。CombCure 通

過輔助醫生進行治療，增加每一位癌症患者生還的機會。

團隊成員團隊成員

趙梓丞博士 ( 香港城市大學電腦科學系校友 )
陳凌曦博士 ( 香港城市大學電腦科學系博士後 )
李施穎博士 ( 香港城市大學電腦科學系博士 )
王夢瑤博士 ( 香港城市大學電腦科學系博士 )
王硯斐小姐 ( 香港城市大學電腦科學系研究助理 )
李夢瑤小姐 ( 武漢科技大學 )
王雪瑩小姐 ( 西北大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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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獲獎項所獲獎項

1. 香港城市大學 HK Tech 300 種子基金 (2021)
2. 第 12 屆「挑戰盃」中國大學生創業計劃競賽銀獎 (2020)
3. 第 6 屆中國國際「互聯網 +」大學生創新創業大賽銀獎 (2020)

  ●●項目 3項目 3

健康腸道健康腸道

Health-GutHealth-Gut

項目簡介項目簡介

術後腸梗阻 (Postoperative ileus，POI) 是腹腔手術術後常見的併發症。它延長了病人恢復進食

所需的時間和平均住院日數，並給病人、其家庭及社會都帶來了沉重負擔。迷走神經刺激或

是其中一種應對方法，它不僅可以促進胃部和腸道的蠕動，還可以通過 a7nAchR 受體減低腸

道發炎，從而進一步促進腸道功能的恢復。目前臨床中缺乏治療 POI 的有效方法，而一些小

型迷走神經刺激臨床試驗也大多採取入侵性的方式。因此，團隊計劃開發一種迷走神經耳支

脈衝刺激設備，以無創刺激的方法治療 POI。

團隊成員團隊成員

劉舒女士 ( 香港城市大學生物醫學系博士生 )
黃向欣小姐 ( 香港城市大學生物醫學系研究助理 )
謝麗小姐 ( 香港城市大學生物醫學系研究助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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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獲獎項所獲獎項

香港城市大學 HK Tech 300 種子基金 (2021)

  ●●項目 4項目 4

Peptide AdventurePeptide Adventure

項目簡介項目簡介

微生物對抗生素產生耐藥性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AMR)，是對全球人類健康的主要威脅之

一。為應對這問題，團隊建立了一個魚類血清肽 (serum peptide) 數據庫。其中一種名為 BING
的肽具有優異的抗菌性能，可殺死耐藥的細菌，並抑制細菌增強其抗生素耐藥性。BING 亦可

以增強其他抗生素的功效，對哺乳動物細胞的毒性低，而且具備熱穩定性。團隊下一步將完

善化合物的組成和進行動物實驗。項目的最終目標是將 BING 開發成一種挽救生命的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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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成員團隊成員

郭舒軒先生 ( 香港城市大學化學系研究助理及校友 )
聶俊先生 ( 香港城市大學 MBA 碩士候選人 )
董淼博士 ( 香港城市大學化學系博士生校友 )
Spoorthy Pathikond 女士 ( 香港城市大學化學系博士候選人 )
顧問：林潤華博士 ( 香港城市大學化學系副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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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獲獎項所獲獎項

香港城市大學 HK Tech 300 種子基金 (2021)

  ●●項目 5項目 5

以小分子來修復神經系統的治療方案以小分子來修復神經系統的治療方案

Small Molecule-based Therapeutic Intervention for Nervous System RepairSmall Molecule-based Therapeutic Intervention for Nervous System Repair

項目簡介項目簡介

神經系統的創傷性損傷往往會令患者永久喪失部分身體功能，影響生活質素。目前，醫學界

並未找到一個有效的治療方案以恢復患者的身體功能。團隊旨在找出一些可以幫助患者回復

身體功能的生物活性小分子。團隊成功找出了兩種已獲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 (FDA) 批准使

用的藥物和一種新型的小分子，用以促進神經系統損傷後的感覺和運動功能恢復。團隊相信

繼續研發有關的藥物，有助日後讓患者以可負擔的價格來恢復受損的身體功能。

 

團隊成員團隊成員

區雁斌博士 ( 香港城市大學神經科學系博士後 )
徐嘉輝先生 ( 澳門科技大學博士生 )
顧問：馬智謙博士 ( 香港城市大學神經科學系副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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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獲獎項所獲獎項

香港城市大學 HK Tech 300 種子基金 (2021)

  ●●項目 6項目 6

用於靶向消化疾病治療、可吞進肚裡的微型機器人用於靶向消化疾病治療、可吞進肚裡的微型機器人

Tiny Ingestible Robot for Targeted Digestive Disease TherapyTiny Ingestible Robot for Targeted Digestive Disease Therapy

項目簡介項目簡介

針對目前消化系統治療方法存在的問題，我們提出名為「可吞進肚裡的微型機器人」的解決

方案，以便對消化系統進行局部和針對性的治療。我們開發了各種可供病人吞下的微型機器

人，當機器人進入消化系統後，可以通過磁場來控制其移動，並瞄準病變區域釋放藥物，以

治療疾病。與傳統方法相比，團隊的解決方案具有一些優勢：機器人無毒且易消化，而且此

療法是低侵入性，副作用也很少。

  

團隊成員團隊成員

郭棟先生 ( 香港城市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博士生 )
楊雄先生 ( 香港城市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博士生 )
豐雨先生 ( 香港城市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博士生 )
李根先生 ( 香港城市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博士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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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獲獎項所獲獎項

1. System and method for manipulating an object for imaging, US Patent 9,921,400
2. A novel sample alignment stage and approach for full-orientation imaging under microscopy, US 
Patent Submitted
3. Method for converting inanimate object to small-scale robot on-demand, US Patent Submitted
4.香港城市大學 HK Tech 300 種子基金 (2021)

  ●●項目 7項目 7

舒心好眠寶舒心好眠寶

EmosleepEmosleep

項目簡介項目簡介

睡眠質量和情緒健康是影響現代人生活質量和工作效率愈來愈重要的因素。眾多研究顯示，

無創經耳迷走神經刺激 (taVNS)可顯著改善睡眠質量和情緒健康。團隊將在動物和志願者身上

進行實驗，以進一步研發可改善睡眠和情緒的更高效 taVNS 設備，同時結合人工智能技術，

開發更個性化、有回饋機制的操作系統。

團隊成員團隊成員

雷灼貴先生 ( 香港城市大學生物醫學系博士候選人 )
PAK Sojeong 小姐 ( 香港城市大學神經科學系博士候選人 )
陳晟先生 ( 香港城市大學賽馬會動物醫學及生命科學院博士 )
黃恩待先生 ( 香港城市大學電腦科學系博士候選人 )
黃倩君小姐 ( 香港城市大學賽馬會動物醫學及生命科學院博士候選人 )
張碧珊小姐 ( 香港大學 )
潘志謙博士 ( 香港大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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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獲獎項所獲獎項

香港城市大學 HK Tech 300 種子基金 (2021)

  ●●項目 8項目 8

利用小分子化合物減少澱粉樣蛋白的沉積從而改善阿爾茲海默症利用小分子化合物減少澱粉樣蛋白的沉積從而改善阿爾茲海默症

Alternative Treatment for Alzheimer's Disease by Reducing Beta-amyloid Alternative Treatment for Alzheimer's Disease by Reducing Beta-amyloid 
Accumulation: a Small Molecule ApproachAccumulation: a Small Molecule Approach

項目簡介項目簡介

組胺 H 受體拮抗劑已被證明可在體内抑制小膠質細胞的過度增生。減少小膠質細胞的過度增

生，有助於減少由其分泌的促炎細胞因子的濃度，從而保護附近的神經元。除此之外，減少

M1 型小膠質細胞和增加 M2 型小膠質細胞可以促進其吞噬體内的錯誤摺叠蛋白，其中就包括

纖維狀的 Aβ(amyloid beta, 澱粉樣蛋白 )。團隊的前期研究證明，組胺 H4 受體拮抗劑可以有

效改善三種阿爾茲海默症小鼠模型的短期和長期空間記憶損傷。因此團隊認為組胺H4受體拮

抗劑有潛在的作用去治療阿爾茲海默症。

團隊成員團隊成員

許軼俊先生 ( 香港城市大學神經科學系博士 )
李嘉敏小姐 ( 香港城市大學神經科學系研究助理 )
梅宇小姐 ( 廣州中醫藥大學 )

 



127

所獲獎項所獲獎項

香港城市大學 HK Tech 300 種子基金 (2021)

  ●●項目 9項目 9

braillicbraillic

項目簡介項目簡介

braillic 旨在利用基於擴增實境 (Augmented Reality，AR) 的手術追蹤系統，令手術更加安全。

使用 AR 可視化技術並實時追蹤手術的進行，有助將手術的入侵性減至最低，並提高安全度。

透過沉浸式專屬 AR 和電腦視覺技術，團隊將可協助外科醫生進行手術前計劃和於手術進行

時加以追蹤。

 

團隊成員團隊成員

AHMED Camroo 先生 ( 香港城市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研究助理及校友 )
NDER Sesugh Samuel 先生 ( 香港城市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校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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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獲獎項所獲獎項

香港城市大學 HK Tech 300 種子基金 (2021)

  ●●項目 10項目 10

抗癌症轉移藥物研發抗癌症轉移藥物研發

Can-CureCan-Cure

項目簡介項目簡介

基於利用癌細胞中普遍高表達的熱激蛋白 (Hsps)，團隊從中藥有效的成分中篩選，並研發出

一系列抑制其活性的小分子藥物 (HKs)。此類抑製劑已證實能有效地抑制多種癌細胞中的Hsps
表達及活性。而體內及體外的臨床前研究亦證實，這些化合物可以有效地抑制癌症的遷移、

侵襲和生長。第一階段團隊將會優化 HKs 並獲得新藥許可；後續階段，團隊將進一步優化並

應用此系列藥物於抗癌症轉移的臨床試驗階段。

團隊成員團隊成員

黎煌璨博士 ( 香港城市大學生物醫學系博士及研究助理 )
王雄先生 ( 香港城市大學生物醫學系博士生 )
黄川博士 ( 香港城市大學生物醫學系博士及校友 )

所獲獎項所獲獎項

香港城市大學 HK Tech 300 種子基金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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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11項目 11

單向導濕美容面膜研發單向導濕美容面膜研發

Development of Janus Beauty Facial Mask with Unidirectional Moisture Development of Janus Beauty Facial Mask with Unidirectional Moisture 
Transportation TechnologyTransportation Technology

項目簡介項目簡介

團隊的項目推動 Janus 面膜的開發和商業化。Janus 是第一款具有單向導濕功能的無水中藥面

膜。

在過去的幾十年間，市場對美容面膜的需求迅速增長。然而，傳統的片狀面膜有許多缺點，

主要包括：含有害添加劑、不環保、浪費原材料、過份包裝、不方便、會反吸水等。而與傳

統片狀面膜相比，Janus 面膜具有不含有害添加劑、避免反吸水、成本低、環保、便攜、方便

等特點。

 

團隊成員團隊成員

郭春霞博士 ( 香港城市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博士後 )
司一帆博士 ( 香港城市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博士後 )
許曉芸小姐 ( 香港城市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博士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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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獲獎項所獲獎項

香港城市大學 HK Tech 300 種子基金 (2021)

  ●●項目 12項目 12

安可防護安可防護

EmCore ProtectionEmCore Protection

項目簡介項目簡介

VentiGuard 是安可防護用以應對呼吸道感染風險的最先進個人防護裝備，其兩重全面的

EmCore 空氣過濾系統可以清除異味，以及最少 99.97% 微細至體積只有 0.3 微米的粒子、細

菌污染物和病毒。EmCore 空氣過濾系統運用了活性碳過濾器，以及由抗菌塗層覆蓋的中央高

效濾網空氣過濾器。

VentiGuard 的原型已經設計完成，此系列會內置物聯網系統 EmTernet，提供一系列的智能呼

吸系統功能，包括智能過濾監察、用戶健康監察、感染風險評估、自動化呼吸評估、自動化

呼吸監察及選擇性淨化模式。VentiGuard 會為用戶提供安全、智能及舒適的呼吸體驗，和為

臨床目的提供重要的感染防控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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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成員團隊成員

黃逸熙先生 ( 香港城市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本科生 )
薛竣謙先生 ( 香港城市大學市場營銷學系本科生 )

 

所獲獎項所獲獎項

1. 香港城市大學 HK Tech 300 種子基金 (2021)
2. 第 7 屆香港大學生創新及創業大賽 ( 創業項目 ) 優異獎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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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13項目 13

基因畫像平台基因畫像平台

GportraitGportrait

項目簡介項目簡介

基因畫像平台使用深度學習技術探索人體基因和表型的關係，可以通過基因預測人臉，還可

以根據描述的後天影響因素 ( 如肥瘦、年齡等等 )，調整生成的人臉。基因畫像平台既可以

為新生兒父母預測孩子的容貌，也可以幫助尋找走失多年的兒童。此外，通過嫌疑人遺留的

DNA，平台亦可模擬出嫌疑人的容貌，協助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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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成員團隊成員

車力佳小姐 ( 香港城市大學電腦科學系博士 , 校友 )
潘光澤先生 ( 香港城市大學電腦科學系博士生 )
王學東先生 ( 香港城市大學電腦科學系博士生 )
苗鑫垚小姐 ( 香港城市大學電腦科學系博士生 )

 

所獲獎項所獲獎項

香港城市大學 HK Tech 300 種子基金 (2021)

  ●●項目 14項目 14

華港龍生物科技科技華港龍生物科技科技

Greater Bay BiotechnologyGreater Bay Biotechnology

項目簡介項目簡介

傳送細胞和生物製品的 新一代微針醫療器械

華港龍生物科技專注研發創新傳送細胞和生物藥物的微針醫療器械，最具代表性的是首創的

冰凍微針醫療器械，可以有效儲存、運輸和微創傳送活細胞和生物製品的醫療器械，應用的

範疇包括皮膚再生醫學的幹細胞治療、醫美、微創傳送胰島素治療糖尿病、抗腫瘤免疫細胞

治療。

團隊是香港城市大學的科研團隊，並榮獲香港城市大學 HK Tech 300 種子基金支持，和國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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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部主辦的「創客中國」2021 國際中小企業創新創業大賽 (SME IEGC) 香港站季軍。目前團

隊與華潤創業、北大生物、廣東醫谷等夥伴合作，開發通過冰凍微針器械傳送幹細胞用於再

生醫學。此外我們也跟國產胰島素龍頭企業商討通過冰凍微針醫療器械傳送胰島素，給中國

1.3億名糖尿病患者提供微創治療選項。團隊亦積極拓展微針醫療器械在其他生物大分子上的

應用。

 

團隊成員團隊成員

伍子龍先生 ( 香港城市大學生物醫學系碩士生 )
鄭梦佳博士 ( 香港城市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博士後 )
張瑜玥女士 ( 香港城市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博士生 )
張繼天女士 ( 香港城市大學生物醫學系博士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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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獲獎項所獲獎項

1. 香港城市大學 HK Tech 300 種子基金 (2021)
2.「創客中國」2021 國際中小企業創新創業大賽香港站季軍

3. 第七屆中國國際「互聯網 +」大學生創新創業大賽銀獎 (2021)
4. 入選 ( 繁體字 ) 工業和信息化部首屆「創新之光」中小企業技術創新優秀成果名單 ( 港澳台

地區唯一入選企業 )(2021)
5. 第四屆「京港青創盃」創業大賽二等獎 (2021)
6. 2022 成都「蓉漂盃」高層次人才創新創業大賽 ( 雙流區走進粵港澳大灣區專題賽 ) 三等獎

(2021)

  ●●項目 15項目 15

里索科技里索科技

Laso Technology LimitedLaso Technology Limited

項目簡介項目簡介

由里索科技研發的無聲救星，是一種可為輕度至中度聽力受損的人，提供一個傳統助聽器以外

選擇的智能手環，配備無線麥克風，此不顯眼的工具可以接收和識別來自周圍環境的聲波。

手環的應用程式支援自動語音識別技術，提取指定字詞的特徵進行模式配對。然後手環會發

出震動，通知用戶有人在說話或用戶說話太大聲。該項目不僅得到香港城市大學和香港科技

園的支持，還在第 6 屆香港大學生創新及創業大賽中獲得三等獎，並在香港大專生創業比賽

中獲得冠軍 ( 觀眾最喜愛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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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成員團隊成員

顏煒彤小姐 ( 香港城市大學先進設計及系統工程學系校友 )
謝文蔚小姐 ( 香港城市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本科生 )

 

所獲獎項所獲獎項

1. 香港城市大學 HK Tech 300 種子基金 (2021)
2. 香港大專生創業比賽 ( 觀眾最喜愛獎 ) 冠軍 (2021)
3. 第 6 屆香港大學生創新及創業大賽 ( 社企 / 文化創意 ) 三等獎 (2020)

  ●●項目 16項目 16

NeuroTronicsNeuroTronics

項目簡介項目簡介

NeuroTronics 透過創新生物科技，對嶄新的腦部目標區域進行「深層腦部刺激」(Deep Brain 
Stimulation)，從而改善阿爾茲海默症 (AD) 患者的生活質素。AD 是導致殘障的主要原因，而另

一大問題是耐藥性，即是藥物治療對病人不再奏效。因此，團隊提供最新的醫療解決方案，

令病人重拾健康，減輕副作用並延長他們的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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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成員團隊成員

陳韶忠先生 ( 香港城市大學神經科學系博士生 )
王志華先生 ( 香港城市大學電腦科學系博士生 )
郭睿先生 ( 香港城市大學神經科學系研究助理 )

 

所獲獎項所獲獎項

香港城市大學 HK Tech 300 種子基金 (2021)

  ●●項目 17項目 17

用於藥物療效及患者反應評估的即時診斷生物傳感器用於藥物療效及患者反應評估的即時診斷生物傳感器

Point-of-care Biosensors for Drug Efficacy and Patient Response EvaluationPoint-of-care Biosensors for Drug Efficacy and Patient Response Evaluation

項目簡介項目簡介

團隊開發了一種用於即時診斷的新型 PIEB( 即時原位診斷生物傳感器 ) 生物芯片，為癌症患者

提供預後預測並進行及時的醫療干預。借助 PIEB 生物芯片，團隊可以輕鬆地建立源自患者的

模型，以便對癌症患者進行快速診斷和評估。PIEB 生物芯片還可用於藥物篩選並與各種下游

分析結合。團隊將與醫院、研究機構和製藥公司合作研究，並為他們提供產品和服務，以支

援對癌症病人的診斷、評估和醫療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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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成員團隊成員

鄧彥琳小姐 ( 香港城市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博士生及校友 )
廖珺辰小姐 ( 香港城市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博士生 )

 

所獲獎項所獲獎項

1. 香港城市大學 HK Tech 300 種子基金 (2021)
2.  US Patent Pending: HFP09125(2020), 2020
3. Publication: Deng Y, Liu S Y, Chua S L, et al.The effects of biofilms on tumor progression in a 3D 
cancer-biofilm microfluidic model[J].Biosensors and Bioelectronics, 2021, 180: 113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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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18項目 18

視堤視堤

SeeWallSeeWall

項目簡介項目簡介

視堤是一個為視障人士打造的手機生態系統，主要由硬件和軟件組成。視堤將整合手機中常

用的功能，並根據視障人士的使用習慣進行相應的改進。同時，視堤將聚焦視障人士的社交

互動理念，為他們提供更多接觸世界、結識新朋友的機會。在硬件方面，視堤將透過自行研

究，及與第三方 ( 智能輔助設備廠商 ) 合作，開發軟件服務，讓視障人士更多地使用智能手杖

等其他智能輔助設備。視堤的最終目標是成為視障人士的互動社區、智能平台和生活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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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成員團隊成員

蔡佳月先生 ( 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本科生 )
毛雅瑄小姐 ( 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本科生 )

 

所獲獎項所獲獎項

香港城市大學 HK Tech 300 種子基金 (2021)

  ●●項目 19項目 19

百諾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百諾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ioNovo BiotechnologyBioNovo Biotechnology

項目簡介項目簡介

團隊開展寵物基因服務業務，以及探索生物資訊學在寵物領域的商業運用。

 



141

團隊成員團隊成員

周波先生 ( 香港城市大學商學院博士生 )
王鵬博士 ( 復旦大學 )
黃瑋先生 ( 武漢大學 )

  

所獲獎項所獲獎項

香港城市大學 HK Tech 300 種子基金 (2021)

  ●●項目 20項目 20

Esco Aster Jotbody (HK) LimitedEsco Aster Jotbody (HK) Limited

項目簡介項目簡介

Jotbody 致力於開發及生產可用作診斷試劑和藥物的鯊源納米抗體。納米抗體是能夠結合抗原

的最小抗體片段，由於其結構和功能獨特，成為具有多種競爭優勢的新型生物製品的理想材

料，但礙於飼養動物成本高昂，窒礙了納米抗體的應用發展。

團隊首次系統地建立了運用本地小型鯊魚的納米抗體製備平台，比現有其他抗體平台的可擴

展性更高、成本更低、生產速度更快。目前已申請四項國際和國內專利，發表了文章四篇，

擁有多個靶點的高性能候選抗體，正為多家單位開發納米抗體產品。項目創始人和核心成員

是一支具有二十多年生物醫藥生產和管理經驗的國際團隊，將努力提供高品質的納米抗體工

具包，以滿足全球生物技術、診斷和生物製藥行業未被滿足的市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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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成員團隊成員

Marco PirisiNu 博士 ( 曾為香港城市大學生物醫學系高級研究員 , University of Sassari)
危立坤博士 ( 香港城市大學生物醫學系校友 )
楊乃波博士 ( 美國 Complete Genomics Inc 高級董事 )
LIN XiangQian( 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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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顧問

史家海博士 ( 香港城市大學生物醫學系特約教授 )

所獲獎項所獲獎項

1. 香港城市大學 HK Tech 300 種子基金

2. 香港科學園生物醫藥科技培育計劃入選隊伍

3. 第十三屆中國深圳創新創業大賽深港澳高校預選賽團隊組優勝獎 (2021)
4. 第十一屆中國 ( 深圳 ) 創新創業大賽半決賽團隊組晉級獎

  ●●項目 21項目 21

指南針醫療科技指南針醫療科技

COMPASS Health TechnologyCOMPASS Health Technology

項目簡介項目簡介

指南針醫療科技旨在為研究人員和醫療工作者創建一個人工智能平台，以促進協同聯合療法

的發現，並通過設計精準醫療策略服務癌症患者。

團隊成員團隊成員

羊劍楠先生 ( 香港城市大學數據科學學院博士生 )
徐仲之博士 ( 香港城市大學數據科學學院校友 )
田略先生 ( 香港城市大學數據科學學院博士生 )

  

所獲獎項所獲獎項

香港城市大學 HK Tech 300 種子基金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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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22項目 22

開發預警心肌梗塞生物醫學檢測試劑盒開發預警心肌梗塞生物醫學檢測試劑盒

Development of An Early Warning Myocardial Infarction Biomedical Testing Development of An Early Warning Myocardial Infarction Biomedical Testing 
Kit/ BiolotKit/ Biolot

項目簡介項目簡介

團隊正在開發一種試劑盒，使用生物標記物 -F10 來檢測心肌梗塞，並通過增加 F10 的流量，

幫助醫生實現以更低的成本準確預知急性心肌梗塞的發生。

團隊成員團隊成員

徐學舟先生 ( 新加坡國立大學 ) 
王涵之小姐 ( 浙江大學 ) 
傅予婧小姐 ( 寧波諾丁漢大學 )
田甜小姐 ( 香港城市大學生物醫學系博士生 )

 

所獲獎項所獲獎項

香港城市大學 HK Tech 300 種子基金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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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23項目 23

PetalogPetalog

項目簡介項目簡介

Petalog 抓緊機會，救助寵物生命。

團隊成員團隊成員

姚淦明先生 ( 香港城市大學市場營銷學系本科生 )
CHENG Ho Yi 小姐 ( 香港城市大學市場營銷學系本科生 )
丁兆成先生 ( 香港城市大學市場營銷學系本科生 )
鄧浩然先生 ( 香港城市大學先進設計及系統工程學系本科生 )

 

所獲獎項所獲獎項

香港城市大學 HK Tech 300 種子基金 (2021)

  ●●項目 24項目 24

一款新穎的幫助年輕人抵抗情緒問題的網絡手機遊戲一款新穎的幫助年輕人抵抗情緒問題的網絡手機遊戲

A Novel Online Serial Mobile Game to Increase Resilience of Young PeopleA Novel Online Serial Mobile Game to Increase Resilience of Young People

項目簡介項目簡介

團隊旨在創建一個易於使用、具吸引力、並有實證支持的手機治療遊戲，以幫助年輕人減少

焦慮和抑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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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成員團隊成員

張翹楚小姐 ( 香港城市大學社會及行為科學系博士生 )
POON Cui San 女士 ( 香港城市大學社會及行為科學系研究助理及校友 )
潘朗晴女士 ( 香港城市大學社會及行為科學系研究助理 )
LI Xingqian 先生 ( 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研究助理 )
陳潤富先生

所獲獎項所獲獎項

香港城市大學 HK Tech 300 種子基金 (2021)

  ●●項目 25項目 25

駭普森科技駭普森科技

HAP SensorHAP Sensor

項目簡介項目簡介

團隊開發了一種具有剪紙結構的傳感器，可以監測關節的運動情況，預防和康復關節疾病。

該傳感器比大多數可穿戴關節監測系統更靈活、更精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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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成員團隊成員

張卓敏先生 ( 香港城市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博士生 )
劉世源先生 ( 香港城市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博士生 )
洪穎先生 ( 香港城市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博士生 )

 

所獲獎項所獲獎項

香港城市大學 HK Tech 300 種子基金 (2021)

  ●●項目 26項目 26

智能食品標籤智能食品標籤

Smart Food LabelSmart Food Label

項目簡介項目簡介

團隊開發了一種檢測食品新鮮度的智能標籤。標籤基於一種能對生物胺快速響應的金屬配合

物製備而成，在不直接接觸食品的前提下，該標籤能於食品腐爛時由深綠色轉變為橙紅色。

標籤成本低廉，快速可靠，保障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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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成員團隊成員

周傳文先生 ( 香港城市大學化學系博士生 )
周子詠小姐 ( 香港城市大學化學系研究助理及校友 )
楊一博士 ( 香港大學 )

 

所獲獎項所獲獎項

香港城市大學 HK Tech 300 種子基金 (2021)

  ●●項目 27項目 27

一種新型可重複使用並用於疫情防控的無毒光觸媒 ZIF-8 負載面料一種新型可重複使用並用於疫情防控的無毒光觸媒 ZIF-8 負載面料

A Novel Reusable Antivirus Non-Toxic Visible-light Driven Photocatalytic ZIF-A Novel Reusable Antivirus Non-Toxic Visible-light Driven Photocatalytic ZIF-
8 Loaded Fabric for Air Cleaning8 Loaded Fabric for Air Cleaning

項目簡介項目簡介

團隊研發了一種新型的基因納米纖維自行清潔光催化殺菌消毒面料，旨在製造出一種具有自

行清潔、安全、可重複利用、高效防護效果的光催化面料，用以防止空氣污染和高效殺滅細

菌及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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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成員團隊成員

郭佳鑫博士 ( 香港城市大學能源及環境學院博士後 )
WONG Pak Wai 先生 ( 香港城市大學能源及環境學院博士生 )
SUN Jiawei 先生 ( 香港城市大學能源及環境學院博士是 )
孫明哲博士 ( 香港城市大學能源及環境學院博士後 )

所獲獎項所獲獎項

香港城市大學 HK Tech 300 種子基金 (2021)

  ●●項目 28項目 28

智能可穿戴脈搏監測腕帶智能可穿戴脈搏監測腕帶

Smart Wearable Pulse Monitoring WristbandSmart Wearable Pulse Monitoring Wristband

項目簡介項目簡介

團隊利用可穿戴傳感器結合中醫脈診理論，預防人體疾病。

 

團隊成員團隊成員

張帥先生 ( 香港城市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博士生 )
孟朔先生 ( 香港城市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博士生 )
許曉芸小姐 ( 香港城市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博士生 )
石朔先生 ( 香港城市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博士生 )
張俊女士 ( 香港理工大學 )

所獲獎項所獲獎項

香港城市大學 HK Tech 300 種子基金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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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29項目 29

BegainBegain

項目簡介項目簡介

團隊旨在通過整合和簡化線上和線下的醫療護服供應，開啟新一代的遠程醫療服務。

團隊成員團隊成員

蘇藹晴小姐 ( 香港城市大學商學院校友 )
KWAN Man Yam 小姐 ( 香港城市大學商學院校友 )
LEOW Yi Long 先生 ( 新加坡管理大學 )

 

所獲獎項所獲獎項

香港城市大學 HK Tech 300 種子基金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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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致謝

《香港生命科學故事 2022》是一份和本會連同產業人士共同完成之建議書《構建香港生物科

技創新產業生態系統——推動生物科技創新產業發展成為香港經濟增長的新引擎及亮點》相

輔相成的項目。建議書通過政府政策角色、基礎設施建設、營商環境三個方面探索在香港構

建生物科技創新產業生態系統的可能性與建議，《香港生命科學故事 2022》則通過香港本土

科學家與企業家的創業故事來具體描摹香港生物科技創新產業現狀。本會希望它們得以通過

反應當下香港生物科技創新產業的發展情況，讓業界更加了解香港生命科學領域發展，以期

共同推動香港建設成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本會十分感謝全體工作人員、榮譽顧問、資深顧問、本會會員，及業界友好對《香港生命科

學故事 2022》的積極反應，尤其是參與完成《香港生命科學故事 2022》裡所有的顧問、專

家、優質企業與項目，《香港生命科學故事 2022》的圓滿完成，離不開你們的全力支持。未

來希望我們共同努力，為《香港生命科學故事 2023》，為香港生物科技創新產業而繼續出一

份力！

《香港生命科學故事 2022》籌備與編撰《香港生命科學故事 2022》籌備與編撰

香港故事 籌備 香港故事 籌備  香港生物醫藥創新協會 會董會

香港故事 編撰香港故事 編撰  香港生物醫藥創新協會 總幹事             廖麗芳

                                                                    助理研究員     陳曦

                                                                    助理研究員     淩思晶

                                                                    助理研究員     徐彥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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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BioPark/ 深圳 ( 坪山 ) 國家生物產業基地深圳 BioPark/ 深圳 ( 坪山 ) 國家生物產業基地  
深圳 BioPark 位於深圳東部中心、深圳高新區核心園區和未來產業試驗區——坪山區。這裏既

是深圳國家生物產業基地所在地，也是深圳生物醫藥產業發展核心園區。

深圳國家生物產業基地是 2005 年 6 月由國家發改委批准認定的首批三個生物產業基地之一 ,
面積 3.29 平方公里 , 將搶抓“雙區驅動＂重大機遇 , 以深圳國家高新區核心園區建設為契機 ,
打造國際先進、國內領先的生物醫藥科技產業城。

近年來 , 坪山生物醫藥產業發展態勢強勁 , 截至 2022 年 6 月 , 集聚了近 1000 家生物醫藥企業 ,
吸引了以賽諾菲巴斯德、國藥致君、新產業、理邦精密、萬樂藥業等為代表的行業領軍企業 ,
集聚了以普瑞金、華先醫藥、图微安创等為代表的中小微創新型企業 , 形成了生物產業集群

發展態勢。

坪山立足生物醫藥產業鏈 , 持續完善研發創新鏈 :

——高站位謀劃全新機制的深圳醫學科學院、深圳“美麗穀＂、深圳市智能康復輔具產業基

地、大湾区国际疫苗創新中心等重大項目落戶坪山。

——高起點佈局深圳技術大學藥學院、深圳灣實驗室坪山生物醫藥研發轉化中心、南方科技

大學坪山生物醫藥研究院、深圳北京中醫藥大學研究院等新型研發創新平台。

——高標準建設中科院上海藥物所華南安評中心、深圳市實驗動物資源與技術研發基地 ( 坪
山 )、國家醫療器械產業計量測試中心、廣東省醫療器械品質監督檢驗所坪山實驗室、一站式

細胞與基因治療 CRO/CDMO 平台等公共服務平台。

——高水準開放吸引國內外創新人才 , 引進亞布力論壇主席田源、中國藥促會會長宋瑞霖、香

港醫管局前主席胡定旭、香港生物醫藥創新協會會長盧毓琳、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孫勇奎、

俄羅斯工程院外籍院士張丹等 9 名行業領軍人物並聘為坪山區委區政府顧問。

深圳 BioPark 坐享得天獨厚的生態環境優勢，延續數公里的聚龍山 - 榮田河 - 五馬峰公園帶如

綠絲綢鋪開般勾勒出園區底色，生機盎然的濕地兩旁彙聚了深圳市生物醫藥創新產業園、深

圳市生物醫藥產業加速器等十餘個專業生物產業園區，吸引了近千名生物產業高層次人才，

在“山水相間、藍綠相容＂的產業園、生態園、家園裏繁茂生長，真正實現生產、生活、生

態“三生融合＂。

深圳 BioPark 加速器園區景色



1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