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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即時發布 

數碼港推出「敢創抗疫」平台 與社群初創攜手抗疫 引領新常態 

 

香 港 ， 2020 年 8 月 27 日  – 數 碼港 推 出 「敢 創 抗疫 」 一 站式 網 上平 台 

(https://istartup.hk/braving-the-epidemic/tc/ )，網羅數碼港社群內一系列科技應用方

案，為公眾及企業提供針對疫情及適應新常態的方案資訊，涵蓋「遙距學習及在家工作」、

「醫療及保健護理服務」、「保險服務及支援保障」和「改善家居及工作環境」四大範疇，

方便市民大眾瀏覽及搜尋資訊，切實解決社會各界所需。數碼港的「敢創抗疫」行動更獲

《經濟通》頒授「2020 健康同行夥伴大獎 - 傑出社創領袖獎」，表揚數碼港在推動以科技

應用方案抗疫的貢獻。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嚴峻挑戰，數碼港自二月起便發起「敢創抗疫」行動，集合超過六

十間社群初創積極提供不同類型的解決方案，同時結合不同初創的優勢及專長，推出聯合抗

疫行動，幫助前線醫護人員、需適應在家學習的家長、學校及學生、家居隔離人士、基層家

庭，以至飽受疫情衝擊的大中小企業，以科技造福社會。憑藉數碼科技影響力及迅速應變的

創新方案，一系列應對新常態的智慧生活應用方案，迅速獲市場採納，「敢創抗疫」行動成

功吸引本地及區內關注，不單強化香港作為國際創科樞紐的角色，促進智慧城市發展，更為

社群初創帶來機遇。 

在疫情影響下，數碼港的社群初創企業迎難而上，為對抗疫情作出貢獻，例如網上裝修平台

「裝修佬」推出「免費隔氣及排氣管檢查計劃」，惠及 4,800 個公屋單位；專注機械人技術

https://istartup.hk/braving-the-epidemic/tc/
https://istartup.hk/braving-the-epidemic/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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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路邦科技， 研發出 5G 智能防疫機械人，獲機電工程署、消防處及懲教署等多個政府部門

使用； Find Solutions Ai 聯同香港電腦教育學會透過自家開發的智能教學軟件 4 Little 

Trees，在停課期間，為 34 間中學近 5,000 名應屆文憑試考生舉行資訊及通訊科技科目的

模擬考試訓練。 

 

與此同時，數碼港透過「敢創抗疫」行動，積極連繫社群內不同初創及公司，透過協同合作

發揮更大抗疫成效。例如 GOGOX、Pickupp 及 Toby 與衛生署合作推出的唾液樣本速遞服

務、Me2You x CSAA x GOGOX 的「HK2gether 共享抗疫資源」活動。 

除實踐企業社會責任，因應疫情，香港各界對創新科技及數碼轉型方案的需求大大增加，亦

為數碼港社群創造商機，如本來專營線下活動管理的 EventXtra，便推出虛擬展覽方案，協

助企業把實體活動轉為以網上形式舉行，成功刺激第二季業務激增 300%；專營科技革新能

源管理的 Negawatt ，就提出「永續性防疫大廈」概念，為每棟大廈進行深入「診症」，找

出大廈設計在防疫上的漏洞，再接駁智能建築遠程控制系統的防疫能力，刺激公司第二季業

績比去年全年銷售額增長一倍。 

數碼港行政總裁任景信先生表示：「隨著社會在疫情下進入新常態，數碼港社群初創將熱忱

化為行動，在短時間內迅速調整其應用方案，為抗疫出一分力。他們的無私奉獻，加上數碼

科技的靈活多變，為我們社會注入積極正面的能量和影響，團結一致應對當前挑戰。我們期

待能促成更多數碼科技生態系統中各持份者之間的合作，共同擁抱新常態，為社會帶來裨

益。」 

數碼港的「敢創抗疫」行動獲《經濟通》舉辦的「2020 健康同行夥伴大獎 - 傑出社創領袖

獎」，表揚數碼港在新冠肺炎疫情下持續對社會作出貢獻。數碼港將會繼續與社群初創齊心

抗疫，以科技協助大眾適應社會新常態。 

有關「敢創抗疫」一站式網上平台，可瀏覽網頁 https://istartup.hk/braving-the-

epidemic/tc/。 

### 

 

 

 

http://www.csaa.com.hk/blog/door-to-door-specimen-collection-service-extension-of-service-1e858ea8-83ab-4dec-b1f3-89ae4f4c1c4b
http://www.csaa.com.hk/blog/door-to-door-specimen-collection-service-extension-of-service-1e858ea8-83ab-4dec-b1f3-89ae4f4c1c4b
https://www.facebook.com/Hk2gether/
https://istartup.hk/braving-the-epidemic/tc/
https://istartup.hk/braving-the-epidemic/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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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按此處下載高像素新聞圖片。 

 

數碼港行政總裁任景信先生表示，期待能促成更多數碼科技生態系統中各持份者之間的合

作，共同擁抱新常態，為社會帶來裨益。 

 

數碼港推出「敢創抗疫」網上平台，發放防疫應用方案資訊。涵蓋「遙距學習及在家工

作」、「醫療及保健護理服務」、「保險服務及支援保障」和「改善家居及工作環境」四

大範疇。 

 

數碼港的「敢創抗疫」行動獲《經濟通》舉辦 2020 健康同行夥伴大獎的「傑出社創領袖

獎」，社群初創 Bowtie (保泰人壽保險有限公司) 及 Mediconcen (醫結有限公司) 亦分別

奪得「 傑出虛擬保險公司」及「傑出區塊鏈醫療平台」。 

左起: Mediconcen 行政總裁及聯合創辦人楊廣榮、數碼港創業學會聯合會長林苑莉、數

碼港行政總裁任景信及 Bowtie 聯合創辦人兼聯合行政總裁顏耀輝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dIwnHZDaosE1_kqm2bU06W5bRzj0DWsU?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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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創抗疫」網上平台的部分初創科技方案，更多方案請瀏覽「敢創抗疫」專頁。   

數碼港初創企業 科技方案 

遙距學習及在家工作 

GRWTH 

 

綜合教育平台 GRWTH，透過手機流動程式連繫家長與教育機

構，並推出「遙距教學支援聯盟」，幫助學生在疫情期間遙距學

習，同時協助傳統教育機構轉型及開拓網上業務。今年二至七

月，GRWTH手機程式的每月使用量平均達 80萬至 90萬人次，

新增線上問題資料庫功能，甫推出便獲450間中小學踴躍參與。 

Find Solutions Ai 

 

Find Solutions Ai 開發智能教學軟件 4 Little Trees，結合了人工

智能和情緒分析，透過電子儀器的前置鏡頭收集學生情緒表現，

在停課期間協助教師了解學生進度及重點加強輔導。軟件今年第

二季的在線學生人數比去年同期上升 70%，使用時數亦比去年

同期激增 150%。軟件亦已獲約 20 家中學採用，並計劃打入國

內及日本的國際學校。 

EventXtra 

 

EventXtra 因應疫情實體活動被取消或延期，開發全新一站式虛

擬活動平台，為活動主辦方提供一條龍數碼技術支援，如建構虛

擬活動場地、模擬實體展位、即時文字或視像交流等，甚至按參

加者不同身份，篩選出令其最感興趣的內容等。在六月至七月期

間，已有 300 萬人次應用新方案，第二季業務激增 300%，現時

公司 80%業務已轉為虛擬展覽。 

醫療及保健護理服務 

Solacetree (心會說) 

 

Solacetree 推出提供網上輔導服務的手機程式，讓用家透過視

像會議跟專業心理學家溝通，舒緩情緒問題，包括疫情衍生的困

擾。用家可以隨時隨地預約心理輔導，而為保障患者私隱，用家

可選擇在對話期間是否顯示容貌，也可以進行匿名諮詢。 

 

https://istartup.hk/braving-the-epidemic/tc/
https://istartup.hk/braving-the-epidemic/tc/article/grwth.php
https://istartup.hk/braving-the-epidemic/tc/article/find-solution.php
https://istartup.hk/braving-the-epidemic/tc/article/eventxtra.php
https://istartup.hk/braving-the-epidemic/tc/article/billion-best.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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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Creation 

Limited (FindDoc) 

 

FindDoc網上平台因應疫情推出視像問診功能，透過視像會面、

錄影輔助及醫生庫，提供一條龍求診體驗；由網上預約，到醫生

問診及配藥速遞，涵蓋範疇包括專科醫生以至心理學家，照顧不

同類型的病人，免卻外出感染風險，同時減輕公營醫療機構的壓

力。自推出視像問診服務，FindDoc 第二季業務已超越 2019 年

總生意額。 

Roborn Technology  

(路邦科技) 

 

Roborn 結合人工智能、物聯網、5G 等科技，研發出兩款智能

防疫機械人，包括紫外線消毒機械人代替清潔人員到高風險區域

進行全方位消毒工作，以及具有巡航功能、以紅外線體溫探測代

替人手的探熱機械人。自推出後旋即獲上市公司、國際品牌辦公

室、學校、政府部門及醫療中心採用。 

保險服務及支援保障 

Bowtie (保泰人壽) 

 

保泰人壽在疫情期間，提供免費自願醫保計劃予醫管局轄下員工

及家屬、私家醫院及其他院舍的醫護人員、在上述地方工作實習

的醫護學生及送遞病毒測試樣本的速遞員。 

過去半年 Bowtie 的網頁瀏覽量在高峰期曾錄得超過 190 萬人

次，銷售量亦錄得每月 30%增長。曾於「香港保險業大獎

2019」榮獲「傑出數碼革新大奬」。 

FinMonster 

 

不少中小企在疫情資金緊張， FinMonster 的融資配對平台近月

免費協助約 2000 家中小企，檢視申請資格和協助申請政府早前

推出的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利用人工智能演算法分析數據，將

本需兩個星期的程序，縮短至約五分鐘完成。自疫症爆發後，

FinMonster 的網站流量、企業查詢及用戶登記數目均顯著上

升。 

 

https://istartup.hk/braving-the-epidemic/tc/article/find-doc.php
https://istartup.hk/braving-the-epidemic/tc/article/find-doc.php
https://istartup.hk/braving-the-epidemic/tc/article/roborn-unicorn.php
https://istartup.hk/braving-the-epidemic/tc/article/bowtie.php
https://istartup.hk/en/component/content/article/140-project/epidemic-tech-solutions/5289-eureka-holding-limited-finmon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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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家居及工作環境 

Negawatt Utility   

(庫瓦) 

 

庫瓦致力為香港地產發展商的能源管理進行數碼化和集中化管

理，以確保高能源和營運效率。疫情下，庫瓦提出「永續性防疫

大廈」概念，開發 IEQ 和 HR 管理的智能建築遠程控制系統，刺

激公司第二季業績比去年全年銷售額翻了一倍。 

Hong Kong Decoman 

(裝修佬) 

 

為防止病毒在社區擴散，Decoman 利用其網上平台、專業知識

及業界網絡，為全港 16 個公屋共 4,800 個單位提供免費隔氣及

排氣管檢查。以平均檢查費每單500元計算，免費檢查計劃價值

240 萬港元。 

自推出計劃以来，平台第二季業務較首季增長 34%。裝修佬平

台登記人數增加 100%，連帶旗下網購平台「裝修Mall」收入較

疫情前激增一倍。 

 

傳媒查詢，請聯絡︰ 

圓通財經公關 

鄭宇晴 

電話︰ （852）3428 5691 

電郵︰scheng@yuantung.com.hk   

數碼港企業傳訊組 

莊菀婷 

電話︰（852） 3166 3867 

電郵︰sandrachong@cyberport.hk 

 

關於數碼港 

數碼港為一個創新數碼社群，匯聚超過1,500 間初創企業和科技公司，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府全資擁有的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管理。數碼港的願景是成為數碼科技樞紐，為香港締

造嶄新經濟動力。數碼港透過培育科技人才、鼓勵年輕人創業、扶植初創企業，致力創造蓬

勃的創科生態圈；藉著與本地及國際策略夥伴合作，促進科技產業發展；同時加快公私營機

構採用數碼科技，推動新經濟與傳統經濟融合。 

詳情請瀏覽 www.cyberport.hk   

https://istartup.hk/braving-the-epidemic/tc/article/negawatt.php
https://istartup.hk/braving-the-epidemic/tc/article/hk-decoman-technology.php
mailto:scheng@yuantung.com.hk
mailto:sandrachong@cyberport.hk
http://www.cyberport.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