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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稿  

实时发布 

数码港推出「敢创抗疫」平台 与社群初创携手抗疫 引领新常态 

 

香 港 ， 2020 年 8 月 27 日  – 数 码 港 推 出 「 敢 创 抗 疫 」 一 站 式 网 上 平 台 

(https://istartup.hk/braving-the-epidemic/tc/ )，网罗数码港社群内一系列科技应用方

案，为公众及企业提供针对疫情及适应新常态的方案信息，涵盖「遥距学习及在家工作」、

「医疗及保健护理服务」、「保险服务及支持保障」和「改善家居及工作环境」四大范畴，

方便市民大众浏览及搜寻信息，切实解决社会各界所需。数码港的「敢创抗疫」行动更获

《经济通》颁授「2020 健康同行伙伴大奖 - 杰出社创领袖奖」，表扬数码港在推动以科技

应用方案抗疫的贡献。 

因应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严峻挑战，数码港自二月起便发起「敢创抗疫」行动，集合超过六

十间社群初创积极提供不同类型的解决方案，同时结合不同初创的优势及专长，推出联合抗

疫行动，帮助前线医护人员、需适应在家学习的家长、学校及学生、家居隔离人士、基层家

庭，以至饱受疫情冲击的大中小企业，以科技造福社会。凭借数码科技影响力及迅速应变的

创新方案，一系列应对新常态的智能生活应用方案，迅速获市场采纳，「敢创抗疫」行动成

功吸引本地及区内关注，不单强化香港作为国际创科枢纽的角色，促进智慧城市发展，更为

社群初创带来机遇。 

在疫情影响下，数码港的社群初创企业迎难而上，为对抗疫情作出贡献，例如网上装修平台

「装修佬」推出「免费隔气及排气管检查计划」，惠及 4,800 个公屋单位；专注机械人技术

的路邦科技， 研发出 5G 智能防疫机械人，获机电工程署、消防处及惩教署等多个政府部门

使用； Find Solutions Ai 联同香港计算机教育学会透过自家开发的智能教学软件 4 Little 

Trees，在停课期间，为 34 间中学近 5,000 名应届文凭试考生举行信息及通讯科技科目的

模拟考试训练。 

 

https://istartup.hk/braving-the-epidemic/tc/
https://istartup.hk/braving-the-epidemic/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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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数码港透过「敢创抗疫」行动，积极连系社群内不同初创及公司，透过协同合作

发挥更大抗疫成效。例如 GOGOX、Pickupp 及 Toby 与卫生署合作推出的唾液样本速递服

务、Me2You x CSAA x GOGOX 的「HK2gether 共享抗疫资源」活动。 

除实践企业社会责任，因应疫情，香港各界对创新科技及数码转型方案的需求大大增加，亦

为数码港社群创造商机，如本来专营线下活动管理的 EventXtra，便推出虚拟展览方案，协

助企业把实体活动转为以网上形式举行，成功刺激第二季业务激增 300%；专营科技革新能

源管理的 Negawatt ，就提出「永续性防疫大厦」概念，为每栋大厦进行深入「诊症」，找

出大厦设计在防疫上的漏洞，再接驳智能建筑远程控制系统的防疫能力，刺激公司第二季业

绩比去年全年销售额增长一倍。 

数码港行政总裁任景信先生表示：「随着社会在疫情下进入新常态，数码港社群初创将热忱

化为行动，在短时间内迅速调整其应用方案，为抗疫出一分力。他们的无私奉献，加上数码

科技的灵活多变，为我们社会注入积极正面的能量和影响，团结一致应对当前挑战。我们期

待能促成更多数码科技生态系统中各持份者之间的合作，共同拥抱新常态，为社会带来裨

益。」 

数码港的「敢创抗疫」行动获《经济通》举办的「2020 健康同行伙伴大奖 - 杰出社创领袖

奖」，表扬数码港在新冠肺炎疫情下持续对社会作出贡献。数码港将会继续与社群初创齐心

抗疫，以科技协助大众适应社会新常态。 

有关「敢创抗疫」一站式网上平台，可浏览网页 https://istartup.hk/braving-the-

epidemic/tc/。 

### 

 

 

 

请按此处下载高像素新闻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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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dIwnHZDaosE1_kqm2bU06W5bRzj0DWsU?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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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码港行政总裁任景信先生表示，期待能促成更多数码科技生态系统中各持份者之间的合

作，共同拥抱新常态，为社会带来裨益。 

 
数码港推出「敢创抗疫」网上平台，发放防疫应用方案信息。涵盖「遥距学习及在家工

作」、「医疗及保健护理服务」、「保险服务及支持保障」和「改善家居及工作环境」四

大范畴。 

 

数码港的「敢创抗疫」行动获《经济通》举办 2020 健康同行伙伴大奖的「杰出社创领袖

奖」，社群初创 Bowtie (保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及 Mediconcen (医结有限公司) 亦分别

夺得「 杰出虚拟保险公司」及「杰出区块链医疗平台」。 

左起: Mediconcen 行政总裁及联合创办人杨广荣、数码港创业学会联合会长林苑莉、数

码港行政总裁任景信及 Bowtie 联合创办人兼联合行政总裁颜耀辉 

「敢创抗疫」网上平台的部分初创科技方案，更多方案请浏览「敢创抗疫」专页。   

数码港初创企业 科技方案 

遥距学习及在家工作 

GRWTH 

 

综合教育平台 GRWTH，透过手机流动程序连系家长与教育机

构，并推出「遥距教学支持联盟」，帮助学生在疫情期间遥距学

习，同时协助传统教育机构转型及开拓网上业务。今年二至七

月，GRWTH 手机程序的每月使用量平均达 80 万至 90 万人次，

新增在线问题数据库功能，甫推出便获450间中小学踊跃参与。 

https://istartup.hk/braving-the-epidemic/tc/
https://istartup.hk/braving-the-epidemic/tc/article/grwth.php


   
 

4 

 

Find Solutions Ai 

 

Find Solutions Ai 开发智能教学软件 4 Little Trees，结合了人工

智能和情绪分析，透过电子仪器的前置镜头收集学生情绪表现，

在停课期间协助教师了解学生进度及重点加强辅导。软件今年第

二季的在线学生人数比去年同期上升 70%，使用时数亦比去年

同期激增 150%。软件亦已获约 20 家中学采用，并计划打入国

内及日本的国际学校。 

EventXtra 

 

EventXtra 因应疫情实体活动被取消或延期，开发全新一站式虚

拟活动平台，为活动主办方提供一条龙数码技术支持，如建构虚

拟活动场地、仿真实体展位、实时文字或视像交流等，甚至按参

加者不同身份，筛选出令其最感兴趣的内容等。在六月至七月期

间，已有 300 万人次应用新方案，第二季业务激增 300%，现时

公司 80%业务已转为虚拟展览。 

医疗及保健护理服务 

Solacetree (心会说) 

 

Solacetree 推出提供网上辅导服务的手机程序，让用家透过视

像会议跟专业心理学家沟通，舒缓情绪问题，包括疫情衍生的困

扰。用家可以随时随地预约心理辅导，而为保障患者私隐，用家

可选择在对话期间是否显示容貌，也可以进行匿名咨询。 

 

Time Creation 

Limited (FindDoc) 

 

FindDoc网上平台因应疫情推出视像问诊功能，透过视像会面、

录像辅助及医生库，提供一条龙求诊体验；由网上预约，到医生

问诊及配药速递，涵盖范畴包括专科医生以至心理学家，照顾不

同类型的病人，免却外出感染风险，同时减轻公营医疗机构的压

力。自推出视像问诊服务，FindDoc 第二季业务已超越 2019 年

总生意额。 

Roborn Technology  

(路邦科技) 

Roborn 结合人工智能、物联网、5G 等科技，研发出两款智能

防疫机械人，包括紫外线消毒机械人代替清洁人员到高风险区域

进行全方位消毒工作，以及具有巡航功能、以红外线体温探测代

替人手的探热机械人。自推出后旋即获上市公司、国际品牌办公

室、学校、政府部门及医疗中心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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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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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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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服务及支持保障 

Bowtie (保泰人寿) 

 

保泰人寿在疫情期间，提供免费自愿医保计划予医管局辖下员工

及家属、私家医院及其他院舍的医护人员、在上述地方工作实习

的医护学生及送递病毒测试样本的速递员。 

过去半年 Bowtie 的网页浏览量在高峰期曾录得超过 190 万人

次，销售量亦录得每月 30%增长。曾于「香港保险业大奖

2019」荣获「杰出数码革新大奬」。 

FinMonster 

 

不少中小企在疫情资金紧张， FinMonster 的融资配对平台近月

免费协助约 2000 家中小企，检视申请资格和协助申请政府早前

推出的百分百担保特惠贷款，利用人工智能算法分析数据，将本

需两个星期的程序，缩短至约五分钟完成。自疫症爆发后，

FinMonster 的网站流量、企业查询及用户登记数目均显著上

升。 

 

改善家居及工作环境 

Negawatt Utility   

(库瓦) 

 

库瓦致力为香港地产发展商的能源管理进行数码化和集中化管

理，以确保高能源和营运效率。疫情下，库瓦提出「永续性防疫

大厦」概念，开发 IEQ 和 HR 管理的智能建筑远程控制系统，刺

激公司第二季业绩比去年全年销售额翻了一倍。 

Hong Kong Decoman 

(装修佬) 

为防止病毒在小区扩散，Decoman 利用其网上平台、专业知识

及业界网络，为全港 16 个公屋共 4,800 个单位提供免费隔气及

排气管检查。以平均检查费每单500元计算，免费检查计划价值

240 万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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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istartup.hk/braving-the-epidemic/tc/article/negawatt.php
https://istartup.hk/braving-the-epidemic/tc/article/hk-decoman-technology.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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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推出计划以来，平台第二季业务较首季增长 34%。装修佬平

台登记人数增加 100%，连带旗下网购平台「装修 Mall」收入较

疫情前激增一倍。 

 

传媒查询，请联络︰ 

圆通财经公关 

郑宇晴 

电话︰ （852）3428 5691 

电邮︰scheng@yuantung.com.hk   

数码港企业传讯组 

庄菀婷 

电话︰（852） 3166 3867 

电邮︰sandrachong@cyberport.hk 

 

关于数码港 

数码港为一个创新数码社群，汇聚超过1,500 间初创企业和科技公司，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

府全资拥有的香港数码港管理有限公司管理。数码港的愿景是成为数码科技枢纽，为香港缔

造崭新经济动力。数码港透过培育科技人才、鼓励年轻人创业、扶植初创企业，致力创造蓬

勃的创科生态圈；借着与本地及国际策略伙伴合作，促进科技产业发展；同时加快公私营机

构采用数码科技，推动新经济与传统经济融合。 

详情请浏览 www.cyberport.hk   

mailto:scheng@yuantung.com.hk
mailto:sandrachong@cyberport.hk
http://www.cyberport.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