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中大創業日

第 7 屆中大創業日
創業創新．共享共贏

▲

第七屆「中大創業日」已於 9 月 24 至 25 日在中大校園圓
滿舉行。隨着疫情漸見緩和，今年的活動以混合模式舉行，
校友除了可於網上實時觀看各場精彩的講座、大師班、工
作坊、中大創業大賽決賽及參觀線上創業展覽外，亦可親
臨現場與講者交流並體驗本年度新增的「創業互動項目展
示區」。活動錄得逾 800 位校友、學生及職員報名參與。
網上創業展覽展期共 7 天，展出逾 100 個由中大師生校友
主導的創業創新項目，覆蓋多個類別，數目為歷年之冠，
吸引近 6,400 人次瀏覽。中大創業日自 2015 年舉辦，7 年
來吸引多達 450 隊由師生校友創辦之初創企業參展。
三位主禮嘉賓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先生（中）、校長段崇智
教授（左）及香港貿易發展局助理總裁梁國浩先生（右），透過與機械人互動，以別開生
面的方式為創業日揭開序幕。

中大創業大賽 2021
本年收到 52 隊創業團隊報名參與，經過一輪角逐，最終由漢鵬輔助生殖科技、朗思科技及生物醫學科技控股，分別
獲得冠、亞及季軍殊榮，獲頒合共 10 萬港元獎金。

星級評審團包括點亮資本合夥人勞維信校友（83 崇基物理 / 85 研究院物理）（右二）、權智有限公司主席譚偉豪校友（86 聯合電子）（右
三）、阿里巴巴香港創業者基金執行董事周駱美琪校友（92 聯合工商管理）（左三）、香港科技園公司 STP Platform 總監霍露明校友（00
新亞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 / 02 研究院自動化與計算機輔助工程學 / 09 自動化與計算機輔助工程學哲學博士）（左二）及數碼港生態圈及夥
伴合作組總監陳麗雯小姐（左一）。特別鳴謝黃雅麗校友（00 聯合新聞與傳播學 / 02 研究院傳播學）（右一）擔任大會司儀及創業大賽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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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講座
創新由改變自己開始
[1] 王家徹教授（90 崇基工商管理 / 05 研究院市場學）創業創新副修課程聯席主任
社會創新新思維
[2] 葉志釗校友（83 崇基經濟）薈港資本有限公司創辦人
[3] 林曉鋒校友（99 逸夫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 / 01 研究院機械與自動化工程 /
04 研究院自動化與計算機輔助工程學哲學博士）薈港資本有限公司董事及科技總監
[4] 凌浩雲校友（04 研究院工商管理）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會企業商務中心首席顧問
[5] 主持：伍慧明校友（90 崇基中國語言及文學 / 97 研究院教育）博群全人發展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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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業務衝出香港
[6] 趙家祺校友（97 聯合訊息工程）Zeek 聯合創辦人及行政總裁
[7] 謝杰明校友（97 聯合訊息工程 / 00 研究院資訊與科技管理）Zeek 聯合創辦人及技術總監
[8] 范俊彥校友（02 新亞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學 / 05 研究院電子商務管理 / 10 研究院工商管理）Zeek 聯合創辦人及策略總監
[9] 主持：徐靄妍校友（04 崇基中國語言及文學 / 20 研究院行政人員工商管理）中大校友傳承基金執行委員會委員、
凌市場策略集團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由創業到投資初創
[10] 陳樹偉校友（00 崇基物理）域思集團創辦人及行政總裁
[11] 主持：陳雅兒校友（04 崇基心理學）Let's Bliss 整合生活創辦人
初創融資苦與甘
[12] 李亞桐校友（16 研究院工商管理）深圳市聲揚科技有限公司聯合創始人、CEO
[13] 主持：林煌權校友（09 研究院生物化學（醫學院））中大深圳研究院執行院長、中大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辦公室主任
高山低谷─我走過的創業路
[14] 陳剛雄校友（15 研究院行政人員工商管理）e-banner 共同創辦人
[15] 主持：陳燕玲校友（92 新亞英文）中大校友傳承基金執行委員會委員、越世代創新媒體聯合創辦人暨總經理
醫學 X 工程─讓科研活起來
[16] 趙偉仁教授（94 崇基內外全科醫學 / 09 研究院醫學博士）中大醫學院副院長（外務）、醫療機械人創新技術中心聯席主任
[17] 歐國威教授（97 逸夫機械與自動化工程 / 99 研究院機械與自動化工程）中大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副教授、
醫療機械人創新技術中心聯席主任
[18] 主持：黃錦輝教授 中大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創新科技中心主任

創業小型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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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律資訊分享：黃苑婷校友（07 聯合生物化學 / 12 研究院生物化學哲學博士 / 19 研究院法律博士 / 20 研究院法學專業證書）
張淑姬趙之威律師行見習律師
[2] Pitching 技巧： 安宇昭校友（09 研究院行政人員工商管理）NDN Group（HK）Limited 創辦人及行政總裁
[3] 尋找資金：
梁家敏小姐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中小企資援組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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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中大創業日
創業項目互動展示區

NEW

4 間由中大教授及校友創辦的初創企業展示多個創新項目，讓參加者親身體驗嶄新的科技。
．智能健有限公司
．康訊生物分析有限公司

．頂尖頭腦有限公司
．飯糰機器人有限公司

中大教授與業界人士交流環節

NEW

中大一直支持及鼓勵創新研究，並透過知識轉移將研究成果應用於社會。創業日特別邀請中大教授團隊講解自己研發
的技術及應用層面，與校友投資者彼此交流，分享學術界及業界的異同，並探討合作的機會，務求將中大領先世界的
科研成果成功與產業對接，造福社群。校友投資者包括：
．勞維信校友（83 崇基物理 / 85 研究院物理）點亮資本合夥人
．王志榮校友（86 新亞統計）亞洲大數據精英諮詢有限公司首席合夥人
．譚偉豪校友（86 聯合電子）香港英諾天使基金創始合夥人、權智有限公司主席
．蔡明都校友（88 聯合會計）ParticleX 粒子創投加速器首席探索官

中大創業者聯盟 Happy Hour X
創業大師班
談談心．論創投

創業團隊與投資者交流環節

10 多隊參展的初創隊伍出席與校友投資者的交流活動，
於輕鬆的環境下認識更多志同道合的中大創業校友，洽
談合作商機之餘，亦藉此擴闊創業人脈。出席之校友投
資者包括：
．勞維信校友（83 崇基物理 / 85 研究院物理）點亮資本合夥人
．梁永宜校友（83 崇基經濟）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慈善基金
總幹事、薈港資本共同創辦人
．王志榮校友（86 新亞統計）亞洲大數據精英諮詢有限公司
首席合夥人
．譚偉豪校友（86 聯合電子）香港英諾天使基金創始合夥人、
權智有限公司主席
．蔡明都校友（88 聯合會計）ParticleX 粒子創投加速器
首席探索官

精彩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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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場刊

媒體報導

創業日網站

黃寶儀校友（14 崇基工商管理）C 資本副總裁（左）
吳頴鋒校友（09 逸夫工商管理 / 15 研究院管理學哲學博士）
中大管理學系講師、中大創業研究中心副主任（右）

中大創業日毋懼疫情挑戰，連續 7 年舉辦。本年更特別邀請中大
建築學院校友黃澤源（07 聯合建築學 / 10 研究院建築）創作大
型立體藝術裝置，為活動增添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