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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版中試」的發展前景和推進策略 

(香港創科發展及再工業化專題討論 2021之三) 

隨著粵港澳大灣區戰略的推進和國家「十四五規劃」的實施，加上本地政治

社會環境的轉變，特區政府的施政得以「聚焦發展，為香港勾劃未來」，香港的

創科和再工業化迎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但亦須承認，香港的創科發展正遭遇

一系列的瓶頸，突出表現為：科研成果商品化的成功率低，經濟效益不彰；本地

遲遲未能建立中游轉化及下游生產的能力，導致「科技產業化」受阻；「官產學

研」欠缺緊密合作和有效互動，科研的供給與需求出現嚴重的不匹配；「港研港

產」脫節阻滯了本地傳統工業和境外港資製造企業的升級換代。 

正如本系列研究之前指出，如果在香港引入中試的組織平台和服務功能，將

有助於解決目前本港在創科產業發展及再工業化遇到的多方面問題。「港版中試」

不但可以疏通創科成果擴散受阻和效益不彰的「堵點」，更可串聯起「港研」與

「港產」(包括香港本土製造業以及由港資企業在內地和海外投資的境外工業)，

使得香港科創和再工業化聯動契合、相輔相成，開啟創科產業化和產業科技化「雙

輪驅動」的發展新格局。 

港版中試 助創科成果轉化 

首先，中試有助於解決香港科研成果轉化成功率偏低的「軟肋」，是提升科

研投資效益的有效兼且最可行的方式之一。歷史上和海外多個經濟體的實踐證

明，中試平台作為科技創新的綜合性載體，是科研成果推向市場的最強有力「轉

化通道」。中試提供了一個將技術研發、市場探索、生產規劃融為一體的「小宇

宙」，對科研成果進行多方面的檢驗、調適和提升，並在此過程中達至技術孵育

和應用成熟化，促使科技成果轉化為既符合市場需求又適合規模化生產並且具備

可量度之商業價值的真正產品。  

香港高校研發的頂尖創科成果因本地缺乏應用轉化能力而「難產」的例子比

比皆是；即使其中有部分透過「港研北用」或「港研輸出」轉往境外使用，但畢

竟研發與生產支援體系和目標市場關係疏離，存在地理和文化上的分隔，其商品

化的過程往往困難重重。曾經名噪一時的電動車「MyCar」是香港理工大學研發

的技術，由於香港不具備中試和試產的條件，只能交與國內廠商將其成品化，成

車運回香港後又因未能切合本地交通系統的實際狀況(例如座位少、未安裝冷氣、

馬力較小而未符合行駛香港高速公路的車速要求等)而「至則無可用」；最終MyCar

品牌和技術只能出售而「遠走他鄉」，失卻了原先研發的初衷，香港發展電動車

產業的夢想因而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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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研發的全球首款噴鼻式「雙重疫苗」(可同時預防流感及新型冠狀病

毒)則是最近的一個例子；該疫苗的技術科研、臨床試驗、主要目標市場均在香港，

但部分測試及生產必須交由內地的廠商進行，加上疫情之下內地和香港的人員往

來受阻，令開發和臨床測試過程一波三折，嚴重延誤了產品推出市場的時機。如

果本地有自己的生物科技的中試平台和疫苗生產設施，香港在疫苗市場的地位或

將不可同日而語，甚至連人類對抗新冠病毒的「戰疫」進程都有可能因此而改寫。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中試是商業價值加速顯現和開始成型的重要階段，也擔

當著科技成果「價值發現」的機制。香港透過發展中試提高科研成果轉化的成功

率，除了由此會衍生出更易轉讓的實用型專利和知識產權之外，亦有利於投資者

對科研成果的商業價值和經濟效益給予更精準、更合理的評估。如果能夠引入更

有效的科研薪酬激勵機制加以配合，例如允許大學學者及公營機構的研究人員在

科技應用和產研合作項目的商業收益中分享到更大的份額，相信會在一定程度上

改變上游基礎科研「有名無利」(指學者在研發成果的基礎上發表論文，但難以獲

取科研商品化帶來的經濟效益)的窘境，反過來又會提升研發界投身科技創新和商

品化的誘因。 

其次，中試可發揮試驗和示範的雙重功能，將更多基礎科研的前沿成果轉化

為具有應用場景甚至是可「隨插即用」的授權技術，有助提高本港業界特別是不

具備開展科研轉化工作之條件的中小企業運用、投資於港產科研成果的興趣。換

句話講，中試的組織平台將擔當起科研成果供需雙方溝通、磨合的中介，令創科

領域的供給與需求相互對接。一方面使得需求方的產業界能夠及早介入和參與創

新過程，其訴求和對市場前景的靈敏「觸覺」在更早階段反饋給科研單位，有助

加快研發成果的孵化過程和提升轉化的成功率；另一方面亦可推動學術界、科研

界重視與產業界合作的風氣，以「港研港用」來幫助港資廠商解決升級轉型的技

術「痛點」。研發成果變得更加「看得見，摸得著，用得上」，勢必會激勵各行各

業更多、更好地借助科技應用來提升效率和競爭力，促進傳統經濟加快邁上「產

業科技化」的道路。 

培土蓄根 延展產業增值鏈 

再次，對香港來說，中試對產業鏈上的增值環節還具有「生根蓄土」的作用，

除了為創科支援服務業開啟增長點之外，更有助於紓緩本港生產性服務業可能加

快向外轉移而導致產業「空心化」的隱憂。中試本身就是一個集約型的環節，牽

涉到一系列內容廣泛、高能量（High-Power）的生產性服務活動。按本港自身的

條件，「港版中試」除包括科研成果後續實驗與應用性開發、科技轉移與授權、

產品原型設計與市場化調適，更可向前延伸至量產化前期的技術、工藝、流程、

管理制度的改良與優化，生產資源規劃和骨幹人力資源培訓，產品檢測與標準

化，小規模定制化生產，甚至涉獵新產品的實驗性推廣、形象設計、品牌發展策

劃、市場經濟評估、企業認證以及資金籌集等經濟活動(見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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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中試是科研、生產與市場的交匯點 

 

 

 

 

 

 

 

 

 

 

 

 

 

 

 

 

 

 

 

資料來源：廠商會研究部繪製。 

「港版中試」的核心要義就是要聚焦於這些「科研後、量產前」的關鍵環節，

在香港發展提供系統化、全過程的中試轉化服務以及建立相應的專業化組織結構

和完整的生態系統；這將會助力香港生產性服務行業拓寬業務空間，打開潛力豐

厚的發展新領域。 

有意見指，不少香港創科的成果在實驗室階段就過早地對外轉移輸出，這種

傾向若不糾正，香港或會淪為科研特別是基礎研究的「飛地」 (Enclave)，完整的

創科增值鏈條無法形成，令代表附加價值佈局的「微笑曲線」殘缺不全，出現「兩

頭在內」(即只有前端研發和後端的營銷及融資功能留在香港)的情況，甚至萎縮

為只剩下基礎研發「碩果僅存」的「消失曲線」(見圖 2)，遑論對本地產業和經濟

帶來實質的貢獻。發展「港版中試」有助於打破這種價值鏈「斷鏈」的困局，透

過在本地建立中游轉化的能力和工序，吸引科技成果和科研人才「根留香港」。 

同時，由於中試熟化的過程中已提早導入一系列屬於「微笑曲線」後半段的

市場探索和創意活動，例如在本地市場進行產品測試、市場評估、形象設計、推

廣營銷、品牌創建、顧客契合乃至融資等；正好可以將香港在生產性服務業方面

的各種固有優勢集成聚合，並產生「培土蓄根」的作用，將相關高增值活動保留

於本地。即便日後大規模生產的製造環節移師境外，例如安排到內地或東盟進行

批量生產，香港亦能借助在中試階段獲得的知識產權以及在此期間對整個價值鏈

上多個關鍵點進行實質性探索所獲得的管控能力，埋下產業關聯效應的伏線，從

而重建「微笑曲線」，牢牢「鎖」住對前後兩端高增值環節的主導權 (參考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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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香港科研增值鏈上消失的「微笑曲線」 

 

資料來源：廠商會研究部繪製。 

圖3：中試重建香港科研增值鏈上的「微笑曲線」 

 

資料來源：廠商會研究部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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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試還可以發揮其操作上「延展性」強的特點，為拓展香港在科研價

值鏈上的位置部署創造條件。例如，可配合本地現有的製造業基礎及再工業化政

策，透過發展中試將實驗室研發活動向生產活動延展，進而在本地形成某些行業

例如特色產品、高增值產品的生產能力。這種從中試向量產化的延伸，既可以是

通過建立小規模的「試製工廠」，為特定產業的創科成果提供中試轉化服務，亦

可以是「因利乘便」，打造或扶持一些適合本地發展的策略性工業，從而為香港

再工業化轉入「快車道」提供新契機。 

多元優勢 港版中試給力 

完整意義上的中試轉化是一個科研、產能與市場的交匯處，是這三大領域的

關鍵性經營要素「水乳交融」的聚合點和發生化學作用的特殊階段 (參考圖 1)；

香港在這方面則擁有「三花聚頂」的優勢。憑著雄厚的基礎科研實力和貫通國內、

國際的市場聯繫，加上背靠「珠三角」製造業基地的優勢以及本地完善的商業設

施、高水準的專業服務和充滿活力的企業家精神，香港具備得天獨厚的條件發展

成為一個「全能」的科創中試與轉化樞紐。 

從內地及海外經濟體的發展經驗可以看到，由政府或商協會等非盈利組織來

牽頭推動的應用研發機構和中試平台，乃當今國際上最受推崇、運作較為成功的

發展模式。這主要是因為中試過程資源投入大、失敗率高和風險大，私人企業和

中小企業缺乏意願或能力去獨立承擔中試的轉化功能，由公營機構主導的模式有

助克服這些困難。與不少科創發達的經濟體相比，本港的創科發展恰恰是由特區

政府和高校研發機構所主導，例如公帑撥款佔本地研發總開支的經費來源的比重

接近一半，而本地高等院校承接的研發活動佔比高達六成，加上一批現成的官方

科技平台已經就位，可以說正正切合當前中試由「政府搭台」、非盈利機構主導

的國際潮流。 

 值得一提的是，國家已明確將中試釐定為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

主攻方向，大灣區內地城市紛紛聚焦「中試」，啟動了各自的推行策略知扶持措

施。雖然一些大灣區內地城市已在中試探索上「早著先鞭」，但無論是在按國家

提出的新要求系統化地發展中試，還是探索將中試服務專業化和產業化的道路

上，香港與其他城市基本上仍處於同一起跑線上。大灣區城市固然在生產能力和

科研應用上相對領先，但香港的基礎研究能力、國際市場聯繫、制度優勢以及相

關專業服務等長處在短期內無可替代，香港利用自身固有優勢以及大灣區的資源

支撐和經驗，要在中試發展上「後來居上」並非不可能之事。 

從城際競爭的角度看，香港要在大灣區組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進程中擔當

「領頭羊」的角色，中試也是本港必須奮起直追兼且有可能較快超越同儕的「戰

略突破口」。可以說，打造「港版中試」既是本港加快自身創科與產業發展的不

二法門，亦是關乎整個大灣區能否在國家創科發展大局中發揮好獨特作用的一項

戰略抉擇。 



6 

 

多管齊下 港建轉化樞紐 

事實上，在香港發展中試也並非「空穴來風」或者毫無根基的「從零開始」

(Clean Slate)。儘管近年香港在推動科研商品化方面的成效差強人意，但本地公營

科研機構亦已嘗試建立起部分中試的功能，雖然定位較為模糊兼且流於碎片化，

但亦可以作為「港版中試」的雛形和「發圍」的基礎。例如，特區政府 2006 年

成立五大應用研發中心，其法定使命就是要結合政府、產業界、學術界以及科研

機構的力量，進行應用研發和把科研成果變成市場上的商品。2011年推出的「公

營機構試用計劃」則是透過資助製作原型或樣板，及在公營機構內進行產品試

用，藉以促進研發成果付諸實踐。2014年政府擴大創科基金的資助範圍，涵蓋了

大規模工序優化、臨床測試、工業設計等的範疇。 

故此，推進「港版中試」應首先從改進和提升現有公營科技研發平台的功能

入手。政府可敦促公帑資助的高校和公營科研機構等增擴職能和擴充人手，於各

自的專門領域增設中試支援的服務，以迅速建立起一批側重於共性技術研發和技

術轉移擴散的「新型研發機構」，作為引領本港中試孵化、熟化和產業化的專業

龍頭。其中，五大研發中心應適時對其專注的科技範疇進行檢討和重新定位，以

更好地配合本港未來產業發展的需要，並可考慮將基礎研究功能進一步轉交給高

校相關院系及其所屬的研究所，以便將更多資源投放於面向市場的應用研究、開

發研究、應用創新和中試轉化。 

同時，特區政府應鼓勵商界、專業服務界、創投界等參與提供中試相關的服

務；例如，扶持由民間團體商界單獨或合作建立市場化運作的中試平台1，更可嘗

試在本地建立「技術轉化經理人」制度，引進和培訓技術經濟方面的專才，作為

科研部門與工商界之間日常溝通的「接頭人」和中試項目的統籌經理。 

除了組織建設之外，本港還應從產業導向、資金支持、跨境合作方面發力，

構築有利於港版中試發展的生態(香港中試發展的生態系統藍本可參考圖 4)。在

產業導向方面，台灣工業技術研究院的「兩條腿走路」發展策略甚具參考意義。

工研院除了以台灣工業基礎和產業升級的需求為導向來確定科技研究方向之

外，台灣政府亦會主動甄選出一批附加值高、市場潛力大的前瞻性共性技術，交

由工研院進行研發、尋求突破並協助培育本土的新興工業；蜚聲海內外的台灣半

導體產業可以說便是這種模式下誕生的一個成功例子。 

香港目前已在多個前沿科技領域建立了卓越的研發能力，一些具特色、高增

值的傳統工業在本土亦有不俗的發展空間；前者如機械人、生物科技、物聯網、

人工智能、新材料、節能環保技術等，後者包括則港產食品、農產品、中醫藥、

飛機何遊艇維修、精密機械、特色工藝和技藝產品等。同時，「珠三角」的港資

製造業正處於升級換代的轉型期，他們對工業智能化、工業互聯網、清潔生產等

                                                      
1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旗下 CMA 檢定中心於 2021 年成立的科技商品化平台「CMA+」，堪稱是香港首

個由工商界牽頭組建、具中試概念的平台轉化組織。有關「CMA+」的功能和運作模式可參考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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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性技術的需求殷切，而不同行業亦有各自的「科技短板」亟待突破。本港可以

由特區政府創科及再工業化委員會擔任中試發展的政策「首腦」和高層次的督

導、統籌機構，透過「政產學研」的聯合機制集思廣益，特別是瞄準本港研發具

國際領先地位、適合在本港發展的策略性工業、以及境外港資製造業亟需的共性

科技等三大範疇，釐定出若干個重點領域或行業作為港版中試的主攻方向，並集

中資源組建專門的中試平台，打造出具示範作用的「樣板工程」。 

在資金支持方面，本港可考慮設立專項發展基金，以鼓勵在本地建立專業化

的中試組織和發展系統化的中試服務。參考深圳市政府 2018 年設立 100 億元人

民幣「中試創新基金」的做法，本港可成立「香港中試創新專項基金」，向本地

高等院校以及香港生產力促進局、香港科技園、五大研發中心等增撥經費，支持

相關機構結合各自的重點發展方向，建立中試創新工作室、中試基地甚至中試生

產線，藉以延伸科研的價值鏈。 

鑒於商會、行業協會在促進企業需求與研發能力的契合、配對和推動科研成

果應用及商品化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亦可透過「香港中試創新專項

基金」向商會、行業協會等非盈利組織提供資助或津貼，以鼓勵和協助它們籌建

行業性的中試平台，以及提供有利於產研對接的支援和服務等。 

跨境合作 輻射灣區海外 

在跨境合作方面，中試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國際科創中心的「錨定點」，

勢必是香港與灣區其他城市今後開展科技與產業合作的重中之重。「港版中試」

應從區域發展的視角作出規劃，以提供開放、具包容性、國際化、專業化的科創

轉化和商品化促進服務為目標，致力於打造一個服務本港、面向大灣區、輻射亞

太地區的中試轉化樞紐。 

事實上，粵港澳大灣區強大的製造業體系、龐大的市場以及豐富的創科資源

與香港極具互補性，是香港發展中試的天然支撐和最佳拍檔。一方面，「珠三角」

的港資製造業是「港版中試」的最重要的服務對象之一，亦是「港研港用」的另

一個主要載體，而深圳、廣州、東莞等港商聚集的工業重鎮更是香港科技的最佳

量產基地。另一方面，香港還應發揮自身在基礎研發、工業設計、市場營銷、品

牌發展、供應鏈管理等方面的綜合優勢，透過與內地科研機構、中試平台等聯繫

與對接以及到大灣區設立分支機構或者推廣辦事處等方式，推動大灣區中試創新

領域的跨境合作，特別是協助有意進軍海外市場的內地科技利用香港的中試平台

「華麗轉身」，提升「走出去」的「技術就緒度」(Technology Readiness Level)；

將來更可倡導成立「大灣區中試聯盟」，與澳門、內地機構聯手承接國際業務，

為瞄準大中華市場的海外科研企業提供「外研中用」的中試服務。 

此外，配合本港在新界北發展北部都會區並構建「南金融、北創科」的「雙

重心布局」的新構思，特區政府應優先考慮在落馬洲河套地區的「港深創新及科

技園」(即香港園區)建立一個「中試及商品化」的實驗基地，覆蓋較多較完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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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全過程的創新生態鏈；並內設「中試協作平台」，與深圳科創園區內的「中試

及產業化」片區相呼應，以冀發揮「強強合作」，聯手打造大灣區創科應用的「轉

換器」、創科成果產業化的「加速器」和科技創業的「孵化器」。 

依託新界北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和發展空間，本港還可將打造「中試及產業

化基地」的意念納入「北部都會區」的綜合規劃藍圖之中，探索將「港版中試」

與「香港製造」相結合的產業化道路，吸引本地和回流的廠商進駐當區，為香港

「再工業化」開啟一個新方向。 

圖4：構築香港中試發展的生態系統 

 
資料來源：廠商會研究部繪製。 

《孫子兵法》在「始計篇」中提到，要取得勝仗必須具備五個元素「一曰道，

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即政治、天時、地利、將帥和制度。正如

2021年施政報告開首時所指出的，「香港迎來良好局面，是砥礪前行，重新出發，

謀劃未來的時候」；在粵港澳大灣區加速發展的時代背景以及特區銳意開創「新

氣象、新未來」的有利環境之下，香港可謂「凡此五者」俱全，打造創科中試轉

化樞紐的前景相信會「勝乃可全」。 

2021年 12月 
                                                                                                                                                                                                                                                                                                                                                                                                                                                                                                      

以上資料由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秘書處編寫，內容僅供內部參考；如有任何查詢，請聯絡政策研究部。 

電話：2542 8611；傳真：3421 1092；電郵：research@cma.org.hk 

mailto:research@cma.org.hk


9 

 

附件：香港首個民間的中試平台「CMA+」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旗下的 CMA檢定中心於 2021年成立了科技商品化平台

「CMA+」，是全港首個由工商界牽頭組建、具中試概念的平台轉化組織。 

「CMA+」位於火炭工業區，提供先進實驗室設備及共享空間，吸引初創公司

和有意進行科研創新的企業進駐，於此開展特定課題的技術研發和產品設計與改

良；CMA檢定中心與香港科技大學、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城市大學等多

個本地高等院校的理工院系以及科技平台建立合作關係，將他們的科技成果和科研

服務轉介予進駐「CMA+」的企業和廠商會的會員企業。 

此外，「CMA+」還借助廠商會的商業網絡以及 CMA檢定中心自身本業的特長，

為進駐的企業提供產品檢測與認證、製造商及供應鏈聯繫、融資與法律支援、乃至

市場營銷協助等多元化的增值服務，一方面讓進駐企業迅速對接所需的科研和專業

服務及合作夥伴，另一方面亦促使本地科研成果能更有效地切合生產環境和市場需

求，以便在更短時間內成功實現商品化。 

「CMA+」中試轉化服務可歸納為四個主要步驟，依次為「遴選 Screening」(科

技配對、知識產權檢索、市場研究、研究發展計劃)、「賦能 Optimisation」(原型製作、

表現評估、產品改良、生產方案)、「檢驗 Certification」(產品驗證及檢測、測試方案、

申請專利、行銷規劃、融資安排)、「商品化 Commercialisation」(產品預售、產品融

資、批量生產、產品行銷及推廣)；加上後續的「出口（Export）」和「再工業化

（Re-industrialisation）」兩個階段，可概括為「SOCCER」模型。 

附圖： CMA+中試轉化步驟 

Core Steps of SOCC

•Technology Match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IP) 
Searching

•Market Study

•R&D Plan

• Product Prototyping

• Performance Evaluation

• Product Modification

• Manufacturing Plan

•Product Validation & 
Certification

•Test Plan

•IP Application

•Marketing Plan

•Financing Plan

•Product Pre-launching

•Product Financing

•Product Manufacturing

•Product Launching, 
Marketing & Promotion

S O C C
 

註：「CMA+」推動科研商品化的四個重點步驟依次為遴選 (Screening)、賦能(Optimisation)、檢驗

(Certification)、商品化(Commercialisation)，英文簡稱為「SOCC」 

資料來源：CMA檢定中心繪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