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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AI LAB 

關於HKAI LAB

網站 www.hongkongai.org

HKAI LAB 是一個非牟利平台，由阿里巴巴香港創業者基金（AHKEF）與

商湯科技（ SenseTime）攜手合作投資，並獲得香港科技園公司

（HKSTP）、阿里雲及達摩院支持。為了致力培育本地人工智能人才和初

創企業，以推動香港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HKAI LAB 每年接受兩輪申請，

為初創企業提供為期十二個月的「加速初創企業發展計劃」，協助初創企

業將發明的人工智能和技術商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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騰浪科技有限公司 (Cloudbreakr)

類別 市場分析 | 募資階段 A輪 | 網站 www.cloudbreakr.com

Cloudbreakr 是一所媒體分析公司，於香港成立總公

司，並在台灣、馬來西亞及泰國等地拓展業務。

Cloudbreakr 利用大數據及 AI 技術，致力為多間企業及

國際品牌提供全面社交網絡數據分析、最新行銷科技工

具及整合方案，包括網紅、媒體及內容搜索工具、品牌

及市場趨勢監察報告、自媒體廣告投放策劃等，以提升

品牌的網紅行銷活動成效。

陳慶達（Rudy Chan）
Rudy 是 Cloudbreakr 的聯合創辦人，主力負責監督公司的運作
及制定戰略規劃，為平台的的跨地區業務發展作出重大貢獻。
擁有多倫多大學學士學位，主修金融的 Rudy，加入
Cloudbreakr 之前曾在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KPMG）工作了五
年，擔任法證會計部門的助理經理。Rudy 現活躍於香港的創業
社群，是香港青年創業家總商會的董事會成員。

蕭進熙（Leo Siu）
Leo 是 Cloudbreakr 的聯合創辦人及銷售總監，全面負責公司
銷售職能的戰略管理。單於2018年，他已經為公司帶來130萬
港元的銷售收入，並於開拓、溝通和管理客戶的範疇取得良好
的成績。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Leo 成功吸引了100多個國際品
牌成為合作客戶，如 SK-II、Estée Lauder、Chanel、Clarins、
Uber 等。他畢業於香港理工大學，主修工商管理學。

聯合創辦人 - 王江源、陳慶達、蕭進熙

王江源（Edwin Wong）
Edwin 是 Cloudbreakr 的聯合創辦人及 CEO，多年來專注於社交媒體數據分析及網紅營銷，目標是通過應
用 AI 技術，發掘社交媒體的趨勢，並協助品牌和具網絡影響力的人士創造感染人心的內容。在不足三年
內，他成功帶領團隊將公司業務由香港拓展至馬來西亞，客戶更覆蓋超過七個亞洲國家，為逾10,000名營
銷人士提供分析平台及營銷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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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科技有限公司 (ClinicOne)

類別 醫療與健康科技 | 募資階段 A輪 | 網站 www.ATG.ai

由應用科技有限公司開發的診所一號（ClinicOne），為一站式保健和醫療

診斷平台，提供精準治療、無縫病人體驗及 AI 智能健康記錄管理，為發展

新一代智慧診所做好準備。

創辦人、技術平台和醫療專業團隊



類別 PropTech - 地理人工智能平台 | 募資階段 種子 | 網站 arical.ai

ARICAL LIMITED

Arical 的地理人工智能（GeoAI）平台整合跨領域數據，為地產代理、發展

商、投資基金、零售商、市場推廣公司和非牟利組織等客戶提供位置情

報，協助客戶發掘市場潛力，提高競爭優勢，並獲取重要見解，同時加速

共同實現智慧宜居城市的願景。

GeoAI 指示性分析互動位置智能的視像化介面

田學維 - 行政總裁
田學維熱衷於透過建築設計和科技改善人的生
活。
他曾負責美國和香港地產發展的建築設計和項目
管理。

王𤨢燊 - 科技總監
王𤨢燊深信以數據主導的城市發展和智慧城市定
能實現。
他曾負責研發物流機械人和自動駕駛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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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鎂樂科技有限公司

類別 智慧城市 | 募資階段 種子 | 網站 www.avarontechs.com

安鎂樂為「智慧建築」及「智慧出行」提供以 AI 應用為本的一站式解

決方案。方案採用多項環保技術，配以專利智能神經傳感網絡，量度範

圍廣泛的參數，從而為升降機、扶手電梯、空調系統及火警偵測系統等

設備所用的關鍵組件進行有效的預測性監控。

聯合創辦人 - 鄭基駿，朱瑞富

➢ 環保科技 - 智能神經傳
感網絡，用於所有關鍵
組件監測
- 無需電力亦可測量各
種數據

➢ 利用人工智能信號識別
系統，及早發現潛在問
題

➢ 利用物聯網（IoT）及
雲端智能，進行預測性
維護與檢測

智能升降機
健康監測

智能扶手電梯
健康監測

鄭基駿

• 應用物理學博士
• 20年以上光通訊技術產品
開發和項目管理經驗

• 擅長數據分析和技術研發

朱瑞富

• 在美國和亞洲擁有30年以上的
私募股權、併購、投資管理、
企業融資和私募股權業務經驗

• 為安鎂樂提供商業諮詢和投資
策略

HKAI LAB 初創企業



佳智能有限公司 (viAct)

類別 建築科技 | 募資階段 種子 | 網站 www.viact.ai

佳智能有限公司開發的 viAct 視動智能為一站式人工智能監控平台，在

2019年獲 BuildWorld 及 PwC 授予全球建築高科技公司100強。viAct

針對建築行業痛點，為企業提供專用的計算機視覺引擎，實時高效地檢

測施工現場設備、車輛及工人的安全故障、資源分配和生產效率等關鍵

因素。建築公司可以在 viAct 的智能平台下，實現自動化監控，同時達

至安全監管、提高效率和增加利潤三大目標。

伍震駒（Gary Ng）- 聯合創辦人兼行政總裁

Gary 是一位「AIpreneur」（人工智能企業家），畢業於建築工程，擁有多
年建築顧問工作經驗。在他展開人工智能之旅之前，他曾是全球領先的 3D

時裝技術軟體公司 EFI Optitex 的總經理以及納斯達克上市全球最大 3D 打
印企業 Stratasys 的高級管理層。於2015年，他被授予 Stratasys 最佳地區
高級管理人員獎，其 Y2Y 銷售額增長率最為優秀，達到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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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行者科技有限公司

類別 金融科技 | 募資階段 A輪 | 網站 www.datago.com.hk

龍毅博士 - 聯合創辦人及
行政總裁
• 逾12年數據挖掘經驗
• 發表過數十篇學術論文
• 香港大學計算機博士
• 中文大學FinTech博士後

黄德尊 - 聯合創辦人

• 現任美國南加州大學商學院
正教授

• 前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院長
• 中國資本市場研究泰斗
• 中國資本市場頂級論文和引
用數第一

張田余 - 聯合創辦人

• 香港中文大學正教授
• 教育部長江學者
• 香港中文大學公司治理研究
中心主任

• 香港中文大學深高金制度與
資本市場研究中心主任

數行者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專注於中文大數據分析的金融科技企業。數行

者運用人工智能與大數據技術，將與中港兩地資本市場相關的新聞、報告

和社交討論等海量文本資訊，實時轉化為量化易用的結構性資料，如量化

輿情數據和產業知識圖譜等，讓客戶能有效率地融入有用資訊至交易決策

和風險管理流程中，從而提升交易收益和降低風險。

數行者的客戶覆蓋世界各地，包括來自中國內地、香港、美國和加拿大等

地的對沖基金、券商和研究機構。

數行者致力為大中華地區資本市場參與者，提供人工
智能化的大數據分析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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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x 致力協助企業善用內部數據，應用機器學習和自動化。

Datax 提供：

1. 以人工智能為核心的數據標註工具、數據健康檢查和數據增強變換

2. 即用型 AI 解決方案

3. 人工智能培訓、部署和持續學習

類別 數據準備 | 募資階段 種子 | 網站 https://datax.io

集智坊有限公司

Photo

黃偉俊 - 創辦人

黃偉俊獲得香港大學 BBA（IS）和電腦科學學士學位後，與技術團隊
合力構建了一系列 AI 相關的解決方案，以解決 AI 開發者和考慮採用
AI 的公司的痛點。在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困難及機遇下，他的團隊開
發了兩個解決方案：一個是透過光學字元辨識（OCR）分析銀行賬單
和公司文件，幫助中小型企業評估貸款資格；另一個是應用語音轉文
字技術，幫助影片內容製作者自動準備粵語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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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ta 是一間人工智能軟件開發公司，致力研發能集合一系列（SaaS）

模型和電腦視覺的雲端生態，當中旗艦產品 Cyclops 能連接任何閉路電

視，助客戶採集、分析及解讀店內數據如人流、人口特質及熱圖。

類別 智能零售 | 募資階段 種子 | 網站 www.dayta.ai

DAYTA AI LIMITED

屠厚鈞（Patrick Tu）- 行政總裁
Patrick 是一位連續創業家，畢業於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專業，自大
學時期開始就持續投入初創企業，在成立 Dayta 前亦曾創立 EduTech公
司。在 Dayta 團隊中，他負責公司的策略、執行和管理。

朱軒正（Alex Chu）- 財務總監
Alex 畢業於香港科技大學會計與金融專業，是一位經驗豐富的策展人和
網頁設計師。在 Dayta 團隊中，他負責財務、法律和人力資源。

何鎮庭（Eugene Ho）- 科技總監
Eugene 就學期間主攻商業分析與人工智能，對於人工智能尤其感興
趣。在 Dayta 團隊中，他負責公司的數據科學、研究和軟件工程。

HKAI LAB 初創企業



菲聲科技是一家以香港為基地的初創企業，旨在令超聲波影像產品

成為一個普及大眾和無處不在的醫學工具，用來解決醫療保健領域

常見的問題。創始團隊集結了不同領域的菁英，包括醫學影像分析

和深度學習、數學演算法、優化和超聲波影像技術等。

類別 醫療與健康科技 | 募資階段 種子 | 聯繫 xfsun@echox-tech.com

菲聲科技有限公司

聯合創辦人 - 孫曉菲，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

其他聯合創辦人：
郭微偉博士，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
李聃，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

Photo

孫曉菲 郭微偉 李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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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視科技是一個人工智能投研平台，其雲端和 API 解決方案圍繞風險管理

（如盡職調查和數據驅動的資產價格警報）、投資研究（如彙集後 MiFID II

市場的需求）和改善投資者關係，重點增強金融生態效率，客戶包括各地的

券商。

洞視科技的專有雲引擎結合搜索、文字分析（特別是中文 NLP）、知識圖譜

和機器學習演算法，通過全天候網路和 App 存取，根據客戶的標準和輸出/

警報格式以及通過使用者定義的情感權重，從數百萬個非結構化資料中實時

篩選與金融相關的另類數據，從而將風險管理和投研工作數字化和自動化。

陳敬倫 - 聯合創辦人及行政總裁

• 瑞銀私人銀行部副總裁
• 對沖基金券商 Aviate Global 創辦
人，並成功出售企業

• 花旗集團副總裁，負責香港及中國
消費行業證券研究

• 灣區青年創業家協會執行委員會委
會

洞視科技有限公司

薛秋實 - 聯合創辦人及科技總監

• 畢業於成都電子科技大學
• 海外領先電腦防毒軟件公司 IObit

創辦人。項目獲得 IDG、騰訊等
知名機構投資，並通過併購重組在
香港證券交易所上市

• 擁有逾15年軟件互聯網從業經驗

類別 AI智能投研 | 募資階段 A輪 | 網站 www.farseerb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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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創辦人：
• 鄧肇霆 - 行政總裁
• 梁凱喬 - 項目總監
• 梁裕永 - 科技總監
• 李燕儂 - 董事

類別 智能家居 | 募資階段 種子 | 網站 www.myjoyplus.com

Photo

高樂生活科技有限公司

「My Joy+」是專為長者而設的智能家居系統，利用各種感應器

收集數據，並以人工智能分析用家的生活習慣，協助用家及早

發現腦退化症、中風、抑鬱症等疾病先兆，及時作出適切的跟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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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鉑睿智能傳媒有限公司開發的 SocialFace 是一款智能活動社交平台，

為活動主辦方、拍攝團隊和現場嘉賓提供定制化科技服務，如利用 AI 大

數據技術提升社交效率與質量。SocialFace 主要包含三大功能板塊，分

別是 AI 活動智能報告、相冊實時在線分享，以及智能人脈推薦。

類別 媒體 | 募資階段 種子 | 聯繫 info@socialface.ai

鉑睿智能傳媒有限公司 (SocialFace)

Photo

柴舸洋
聯合創辦人 / 行政總裁

柴舸洋於俄亥俄州大學傳播
學學士及布朗大學的公共行
政碩士畢業，在金融服務及
技術方面擁有豐富的經驗，
尤其側重於整體戰略及營
運。

張栢鳴
聯合創辦人 / 技術總監

張栢鳴於香港科技大學博士
畢業，出版超過30份關於社
交網路分析、人工智能和大
數據的論文，並擁有關鍵的
人臉識別專利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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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keguide Limited 為公眾、消費品牌、購物中心和商戶提供基於地理信

息的智慧城市解決方案。Pokeguide 應用程式已於全球幾個主要城市推

出，為用戶提供人工智能和 VR 技術，下載次數更已超過數十萬，獲得廣

泛用戶的好評。

類別 旅遊 | 募資階段 種子 | 網站 www.pokeguide.com

Photo

POKEGUIDE LIMITED

聯合創辦人 - 許沛然、許岸然、馮志仁

許沛然 - 擁有超過10年 IBM 及 PwC 業務發展及技術的經驗

許岸然 - 具豐富的社交平台行銷及產品設計經驗

馮志仁 - 為多間金融企業及國際企業編寫手機應用程式及網頁系統

We make locations more valu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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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B2B QA/QC  解決方案 | 募資階段 種子 | 網站 www.quikec.com

易迅科技致力於使用人工智能、大數據和智能設備，為 B2B 買家和製造商

的質量保證和質量控制工作增加效率和價值。

易迅國際有限公司

Peter Li - 聯合創辦人兼總裁

Peter 擁有 30多年與 IT 和 B2B

供應鏈有關的工作經驗，曾幫助
公 司 贏 得 許 多 跨 國 公 司
（MNCs）客戶和 IT 獎項，並專
門為零售和製造領域的公司提供
戰略和全球業務諮詢。

Ted Wu - 聯合創辦人兼首席執
行官

Ted 擁有超過 25年與 IT 和 B2B

供應鏈有關的工作經驗，曾為許多
跨國公司客戶設計、開發和實施
B2B 項目，並專攻創新技術、研發
和客戶項目管理。

Evan Chau - 聯合創辦人兼首
席技術官

Evan 是一位具有豐富代碼編寫經
驗的高技能軟件設計人員和開發
人員，擁有超過 16年與 IT 和
B2B 供應鏈有關的工作經驗，曾
為許多跨國公司設計和編碼測試
B2B 項目，並專攻研發、人工智
能、創新和基礎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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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視拍是一家人工智能深度學習技術公司，為客戶提供智慧城市解決

方案，使命是通過人工智能檢測、物聯網傳感、預測技術及解決方

案，創建一個更安全、更智能和更環保的社會。維視拍專門為智能建

類別 AI 預警性建築檢測 | 募資階段 A輪 | 網站 https://raspect.ai

維視拍智能檢測有限公司

創辦人 - 辛子雋

辛子雋是一位連續企業家，亦是國泰航空公司創新中心創始成員之

一，於香港大學電腦科學學士及香港中文大學電腦科學碩士畢業，並

擁有 15 年以上經營初創企業的經驗。

HKAI LAB 初創企業

機械人檢測
自動化幕牆和管道遠程檢查
無人機無損檢測技術

IoT感應器 24x7 檢測
數據驅動檢測減少機器停機時間並提高安全性

人工智能檢測
人工智能檢測結構完整性、建築材料老化、裂紋和
腐蝕

預警分析
根據參數分析預測建築物性能

築和智能基礎設施構建安全的人工智能技術，並為業主、物業管理公司和政府提供人工智能 SaaS

解決方案及服務。作為摩天大樓安全監控技術的先驅，維視拍透過提升檢測的效率和準確性，提高

建築物和基礎設施的安全係數，同時節省成本。香港是摩天大樓建設的領先市場，維視拍的技術已

在香港眾多知名地標物業中得到充分驗證。有了香港市場的強大優勢，維視拍預見未來在全球市場

中亦能非常成功。維視拍突破性的技術，在本地和區域市場中創造了龐大的吸引力和增長，產品組

合亦從大廈外牆檢測擴展到電梯、自動扶梯、空調系統等的建築監控、預測及維護。



Regtics Limited 致力透過人工智能和大數據技術，開發合規解決方

案，以確保金融機構遵守國際和當地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

規定，方案包含四大要素：交易監察、客戶盡職審查、名稱篩查及智

能調查員。

類別 監管科技 | 募資階段 種子 | 網站 www.regtics.com

Photo

REGTICS LIMITED

• Customer holistic view

• Improve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 Lower the operation risk

• AI embed intelligence engine

• Network analysis engine

• NLP recommendation engine

劉浩銘 - 聯合創辦人

劉浩銘是一名數據科學家，為現有和潛在客戶提供大數據管理、高級分析、機
器學習和人工智能方面的諮詢和執行上的支援。由於他擁有統計學方面的學術
和教學背景，因此在解決方案的開發、實施和項目結束時期，都能在分析方面
提供關鍵性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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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澈是一間 B2B 金融科技公司，致力為金融機構提供人工智能技術驅

動的投資和風險分析方案，其重要技術包括投資組合優化及風險管理。

類別 金融科技 | 募資階段 種子 | 網站 www.squared-s.com

Photo

思澈人工智能集團

Photo

高舒卓
聯合創辦人 / 行政總裁

• 擁有17年累積的衍生品交
易及建模專業知識

• 前高盛及摩根大通股票衍
生品交易員

• 哈佛大學統計學碩士
• 劍橋大學工程學碩士

黃皓霆
聯合創辦人 / 人工智慧
科研總監

• 擁有10年以上的人工智
慧金融科研經驗及6項人
工智慧預測系統專利

• 康奈爾大學經濟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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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hongkongai.orgwww.hongkonga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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