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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路線圖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主要航線
為： 
 
泉州——福州——廣州——海
口——北海——河內——吉隆
玻——雅加達——可倫坡——
加爾各答——奈洛比——雅
典——威尼斯。途徑國家主要
為：韓國、日本、印尼、泰國、
馬來西亞、越南、柬埔寨、新
加坡、菲律賓、緬甸、汶萊、
印度、斯里蘭卡、巴基斯坦、
科威特、沙烏地阿拉伯、土耳
其、埃及、阿聯酋、肯亞、坦
尚尼亞、希臘、義大利等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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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塊鏈概覽 

區塊鏈是一種分佈式賬本的儲存技術，不需要依賴第三方, 通過自

身分散式節點進行網絡數據的儲存, 驗證, 傳遞和交流的一種技術。 

 

區塊鏈技術可說成是一種去中心化的大型網絡記賬薄, 任何人任何

時間都可以使用相同的技術標準加入信息, 伸廷區塊。 

 

區塊鏈作為一種底層協定或技術方案可以有效地解決信任問題，實

現價值的自由傳遞，在數字貨幣、金融資產的交易結算、數位政務、

存證防偽資料服務等領域具有廣闊前景。 

 



區塊鏈技術的五大應用場景 

數字貨幣 
 
  在經歷了實物、貴金屬、紙鈔等形態之後，數字貨幣已經成為數位經濟時代的發展方向。相比實體貨幣，數字貨幣
具有易攜帶存儲、低流通成本、使用便利、易於防偽和管理、打破地域限制，能更好整合等特點。 
 
  比特幣技術上實現了無需協力廠商中轉或仲裁，交易雙方可以直接相互轉帳的電子現金系統。2019年6月互聯網巨頭
Facebook也發佈了其加密貨幣天秤幣(Libra)白皮書。無論是比特幣還是Libra其依託的底層技術正是區塊鏈技術。 
 
 
金融資產交易結算 
 
  區塊鏈技術天然具有金融屬性，它正對金融業產生顛覆式變革。支付結算方面，在區塊鏈分散式帳本體系下，市場
多個參與者共同維護並即時同步一份“總帳”，短短幾分鐘內就可以完成現在兩三天才能完成的支付、清算、結算任務，
降低了跨行跨境交易的複雜性和成本。同時，區塊鏈的底層加密技術保證了參與者無法篡改帳本，確保交易記錄透明安
全，監管部門方便地追蹤鏈上交易，快速定位高風險資金流向。每一級供應商可憑數位票據證明實現對應額度的融資。 
 
數字政務 
 
  區塊鏈可以讓資料跑起來，大大精簡辦事流程。區塊鏈的分散式技術可以讓政府部門集中到一個鏈上，所有辦事流
程交付智慧合約，辦事人只要在一個部門通過身份認證以及電子簽章，智慧合約就可以自動處理並流轉，順序完成後續
所有審批和簽章。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 



區塊鏈技術的五大應用場景 

存證防偽 

 

  區塊鏈可以通過哈希時間戳證明某個檔或者數字內容在特定時間的存在，加之其公開、不可篡改、可溯源等特性為司法

鑒證、身份證明、產權保護、防偽溯源等提供了完美解決方案。在防偽溯源領域，通過供應鏈跟蹤區塊鏈技術可以被廣泛應

用於食品醫藥、農產品、酒類、奢侈品等各領域。 

 

數據服務 

 

  區塊鏈技術將大大優化現有的大數據應用，在數據流程通和共用上發揮巨大作用。未來互聯網、人工智慧、物聯網都將

產生海量資料，現有中心化數據存儲(計算模式)將面臨巨大挑戰，基於區塊鏈技術的邊緣存儲(計算)有望成為未來解決方案。

再者，區塊鏈對數據的不可篡改和可追溯機制保證了數據的真實性和高品質，這成為大數據、深度學習、人工智慧等一切資

料應用的基礎。未來區塊鏈技術還會在慈善公益、保險、能源、物流、物聯網等諸多領域發揮重要作用。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 



區塊鏈用途 

區塊鏈去中心化、高透明度及不可篡改的特性，為各行業帶

來新的改革機會，通過其特性來加強信息保安，源頭追踪，

提高效率及降低成本等方面來解決各行業現時的痛點。 



區塊鏈技術應用 - 物流行業 

區塊鏈技術能深度應用於供應鏈及物流中, 包括以下: 

快遞運輸 

生產管理 

安全監管 

運輸物品的物流詳情, 賬戶身份, 保險, 及

其他參考數據等信息記錄在區塊鏈上能

確保及增加信息可靠性 

商品在生產的整個過程中的資料從源頭, 

運輸, 加工, 到包裝等所有信息等記錄在區

塊鏈上能增加其可靠及追蹤性 

進/出口商, 代理, 生產商等各賬戶身份等

信息記錄在可靠的區塊鏈上能大大增加

效率 

可靠地記錄信息能大大優化資源利用率, 

增加行業效率, 保證貨物安全, 改善貨倉倉

存情況及掉包等問題.   

能大大增加產品的可靠性及防偽性, 消費

者能從源頭起一步步地追蹤產品的生產

及運輸過程. 

用戶的身份及信用評級等信息能大大的

增加海關報關及清關等程序效率, 及辯別

黑名單使用者等等.  

物流類別 加入區塊鏈技術 改善痛點 



區塊鏈技術應用 - 金融行業 

區塊鏈技術能廣泛的應用於金融行業中, 包括以下: 

供應鏈金融 

支付清算 

數字資產 

• 中小企業融資困難 

• 信息斷層問題 

• 傳統支付成本高及效率低 

• 資產流通性低 

• 信息傳輸效率低 

能實現供應鏈上下游的信息穿透, 解決信息

斷層及其可信度. 

建立信譽機制, 為中小企業提供更有效率的

融資體驗 

業務資金和交易等信息上存鏈上, 與合作

方建立公開透明信任機制, 并由智能合約

去執行能大大簡化傳統處理流程 

商戶積分聯盟平台能將積分兌換, 消費, 及

結算上鏈, 建立商圈通用會員體系 

金融類別 行業痛點 加入區塊鏈技術 



區塊鏈技術應用 - 娛樂行業 

區塊鏈技術中的代幣生態能大大改善現時的行業痛點: 

代幣生態 

加密技術 

非同質代幣

(NFT) 

• 激勵創作 

• 內容變現 

• 信息加密 

• 提高私密度 

• 電子版的憑證 

• 艺术品數碼化 

• 增加流通性 

在日常 的社交媒體平台中， 健康的代幣 

獎勵機制能幫助用戶在創作或參與中與

利益中取得平衡。 

區塊鏈中的加密協議能保證信息在收發

的安全。 

遊戲中的虛擬道具，皮膚等等都能以NFT

形成來 讓玩家擁有完全的擁有權， 能隨

意地自由文易。 

區塊鏈技術 革命性改變 現實使用場境 



區塊鏈技術應用 – NFT 

非同質代幣 Non-fungible token (NFT)是一種虛擬資產，透過加密形式把特定資訊放到區塊鏈，以代表物件的擁有權，並透

過網上交易平台進行買賣。常見的NFT包括數碼圖像、畫作、影音、短片、遊戲或動畫的虛擬角色及裝備等，但亦可以

是其他事物，甚至是實物。 

 

NFT與「加密貨幣」都是來自區塊鏈技術，兩者分別在於是否「同質化」。加密貨幣是「同質化代幣」 (Fungible token)，

以比特幣為例，只要幣值相同，每一個比特幣都是一樣的，可互換替代，亦可分割成較小的單位。NFT則是「非同質化

代幣」(Non-fungible token)，即是每個NFT所代表的物件皆不一樣，不能互換替代，亦無法分割。由於區塊鏈的紀錄無法

篡改及删除，交易紀錄皆公開可見，所以儲存在區塊鏈上的NFT無法仿冒。 



區塊鏈技術應用 – NFT 

廣泛的應用非同質代幣(NFT)能幫助解決行業中的問題： 

• 艺术品數碼化 

• 增加艺术品流通性 

• 版權爭議 

 



區塊鏈技術應用 – NFT – 藝術 

NFT 的應用幫助很多藝術創作者能直接去掉很多不必要的中介. 

NFT為創作者, 藝術愛好者, 收藏家, 及投資者們開創了一個新的藝

術平台。 

 

像右邊的這幅 Everyday The First 5000 Days NFT art by Beeple 在2021

年初破記錄地以拍賣形式賣得6900萬美元。 

 

除了藝術品, NFT 還能應用在很多範疇包括保險, 地產, 虛擬遊戲等

等 。 

Beeple, Everyday The First 5000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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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經科技 Neurotechnology 

神經科技 (neurotechnology) 是能夠重建、改善、增強或改

變神經系統功能的技術，包括腦機介面、義肢、神經植

入物、神經刺激和神經狀態監控裝置等。 

 

現時的醫療影像如功能性核磁共振 (fMRI) 或腦電圖 (EEG)

、用腦波控制的義肢、電子耳、電子眼，用機械手臂取

代斷肢等等都是神經科技的一種。 

 

相信隨著神經科技的進步，一些能造成長期殘障的神經

系統相關疾病也能得到更進一步的冶理，包括肌肉運動

神經病變、心理疾病、神經退化性疾病等。 

 

神經科技產業具跨領域、高進入門檻和較長研發時程特

性，需實際整合工程、生理、心理和醫學領域等技術專

才。神經科技的社會經濟潛能使政府和企業投入大量研

發經費，同時也成為創投資金積極投入的新興領域之一。 



Neuralink 

Neuralink，是一家致力於研發人腦與人工智慧結合技術的一家神經科技公司，由伊隆·马斯克和八名其他聯合創辦者創

辦，负责研发植入式脑机介面技术。Neuralink研發植入式腦機介面技術再透過人工智慧 (AI) 讓人機互動，透過在大腦

連接電極並大量讀取其神經元訊號，收集大量數據讓 Neuralink 軟體學習，取得大腦如何利用與身體的其餘部分進行

連結，最終能藉由電極影響大腦。在醫學治療上，像是恢復肢體活動、改善人體運動、解決視力和聽力問題，和治療

帕金森氏症都能有巨大的幫助。 



Neuralink – 實驗 

Neuralink在早前透過對猴子及小豬植入晶片的實業來證明技術的可逆性及革命性: 

 9 歲的雄性獼猴利用其腦部透過植入晶
片來控制搖桿玩「Mind Pong」遊戲。 

透過植入晶片來讀取小豬腦部的活動，
可以看到偵測到小豬豬蹄、腕部、肘部、
肩部動作與機器預測的幾乎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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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之父John McCarthy說人工智能是“製造智

能機器，尤其是智能計算機程序的工程和科學”。

通過人工智能，科學家及工程師研究人類大腦的思

考及學習方式，並以此開發與人類思維方式類似的

計算機、機器人或電子軟件。 



人工智能的三個層次 



機器學習 Machine Learning  

機器學習是人工智能的一個分支，是讓計算機在沒有

明確編程的情況下自主學習及行動的科學。過去十年

中，機器學習被廣泛應用到了自動駕駛汽車、語音識

別、網絡搜索等領域。 



深度學習 Deep Learning  

深度學習是機器學習的一個分支，它本質上是一個三層或以上的神經網絡，這些神經網絡模擬人類大

腦的運作，使其能夠從大量數據中“學習”。單層的神經網絡已經能夠進行預測，額外的隱藏層可以

幫助優化和改進準確性。深度學習驅動了許多人工智能 應用程序和服務，在無需人力干預的情況下，

幫助這些應用程序提高自動性及行動能力。 



機器學習 vs 深度學習 

機器學習是利用結構化、已標記的數據進行預測，這意味著數據須被預先處理，並根據特定的定義或

特徵進行分類。深度學習則無需對數據進行預處理，其算法可直接攝取及處理原始數據，如文本和圖

像，並自動提取數據特徵。這樣可消除機器學習對人力干預的依賴。 



深度學習的應用 

 黑白圖像的著色 
 為無聲電影添加聲音 
 自動機器翻譯 
 自動手寫生成 
 自動遊戲 
 語言翻譯 
 圖元修復 
 照片說明 
 人口和選舉預測 
 Deep Dream 

 自動駕駛汽車 
 新聞聚合和欺詐新聞檢測 
 語言處理 
 虛擬助理 
 娛樂 
 視覺識別 
 欺詐識別 
 衛生保健 
 個性化 
 檢測兒童發育遲緩 



深度學習的應用 

一、自然語言處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 NLP） 
 
Google 語音助理、 Siri 以及亞馬遜的 Alexa 現在已經能夠清楚地辨識我們的聲音與講話內容，
靠的就是深度學習中「自然語言處理」的分支技術，藉由大量的文本資料搭配音訊數據，透過
音樂的波長、聲音斷句、語調的頓挫，將類比資訊轉為數位音訊進行分析訓練，進而讓程式能
夠辨認人類的說話內容和文法結構。 
 
 
 
 
 
 
 



深度學習的應用 

二、自動機器翻譯 
 
这种应用也就是能把一种语言的词汇、短语和句子自动翻译成另一种语言： 
 
• 自动翻译文本 
• 自动翻译图片 
 
采用深度学习技术的文本翻译无需提前处理文字的序列，算法能够学习词汇和它们的映射之间
的关系，然后翻译为另一种语言。 
 
卷积神经网络也能用来识别有文字的照片，将照片中的文字转换为文本格式，然后翻译加工，
最后照片会变为配有翻译后文字的照片。通常也被称为即时视觉转译。 
 



深度學習的應用 

三、圖像辨識（Image Recognition）與人臉辨識(Facial Recognition) 
 
深度學習技術藉由輸入大量的圖像、解析圖片上的像素距離、排列方式等向量資料，來訓練深
度學習模型辨識特定的圖片或是物體，原理是當電腦遇到類似的物體，所遇到的數據與訓練後
的參數合理範圍吻合，在允許一定的錯誤範圍內，電腦就會將遇到的物體歸類，比如說汽車、
號誌燈或是商家等等的物件，許多人在網站填寫驗證碼時，常常會遇到需要使用者點擊圖片內
的特定物體，也有企業提供兼差，透過人工來勾取圖片內的物件，這些就是用來訓練深度學習
模型的素材。 
 
在這項基礎上，圖像辨識已經衍生出多項應用，「自動駕駛（Automated Driving）」是最廣為
人知的一項應用， Nvidia 、 Tesla 、Waymo 跟 Intel 旗下的 Mobileye 等等企業早已展開激烈的軍
備競賽，投入大量的資金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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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境科技 



延展實境 Extended Reality （XR） 

XR 是一系列虛擬現實交錯融合技術的總稱，涵蓋範圍從「完全現實」到「完全虛幻」，重塑了傳播技

術、行銷、教育還有我們講故事的方式，要了解XR就必須先知道VR、AR、MR。 



擴增實境 Augmented Reality （AR） 

AR技術是利用電腦技術將虛擬的信息疊加到真實世界，通過

手機、平板電腦等設備顯示出來，被人們所感知，也就是將

本身平面（2D）的內容（3D）化，增強立體感，加強視覺效

果和互動體驗感。AR技術的常見應用，是利用手機攝像頭，

掃描現實世界的物體，通過圖像識別技術在手機上顯示相對

應的圖片、音視頻、3D模型等。而更深層次的AR技術應用仍

在探索中。 



虛擬實境 Virtual Reality （VR） 

VR技術模擬人的視覺、聽覺、觸覺等感覺器官的功能，使人恍若

身臨其境，沉浸在計算機生成的虛擬世界中，並能通過語言、手

勢等進行實時交流，增強進入感和沈浸感。通過VR技術，讓人在

感受真實世界逼真的同時，還能突破時空等條件限制，感受到進

入虛擬世界的奇妙體驗。VR技術的應用十分廣泛，如宇航員利用

VR仿真技術進行訓練；建築師將圖紙製作成三維虛擬建築物，方

便體驗與修改；房地產商讓客戶能身臨其境地參觀房屋；娛樂業

製作的虛擬舞台場景等等。 



混合實境 Mixed Reality （MR） 

MR是虛擬實境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它是通過在虛擬環境中引入現

實場景信息，將虛擬世界、現實世界和用戶之間搭起一個交互反饋

信息的橋樑，從而增強用戶體驗的真實感（例如，將虛擬鉛筆真實

的桌子上）。MR目前則因硬體成本較高，開發和應用上需要一定

的費用，且技術需要克服的問題較多較複雜，目前一般市場上的應

用較少，僅少部分的遊戲和專業領域有使用，不過微軟、Magic 

Leap等國際大廠都已提出非常多的未來概念，相信不久後就會廣泛

普及在市場上。 



全息投影 

全息投影技術本質就是實現三維圖像的記錄和再現，它是一種顯示

技術，它需要媒介，而且得實時進行，並且可以與人交互。全息投

影將影像投射到全息介質上，從而在人們眼前呈現出了3D的效果。

1947 年，英國匈牙利裔物理學家丹尼斯·蓋伯發明了全息投影技術，

他因此項工作獲得了 1971 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這項技術從發明

開始就一直應用於電子顯微技術中，在這個領域中被稱為電子全息

投影技術，但一直到 1960 年激光的發明後，全息投影才取得了實

質性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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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 IoT 

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簡稱IoT）是將任何電子設備連

接到互聯網和其他連接設備的概念。从灯泡等常见家用物品，

到医疗设备等医疗资产，再到可穿戴设备、智能设备甚至智

能城市，都可以连接到互联网。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正

是源自计算设备在各种对象中的集成。 

 

例如，智能恒温器（"智能"二字通常就代表接入了"物联网"）

可以在上下班时从您的智能汽车中接收位置数据。这些联网

设备可以在您到家之前调好居室的温度。与您手动调节恒温

器相比，它无需您进行任何干预，并且能实现更理想的效果。 



企業物聯網  

企業物聯網解決方案可以讓企業改進現有業務模式，並與客戶和合作夥伴建立新的聯繫。 

 

• 工業物聯網（IIoT）：我們可以為最容易損壞和過度使用的機械零件安裝專用感測器。這些感測器可以用於預防性維

護和提高人員的熟練程度（例如，即時資料收集和分析），還可以向機械的設計工程師提供回饋，為工程師提供新

機型改進方向（例如，長期資料分析）。  

• 物流和運輸業物聯網：物聯網在物流和運輸行業的早期應用中，就包括使用射頻識別（RFID）設備在運輸容器上張

貼標籤。這些標籤存儲的資料可以通過無線電波採集，便於物流公司在某些 RFID 檢查站（如倉庫或貨場）跟蹤集裝

箱的運輸動態。 

• 農業物聯網：物聯網讓農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比如濕度感測器的應用。在田間安裝這些感測器之後，農民們

現在可以接收到更準確的資料，並以此來安排灌溉時間。 



物聯網 IoT的應用 



把握大灣區發展機會 

世界四大灣區 

高科技研發基地硅谷的所在地 
代表企業：蘋果，谷歌，微軟 

國際灣區之首，華爾街的所在地 
代表企業：IBM，花旗，AIG 

 

世界上首個人工規劃的灣區 
代表企業：索尼，三菱 

中國科技和金融中心，一帶一路重要樞紐 
代表企業：華為，騰訊，中興，比亞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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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機會無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