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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概要

各位會員好！

今期的聯盟通訊先讓大家了解大灣區各大營運商5G發佈情況，並以「疫情影
響下的5G元年」為主題，與大家了解疫情下的5G相關科技應用。

另外，今期會帶大家回顧聯盟在2020年的活動，分別有中國移動香港有限公
司與大灣區5G產業聯盟聯合舉辦「5G技術新進展及應用」網上研討會，以
及聯盟作為支持機構的三個活動，分別是傳感器與5G技術革新研討會、香港
電子學研討會2020：用物聯網擁抱智能城市、中國移動OneNET物聯網創科
比賽：大灣區賽區。

最後，會介紹第一屆大灣區5G應用創新大賽的背景、目的、流程和獎品等，
希望各位可以多多關注比賽的最新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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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各大營運商5G發佈情況
香港各大營運商於4月1日在港正式推出5G服務，而中國三大營運商早於2019年10月31日已在內地啟用5G
服務，以下為各大營運商的頻譜和現時的覆蓋範圍。

中國內地

香港

全國開通近14萬
個5G基站。
在超過50個城市
實現5G商用服務。

覆蓋國內所有直轄市、
主要省會城市，以及京津冀、

長三角、大灣區等
區域的重點城市。

大部分戶外道路、快速公路、
超過 60 個主要室內地點，
包括機場、大型商場都已經

在首階段覆蓋

灣仔、銅鑼灣、尖沙咀、
旺角、深水埗、沙田、大埔、
香港國際機場和灣仔會展。
室內覆蓋則在特選自家商店、
置地公司旗下甲級商場
和長實旗下主要商場。

香港的主要熱門地點，
室外包括中上環、銅鑼灣、尖沙咀、
旺角等地區，室內包括大型商場

以及香港國際機場。

全港戶外面積
覆蓋範圍接近 60%，

而市區戶外面積覆蓋超過90% 

全國超過了
14萬個5G基站。

頻譜: 
2.6GHz及4.9GHz

頻譜: 
3.5GHz

頻譜: 
3.5GHz

頻譜: 
3.3GHz、3.5GHz、

4.9GHz及 
26/28GHz

頻譜: 
4.5G的 2,100MHz、
5G的3.5GHz頻譜: 

4.5G的 2,100MHz、
5G的3.5GHz

頻譜: 
3.3GHz、3.5GHz、

4.9GHz 及
26/28GHz

3資料更新：直至2020年8月26日



大灣區各大營運商發佈5G後，近期活動概覽： 

中國電信啟動「粵港澳大灣區5G
雲計算中心」項目，覆蓋「廣州
—深圳—香港—澳門」科技創新
走廊大部分區域，服務整個粵港
澳大灣區。

3月27日

SmarTone在香港推出5G服務。

5月26日

3香港舉行全港首個 5G 戶外網上 
4K 直播慈善音樂會「5G同Sync
鼓．樂澎湃」，與香港中樂團組
成5G策略聯盟，雙方將利用5G科
技展開多個合作項目。

6月13日

中國移動香港推出全港首個5G雲
遊戲平台UGAME。

8月25日

中國移動香港、3香港、CSL和
1010在香港推出5G服務。中國移
動香港進行了香港首個以VR技術
實時8K直播的5G啟動禮。

4月1日

中國聯通發佈VR虛擬營業廳、
5Gn AR魔鏡和3 Glasses線上線
下一體化體驗模式。

6月3日

澳門電訊 5G 首階段建網工程完
成，實現全澳戶外 5G 訊號全覆
蓋。

6月23日

中國移動香港與TVB合作，以5G
網絡進行《2020香港小姐競選》
直播。

8月30日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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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電訊以「數碼澳門」為願景，積極投放資源，持續完善網絡基礎建設，引入先
進的技術應用，致力為澳門城市發展提供強大支援，推動澳門與國際同步進入5G世
代。作為智慧城市發展的重要一環，澳門電訊全力進行5G網絡建設，於2020年實現
澳門5G網絡全覆蓋。

隨著2018年6月，5G標準得到落實，澳門電訊隨即開展一系列的5G網絡測試，將
5G技術和服務盡早引進澳門，並攜手不同業界發展及測試5G應用。

2019年5月，澳門電訊在世界電訊日上撥動本澳第一個5G通話後，按照既定時間表
推動5G落地澳門。同時，澳門電訊分別與澳門廣播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中圖集團雲
創智能公司簽署了5G應用合作備忘錄，共同拓展5G新媒體和5G新閱讀體驗，並協
助業界測試智慧燈杆，於政府指定測試區域設立5G基站，為業界提供更全面的測試
環境。

以加速智慧應用生態圈發展為目的，同年11月，澳門電訊與國內領先的IT解決方案
與服務供應商——東軟集團，簽署了戰略合作備忘錄，為澳門各界開拓更多優質的
智慧應用服務。在積極部署5G網絡和應用的同時，澳門電訊與騰訊合作，將先進的
雲平台以及人工智能、大數據技術引入澳門，全力加速本地企業進行智慧化轉型。

2019年12月，澳門電訊與中央電視總台、人民日報合作，透過5G網絡實時直播澳
門慶祝回歸系列活動，及進行京澳兩地學子「七子之歌」5G實時對唱。與此同時，
為普及市民對5G的認識，澳門電訊於多個大型展覽及各門市中，設立5G體驗區，
讓市民近距離體驗5G魅力。

2020年年初，儘管面對疫情的衝擊，澳門電訊仍克服種種挑戰，開展首階段5G建網
工作，投資約澳門元6億，預計5年內總投入達澳門元20億發展5G。

今年6月，澳門電訊邀請了不同業界代表，包括學校、媒體、醫療機構、金融業、船
務、機場、會展、地產等業界代表，擔任澳門電訊5G意向應用合作意向伙伴，共同
探索和推動切合發展所需的5G應用場景，包括智慧金融、智慧醫護、5G + 4K/8K超
高清新媒體傳輸、智慧機場、5G教學展示和機械人研發、智慧會展項目、5G智慧
碼頭、5G遙距睇樓等不同場景，以進一步推動不同行業的升級轉型和可持續發展，
為數碼澳門智慧城市發展作出更多貢獻。

澳門電訊完成
首階段5G建網工程

奠定「數碼澳門」智慧城市發展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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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澳門電訊首階段5G建網工作已順利完成，實現了
本澳5G戶外全覆蓋的既定目標，經實地測試，連線速度
可高達1.3Gbps，待澳門特區政府發出有關牌照，5G服
務即可推出。同時，澳門電訊已啟動第二階段的5G建網
工作，目標是於2020年年底完成室內5G全覆蓋，屆時，
澳門將成為亞洲首個5G戶外與室內全覆蓋的城市。

漫遊服務方面，澳門電訊積極與全球各地電訊營運商保
持緊密合作，共同推動5G漫遊合作，現時已與多個海外
營運商，包括大中華地區、南韓、泰國等開通5G漫遊服
務，致力打造無遠弗屆的漫遊體驗。

澳門電訊將於2021年啟動5G獨立組網建網工程，並按照
明年出台的標準引進網絡切片、超低時延及海量連接等
技術，優化網絡以提升客戶服務體驗。

澳門電訊將致力為「數碼澳門2.0」智慧城市建設發展，
注入強勁動力，並持以開放、共建的理念，與社會不同
持份者一同推動澳門智慧城市建設發展。

圖1   澳門電訊邀請了不同業界代表擔任澳門電
訊5G意向應用合作意向伙伴

圖2   澳門電訊全力進行5G網絡建設及開展一系
列的5G網絡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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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被稱為 5G 元年，各大香港電訊商以萬全準備，於今年推出5G計劃，更多的應
用亦隨之推出。可是，年初的爆發新冠肺炎疫情，令各行各業憂心忡忡，對未來的發
展更不甚樂觀。

儘管疫情影響到產業供應鏈結構，使5G發展稍有延遲，5G技術在對抗疫情和便利日
常生活功不可沒，令社會大眾意識到數位轉型的重要性，而5G也許會成為了經濟復
甦的關鍵。

面對疫情，5G高速率，廣連接，低時延等特點可應用於醫療層面。5G遙距診症能應
用在不同的醫療服務，有助提升治療醫療效率，在疫情影響下，5G在兩方面提供幫
助：
一、建立5G遙距診症平台，在方便患者和醫生的同時，也舒緩醫護人員人手不足問
題。疫情爆發至今，中國已有多間醫院以5G網絡作遙距診症平台進行遙距會診和醫
療分析，除了可處理診斷，量體溫、血壓，以及日常保健，更可迅速關注重症病人並
改善診斷和治療；

二、5G遙距診症能避免醫生和患者直接接觸，對疫情防控更加高效。以武漢火神山
醫院為例，醫院內全面覆蓋了5G信號，可以做到「遠端診療、遠端會議、遠端監
控、海量資料」四方面的優勢特點，不但解決了醫護資源短缺問題，降低了醫護人員
的感染機率，還可處理大範圍的即時資料傳輸與共用，有助分析和控制疫情。而四川
大學華西醫院與成都市公共衛生臨床醫療中心也使用5G遠端會診，既避免了近距離
接觸感染隱患，又能及時保障診斷治療。由此可見5G遠端會診，在抗疫過程中發揮
重要的作用。

在疫情防控方面，5G融合大數據、人工智慧和雲端計算等技術協助，可減低疫情擴
散的風險。為防止疫情爆發，進出大多公共場所，例如學校、大廈、餐廳等，都需要
進行體溫檢測。為此，廣東電信快速創新研發「5G熱成像」體溫篩查系統，通過非
接觸式熱像儀對人體表面溫度進行初步檢測，繼而利用5G低時延、高速率、廣連接
的特點，將體溫等數據迅速傅送到雲端，即時分析，達至快速高效地檢測大量人群的
體溫，亦可以存儲和回溯。一旦發現體溫過高，或疑似發燒的症狀，設備將會即時發
出警告，並透過5G網絡實時回傳到控制中心。「5G熱成像」技術不但降低了人與人
之間的接觸，減輕了人力成本，更保障了技術人員的安全，減低肺炎傳播風險。

疫情下的
5G相關科技應用

醫療層面

檢測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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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5G巡邏機器人結合了物聯網、人工智慧、雲端運
算和大數據等科技，作為抗疫第一道防線，大大降低感
染風險。中國高新興科技集團開發5G巡邏機器人，每台
都配備5台高清攝影機和紅外線熱感應儀，一次能掃描方
圓5公尺內10人的體溫，並支援人面辨識功能，可分辨路
人有否佩戴口罩，並將所有資料回傳中央控制中心，讓
後端人員能及時應變現場情況。除了測量體溫外，5G機
器人還可用於接待訪客、遞送藥物或食品，以至清潔消
毒公共場所。路邦科技有限公司研發的防疫機械人配備
FDA標準的攝像鏡頭，和5G CPE客戶終端設備，監測途
人體溫外，機械人具有物件辨認功能、自動避障功能，
可以自動繞過物件，處理多項任務。

無人機在5G技術的加持下，也有突破性的發展，應用於
防控上。5G無人機裝有360度全景相機，地面上的工作
人員通過VR眼鏡多角度監察。擁有低時延的特點，5G無
人機可更快回應地面命令，解決無人機和基站之間通信
能力的問題；精準的定位功能，有助飛越複雜地形。深
圳市公安局運用搭載了語音播報系統的5G無人機，進行
疫情地區的空中巡視，發現人員聚集或未戴口罩便以「
喊話」提醒。

防疫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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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5G融入大眾日常的線上生活。隨著越來越多
國家以「足不出戶」方式控制疫情，令線上平台的使用
率日益增加，處理居民的衣食住行。為保持社交距離，
居家辦公、遠距教學、網絡購物等已融入大眾日生活，
網絡及通訊設備需求大幅增加，5G提供更高的網絡速
度，更準確的網絡系統，成了完善各種線上活動的要
素。在2020中國國際數字娛樂產業大會中，遊戲商展示
5G雲遊戲、硬件設備等創新技術，優化了遊戲畫面、音
效、散熱、續航等，讓用家體驗更穩定和高質素的遊戲
環境。另外，網易雲音樂、微博等平台，在5月連續舉辦
兩場以超高清直播的「相信未來」線上演唱會，利用
5G、4K、虛擬實境和多視角等技術，讓觀眾獲得身臨其
境的體驗。在社交工作方面，5G未來會在線上溝通和工
作扮演重要角色。5G視訊會議、遙距接觸、雲端應用、
以及虛擬實境和擴增實境等技術，創建另類會議平台。
企業以5G技術，可以線上審批文件、召開會議、視頻直
播等，疫情期間員工即便在家，也可讓公司業務一切如
常。

5G仍在商用發展初期，技術、設備成本仍高昂，也讓 
5G 網絡的普及化在許多地區面臨挑戰，加上新冠肺炎阻
礙了許多行業的發展，然而，這場疫情或會成為科技進
步的踏腳石，加快5G技術融入生活。5G未來必定會有更
好、更快的發展。

日常層面



「5G技術新進展及應用」
網上研討會
7月30日，中國移動香港有限公司聯合大灣區5G產業聯
盟舉辦了「5G技術新進展及應用」網上研討會，邀請中
移動香港、商湯、德勤、阿里雲等行業領域專家和教授
學者共同探討「如何運用5G在大灣區賦能產業」，並分
享5G新基建建設的全新觀點。

5G聯盟創會會長、中國移動香港董事兼行政總裁李帆風
先生在研討會上指出，5G聯盟將與各行業一起持續推動
大灣區建構富有活力的5G產業生態鏈。大灣區擁有製造
工業及第三產業等較完整的產業、完善的交通等傳統傳
輸基礎設施，及大數據中心、人工智慧等新型基礎建設
等，在智慧駕駛、智能工業、智能港口、智能家居、智
慧金融、智慧醫療、遠程教育、智慧旅遊等方面都具有
得天獨厚的優勢條件。與此同時，5G網絡也已在粵港澳
大灣區進行部署。去年，中國移動廣東公司已在廣東省
實現5G商用；今年4月，中國移動香港公司也在香港地區
啟用5G服務，市區戶外覆蓋率亦已超過93%。中移動香
港將以此為契機，推動5G與人工智慧、物聯網、雲計
算、大數據、邊緣計算等新資訊技術緊密融合，在大灣
區提供更多更豐富的應用。

 

圖1   是次邀請到中國移
動香港、商湯、德勤、
阿里雲等行業領域專家
和教授學者參與網上研
討會。

此次研討會的回放可在: 
https:/ /www.gba-5g-
alliance.org/tc/event.
html 進行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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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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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高速率、低時延、多連接的特性，使流動網絡營運商可以融合不同技術，為不同垂直行
業提供基於位置、時間、服務的切片業務。研討會上，中移動香港解決方案部副主管郭冠鴻
先生首先介紹了5G產業的發展情況與市場洞察，及5G最新版本3GPP R16的新技術情況。
基於5G的新技術架構，流動網絡營運商可以因應不同垂直行業客戶的需求，提供靈活敏
捷、高安全、高品質保障的切片專網或者邊緣計算專網。通過5G雲遊戲切片專網，為遊戲
玩家提供極致的體驗。郭冠鴻先生還提到，利用5G新技術優勢，結合人工智慧、物聯網、
大數據等，可在智能駕駛、車聯網、無人機、超高清直播、智慧港口、智慧金融等不同垂直
行業中產生多個解決方案與實踐案例。5G將在推動智慧城市以及產業轉型升級中發揮重要
作用。

專題討論中，行業領域專家紛紛發表了對5G在大灣區應用中的看法。關於香港智慧城市藍
圖的規劃，香港城市大學電機工程系副教授、智慧城市聯盟創始董事及物聯網委員會主席、
5G聯盟名譽顧問委員會主席曾劍鋒博士表示，目前全球移動物聯網連接數超過10億，未來
對智能傳感器的需求越來越高。5G聯盟將致力於物聯網標準化，提升產業鏈發展，為香港
以至大灣區提升經濟效益。將來，5G產生的大數據將有效運用於智慧政府建設，在社會治
理方面大有可為。

商湯科技香港公司總經理尚海龍先生提出，5G的出現將推動大灣區的「新經濟」發展，新
經濟指通過5G技術將傳統經濟與人工智慧融合。尚海龍先生表示，目前不同的支付場景對
網絡要求越來越高，交易進行時要最大化減少故障出現。香港可運用5G切片技術提高交易
資訊安全性，運用eKYC等技術使支付流程更順暢。

德勤亞太地區資訊技術及鑑證主管合夥人顧向聖先生指出，未來，5G將推動百行百業進行
數字化轉型，成為人類社會進步的新引擎。在智慧製造中，5G先期用於提升生產效率，並
逐步從產品服務、模式創新等更高層面助力工業創新，構建價值網絡。

圖2   行業領域專家以討論形式共同探討如何
運用5G在大灣區賦能產業。

是此次網上研討會通過深入交流5G技
術及應用，向企業展示了5G在大灣區
賦能千行百業的多元可能，提升了大眾
對5G產業在數字化、訊息化發展應用
的期待，體現了5G聯盟與合作夥伴聯
合構建5G產業生態鏈的決心和實力。
面向未來，5G聯盟將持續就5G技術，
與各行業合作夥伴協同創新、合作共
贏，推動大灣區技術及產品研發，促進
大灣區智慧城市群發展。期待5G融入
百業，服務大眾。



傳感器與5G技術革新研討會

Webinar: Sensor & 5G Technology Revolution

大灣區5G聯盟為支持機構之一的「傳感器與5G
技術革新研討會」由艾睿電子、香港科技園和香
港中文大學主辦，於6月9日至11日在線上舉
行。

在人工智慧物聯網和全方位智慧網絡的時代，傳
感器和5G技術成為發展的關鍵要素之一，5G產
品的相容性也是軟件和硬體開發人員關注的問
題。研討會分為三個部分，分別以「5G網絡編
碼」、「傳感器應用的5G技術」和「5G晶片組
和人工智慧」為題，邀請到來自學術界和行業專
家，介紹5G相關技術並討論5G加速傳感器和物
聯網的發展。

研討會邀請到香港中文大學卓敏資訊工程學講座
教授兼網絡編碼研究所聯席主任楊偉豪教授分享
對「5G網絡編碼」的見解，並由香港科技園公
司電子、資訊及通訊科技群組、智慧城市科技平
台總監楊天寵工程師主持，艾睿電子亞太有限公
司策略性垂直市場區域總監尹俊民先生、香港電
訊無線業務策略及核心網絡主管黃錦恒博士，以
及中國移動香港首席工程師鄭啟良先生參與小組
討論。

主題二「傳感器應用的5G技術」由香港中文大
學工程學院資訊工程學系邢國良教授主講，香港
科技園公司電子群組高級經理馮家敏博士主持，
艾睿電子工程方案中心總監陳旭昇先生，及英飛
事業處總監麥正奇先生擔任小組討論嘉賓。

最後一個主題「5G晶片組和人工智慧」則由國
立交通大學資訊學院及資訊工程學系主任邵家健
教授講解，由尹俊民先生主持，及亞德諾半導體
產品行銷經理參與小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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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子學研討會2020：
用物聯網擁抱智能城市

「5G技術新進展及應用」
網上研討會

香港工程師學會電子學部於7月13日舉辦旗艦計劃「香港電
子學研討會2020（HKES2020）」，聯盟為其中一個支持
機構。

今年的主題為「用物聯網擁抱智能城市」，首次嘗試以網絡
研討會的形式舉行，研討會一如既往邀請了重量級講者，講
解5G對發展智慧城市的幫助，分析物聯網的區塊鏈及應
用，並提及到網絡安全問題，從專家的分享及小組討論，誘
發參加者對技術和市場的新觀點。

Hong Kong Electronics Symposium 2020 :
Embracing Smart City with IoT

中國移動OneNET物聯網創科比賽是中國移動創
辦，聯盟作為其支持機構，期望推進物聯網開發
及促進智慧城市發展的比賽。比賽目的為5G發展
適合的網絡環境，及建立更大的共用協作空間，
從而推動5G廣泛應用在不同範疇，建立可持續生
態。

過往兩屆的比賽吸引超過100間科創團隊和企業報
名參加，得獎隊伍更獲得資金和技術上的支持，
實現夢想。比賽於2019年拓展至大灣區，與內地
賽事接軌，使參賽者有機會親身到內地參加準決
賽，與各地的創客爭奪殊榮。

今年的比賽以「5G未來無限可能」為主題，參賽
作品需要圍繞5G+IoT，包括「區塊鏈、物聯網、
邊緣計算、智慧民生、智慧城市、車聯網」六大
主題進行競逐，開展新技術、新產品、新模式的
探討。比賽的十強名單已於8月7日公佈，在
8月20日出席大灣區賽區決賽，及在現場會報作
品。而在決賽被選出的四支優勝隊伍可獲得現金
獎總值港幣20萬，並有機會到重慶參與準決賽及
廣州總決賽。比賽另外設立最具潛力發展大獎，
得獎作品將會免費列入中國移動香港產品庫，並
獲得商務支撐和宣傳資源等。



5G網絡已在粵港澳大灣區實現大規模商用，但基於5G的應用仍處於初
期探索階段。為鼓勵業界開發5G應用，推動5G應用在大灣區的研發和
落地，進而助力各行各業轉型升級，大灣區5G產業聯盟聯合中國移動
香港、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及香港科學園共同主辦第一屆大灣區5G創
新應用創新大賽。大賽以「5G，建構美好生活」為主題，面向粵港澳
大灣區招收教育、金融、工業製造等多個5G應用相關領域的初創企
業、個人及組隊形式的創客及大專院校及以上學生參賽者。

聯盟希望透過比賽達到三個期望：

一、鼓勵業界開發5G應用，為業內提供交流平台。
參賽者可於面向大眾的平台上發揮創意，結合其他技術如人
工智能、區塊鏈、物聯網、雲計算等，發掘基於5G創新應
用的可能性，並以比賽為平台，與業界交流資訊和心得；

二、推廣5G網絡及其優勢，提升大眾對5G的認識，並
推動5G在大灣區的研發和落地。
比賽希望推廣5G網絡及其3大優勢，增強型流動寬頻、超可
靠和低時延通訊、大規模機器類型通訊，加深大眾對5G的
認識，扶植創科，幫助5G應用在大灣區落地和發展；

三、利用5G及其創新應用，賦能千行百業，推動產業
轉型升級，建立5G生態圈。
參賽者可透過比賽瞭解如何利用應用的優勢，推廣5G在各
行各業的應用，從而帶動不同行業的發展或轉型，推動建立
和完善5G生態圈及智慧城市，提升大眾生活質素。

第一屆大灣區5G應用創新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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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於9月15日舉辦第一次公開講座，詳細講解賽制和解
答關於比賽的問題，並於9月14日至10月30日開始接受
報名。參賽隊伍需遞交一條3分鐘影片、簡報和計劃書，
展述其5G創新應用的理念，更有機會預約登記參觀5G開
放實驗室及試用器材，及在5G網絡下測試應用方案。評
判會在參選隊伍中挑選10隊進入11月20日的決賽，及參
加頒獎典禮。

為鼓勵和支持5G應用的開發，除了金銀銅獎外，大賽更
設置了最佳創意獎、最具潛力獎等多個獎項，獎品包括
現金獎(總值12萬港元)、AI樂高機器人、手機等電子產
品。入圍的隊伍或個人均可獲得比賽證書、媒體宣傳，
參與機構重點展覽，更有機會加入扶植獎勵計劃。

詳 情 請 參 考 宣 傳 海 報 或 點 擊 賽 事 官 方 網 站
https://aic.gba-5g-alliance.org/報名及咨詢。

比賽須知

獎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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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
報名日期

第一次
公開講座

報名及
遞交計劃書

和影片
截止日

跟據評分
準則篩選
10支隊伍
進入決賽

決賽及
頒獎典禮

第二次
專題講座

5G網絡
下測試

9月15日

 9月14日-10月30日

10月14日

10月16日－30日

10月30日

11月13日

11月20日

比賽賽程 

比賽須知 

語言： 廣東話、普通話、英文

地區範圍： 粵港澳大灣區

招募對象： 初創企業、個人創客及大專以上學生 (可個人或組隊)

報名日期： 9月14日-10月30日

咨詢及報名

支持機構 評分系統支持主辦機構

主題 
5G，建構美好生活

第一屆大灣區
5G應用創新大賽

獎項

金銀銅獎
1.  現金獎（總值12萬港元）

2.  手機等電子產品獎品

3.  有機會列入扶植獎勵計劃 獲得8大支撐

最佳創意獎、最佳功能獎、最佳效益獎、

最具潛力獎、最具價值獎各一名：

1.  華為雲資源現金券

2.  商湯樂高機器人+AI培訓教材

決賽入圍團隊（10隊）均享有：

1.  比賽證書 （入圍獎）

2.  媒體宣傳

3.  參與機構重點展覽特別獎

入圍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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