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時發佈】
2019 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
「智慧生活獎」、「智慧出行獎」、「智慧市民獎」
共同推動創新解決方案
構建專業知識交流平台
(香港 – 2019 年 4 月 4 日) 由香港資訊科技商會、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及香港貨品編碼協會聯合籌辦，政府資訊
科技總監辦公室策動的 2019 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智慧生活獎」、
「智慧出行獎」及「智慧市民獎」頒獎典
禮於今天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

連續三屆聯合籌辦獎項類別頒獎典禮 共同推動創新和卓越的解決方案
為加強業界之間的交流，三個專業商會和協會聯合籌辦三個獎項類別的頒獎典禮，除了希望表揚及推廣優秀的
資訊及通訊科技發明和應用，更積極構建專業知識交流平台，加強業界中不同領域之間的溝通。

「智慧生活獎」旨在表彰傑出的資訊及通訊科技研發，以推動及促進優質的智慧生活。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
會長方保僑指出：「今年是香港資訊科技商會第十二次籌辦『智慧生活獎』，我們本著精益求精的態度，努力為
獎項注入新元素，希望更能傳遞數碼時尚生活訊息。本屆『智慧生活獎』三個組別的入圍參賽作品，百份百融
入城市人的生活，與日常工作、娛樂甚至交友等環環相扣，讓我們深深感受到資訊及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及入
圍參賽者的無限熱誠及創意。」

「智慧出行獎」鼓勵研發更多有利智慧物流、智慧交通及智慧旅遊發展的方案，藉此提升人民、貨物及遊客的
流動，從而發展香港成一個智慧城市。香港貨品編碼協會總裁林潔貽太平紳士表示：
「我們喜見本屆『智慧出行
獎』各組別的參賽作品數量平均，反映資訊及通訊科技於物流、交通及旅遊等方面正穩步日益發展。一眾獲獎
方案不但展示出高水平技術，同時非常實用，有助香港發展成為世界級的智慧城市。作為本地業界的協作夥伴，
香港貨品編碼協會期望科技人才、業界及政府能促成更多三方合作，共同創造更多機會，以實踐『智能商貿、
優質生活』
。」

「智慧市民獎」旨在推動弱勢社群善用資訊科技，宣揚正確及健康使用資訊科技的訊息。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行
政總裁蔡海偉表示：
「本年度的『智慧市民獎』新增智慧教育及學習組別，讓不同年齡、背景及能力的人士均能
接受教育，學習更多的知識與技能，以免被邊緣化，從而推動資訊科技在教育的應用。我們期望本屆的得獎者
能繼續追求卓越，協力推動優質資訊及通訊科技產品及服務，讓社區以致全球網絡相連的世界受益。」

「智慧生活獎」
、
「智慧出行獎」及「智慧市民獎」各設有金、銀、銅獎及優異證書，而獎項類別均分有三個組別：
智慧生活獎

智慧出行獎

智慧市民獎

 智慧醫療

 智慧物流

 智慧教育及學習

 智能家居

 智慧交通

 智慧樂齡

 生活時尚

 智慧旅遊

 智慧共融

榮獲「智慧生活大獎」及「智慧生活（智慧醫療）金獎」的艾斯數碼有限公司，其得獎項目「以虛擬實境評估
視力障礙」
。
「以虛擬實境評估視力障礙」透過虛擬實境頭戴式裝置，建立虛擬現實平台來模擬病人的日常活動，
以測量和可視化病人的視力障礙程度。其數據支持虛擬實境模擬檢測可有效測量和監測因眼疾所造成的視力障
礙，為病人的治療提供更多元化的臨床依據以避免惡化，協助醫生制定視力復康方案，並配合適當的治療和援
助工具來改善眼疾患者的視力和生活質素。
如欲了解詳情，請瀏覽網頁：https://smartliving.ictawards.hk。

香港機場管理局 / 香港中文大學，亞洲供應鏈及物流研究所，網際物流研究中心 / 啟悟則憑著「物聯網強化飛
行區的管理」獲得「智慧出行大獎」及「智慧出行（智慧物流）金獎」。 「物聯網強化飛行區的管理」是一個
建基於雲端的服務導向系統。系統透過收集並利用各種機場數據，為香港國際機場提供具描述性和預測性的人
工智能分析，整合並強化實時營運的透明度。使相關操作人員更易了解及管理航班操作，協助機場更有效地管
理飛機。
如欲了解詳情，請瀏覽網頁：https://www.gs1hk.org/SmartMobilityAward

「智慧市民大獎」及「智慧市民（智慧教育及學習）金獎」則由「
『與別不同』遊戲工作室」的智研德育有限公
司奪得。
「『與別不同』遊戲工作室」是推動弱勢社群投身資訊科技行列的培育計劃。透過引入專業遊戲公司的
運作模式，並按著 SEN 年青人的才華與天賦，個別地培訓他們擔任遊戲策劃、資料搜集、宣傳營運、美術設計
及動畫製作等多個工作崗位，技巧地引導他們理解分工合作及團隊精神的重要性以及創作益智教育遊戲及動
畫。
如欲了解詳情，請瀏覽網頁：http://ictaward.hkcss.org.hk。

關於香港資訊科技商會
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於一九八零年成立，是一所非牟利及非政治的商會。發展至今，香港資訊科技商會已是一具
影響力及於業內廣受重視的團體。本會的宗旨是為香港的訊息及通訊科技界業內人士及企業提供合作及溝通的
管道，共同改善營商環境及提高行業整體的服務素質。一直以來，香港資訊科技商會積極推動本地資訊科技行
業的發展，透過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為業內人士提供交流營商心得及擴展聯繫網絡的機會，讓會員們可以得
到較快的資訊發展及商機。在公眾項目方面，商會委員代表業界擔任多個政府委員會和專責小組等之成員，與
各有關的政府部門緊密合作，積極向政府提交業界意見書。有關香港資訊科技商會的詳情，請瀏覽
www.hkitf.org.hk。

關於香港貨品編碼協會
香港貨品編碼協會於1989年由香港總商會成立，是GS1®環球組織的香港分會，也是一間提供標準的非牟利機
構，一直致力研發和推動方便採納的全球標準，讓企業可獨有識別、準確擷取及自動分享產品、位置及資產的
重要信息。GS1總部位於比利時的首都布魯塞爾，擁有超過110個成員組織，遍及全球150個國家。香港貨品編
碼協會透過提供以全球標準為本的一系列平台、解決方案及服務，為不同行業的企業提升效率、安全性、真確
性和可持續性，並推動商業之間的連繫。本會賦予數據一個可信的基礎，讓數據變得準確、可共享、可被搜索
並具備鏈接能力。透過採用及實施全球標準，香港貨品編碼協會與各貿易夥伴、行業機構、政府及資訊科技公
司建立緊密的關係，助他們了解行業需要並作出回應。香港貨品編碼協會目前有近 8,000名企業會員，涵蓋約
20種行業，包括零售消費品、食品及餐飲、醫療護理、成衣、物流及資訊科技。如欲進一步了解香港貨品編碼
協會，請瀏覽https://www.gs1hk.org/。

關於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簡稱「社聯」
）是一個代表非政府社會福利服務機構、具清晰信念與專業能力的聯會組織，
致力推動本港社會福利的發展。社聯與會員機構共同信守社會的公義、公平，推動社會福利界與商界及其他專
業團體的策略伙伴聯繫，共同建立共融及關懷的社會。社聯現時共有超過 470 個機構會員，它們透過其屬下全
港 3,000 多個服務單位，為本港市民提供超過九成的社會福利服務。
有關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詳情，請瀏覽 http://www.hkcs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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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019 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智慧生活獎」得獎名單
類別

獎項

機構名稱/ 得獎者

得獎項目

智慧生活

大獎

艾斯數碼有限公司

以虛擬實境評估視力障礙

智慧醫療

金獎

艾斯數碼有限公司

以虛擬實境評估視力障礙

銀獎

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子宮頸癌篩查管理系統

銅獎

瞳訊醫療國際有限公司

瞳訊糖尿眼智能分析平台

優異證書

智能家居

生活時尚

香港青年協會 / 昇科有限公司

Open 噏－賽馬會青少年情緒健康網上支援
平台

銀獎

創力高科技有限公司

靈活多變的智能樓宇方案

銅獎

電訊盈科企業方案有限公司

Infinitum™ Visum (智能鏡子)

金獎

GRWTH Ltd.

“GRWTH Pay” - 多元化收費及對賬系統

銀獎

無限立方有限公司

eyes3 for Tennis - 人工智能體育數據分析
系統

銅獎

綠芝園投資有限公司

雲端農業參數監測系統

優異證書

守護者科技有限公司

個人隨身物品智能方案

「2019 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智慧出行獎」得獎名單
類別

獎項

機構名稱

得獎項目

智慧出行

大獎

香港機場管理局 / 香港中文大學，亞

物聯網強化飛行區的管理

洲供應鏈及物流研究所，網際物流研究
中心 / 啟悟
智慧物流

金獎

香港機場管理局 / 香港中文大學，亞

物聯網強化飛行區的管理

洲供應鏈及物流研究所，網際物流研究
中心 / 啟悟

智慧交通

智慧旅遊

金獎

威裕環球控股有限公司

StoreFriendly Go – 智能化自存服務

銀獎

溢達企業有限公司

盤古系統

金獎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路政署 / 香港

在道路工程使用智能機器臂系統放置和收

生產力促進局

回交通圓筒和危險警告燈的原型

銀獎

美麗華酒店企業有限公司

Mira Place 流動應用程式 - 「智易泊」

銅獎

天行動力科技有限公司

「共享天輪」車隊管理系統

優異證書

香港天文台

我的航班天氣

優異證書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運輸署

大潭道水壩段智能交通控制系統

金獎

信京電訊有限公司

AIRSIM 無國界上網卡

銀獎

優質旅遊服務協會 / 創奇思有限公司

Q 優點

/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銅獎

潛烏龜有限公司

潛烏龜

優異證書

香港太空館

星夜行

優異證書

Urban Discovery Ltd.

iDiscover App&Map

「2019 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智慧市民獎」得獎名單
類別

獎項

機構名稱

得獎項目

智慧市民

大獎

智研德育有限公司

「與別不同」遊戲工作室

智慧教育及

金獎

智研德育有限公司

「與別不同」遊戲工作室

學習

銅獎

香港通訊科技有限公司

Smart Library

銅獎

香港兒童讀寫學習研究協會 / 磐度科

兒童讀寫障礙識別評估系統

技有限公司
優異證書

創奇思有限公司

銀河編程師

優異證書

Labwork Technology Ltd.

Labwork 遙距實驗室

智慧樂齡

銅獎

原動力科技有限公司

SilverMOVE

智慧共融

銀獎

東華三院

復康 V 力量

優異證書

Collaction Company Ltd.

Collaction

圖片連結：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Wo9y2OznDnZPL0ncjBIUXbsNzVRIDc8u
Photo 1
(左起) 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方保僑先生、香港
貨品編碼協會總裁林潔貽太平紳士及香港社會服務聯
會行政總裁蔡海偉為 2019 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智
慧生活獎」
、「智慧出行獎」及「智慧市民獎」頒獎典
禮致歡迎辭。

Photo 2

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方保僑先生頒發「智慧生
活大獎」予艾斯數碼有限公司，得獎作品為「以虛擬
實境評估視力障礙」。

Photo 3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立法會議員（資訊科技界）莫
乃光議員太平紳士頒發「智慧出行大獎」予香港機場
管理局 / 香港中文大學，亞洲供應鏈及物流研究所，
網際物流研究中心 / 啟悟，得獎作品為「物聯網強化
飛行區的管理」
。

Photo 4

評審委員會主席麥鄧碧儀女士, MH, JP 頒發「智慧市
民大獎」予智研德育有限公司，得獎作品為「與別不
同」遊戲工作室。

Photo 5

一眾嘉賓與 2019 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智慧生活
獎」得獎者大合照。

Photo 6

一眾嘉賓與 2019 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智慧出行
獎」得獎者大合照。

Photo 7

一眾嘉賓與 2019 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智慧市民
獎」得獎者大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