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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即時發布 

 

 數碼港科創企業於「2018 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勇奪 15 項大獎 

全力培育數碼科技人才   推動新經濟發展 
 

(香港 - 2018 年 4 月 6 日) 數碼港欣然宣布，13 間來自數碼港社群之初創公司及科技企業於

「2018 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中，分別於七個獎項類別成功脫穎而出，共贏取 15 個獎

項，不但囊括「智慧出行獎」 (智慧旅遊)、「智慧生活獎」(生活時尚) 、「智慧市民獎」

(智慧共融) 和學生創新(大專或以上) 四個金獎及「學生創新大獎」，亦於其他類別取得五

個銀獎、兩個銅獎及三個優異證書，成績令人鼓舞，亦肯定了數碼港在推動數碼創新及培

育人才方面的努力。 
 

培育新一代創業家  與社會大眾共享新經濟機遇 

「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為業界年度盛事，由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策動，今年已經

是第十二屆，共設八個獎項類別，以表揚努力追求創新的科技企業和創業家。數碼港一直

積極支援初創科企，透過數碼科技，培育新一代中小企及創業家，推動智慧城巿發展，並

為香港經濟注入新動力。 

 

數碼港行政總裁任景信先生表示：「我們非常高興多間數碼港初創公司和科技企業在是次

創科界盛事中齊創佳績！這份榮譽不但是對各位得獎者的創意和成就的莫大肯定，亦足證

數碼港在支援數碼科技企業及培育人才等相關方面的努力。作為香港數碼科技發展的重要

推動者，數碼港將繼續透過全面的創業培育計劃及增值服務，於業務發展、技術支援、人

才培訓等各方面全力支持數碼科技企業。我們期望，藉著數碼創新推動智慧城市的科技應

用，既為充滿創意的年青人提供創業機會，亦為市民提升生活素質，並滿足企業數碼轉型

的需要，與社會大眾一同把握新經濟發展帶來的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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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大熱   創新創業巾幗不讓鬚眉  
 

眾多得獎項目均與大眾生活和商業應用息息相關，透過人工智能、大數據、金融科技等熱

門數碼創新技術突圍而出。以其中三個榮獲金獎的應用程式為例，均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數

據分析，優化用家在學習、情緒預測及旅遊消閒時的體驗。 
 

其中榮獲「智慧生活獎」(生活時尚)金獎的富成人工智能有限公司 (Find Solution AI)及「智

慧市民獎」(智慧共融) 金獎的 The Brightly Project Ltd. 的創辦人皆為女性，展現創新創業

巾幗不讓鬚眉的氣度。前者為數碼港培育計劃的成員，創辦人林苑莉女士為雙職母親，從

照顧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兒子及從事教育工作的經驗中獲得靈感，研發了智能學習應用程式

「4 Little Trees」，以人工智能技術追蹤孩子學習時的表情和眼球活動，透過實時數據分

析，讓老師和家長易於掌握孩子的學習進度和需要，不但大大提升教學效果，亦有效減輕

老師的工作量。 
 

至於獲「智慧市民獎」(智慧共融) 金獎的 Brightly Project Ltd.亦為數碼港培育計劃的成員。

創辦人趙千媄小姐同樣從自身曾受抑鬱困擾的經歷中獲得啓發，與團隊共同研發「Know 

My Students」校園防止自殺應用程式，利用人工智能科技評估學生的壓力、抑鬱徵狀和

精神健康，並以實時數據分析其行為，以辨識有自殺傾向的學生，及早提供適當的支援。

趙小姐亦曾於 2016 年獲福布斯﹙亞洲﹚選為「30 under 30」計劃中的出色社會企業家。 
 

年青一代創意無限 數碼創新推動智慧生活 
 

第三位榮獲金獎的 TravelFlan by freeD Group Ltd. 於公司不同發展階段均獲數碼港支持，

包括數碼港創意微型基金及投資創業基金的資助。公司憑藉其「TravelFlan 問問旅友」人工

智能旅遊助理，於「智慧出行獎」(智慧旅遊) 類別中脫穎而出。應用程式由 4 名 80 後年

青人開發，結合即時通訊工具、人工智能和大數據技術，以 Chatbot (聊天機械人) 為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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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實時旅遊諮詢服務，如行程規劃、翻譯、處理旅途中突發事情等，為用戶帶來嶄新旅

遊體驗。 

 

至於同時勇奪學生創新(大專或以上)金獎及「學生創新大獎」的項目「UMix Music App」，

則由兩位香港科技大學的學生研發。透過此應用程式，用家可以將聲音旋律轉化成鋼琴、

小提琴、重音樂等不同音效的樂曲。即使用家不諳音樂，也可以隨時隨地變身作曲家創作

音樂，發揮創意，享受音樂的樂趣。 

 

其他獲獎的數碼港初創公司及科技企業在金融科技 (新興解決方案及金融科技安全)/ (銀行

業務、保險及資本市場)、商業方案、資訊科技初創企業、智慧出行(智慧物流)等多個類別

均表現優秀，獲頒銀獎、銅獎及優異證書。相關獲獎公司名單及簡介，請參閱附件。   

 
 

 
13 間數碼港初創公司及科技企業於「2018 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中勇奪 15 項大獎，包

括四金、五銀、兩銅、三個優異證書及「學生創新大獎」，成績令人鼓舞。圖為獲獎公司

與數碼港團隊及社群內一眾科技公司聚首頒獎晚宴，共慶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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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港行政總裁任景信先生（左一）與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先生（右二）恭賀數碼港

金融科技公司 APrivacy Ltd. 獲獎，其得獎項目為金融企業提供數據安全服務，保護儲存於

不同裝置、電郵、以至短訊及雲端上的機密資料，為用戶帶來安全而無縫的體驗。  
 

 

 
榮獲「智慧生活獎」(生活時尚) 金獎的富成人工智能有限公司創辦人林苑莉女士（右二）

從自身經驗中獲得靈感，研發了智能學習應用程式「4 Little Trees」，照顧孩子學習需要，

提升教學效果。圖為數碼港公眾使命總監湛家揚博士（右一）恭賀林女士及其團隊獲取佳

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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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rightly Project Ltd 創辦人趙千媄小姐（左）憑藉「Know My Students」校園防止自殺

應用程式獲頒「智慧市民獎」 (智慧共融) 金獎。此程式能辨識有自殺傾向的學生，為他

們及早提供適當支援。 
  
 

 
榮獲「智慧出行」(智慧旅遊) 金獎的 TravelFlan by freeD Group Ltd. ，憑藉其「TravelFlan

問問旅友」人工智能旅遊助理，結合即時通訊工具、人工智能和大數據技術，以 Chatbot

為客戶提供實時旅遊諮詢服務，為用戶帶來嶄新旅遊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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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技大學學生區竣銘（左）和黎子健（右）研發的項目「UMix Music App」，同時勇奪學生

創新(大專或以上)金獎及「學生創新大獎」。透過此應用程式，用家可以將聲音旋律轉化成鋼琴、

小提琴、重音樂等不同音效的樂曲，隨時隨地變身作曲家創作音樂，發揮創意。 

 
 
 

- 完 – 
 
 
 

關於數碼港 

數碼港為一個創新數碼社群，匯聚超過 1,000 間初創企業和科技公司，由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全資擁有的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管理。數碼港的願景是扶助初創企業，推動數碼

科技發展，為香港締造嶄新的經濟動力。數碼港一直竭力培育青年和創業家、扶植初創企

業；透過連繫策略夥伴及投資者，促進協作、創造機會；同時加快企業和中小企應用數碼

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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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港集中發展四個數碼科技的範疇，包括金融科技、大數據/人工智能、電子商貿、物

聯網/可穿戴科技，以推動香港的智慧城市發展。數碼港擁有專業團隊竭盡所能提供全面

增值服務，配合頂尖科技設施，致力成為香港數碼科技業的旗艦。 
 

詳情請瀏覽 www.cyberport.hk 
 

傳媒查詢，請聯絡： 
Joey Chan 

電話：(852) 3166 3613  

電郵：joeychan@cyberport.hk 
 

Tiffany Lau 

電話：(852) 3166 3905 

電郵：tiffanylau@cyberport.hk 

http://www.cyberpor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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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18 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 

數碼港初創公司及科技企業獲獎名單 

 獲獎單位 得獎項目 得獎項目/公司簡介 
 

獎項 

1.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區竣銘 / 黎子健) 
http://umix.hk/tc 

UMix Music App 
 

此應用程式讓用家將聲音旋律轉化成鋼琴、小提

琴、重音樂等不同音效的樂曲。即使用家不諳音

樂，也可以隨時隨地變身作曲家創作音樂，享受音

樂的樂趣。 
 

• 學生創新大獎 

• 學生創新(大專或以上)

獎 – 金獎 

2.  富成人工智能有限公司 
https://www.findsolutionai.com/ 

4 Little Trees  

人工智能學習應用

程式 

4 Little Trees 應用程式以人工智能技術追蹤孩子學

習時的表情和眼球活動，透過實時數據分析，讓老

師和家長易於掌握孩子的學習進度和需要，除了大

大提升教學效果，亦有效減輕老師的工作量。 
 

智慧生活(生活時尚)獎 – 金獎 

3.  The Brightly Project Ltd. 
https://www.thebrightlyproject.com/ 
 

Know My Students Know My Students透過人工智能技術評估及分析學

生精神健康，辨識具自殺傾向的學生，讓他們能及

早得到適當的支援。 

智慧市民(智慧共融)獎 – 金獎 

http://umix.hk/tc
https://www.findsolutionai.com/
https://www.thebrightlyprojec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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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獎單位 得獎項目 得獎項目/公司簡介 
 

獎項 

4.  TravelFlan by freeD Group Ltd. 
www.travelflan.com 

TravelFlan人工智

能旅遊助理 

TravelFlan透過人工智能技術，以聊天機器人為用

戶解答在旅途中的各種疑問，輕鬆享受旅途的風

光。 
 

智慧出行(智慧旅遊)獎 – 金獎 

5.  APrivacy Ltd. 
http://aprivacy.com/ 
 

APrivacy Secure 
Messaging 

APrivacy為企業提供數碼保安的解決方案，其多渠

道無縫數碼安全技術，為金融服務行業帶來更全面

和完善的體驗。 
 

金融科技 (新興解決方案及金

融科技安全) 獎 – 銀獎 

6.  磐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cn.privemanagers.com/ 

Privé Managers Prive的金融科技平台具整合投資顧問意見及管理

財富的多重功能，透過人工智能技術作財富管理，

節省時間及資源，輕鬆整合理財投資的需要。 

金融科技（銀行業務，保險及

資本市場）獎 – 銀獎 

7.  環球法規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https://icw.io/ 

環球檢測認證平台 公司透過其 B2B平台，整合申領專業檢測認證的資

源, 確保生產商及其產品符合規格，有助企業節省營

運成本及時間，提升效率，並增加客戶對公司品質

的信心。 

商業方案(商業及公營機構)

獎 – 銀獎 

http://www.travelflan.com/
http://aprivacy.com/
http://cn.privemanagers.com/
https://icw.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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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獎單位 得獎項目 得獎項目/公司簡介 
 

獎項 

8.  Wee Creation Company Ltd. /  
Recipio Ltd. 
http://www.OpenVR.shop 

AutoPoints for 
Mobile.Cards 

AutoPoints for Mobile.Cards是專為餐飲零售業而設

的電子化會員系統，掌握顧客的消費數據，分析顧

客喜好，從而管理營銷策略，增加生意。 

商業方案(中小企業)獎 – 銀獎 

9.  Avatech Innovation Ltd. 
http://avatech.hk/ 

AR智能學習沙盤 作為教育科技公司，Avatech把 AR、VR技術融合

至教育，利用創新數碼科技改革傳統教學模式，推

廣愉快學習。 

• 智慧生活 (生活時尚) 銀獎 

• 資訊科技初創企業（軟件

及應用服務）優異證書 

10.  Playto (Hong Kong) Ltd. 
https://playto.org/ 

GlowMaster Playto透過腦電波技術訓練學童專注力，寓遊戲於

學習，幫助專注力不足及過度活躍症患者，提升學

習能力。 

智慧市民(智慧共融)獎 – 銅獎 

11.  HK Pick-up Ltd. 
https://hk.pickupp.io/ 

Pickupp Pickupp透過其包裹追蹤和評級系統，提供短時間

内點對點發送物品服務，讓用家簡單、輕鬆安排運

送貨品事宜。 

智慧出行(智慧物流)獎 – 銅獎 

12.  10Life Group Ltd. 
https://10life.com/ 

10Life保險解碼器 10Life的保險科技平台比較並深入剖析香港市場上

不同保險產品及條款，讓用戶在零壓力的情況下，

獲取專業的保險資訊。 

金融科技（銀行業務，保險及

資本市場）獎 – 優異證書 

http://www.openvr.shop/
http://avatech.hk/
https://playto.org/
https://hk.pickupp.io/
https://10lif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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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獎單位 得獎項目 得獎項目/公司簡介 
 

獎項 

13.  恒運財富有限公司 
https://www.hedgespa.com/ 

恒運財富核心投資

平台 

Hedge SPA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數據技術，整合經濟

數據和分析，為對沖基金提供預測，協助用戶實現

卓越的投資回報。 

金融科技（銀行業務，保險及

資本市場）獎 – 優異證書 

 

 

https://www.hedgesp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