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時發佈】 

 

2018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 

「智慧生活獎」、「智慧市民獎」、「智慧出行獎」 

驅動業界衝破創意及界限 締造各行各業的協同效果 

 

(香港 – 2018年 3月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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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智慧生活獎」、「智慧市民獎」及「智慧出行獎」頒獎典

禮於今天假數碼港舉行。 

 

連續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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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秀的技術和嶄新的發明 有助加強科技應用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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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會長

梁淑儀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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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鼓勵

有助推廣健康、環保、醫療推廣創意有關的網站或產品而設的「智慧醫療」組別外，還有助發展智能技術以達

致智能家居及提高生活質素而設的「智能家居」組別，以及有助提供舒適及高質素生活方式、新穎及創新的學

習模式的「生活時尚」組別。」 

 

為推動弱勢社群參與及促進資訊科技社會發展的權利，「智慧市民大獎」表揚各資訊科技創新項目，以回應老齡

化社會面臨的挑戰，及推動開放數據/大數據的分析及應用，以提高市民生活質素。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行政總裁

蔡海偉表示：「我們感謝各合作夥伴和社區鼎力支持這項饒富意義的活動。眾多的參賽項目所展示的解決方案及

應用都因應巿民不同的需要度身訂造，而且目標明確，令人讚嘆。我們堅信隨著科技的進一步發展，它提升人

類能力的潛質也會增長。我們一方面準備迎接面前各種挑戰，同時亦期待這些發明帶來的無盡發展潛能能一一

展現。」 

 

「智慧出行獎」旨在鼓勵各行業人士開發嶄新智能應用，同建香港智慧城巿，匯聚資訊科技專才，打造創意創

新之都。香港貨品編碼協會總裁林潔貽太平紳士表示：「是次參賽者的創意和商業頭腦對整個社會而言都極具價

值。各個得獎作品均成功應用到實際環境上，使交通、物流和旅遊業界更容易了解智能商業解決方案的價值，

藉此鼓勵業界更廣泛部署智能科技，從而建立科技界與商界之間的互惠關係，構築以科技推動商業發展的可持

續生態。」 

 

 

 



 
「智慧生活獎」、「智慧市民獎」及「智慧出行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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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市民獎 智慧出行獎 

 智慧醫療  智慧共融  智慧交通 

 智能家居  智慧樂齡  智慧物流 

 生活時尚  市民數據應用  智慧旅遊 

 

榮獲「智慧生活大獎」及「智慧生活大獎（智慧醫療）金獎」的倍靈科技有限公司，其得獎項目「倍靈指環」

是醫療級的可穿戴平台，運用資訊科技於生物感測、生理信號處理和深度學習算法，方便在家篩查潛在的睡眠

窒息症（OSA），並提供白天活動與睡眠健康的關係如精神壓力。結合專利保護的創新指環及光學設計，輕巧的

倍靈指環能帶來無干擾及舒適的睡眠監測。倍靈指環記錄準確及高靈敏度的睡眠數據，經網絡上載至倍靈的雲

端人工智能平台去確認呼吸障礙事件。所有生理數據、分析及報告，可供診所、體檢中心、呼吸儀器供應商及

長者中心的授權人仕查閱。如欲了解詳情，請瀏覽網頁：http://www.hkitf.org.hk/awards/smartliving。 

 

「智慧市民大獎」及「智慧市民（智慧樂齡）金獎」則由「eCare
®
 - 無線安老服務系統」的香港明愛資訊科技

創建中心 / 香港明愛安老服務一舉奪得。eCare®無線安老管理系統是一套以 ASP模式運作的網上系統，現已

為香港超過 100間安老院提供服務。它旨在減少前線護理人員的行政工作量，並提高數據的準確性，減少人為

錯誤，從而提供更多時間讓護理人員專注於護理院友的工作。eCare®能有效協助日常操作，讓數據集中管理，

統計和分析。它包含評估工具（MDS-HC標準）、個人護理計劃（ICP）、報告、統計數據、管理藥物及藥紙等。

系統提供開放接口與社區藥房、CRMs、會計系統等外部系統連接。系統亦可連接無線流動醫療設備，以實現

院舍及未來家居安老的移動護理管理。如欲了解詳情，請瀏覽網頁：http://ictaward.hkcss.org.hk。 

 

威裕環球控股有限公司憑著「香港大昌華嘉智能自動倉庫方案」獲得「智慧出行大獎」及「智慧出行（智慧物

流）金獎」。 威裕環球集團為香港大昌華嘉(DKSH HK) 設立自動化智能倉庫設施。該方案提供自動化的綜合物

流配送倉庫，是一項新突破。它結合了五米高的多功能輪盤存儲系統、智能移動機械人技術、電子標籤揀選以

及高速輸送系統，實現貨到人的訂單處理方式。方案針對處理DKSH HK面對的多項挑戰，包括人手供應緊張、

營運成本上升以及監管機構要求日益嚴格等。如欲了解詳情，請瀏覽網頁：

https://www.gs1hk.org/SmartMobility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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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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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了解更多有關香港資訊科技商會的詳情，請瀏

覽 www.hkitf.org.hk 。 

http://www.hkitf.org.hk/awards/smartliving
http://ictaward.hkcss.org.hk/
https://www.gs1hk.org/SmartMobilityAward
http://www.hkitf.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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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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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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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編碼協會憑藉全球供應鏈標準和以標準為本的解決方案及服務，為跨越多個行業的本地企業提升供應鏈的效

率、安全性和透明度，並推動商業之間的連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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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 7,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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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欲了解更多有關香港貨品編碼協會的資料，請瀏覽 https://www.gs1hk.org/ 。 

 

新聞界如有垂詢，敬請聯絡「2018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公關代表 AQ Communications Ltd.: 

Vicky Lau    電話：(852) 3421 2583/ 6406 3558      電郵：vlau@aqcomm.com 

Camellia Wong   電話：(852) 3105 2037/ 6190 3341  電郵：cwong@aqcomm.com 

 

  

http://www.hkcss.org.hk/
https://www.gs1hk.org/


 
附錄 

「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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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倍靈科技有限公司 倍靈指環 

智慧醫療 金獎 倍靈科技有限公司 倍靈指環 

銀獎 視見醫療科技有限公司 肺部 CT圖像人工智能輔助診斷軟件 

銅獎 香港復康會 /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康程式 

智能家居 金獎 金寶通有限公司 智能溫控系統 

銀獎 鷹眼系統有限公司 滑坡監測系統 

優異證書 嶺勤科技有限公司 識講廣東話的智能語音控制系統 

生活時尚 金獎 富成人工智能有限公司 4 Little Trees - 人工智能學習應用程式 

銀獎 Avatech Innovation Limited AR智能學習沙盤 

銅獎 天傳科技有限公司 全透明顯示天線 

優異證書 突維科技有限公司 GOXD Memto
TM
智能相框 ”     

優異證書 社職有限公司 社職 

 

「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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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明愛資訊科技創建中心 / 香港明

愛安老服務  

eCare®  -   無線安老服務系統 

智慧共融 金獎 

The Brightly Project Ltd. 

「Know My Students」校園防止自殺應用

程式 —— 使用聊天機器人來評估壓力、抑

鬱徵狀和精神健康以及分析數字行為，來辨

識具自殺風險的學生。 

銀獎 香港中文大學何鴻燊海量數據決策分

析研究中心 / 香港中文大學系統工程

與工程管理學系人機通訊實驗室 

電子溝通書： 一種語音障礙用戶的輔助技

術 

銅獎 Playto (Hong Kong) Ltd. GlowMaster 

優異證書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 妙手可言 

優異證書 劉肇豐 Wheelman 

智慧樂齡 金獎 香港明愛資訊科技創建中心 / 香港明

愛安老服務  

eCare®  -   無線安老服務系統 

銀獎 香港藥學服務基金有限公司 / 竹林明

堂護理安老院 / 資訊系統顧問有限公

司 

配安心藥物管理系統組合 

銅獎 傳耆有限公司 傳耆 



 

優異證書 科能三維技術(醫療)有限公司 骨科植入物的金屬生物打印 

優異證書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e72傲齡動力」資訊網及 e72一拍「職」

合流動應用程式 

市民數據應

用 

銀獎 走著瞧股份有限公司 HKJunkCall 

銅獎 香港中文大學 點藍天空 

 

 

「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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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裕環球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大昌華嘉智能自動倉庫方案 

智慧交通 金獎 機場管理局 / 八達網有限公司 / 創奇

思有限公司 

「我的航班」手機應用程式 

銀獎 綠色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4S智能駕駛安全方案 

銅獎 的神的士有限公司 的神的士手機應用程式 

優異證書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鐵路 2.0 - 乘客新體驗 

智慧物流 金獎 威裕環球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大昌華嘉智能自動倉庫方案 

銀獎 機場管理局 / 易新科技有限公司 內置無線射頻辨別技術智能機械臂的行李

確認程序處理系統 

銅獎 HK Pick-up Ltd. Pickupp 

智慧旅遊 金獎 Pokeguide Ltd. Pokeguide 

金獎 TravelFlan by freeD Group Limited TravelFlan人工智能旅遊助理 

銅獎 MotherApp Ltd. PowerArena - 智慧人流管理及分析系統 

優異證書 開飯喇有限公司 《開飯喇》 

優異證書 海港城置業有限公司 / 隨賞科技有限

公司 

海港城導航流動應用程式 

 

  



 
圖片連結：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rA_-8R8lN3EZZnc3HiK3xb1dB8rCq1Nx  

 

Photo 1 

 

(左起) 香港貨品編碼協會總裁林潔貽太平紳士、香港

社會服務聯會行政總裁蔡海偉及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會

長梁淑儀為 2018 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智慧生活

獎」、「智慧市民獎」及「智慧出行獎」頒獎典禮致歡

迎辭。 

Photo 2 

 

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會長梁淑儀頒發「智慧生活大獎」

予倍靈科技有限公司，得獎作品為倍靈指環。  

Photo 3 

 

評審委員會主席麥鄧碧儀女士, MH, JP頒發「智慧市

民大獎」予香港明愛資訊科技創建中心 / 香港明愛安

老服務，得獎作品為 eCare®  - 無線安老服務系統。 

Photo 4 

 

立法會(資訊科技界)議員莫乃光太平紳士頒發「智慧

出行大獎」予威裕環球控股有限公司，得獎作品為香

港大昌華嘉智能自動倉庫方案。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rA_-8R8lN3EZZnc3HiK3xb1dB8rCq1Nx


 
Photo 5 

 

一眾嘉賓與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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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智慧市民

獎」得獎者大合照。 

Photo 7 

 

一眾嘉賓與 2018 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智慧出行

獎」得獎者大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