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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港社群破紀錄囊括「2020 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23 個獎項
香港，2020 年 12 月 4 日 – 作為香港數碼科技旗艦，數碼港致力培育初創及推動創新科技
發展的成果再次得到業界肯定。數碼港 21 間社群初創於「2020 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破
紀錄囊括 23 個獎項，橫跨八個獎項組別，獲獎初創來自數碼港三大應用範疇 ── 數碼娛樂、
智慧生活及金融科技，當中遊戲開發商 3 MindWave 及無障礙室內導航平台蜂圖科技
(Maphive Technology)更分別勇奪「數碼娛樂大獎」及「智慧出行大獎」。
數碼娛樂是數碼港三大科技應用範疇之一，今年在「2020 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表現突
出，合共六間相關初創獲獎。從事跨領域遊戲開發的 3 MindWave 憑藉其出色的遊戲設計
勇奪「數碼娛樂大獎」及「數碼娛樂（娛樂及電子競技軟件）獎」金獎。3 MindWave 是全
港少數能成功開發全球流行的街機遊戲開發商，其研發的全地形摩托車模擬競速遊戲 ATV
Slam 風靡全球。此外，數碼港四間從事遊戲開發的初創，包括 XR Dom、元細胞遊戲、原
作工作室及 Simplist 分別取得「數碼娛樂（娛樂及電子競技軟件）獎」銀獎、銅獎及兩個優
異證書，創作 3D 動畫的 Nikopicto 亦獲頒「數碼娛樂（電腦動畫及視覺特效）獎」銅獎。
在智慧生活方面，蜂圖科技憑藉「蜂圖無障礙室內導航平台」獲得「智慧出行大獎」及「智
慧出行（智慧旅遊）獎」金獎。該平台是一個創新的室內導航平台，配合 WiFi 指紋、傳感
器融合技術及人工智能技術，能有效地將室內空間數碼化，並提供地圖、定位和 360 度實景
功能。平台為用戶提供實時室內導航，提升出行體驗及支援無障礙出行。另外，提供電動車
充電站的 oneCHARGE 獲頒「智慧出行(智慧交通)獎」銀獎、開發復康機械手的 Zunosaki
奪得「智慧生活(智慧醫療)獎」銀獎，設計電子醫療記錄平台的 Acesobee 取得「智慧市民
(智慧樂齡)獎」優異證書。
數碼港的金融科技生態圈發展蓬勃，並為全港最大金融科技社群，於「金融科技獎」類別亦
獲佳績。在「金融科技（新興解決方案）獎」上，開發機械人投資顧問的 AQUMON 獲頒金
獎、研發智能記帳應用程式的 gini 獲頒銀獎，推出投資虛擬助手的 iDDY 獲頒優異證書。同
時，專注數據分析的 Wizpresso 奪得「金融科技（監管科技及風險管理）獎」銀獎，從事
虛擬保險的 OneDegree 則奪得「金融科技（銀行業務、保險及資本市場）獎」銀獎。此
外，六家數碼港社群企業，則取得三個銀獎、一個銅獎及兩個優異證書，成績令人鼓舞。
(全數獲獎公司名單，請參閱附件)

數碼港公眾使命總監陳思源表示：「數碼港初創社群今年破紀錄於『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
獎』獲得多項殊榮，成果令人鼓舞。我們樂見初創在數碼港的三大科技應用範疇包括數碼娛
樂、智慧生活及金融科技上大放異彩。數碼港會繼續積極培育數碼科技人才及扶植初創，建
構一個更成熟的創科生態圈，為他們提供完善的創業支援。我們希望這份業界認可，能鼓勵
初創進一步開拓不同市場並推動本港創科行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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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由香港業
界組織及專業團體主辦，共設八個獎項類別，以表揚努力追求創新的科技企業和鼓勵企業採
納數碼創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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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按此處下載高像素新聞圖片。

數碼港公眾使命總監陳思源表示數碼港初創社群今年破紀錄於『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
獲得多項殊榮，成果令人鼓舞。數碼港樂見初創在數碼港的三大科技應用範疇，即數碼娛
樂、智慧生活及金融科技上大放異彩。

從事跨領域遊戲開發的 3 MindWave 憑藉其出色的遊戲設計勇奪「數碼娛樂大獎」及

「數碼娛樂（娛樂及電子競技軟件）獎」金獎。圖為 3 MindWave 財務總監周芝伊
（左）從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恒（右）手中接過獎項。

蜂圖科技憑藉「蜂圖無障礙室內導航平台」獲得「智慧出行大獎」及「智慧出行（智慧旅
遊）獎」金獎。圖為蜂圖科技創辦人及行政總裁陳尊裕（左）從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恒
（右）手中接過獎項。

附件一：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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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獎初創公司

得獎項目

獎項

全地形摩托車模擬競

「數碼娛樂大獎」;

獲獎類別：「數碼娛樂獎」
1

3 MindWave Ltd.
https://www.3mindwave.com

速遊戲 ATV Slam

「數碼娛樂（娛樂及電子競
技軟件）獎」金獎

2

XR 遊戲《越凶逃

「數碼娛樂（娛樂及電子競

脫》

技軟件）獎」銀獎

元細胞遊戲有限公司

手機遊戲《魔法燒

「數碼娛樂（娛樂及電子競

Element Cell Game Ltd.

九》

技軟件）獎」銅獎

XR Dom Ltd.
http://xrdom.com

3

https://www.facebook.com
/magicburns9times/

4

原作工作室有限公司

手機遊戲《元氣動物

「數碼娛樂（娛樂及電子競

Original Workshop Company Ltd.

村》

技軟件）獎」優異證書

弘騰智庫有限公司

手機遊戲《魔石傳

「數碼娛樂（娛樂及電子競

Simplist Ltd.

說》

技軟件）獎」優異證書

尼卡思文化有限公司

10 分鐘動畫《烏

「數碼娛樂（電腦動畫及視

Nikopicto Ltd.

恩》

覺特效）獎」銅獎

機械人投資顧問

「金融科技（新興解決方

http://origworkshop.com/
5

http://www.simplistgames.com
6

https://nikopicto.com/
獲獎類別：「金融科技獎」
7

AQUMON 弘量研究有限公司

AQUMON (Magnum Research Ltd.) AQUMON

案）獎」金獎

https://www.aqumon.com/
8

gini

gini 數據富集

案）獎」銀獎

http://www.gini.co
9

愛投金融科技有限公司

「金融科技（新興解決方

智能投資平台 iDDY

iDDY Financial Technologies Ltd.

「金融科技（新興解決方
案）獎」優異證書

https://iddy.ai
10

11

OneDegree Global Ltd.

虛擬保險科技公司

「金融科技（銀行業務、保

https://www.onedegree.hk/

OneDegree Global

險及資本市場）獎」銀獎

濃說

分析平台 Wizpresso 「金融科技（監管科技及風

Wizpresso

Search

https://wizpresso.com/
獲獎類別：「智慧出行獎」

險管理）獎」銀獎

12

蜂圖科技有限公司

蜂圖無障礙室內導航

Maphive Technology Ltd.

平台

www.mapxus.com
13

「智慧出行大獎」;
「智慧出行（智慧旅遊）
獎」金獎

即充能源有限公司

oneCHARGE 三相

「智慧出行(智慧交通)獎」

oneCHARGE Solutions Ltd.

21 千瓦交流式快速

銀獎

www.onechar.ge

電動車充電方案

獲獎類別：「智慧生活獎」
14

頂尖頭腦有限公司

HandyRehab 復康

「智慧生活(智慧醫療)獎」

Zunosaki Ltd.

機械手

銀獎

艾草蜂有限公司

「西貢行山探訪隊」

「智慧市民(智慧樂齡)獎」

Acesobee Ltd.

應用程式

優異證書

配送機械人

「資訊科技初創企業(硬件

www.handyrehab.com
獲獎類別：「智慧市民獎」
15

www.acesobee.com
獲獎類別：「資訊科技初創企業」
16

Rice Robotics Ltd.
www.ricerobotics.com

17

與設備)獎」銀獎

卓維支付有限公司

Jarvix 智能商業及支

「資訊科技初創企業(軟件

Jarvix Pay Ltd.

付平台

及應用服務)獎」銅獎

TradeMonday Ltd.

零售業商務方案

「商業方案(大數據及開放

http://trademonday.com/

TradeMonday

數據應用)獎」銀獎

庫瓦有限公司

庫瓦樓宇建築操作系

「商業方案(商業及公營機

https://www.aigniter.com
獲獎類別：「商業方案獎」
18

19

Negawatt Utility Ltd.

統

構)獎」優異證書

無極科技大中華有限公司

智能營銷平台

「商業方案(中小企業)獎」

Zero to One Greater China Ltd

GrowthSpot

優異證書

香港大學-文翠欣/陸穎燊/林晃培/蘇

ZOOMIN - 綠色消

「學生創新(大專及本科)

凱盈

費遊戲程式

獎」銀獎

http://negawatt.co/
20

www.growthspot.io
獲獎類別：「學生創新獎」
21

傳媒查詢，請聯絡︰
數碼港企業傳訊組

圓通財經公關

莊菀婷

鄭宇晴

電話︰ （852） 3166 3867

電話︰ （852）3428 5691

電郵︰sandrachong@cyberport.hk

電郵︰scheng@yuantung.com.hk

關於數碼港
數碼港為一個創新數碼社群，匯聚約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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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港的願景是成為數碼科技樞紐，為香港締造
嶄新經濟動力。數碼港透過培育科技人才、鼓勵年輕人創業、扶植初創企業，致力創造蓬勃
的創科生態圈；藉著與本地及國際策略夥伴合作，促進科技產業發展；同時加快公私營機構
採用數碼科技，推動新經濟與傳統經濟融合。
詳情請瀏覽 www.cyberport.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