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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即時發布 

數碼港社群囊括「2022 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31 個獎項 

香港，2022 年 11 月 16 日 – 數碼港社群初創於「2022 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再奪佳績，

27 間社群初創榮獲 31 個獎項，包括三個大獎及九個金獎，橫跨七個獎項組別，當中研發嶄

新介質傳導聲音系統的複耳科技（Dai3mimi Health-Tech）、專注城市農業科技的水耕細作

（Farmacy HK）以及發展互動模擬飛行培訓的 AerospaceTS，分別勇奪「智慧生活大獎」、

「資訊科技初創企業大獎」及「數碼娛樂大獎」。 

數碼港首席公眾使命官陳思源表示︰「數碼港社群初創於這個業界矚目的年度獎項表現卓

越，囊括 31 個獎項，包括三個大獎及九個金獎，可見數碼港社群的創新力量備受業界肯

定。數碼港作為香港的數碼科技旗艦及創業培育基地，樂見初創在金融科技、智慧生活和數

碼娛樂等應用範疇不斷推陳出新，提供具市場價值及社會影響力的解決方案，成為推動社會

數碼轉型的重要動力。數碼港將繼續著力培育創新人才，扶植數碼科技初創，營建有利的創

業生態系統，助力國家及香港的創科發展。」 

數碼港作為金融科技大本營，匯聚香港最大的金融科技集群。社群初創於「金融科技獎」組

別榮獲六個獎項，包括一個金獎、兩個銀獎及一個銅獎。PaySmart Capital 創立「Liquid 企業

可驗證數碼憑證」，在 LIQUID 區塊鏈架構下向全球企業提供真實可靠的業務證明，從而大

幅優化開户流程，以及提升商業貸款申請和年度信用審查的效率，榮獲「金融科技（監管科

技及風險管理）」金獎。此外，億有限公司（YAS Digital）憑微保險 YAS Microinsurance 獲頒

「金融科技（銀行業務、保險及資本市場）」銀獎；建立電子禮券兌換平台的 MOJODOMO 

獲頒「金融科技（新興解決方案）」銀獎。 

數碼港社群雲集超過 750 間專注研發智慧生活及智慧城市相關的企業，於「智慧生活獎」、

「智慧出行獎」、「智慧市民獎」、「商業方案獎」組別中表現突出，勇奪 14 個獎項，包

括一個大獎、四個金獎、三個銀獎及兩個銅獎。複耳科技以專利技術產品「複耳」勇奪「智

慧生活大獎」及「智慧生活（智慧醫療）」金獎，產品採用專利的節奏振動結構音模塊，幫

助長者恢復聽力，亦緩解長者耳鳴、抑鬱和癡呆等症狀。蜂圖科技 （Maphive Technology）

科技則有助加強三維室內地圖的創建過程和展示能力，配合地政總署的三維行人道路網，市

民可以享受室內外無縫的尋路導航體驗，以支援更廣泛的智慧出行應用，榮獲「智慧出行



   
 

2 

 

（智慧旅遊）」金獎。愛特蕾集團（Trefle & Co.）藉智能工業培訓系統結合領先的 VR 技術，

讓用戶通過沉浸式體驗掌握各種專業培訓内容，勇奪「智慧市民（智慧教育及學習）」金獎。

而 Bistrochat Software 則開發綜合不同訂座渠道的一站式訂座餐桌管理系統，榮獲「智慧生

活（生活時尚）」金獎。客路旅遊科技（Klook）及 Timable 在「智慧出行」組別中獲得銀獎。

數碼港初創亦在「商業方案獎」組別中，奪得一個銀獎及一個銅獎。 

數碼港亦於數碼娛樂界別擔任重要推手，積極推動產業發展。社群初創在「數碼娛樂獎」組

別奪得六個獎項，包括一個大獎、兩個金獎及一個銀獎。AerospaceTS 成功研發「1:1 輕觸式

互動民航機飛行模擬器」，提供模擬飛行培訓和娛樂體驗，並已得到空中巴士的官方許可，

榮獲「數碼娛樂大獎」及「數碼娛樂（互動設計)金獎」。從事製作精品商業遊戲的感受遊

戲（Feeling Game Company），以遊戲《英雄而已》勇奪「數碼娛樂（娛樂及電子競技軟

件）」金獎。另外，愛特蕾集團獲得「數碼娛樂（娛樂及電子競技軟件）」銀獎。 

數碼港社群初創於「資訊科技初創企業獎」組別亦獲頒五個獎項，包括一個大獎、兩個金獎

及一個銀獎。水耕細作透過採用雲端技術及大數據學習，推出全環控智能操作的「室內智能

移動農場」生產水耕蔬菜，有助減少碳排放，幫助企業達成 ESG 目標，勇奪「資訊科技初創

企業大獎」及「資訊科技初創企業（社會貢獻）」金獎。Travis Group 憑藉「SleekFlow」全

管道社交商務軟件，協助企業於同一平台上處理不同渠道的顧客查詢，及進行產品推廣，為

企業帶來更有系統性的分析，奪得「資訊科技初創企業（軟件及應用程式）」金獎。斐歷醫

藥科技（FILIX MEDTECH）以中藥產品溯源及驗證平台贏得「資訊科技初創企業（社會貢

獻）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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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表揚及推廣資訊及通訊科技發明和應用，鼓勵業界謀求更具創

意方案，滿足企業的營運需要，造福社會。數碼港社群初創的全數獲獎名單，請參閱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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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按此處下載高像素新聞圖片。 

 

數碼港社群初創於「2022 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再奪佳績，27 間社群初創榮獲

31 個獎項，包括三個大獎及九個金獎。 

 

複耳科技（Dai3mimi Health-Tech）以專利技術產品「複耳」勇奪「智慧生活大獎」

及「智慧生活（智慧醫療）」金獎，產品採用專利的節奏振動結構音模塊，幫助長

者恢復聽力，亦緩解長者耳鳴、抑鬱和癡呆等症狀。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D_OaLgld9Awr1UzSk9Ss9CVBe5y1Z05B?usp=share_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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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耕細作（Farmacy HK）推出全環控智能操作的「室內智能移動農場」生產水耕蔬

菜，有助減少碳排放，幫助企業達成 ESG 目標，勇奪「資訊科技初創企業大獎」及

「資訊科技初創企業（社會貢獻）」金獎。 

 

AerospaceTS 成功研發「1:1 輕觸式互動民航機飛行模擬器」，提供模擬飛行培訓和

娛樂體驗，並已得到空中巴士的官方許可，榮獲「數碼娛樂大獎」及「數碼娛樂

（互動設計)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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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港首席公眾使命官陳思源樂見數碼港社群的創新力量備受業界肯定。數碼港作

為香港創科旗艦及創業培育基地，初創在數碼港三大範疇，包括金融科技、智慧生

活和數碼娛樂，不斷推陳出新，提供具市場價值及社會影響力的解決方案，成為推

動社會數碼轉型的重要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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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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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獎組別：「金融科技獎」 

1 
PaySmart Capital Limited 
https://www.paysmart.com.hk
/finance  

Liquid 企業可驗證數

碼憑證 

金融科技（監管科技及風險管理）

金獎 

2 
億有限公司 

YAS Digital Limited 
https://yas.io/  

YAS Microinsurance 
金融科技（銀行業務、保險及資本

市場）銀獎 

3 
MOJODOMO Hong Kong 
Limited 
https://www.mojo-domo.com/  

on-us voucher 金融科技（新興解決方案）銀獎 

4 
Seleya Technologies Limited 
https://www.seleyatech.com/  

PortageBay ESG 
Solution 

金融科技（新興解決方案）銅獎 

5 

銳智金融科技有限公司 

iFinHealth Limited 
https://www.fundingreach.co
m/  

人工智能推動信用分

析和風險管理系 

統 

金融科技（監管科技及風險管理）

優異證書 

6 
智學資本有限公司 

AutoML Capital Limited 
http://automlcapital.com/  

ML Brain 
金融科技（新興解決方案）優異證

書 

獲獎組別：「智慧生活獎」 

7 複耳科技有限公司 

Dai3mimi Health-Tech Limited 
https://www.dai3mimi.io/?lan
g=zh 

複耳 

智慧生活大獎 

8 智慧生活（智慧醫療）金獎 

9 
Bistrochat Software Ltd 
https://www.bistrochat.com/  

Bistrochat 智慧生活（生活時尚）金獎 

10 
賣茶方案有限公司 

Mytea Solutions Limited 
http://letstea.co/  

「來點茶」無人零售

餐飲店 
智慧生活（生活時尚）優異證書 

11 

NFT Investment and Venture 
Limited 
https://www.nft-
investment.io/  

NFT 智易通 (NaaS) 智慧生活（生活時尚）優異證書 

獲獎組別：「智慧出行獎」 

https://www.paysmart.com.hk/finance
https://www.paysmart.com.hk/finance
https://yas.io/
https://www.mojo-domo.com/
https://www.seleyatech.com/
https://www.fundingreach.com/
https://www.fundingreach.com/
http://automlcapital.com/
https://www.dai3mimi.io/?lang=zh
https://www.dai3mimi.io/?lang=zh
https://www.bistrochat.com/
http://letstea.co/
https://www.nft-investment.io/
https://www.nft-investmen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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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蜂圖科技有限公司 

Maphive Technology Limited 
https://www.mapxus.com/  

利用三維室內地圖建

立智慧城市出行 
智慧出行（智慧旅遊）金獎 

13 

客路旅遊科技有限公司 

Klook Travel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https://www.klook.com/  

預訂及分銷解決方案 智慧出行（智慧旅遊）銀獎 

14 
Timable Limited 
https://timable.com/  

Timable 智慧出行（智慧旅遊）銀獎 

獲獎組別：「智慧市民獎」 

15 
愛特蕾集團有限公司 

Trefle & Co. Limited 
https://trefle.net/  

智能工業培訓系統 智慧市民（智慧教育及學習）金獎 

16 

實立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Kazoo Technology (Hong Kong) 
Limited 
https://kazootechnology.com/  

旅龜中文冒險 智慧市民（智慧教育及學習）銅獎 

17 
Avatech Innovation Limited 
https://avatech.hk/  

ARGEO Portable 
智慧市民（智慧教育及學習）優異

證書 

18 

頂尖頭腦有限公司 

Zunosaki Limited 
(HandyRehab) 
https://handyrehab.com/  

Dignity AI 「傷」贏服

務機械人 
智慧市民（智慧共融）優異證書 

獲獎組別：「商業方案獎」 

19 
索特機械人有限公司 

R2C2 Limited 
https://www.r2c2.ai/  

R2C2 人工智能機械

人協作系統 
商業方案（新興技術）銀獎 

20 
Binery Limited 
https://binery.co/  

Binery Core 商業方案（中小企業）銅獎 

獲獎組別：「數碼娛樂獎」 

21 AerospaceTS 
http://www.aerospace-ts.com/ 
 

1:1 輕觸式互動民航

機飛行模擬器  

 

數碼娛樂大獎 

22 數碼娛樂（互動設計）金獎 

23 
感受遊戲有限公司 

Feeling Game Company 
Limited 

英雄而已 
數碼娛樂（娛樂及電子競技軟件）

金獎 

https://www.mapxus.com/
https://www.klook.com/
https://timable.com/
https://trefle.net/
https://kazootechnology.com/
https://avatech.hk/
https://handyrehab.com/
https://www.r2c2.ai/
https://binery.co/
http://www.aerospace-t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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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eelinggamecom
pany.com/  

24 
愛特蕾集團有限公司 

Trefle & Co. Limited 
https://trefle.net/  

超級酷跑大冒險 
數碼娛樂（娛樂及電子競技軟件）

銀獎 

25 
INDEX GAME LIMITED 
https://indexgame.hk/en/  

九龍城寨 @ The 

Sandbox 

數碼娛樂（娛樂及電子競技軟件）

優異證書 

26 
Softmind LTD 
https://www.softmind.tech/  

Dan Sing Sing MV 
Maker for Virtual 
Avatar 

數碼娛樂（互動設計）優異證書  

獲獎組別：「資訊科技初創企業獎」 

27 
水耕細作 

Farmacy HK Limited 
https://www.farmacyhk.com/  

去中心化及數據化農

業：全環控智能室內

水耕種植系統 

資訊科技初創企業大獎 

28 
資訊科技初創企業（社會貢獻）金

獎 

29 
Travis Group Limited 
https://sleekflow.io/  

SleekFlow 
資訊科技初創企業（軟件及應用程

式）金獎 

30 
斐歷醫藥科技有限公司 

FILIX MEDTECH LIMITED 
https://www.filix.hk/  

中藥產品溯源及驗證

平台 

資訊科技初創企業（社會貢獻）銀

獎 

31 
嘉比教育有限公司 

Gabi Education Limited 
https://gabi.hk/  

人工智能讀寫能力測

試系統 

資訊科技初創企業（社會貢獻）優

異證書 

https://www.feelinggamecompany.com/
https://www.feelinggamecompany.com/
https://trefle.net/
https://indexgame.hk/en/
https://www.softmind.tech/
https://www.farmacyhk.com/
https://sleekflow.io/
https://www.filix.hk/
https://gabi.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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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查詢，請聯絡︰ 

數碼港 

馮倩雯 

電話︰（852） 3166 3841 

電郵︰cindyfung@cyberport.hk 

世聯顧問 

陳澄鋒 

電話︰ （852）2864 4889 

電郵︰rodman.chan@a-world.com.hk 

 
 

關於數碼港  

數碼港為一個創新數碼社群，匯聚超過 1,800 間社群企業，包括超過 800 間駐園區及 1,000 間

非駐園區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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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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