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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腦學會公布「傑出資訊及通訊科技人員獎 2012」得獎名單

表揚資訊及通訊科技傑出人才，推動資訊及通訊科技專業發展及人才培育
2012 年 6 月 28 日〃香港──香港電腦學會今日公布「傑出資訊及通訊科技人員
獎 2012」（Outstanding ICT Achiever Awards，簡稱 OICTAA）得獎名單，藉以表
揚本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簡稱 ICT）界的傑出人才及其對業界和社會經濟發展的
貢獻。本年度共頒發 29 個獎項，其中香港城市大學資訊系統學系特約教授楊月
波先生獲頒「資訊及通訊科技終身成就獎」（ICT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
以肯定及表彰楊先生長期以來對本港 ICT 行業的貢獻。而國際商業機器中國香
港有限公司全球企業諮詢服務部副合夥人潘世烈先生，則憑其卓越的成就獲評審
委員會一致選為「年度最傑出資訊及通訊科技人員」（Top ICT Achiever of the
Year）。
OICTAA 2012 顧問，劉嘉敏太帄紳士向各位參賽者表示衷心的祝賀，稱：
「本人
樂見一眾認真嚴謹、滿腔熱誠且極具創意的 ICT 從業員，不遺餘力地在各自的
專業範疇裡努力發展，真正為企業、為 ICT 業界乃至整個社會作出貢獻。」
劉嘉敏指出，正正為了表彰對香港 ICT 業界及全社會有突出貢獻的科技人才，
所以香港電腦學會於 2008 年設立「傑出資訊及通訊科技人員獎」
；同時，亦希望
透過該獎項提升本港 ICT 的專業水準，並增加公眾對 ICT 於社會及經濟之重要
性的認識，推動 ICT 人才培育及香港 ICT 行業的發展。
劉嘉敏續稱：
「OICTAA 2012 遴選委員會及評審委員會成員由業界及學界翹楚和
領袖組成，保證評審過程的專業性及評審結果的權威性。其中，我們非常榮幸可
以邀請到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主席周文耀先生作為評審委員會主席。大獎得
主及其成就將受到業界的廣泛認同，必可成為本港 ICT 行業的最高榮譽。」
OICTAA 2012 籌備委員會主席，香港賽馬會資訊科技事務執行總監李惠光太帄
紳士指出，OICTAA 2012 共分設六個獎項類別，分別由各相應類別的專家組成
遴選小組對各參賽者進行嚴格的挑選，並由評審委員會進行專業評審。經歷層層
極具挑戰性的考驗，所有得獎者都可謂實至名歸。而各獎項得獎名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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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獎項得獎名單排名不分先後，按姓氏英文名稱排列）

得獎者

公司職位

獎項

資訊科技終身成就獎
ICT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

楊月波先生

香港城市大學資訊系統學系特約教授

年度最傑出資訊及通訊科技人員
Top ICT Achiever of the Year
潘世烈先生
國際商業機器中國香港有限公司全球企業諮詢服務部副合
夥人
傑出資訊及通訊科技人員獎（銷售／推廣／業務發展）
Outstanding ICT Achiever Awards (Sales / Marketing / Business Development)

陳宗良先生

匯科資訊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

大獎

陳淑娟女士

Wharf T&T eBusiness Limited 業務總監

大獎

陳穎琛女士

甲骨文香港有限公司高級顧問銷售經理

大獎

趙嘉俊先生

EMC 電腦系統（遠東）有限公司銷售總監

大獎

Mr. Michael Gazeley Network Box Corporation Limited 董事總經理

大獎

林嘉曼女士

Akamai Technologies HK Limited 客户總監

大獎

林溢鋒先生

PacificLink iMedia Group 行政總裁

大獎

曾志明女士

電訊盈科企業方案助理副總裁, 策略拓展部

大獎

梁寶兒女士

WeBuzz Ltd. 項目經理

優異獎

鍾潔欣女士

香港電訊有限公司商業市務助理副總裁

優異獎

傑出資訊及通訊科技人員獎（顧問）
Outstanding ICT Achiever Awards (Consulting)

潘世烈先生

國際商業機器中國香港有限公司全球企業諮詢服
務部副合夥人

大獎

周啟發先生

自動系統集團有限公司高級經理

優異獎

傑出資訊及通訊科技人員獎（項目管理）
Outstanding ICT Achiever Awards (Project Management)

陳偉邦先生

香港賽馬會資訊科技項目規劃經理

大獎

趙善衡先生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高級系
统經理

大獎

藍少麟

醫院管理局總系統經理（非醫療系統）

大獎

鄧瑞昌先生

惠普香港公司高級項目經理

大獎

賴偉建先生

國際商業機器中國香港有限公司項目經理

優異獎

曾婉珍女士

電訊盈科企業方案助理副總裁

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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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者

公司職位

獎項

傑出資訊及通訊科技人員獎（創新）
Outstanding ICT Achiever Awards (Innovation)

霍惠萍博士

毅恆教育有限公司總經理

大獎

馮啟雄醫生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放射科顧問醫生

大獎

南嘉彥女士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高級顧問

大獎

傑出資訊及通訊科技青年獎
Outstanding Youth ICT Achiever Awards)

陳易希先生

Bull-B Limited 行政總裁

大獎

鄭文輝先生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沙田）講師

大獎

丁兆麟博士

電訊盈科企業方案專責經理

大獎

歐陽鎧恒先生

香港大學資訊科技主任（知識交流）

優異獎

羅錦源先生

香港大學助理項目經理（互動學習）

優異獎

李鍵洲先生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學生

優異獎

李惠光稱：「每個獎項類別因其涵蓋的範疇不同，評審標準亦各有不同，但有兩
個標準是完全一致的。其一，是為企業或社會帶來的效益及貢獻，其二是創新能
力。ICT 近年發展突飛猛進，每個行業都因為 ICT 的發展而有嶄新的突破，是一
個可以惠及日常生活、商業運作乃至社會經濟的行業，堪稱各大支柱行業的支柱
所在。我們希望本港 ICT 的專業人才，都能懷有一份貢獻社會的使命感，實現
個人夢想的同時，更能為社會創造價值。」
至於創新能力，李惠光指出：「ICT 是一個高速發展及充滿挑戰的行業。科技日
新月異，技術日日進步。資訊及通訊科技在短短幾十年間的發展，已經完全超出
了人類的想像；而這亦正是 ICT 專業人員持續創新、不斷進步的成果。ICT 的從
業員，務必要秉承創新精神，以創意繼續推動資訊科技的發展，改善人類生活，
提供更方便、更快捷的全新生活形態。」
劉嘉敏熱切期望本屆各位「傑出資訊及通訊科技人員獎」得獎者，能為其他 ICT
從業員樹立榜樣。劉嘉敏指出：「自 2008 年後，香港 ICT 業界並無舉行過類似
OICTAA 如此有代表，專門表揚業內精英的獎項。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的發展，
實有賴於一代又一代的 ICT 精英積極投入，共同創建。『傑出資訊及通訊科技人
員獎』
，是對各位傑出 ICT 精英對社會貢獻的肯定，更要令公眾認識到 ICT 行業
的重要性，鼓勵更多人，尤其是年輕一代，投入 ICT 行業，成為 ICT 業界的新
動力。」

有關 OICTAA 2012 之詳情，請瀏覽以下網頁：http://www.hkcs.org.hk/oictaa/2012
關於香港電腦學會
香港電腦學會（Hong Kong Computer Society，HKCS）為非牟利的資訊科技專業
團體，成立於 1970 年，旨在改善及發展香港的資訊科技業界，是香港資訊科技
界最著名及最大型的專業學會，致力為業界推動最高專業水準。香港電腦學會會
員來自香港不同 IT 層面，包括大型企業的資訊科技用戶以至個人專才，共同為
業界利益作出貢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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