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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家創科精英企業於「2020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商業方案獎」脫穎而出 

分別於商業及公營機構、大數據及開放數據應用、中小企業三大類別獲得表揚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入境處「當科技遇上優質服務 :  新一代智能身份證系統」榮獲商業

及公營機構類別金獎 

  
2020年 10月 28日．香港──「2020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商業方案獎」頒獎典禮，今

日成功舉行。共有十一家本地創科精英企業獲獎，以表揚他們開發出創新及具有成本效

益、能滿足商業及公營機構需要之商業方案的成就。其中，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入境事務

處憑「當科技遇上優質服務 : 新一代智能身份證系統」，榮獲「2020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

獎：商業方案（商業及公營機構）」金獎；而「2020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商業方案

（大獎）」得主，將於十一月公布。 

 

香港電腦學會已是連續十四年，榮獲香港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OGCIO）委任為

「商業方案獎」的籌辦機構，多年來一直致力以業界最高專業水準評審參賽作品，選出能

應用資訊科技推出最佳智能商業應用方案的參賽者。 

 

香港電腦學會會長孫耀達博士 MH稱：「本人謹代表香港電腦學會，向所有得獎者致

賀。他們必須經過嚴格的遴選及評審過程，接受各位評審委員的考察，更要於眾多出色的

創意產品中突圍而出，當中經歷了層層的考驗，是次得獎是他們努力得來的成果。本人深

信各位將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在未來繼續為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行業的發展作出更大的

貢獻。」 

 

「2020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商業方案獎」共分三個類別，包括商業方案（商業及公

營機構）獎、商業方案（中小企業）獎及商業方案（大數據及開放數據應用）獎，共有十

一家企業獲獎；並在其中遴選出「2020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商業方案 - 大獎」得

主。 

 

「2020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商業方案（商業及公營機構）」共有兩位金獎得主，其

中，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入境事務處（入境處）在 2018年 11月推出「新一代智能身份證

系統」，由預約、登記到領證等各個接觸點，均善用資訊科技，讓市民體驗優質的公共服

務。市民可透過新推出的流動應用程式，以幾個簡單步驟辦理預約和預先填妥申請表格。

市民更可使用自助登記服務站和自助領證服務站輕鬆快捷地完成換證手續。而為讓居於院

舍的長者和殘疾人士無需前往換證中心換證，入境處亦開發了安全可靠的流動登記系統，

院友們可安坐院舍享受一站式服務。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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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指出，「新一代智能身份證系統」能為過境提供極大便利，並具有高度的安全性和效

率。在設計方面，新的智能身份證系統支援在不同需要電子驗證的公共服務以核對居民身

份。與第一代智能身份證相比，新的第二代智能身份證支援非接觸式讀取，可進一步減少

市民通過邊境管制站自助閘機所需的時間。 

 

「2020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商業方案獎」得獎機構名單： 

 

獲獎作品名稱 獲獎公司／機構 獎項 

2020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商業方案（商業及公營機構）獎 

當科技遇上優質服務 : 新一代

智能身份證系統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入境事務處  金獎 

多語種語音合成 言豐科技有限公司 金獎 

多功能機械人 
香港機場管理局 / 德思科技投資(香

港)有限公司 

銀獎 

升降機工作安全虛擬實境訓

練模擬系統 

機電工程署 (EMSD) /電梯業協會

(LECA) / 職業訓練局(VTC) 

優異證書 

庫瓦樓宇建築操作系統 – 與

你一起打造智能建築 

庫瓦有限公司 優異證書 

2020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商業方案（大數據及開放數據應用）獎 

Neuron 智能建築數碼系統 - 以

AI 及 BIM 技術令建築物更節

能舒適 

奧雅納工程顧問 金獎 

TradeMonday TradeMonday Ltd. 銀獎 

2020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商業方案（中小企業）獎 

e+Pay 易付逹(亞洲)有限公司 金獎 

EVIGarten 自主探索學習平台 

(Website/I.O.S/Android)  

EVI Services Ltd. 銀獎 

PA 智能支付方案 Payment Asia Services Ltd. 銅獎 

GrowthSpot 無極科技大中華有限公司 優異證書 

 

2020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商業方案（商業及公營機構）另一金獎得主，為言豐科技

有限公司之「多語種語音合成」，由人工智能、話音科學、粵語語言學匯聚而成，其自然

人聲為各應用領域開闢了一片新天地， 目前支援廣東話、普通話和英語，懂得所有香港

特別字，憑着機器學習算法， 令即使一字多音的文字 都能根據語境正確說出，準確的音

調和韻律，足以媲美說母語的真人，可用於對話機械人、虛擬助手、聊天機器人、電子

書、智能 IVR、廣播系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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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商業方案（大數據及開放數據應用）金獎得主為奧雅納工

程顧問。其「Neuron 智能建築數碼系統 - 以 AI及 BIM技術令建築物更節能舒適」，是香

港首個採用人工智能的智慧建築方案，融合建築生命全週期的建築資訊模型(BIM)、物聯

網(IoT)、大數據分析(big data analytics)，能匯集多個獨立樓宇設備和裝置的數據，幫助管

理者掌握建築物的實時情況，優化大廈營運和管理。 

續 

2020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商業方案 (中小企業)金獎則頒發予易付逹(亞洲)有限公司。

該公司之「e+Pay」的聚合支付，是本港目前接入最多支付方式的平台，以一部終端機連

接信用卡、二維碼支付和八達通等幾乎所有主流支付，是支付技術上的一大突破；並具備 

電子收據管理平台和折扣優惠管理後台等增值服務；以及創新服務如「e+齊齊賞」電子

優惠券平台，助商戶以低成本進行市場推廣。 

 

「2020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商業方案獎」籌備委員會主席梁成琯博士指出：「『香

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已經運作十多年，得到政府、業界組織、專業團體和學術界的熱烈

支持。我們很高興看到這個獎項，多年來一直在不斷發展壯大，儘管今年社會要面對新冠

肺炎疫情的難關，仍然收到的高質量參賽作品中，可見一斑。」 

 

「2020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商業方案獎」評審委員會主席及職業訓練局執行幹事尤

曾家麗女士 GBS JP稱：「我們非常高興看到今年的比賽有眾多公司參與，特別在商業方

案獎類別。今屆本類別分 3個範疇，經嚴格評審，基於 5項評審準則，包括創意、功能、

市場潛力、影響力和質素，11項優秀作品最終由眾多參賽作品中脫穎而出。」 

 

本年度「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的獲獎者，將可獲香港電腦學會進一步審核，並提名符

合資格者，代表香港與亞洲各經濟體的參賽者，競逐「亞太資訊及通訊科技大奬」。 

 

孫耀達博士 MH表示，香港電腦學會籌辦「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奬」已經超過十年，相

信該獎項可鼓勵本地資訊及通訊科技創新，提升商業運作的效率及生產力，從而提升香港

整體競爭力。如要達致上述目標，業界、學術界及政府的持續合作，實在不可或缺。 

 

孫耀達博士 MH稱：「展望未來，本人相信各界合作，對於鼓勵本地人材參賽，仍然至

關重要，而且能為本地資訊及通訊科技人材在國際舞台上，提供一展所長的機會。」 

 

「2020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奬：商業方案奬」各金獎得獎產品簡介，請參閱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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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商業方案獎」 

 

通過業界、學術界和政府的共同努力，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於 2006年成立。香港資訊

及通訊科技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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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是為香港建立一個廣受香港社會愛戴、並獲國際認同的資訊及通訊科技專業獎項。 

 

「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商業方案獎」早於 1998年設立，前稱為「資訊科技卓越成就

獎」，由香港電腦學會主辦，現已成為香港備受尊崇的獎項。這項每年一度的盛事成功推

動資訊及通訊科技的應用、激勵業界創新和提高競爭力，並提升社會人士對最新資訊及通

訊科技應用的認識。 

 

更多關於獎項之詳情，請瀏覽：http://www.hkcs.org.hk/ictawards 

 

關於香港電腦學會 

 

香港電腦學會(HKCS)成立於 1970年，是香港歷史最悠久的非營利 IT專業機構，致力於

發展香港的資訊科技（IT）行業和工業。香港電腦學會會員來自 IT行業不同的專業領

域，旨在凝聚企業 IT人員以至一眾志同道合的 IT專才的力量，群策群力，共同提升業界

形像以及專業水平。作為一個備受尊敬的專業機構，香港電腦學會致力於專業和行業的發

展，以及社區服務，確保 IT部門繼續對大眾生活產生積極影響；主要工作目標包括：一) 

人才培養和專業發展，二) 產業發展與合作，三) 在社會中有效地運用 IT。 

 

更多詳情，請瀏覽 http://www.hkcs.org.hk 

 

＃    ＃    ＃ 

 

資料提供： 香港電腦學會 

詳情請詢： 傳信人間有限公司公關顧問總監文振球先生(電話：2862 0042) 

 

  

http://www.hkcs.org.hk/icta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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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020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奬：商業方案奬」各金獎得獎產品簡介 

 
2020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商業方案（商業及公營機構）金獎得主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入境事務處 

當科技遇上優質服務 : 新一代智能身份證系統 

 

香港身份證是每一位香港市民的重要身份證明文件，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為了能繼續簽

發高度防偽的新智能身份證和進行為期四年的「全港市民換領身份證計劃」，入境事務處

（入境處）在 2018年 11月推出「新一代智能身份證系統」，由預約、登記到領證等各個

接觸點，均善用資訊科技，讓市民體驗優質的公共服務。舉例來說，市民可透過新推出的

流動應用程式，以幾個簡單步驟辦理預約和預先填妥申請表格。此外，市民更可使用自助

登記服務站和自助領證服務站輕鬆快捷地完成換證手續。為讓居於院舍的長者和殘疾人士

無需前往換證中心換證，入境處亦開發了安全可靠的流動登記系統，院友們可安坐院舍享

受一站式服務。 

 

2020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商業方案（商業及公營機構）金獎得主 

言豐科技有限公司 

多語種語音合成 

 

InfoTalk-Speaker 10.0 是經過 20多年精心研發出來的新成果。自 2020年推出, 它把語音合

成科技昇華到一個新層次, 令電腦、機械人、和自動系統自然地說話, 更能以同一把人聲, 

說出不同的語言, 像香港人說話時中英夾雜一樣。由人工智能、話音科學、粵語語言學匯

聚打造的 InfoTalk-Speaker摒棄了同類產品機械又單調的聲線。它的自然人聲為各應用領

域開闢了一片新天地。 

 

InfoTalk-Speaker 目前支援廣東話，普通話和英語, 更多的語言亦將發布。它懂得所有的香

港特別字, 憑着機器學習的算法，令即使一字多音的文字， 都能根據語境正確地說出。其

準確的音調和韻律, 足以媲美說母語的真人。 

 

已有多個大型企業使用 InfoTalk-Speaker。它的應用領域很廣泛，如：對話機械人、虛擬

助手、聊天機器人、電子書、智能 IVR、廣播系統等；囊括了各行業: 電信、金融、銀

行、運輸、博彩、娛樂、政府、房地產、物流、公共、旅遊等。 

 

InfoTalk-Speaker是獲獎的「InfoTalk-RSVP」其中之一的產品，包括：(1) 語音轉文字的

InfoTalk-Recognizer； (2)文字轉語音的 InfoTalk-Speaker；(3)智能 IVR 的 InfoTalk – 

Vbrowser；和 (4)自然語言處理的 InfoTalk-Processor。 

 

  



 

2020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商業方案（大數據及開放數據應用）金獎得主 

奧雅納工程顧問 

Neuron 智能建築數碼系統 - 以 AI及 BIM技術令建築物更節能舒適 

 

奧雅納利用其建築領域專長所開發的 Neuron智慧建築數字化平台，能匯集多個獨立樓宇

設備和裝置的數據，幫助管理者掌握建築物的實時情況，優化大廈營運和管理。 

 

作為香港首個採用人工智能(AI)的智慧建築方案，Neuron融合建築生命全週期的建築資訊

模型(BIM)、物聯網(IoT)、大數據分析(big data analytics)等前沿數碼技術，將智慧建築概

念提升到全新水準。Neuron就如同樓宇的「數字大腦」，能夠整合和分析來自不同裝置

的數據，通過自我學習樓宇營運的紀錄數據，快速預測、積極回應四周環境變化，以提升

建築內的管理效率。 

 

目前，市場上尚未有與 Neuron類似的產品或技術。其中央控制平台可以與現有樓宇管理

系統以及建築生成的各類數據源完全整合，對動態環境作出迅速響應，幫助用戶有效地提

高建築設施生產力，降低運營成本並實現可持續發展。 

 

Neuron提高一體化解決方案，改寫了建築設計、施工、管理、運營和維護的原有模式。

它不僅有助於建築節能減排，還以空間消費者的健康為本，優化室內環境。 

 

2020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商業方案 (中小企業)金獎得主 

易付逹(亞洲)有限公司 

e+Pay 

 

易付達(亞洲)為香港領先的電子支付服務供應商，秉承以客為先的宗旨，盡心為商戶提供

最優質的服務，務求為商戶創優增值。憑藉多年業界經驗，易付達深入了解每位客戶的需

要，對支付業具真知灼見。「e+Pay」是易付達推出的服務方案，以核心服務－聚合支付

為穩實基礎，加入實用的增值功能，以及創新的服務，三者建構。 

 

其中「e+Pay」的聚合支付是本港目前接入最多支付方式的平台，連接信用卡、二維碼支

付和八達通等。一部終端機接入近乎所有主流支付，是支付技術上的一大突破。

「e+Pay」會繼續搜羅和接入其他支付，包括海外錢包，以壯大支付網絡。 

 

至於增值服務，如電子收據管理平台和折扣優惠管理後台，則為商戶提供方便之門，讓他

們可即時檢視業績，減少人力負擔。創新服務「e+齊齊賞」為電子優惠券平台，突破傳

統支付服務，提供促銷渠道，助商戶以低成本進行市場推廣。 

 

簡而言之，「 e + Pay」易用、靈活、便利，為商戶提供優質支付服務外，同時為零售業

創造更多的雙贏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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