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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發佈 

 

香港代表團榮獲 10 個奬項  

從「2016 亞太資訊及通訊科技大獎」凱旋而歸 
 

香港，2016年 12月 12日 – 「2016亞太資訊及通訊科技大獎」（Asia Pacific ICT Alliance 

Awards 2016 ，APICTA 2016）今年於台北舉行，香港代表團於學校項目、高等教育項目、

可持續發展及環境科技、應用工具及平台、零售及供應鏈管理及初創企業組別均取得驕人

成績，9 隊得獎隊伍勇奪 3 個大獎及 7 個優異奬共 10 個奬項凱旋而歸！ 

每年，香港電腦學會在支持本地傑出的 ICT 精英上扮演重要的角色，透過嚴謹的申請、評

估及提名過程，讓他們在一眾來自其他亞太地區的行業同儕當中脫穎而出。香港電腦學會

致力與 ICT 精英及其他 APICTA 聯盟的成員攜手合作，促進 ICT 發展，並繼續為商界及

ICT 界精英提供一個理想的平台，助他們把握商機。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創新及科技局副局長鍾偉强博士在祝賀得獎者時說：「香港代表在二

零一六年亞太資訊及通訊科技大獎所取得的成就，印證我們業界、創科初創企業及企業家

在應用資訊及通訊科技方面的雄厚實力。他們不單運用科技精簡企業運作，提升顧客服務，

也用之改善生活質素。他們在創新和應用科技方面的實力絕對是維持香港作為區內領先數

碼城巿的重要動力。」 

APICTA 的評審過程全面且嚴謹，所有得獎者需付出無比努力，方可獲得勝利，他們的優

秀表現值得表揚。由業內頂尖專家組成的評審團，根據五個評審標準，包括獨特性、市場

潛力、特徵、質量和實際應用來審核每隊參賽者的作品。在最終評審過程當中，參賽隊伍

必須充分展現其創意、熱誠、潛力及質素，香港得獎隊伍能夠從眾多參賽隊伍中脫穎而出，

引證其表現值得 ICT 業界高度表揚。 

APICTA 2016 香港代表團的 9 支得獎隊伍當中，其中 3 支透過向評審團展示其極具創意的

想法、對社會需要的了解、ICT 的學問及知識，以及其產品的市場潛力，成功勇奪 3 個大

獎。 

勇奪 APICTA 2016「應用工具及平台大獎」的迪普集團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陳文奇先生表

示：「在這個數碼化的世代，電子商務應該透過增強客戶體驗，以提高競爭力。受現時普

羅大眾廣泛使用的多功能數碼相機所啟發，我們的得獎產品迪普 360° AR 商品攝影系統，

以讓用家毋須依賴高超的攝影技巧，亦能拍攝出清晰明亮、無陰影的相片及 AR、360°的



影像為創作理念，讓一眾企業用戶透過幾個簡單的步驟，利用攝影與照片效果展示產品，

是一個最高效益、快捷的方法以改善客人的店內購物體驗，並建立客戶對品牌的忠誠。」 

 

APICTA 2016「可持續發展及環境科技大獎」的得獎隊伍，視野機器人有限公司創辦人及

首席科學官岑棓琛先生表示：「我們非常榮幸獲得此項殊榮，顯示我們致力於採用革新方

法防止自然災害的熱誠備受 ICT行業的認同。我們獲獎的風險管理工具如 FD1森林火災監

控機械人，旨在利用複雜的熱能圖像技術及先進的電腦視覺算法來檢測和監控野火，以及

配備高速攝影系統的 AS-V 中途至長途無人飛機系統在樹林調查，讓我們防止昆蟲入侵和

農業災害等自然災難，同時進一步促進環境保護，並提高公眾對全球議題的認知。」 

勇奪 APICTA 2016「高等教育項目大獎」的香港理工大學電子計算學系何文輝同學表示：

「香港學生每天都面對沉重的功課壓力，而幼兒園亦漸漸地出現這樣的情況，令我們十分

擔憂。為此，我們設計了一個名為 KinectGarten 的創新的互動學習應用，將遊戲和功課

結合，讓小孩子可以通過體感遊戲來完成功課，一方面能舒緩小孩子的學習壓力，另一方

面亦可激發他們的學習興趣。另外，我們亦在 KinectGarten 中讓老師為小孩子締造一個

調適性的學習環境。透過應用提供的調適性學習功能，老師可以按照每個小孩子的學習需

要作出人性化的難度調整，自訂合適的家課。我們非常高興能夠參加這個享負盛名的比賽，

亦非常榮幸能夠代表香港獲得 APICTA 2016 大獎。」 

APICTA 2016 的成功舉行，有賴一眾參賽者付出的努力，以及一眾機構的鼎力支持。香港

電腦學會特此感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為參賽學生提供津貼；感

謝香港貿易發展局宴請香港代表團，並在宴會上讓香港代表團展示其產品及應用。另外亦

感謝中環電腦系統有限公司（Azeus Convene）、創奇思有限公司、周大福珠寶金行有限

公司贊助香港代表團出賽 APICTA 2016。 

香港電腦學會主席暨 APICTA 2016 香港執委代表梁建文先生表示：「香港代表團各式各

樣的創新產品，表現出本地 ICT 精英的能力、創造力、潛力及質量。我們十分榮幸能見證

獲提名的香港隊伍在開發創新產品到簡報其理念的過程中所付出的熱誠及努力，尤其 9 支

得獎隊伍充分展示出創新與應用功能的集成，獲得評審團高度肯定。我們相信本地精英對

ICT 的承諾及協作努力是促進香港 ICT 發展的重要因素，我們鼓勵所有得獎者和參加者繼

續努力，並預祝他們在未來的日子取得圓滿的成功。」 

 

關於亞太資訊及通訊科技大獎（APICTA Awards） 

「亞太資訊及通訊科技大獎」（APICTA） 是亞太區內資訊及通訊科技界的年度盛事，自

2001年起由馬來西亞Multimedia Development Corporation舉辦，現已成為享譽國際的大

獎賽事。APICTA 旨在表揚亞太區內的機構及人士，致力推動資訊及通訊科技的創新、促

進社群對資訊及通訊科技的關注，並提供機會協助科技創新者及投資者雙方尋求商業配

對，促進技術轉讓和應用。 



參與APICTA 的16個亞太國家及地區，共同組成APICTA 聯盟，成員包括澳洲、孟加拉、

汶萊、中國、中華台北、香港、印尼、日本、澳門、馬來西亞、緬甸、巴基斯坦、新加坡、

斯里蘭卡、泰國及越南，每年的 APICTA 大賽由上述的會員經濟體競逐其主辦權。 

自 2001 年香港首度參加 APICTA 大賽以來，香港電腦學會作為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界最

著名及最大型的專業學會，憑藉深入了解該行業在本地的發展，肩負提名香港隊伍參賽的

責任。有關更多 APICTA 的詳情，請瀏覽 http://www.apicta.org/。 

關於香港電腦學會 

成立於1970年的香港電腦學會（HKCS）是非營利性組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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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行業不同的專業領域，凝聚企業資訊

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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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致力於專業和行業的發展，以及社區服務，確保

IT部門繼續使大眾生活有以下三個產生積極影響的主要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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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完 – 

如有任何查詢，請聯絡 iPR Ogilvy and Mather： 

陳振聲／陳欣然／鄧子冲 

電話：  3920 7663／3920 7674／3920 7665 

傳真：  3170 6606 

電郵： benny.chan@iprogilvy.com／christina.chan@iprogilvy.com／ 

roy.tang@iprogilvy.com 

 
香港電腦學會 

王麗英 

電話：   (852) 2834 2228 

電郵：   cocowong@hkc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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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 

圖片一︰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創新及科技局副局長鍾偉强博士在祝賀得獎者時說：「香港代表在二

零一六年亞太資訊及通訊科技大獎所取得的成就，印證我們業界、創科初創企業及企業家

在應用資訊及通訊科技方面的雄厚實力。他們不單運用科技精簡企業運作，提升顧客服務，

也用之改善生活質素。他們在創新和應用科技方面的實力絕對是維持香港作為區內領先數

碼城巿的重要動力。」 

圖片二︰ 

 

香港電腦學會主席暨 APICTA 2016 香港執委代表梁建文先生表示：「香港代表團各式各

樣的創新產品，表現出本地 ICT 精英的能力、創造力、潛力及質量。」 



圖片三︰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創新及科技局副局長鍾偉强博士（右二）、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楊德斌

先生（右三）、APICTA 2016 執委代表、評審團顧問及香港執委代表劉嘉敏工程師（右

四）、香港電腦學會主席暨 APICTA 2016 香港執委代表梁建文先生（右一）與一眾嘉賓

及得獎者合照。 

圖片四︰ 

 

勇奪 APICTA 2016「應用工具及平台大獎」的迪普集團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陳文奇先生表

示：「我們的得獎產品迪普 360° AR 商品攝影系統，讓一眾企業用戶透過幾個簡單的步

驟，利用攝影與照片效果展示產品，是一個最高效益、快捷的方法以改善客人的店內購物

體驗，並建立客戶對品牌的忠誠。」 



圖片五︰ 

 

APICTA 2016「可持續發展及環境科技大獎」的得獎隊伍，視野機器人有限公司創辦人及

首席科學官岑棓琛先生表示：「我們獲獎的風險管理工具如 FD1 森林火災監控機械人，

讓我們防止昆蟲入侵和農業災害等自然災難，同時進一步促進環境保護，並提高公眾對全

球議題的認知。」 

圖片六︰ 

 

勇奪 APICTA 2016「高等教育項目大獎」的香港理工大學電子計算學系何文輝同學表示：

「有感於香港學生每天都面對沉重的功課壓力，我們希望透過創新的互動學習應用

KinectGarten ，讓老師為小孩子締造一個調適性的學習環境。透過應用提供的調適性學習

功能，老師可以按照每個小孩子的學習需要作出人性化的難度調整，自訂合適的家課。」 



 
附錄：APICTA 2016 香港代表團得奬名單 

 

獎項 參賽組別 機構名稱 參賽作品 

大獎 應用工具及平台 迪普集團有限公司 360° AR 商品攝影系統 

大獎 可持續發展及環境

科技 

視野機器人有限公司 FD1 森林防火機械人及

AS-V 中途至長途無人

飛機系統 

大獎 高等教育項目 香港理工大學電子計算

學系 

KinectGarten  

優異獎 應用工具及平台 浩全科技 商機易 

優異獎 應用工具及平台 Viewider Ltd. 視界電商大數據 

優異獎 零售及供應鏈管理 周大福珠寶金行有限公

司 

存貨控制系統（ICS）

物流中心 

優異獎 學校項目 天主教佑華小學 智睛靈 

優異獎 學校項目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智能引路徑 

優異獎 初創企業 

 

 

Viewider Ltd. N/A 

優異獎 高等教育項目 香港大學 Build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