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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码港社群破纪录囊括「2020 香港资讯及通讯科技奖」23 个奖项
香港，2020 年 12 月 4 日 – 作为香港数码科技旗舰，数码港致力培育初创及推动创新科技
發展的成果再次得到业界肯定。数码港 21 间社群初创于「2020 香港资讯及通讯科技奖」破
纪录囊括 23 个奖项，横跨八个奖项组别，获奖初创来自数码港三大应用范畴 ── 数码娱
乐、智慧生活及金融科技，当中游戏开發商 3 MindWave 及无障碍室内导航平台蜂图科技
(Maphive Technology)更分别勇夺「数码娱乐大奖」及「智慧出行大奖」。
数码娱乐是数码港三大科技应用范畴之一，今年在「2020 香港资讯及通讯科技奖」表现突
出，合共六间相关初创获奖。从事跨领域游戏开發的 3 MindWave 凭藉其出色的游戏设计
勇夺「数码娱乐大奖」及「数码娱乐（娱乐及电子竞技软件）奖」金奖。3 MindWave 是全
港少数能成功开發全球流行的街机游戏开發商，其研發的全地形摩托车模拟竞速游戏 ATV
Slam 风靡全球。此外，数码港四间从事游戏开發的初创，包括 XR Dom、元细胞游戏、原
作工作室及 Simplist 分别取得「数码娱乐（娱乐及电子竞技软件）奖」银奖、铜奖及两个优
异证书，创作 3D 动画的 Nikopicto 亦获颁「数码娱乐（电脑动画及视觉特效）奖」铜奖。
在智慧生活方面，蜂图科技凭藉「蜂图无障碍室内导航平台」获得「智慧出行大奖」及「智
慧出行（智慧旅游）奖」金奖。该平台是一个创新的室内导航平台，配合 WiFi 指纹、传感
器融合技术及人工智能技术，能有效地将室内空间数码化，并提供地图、定位和 360 度实景
功能。平台为用户提供实时室内导航，提升出行体验及支援无障碍出行。另外，提供电动车
充电站的 oneCHARGE 获颁「智慧出行(智慧交通)奖」银奖、开發復康机械手的 Zunosaki
夺得「智慧生活(智慧医疗)奖」银奖，设计电子医疗记录平台的 Acesobee 取得「智慧市民
(智慧乐龄)奖」优异证书。
数码港的金融科技生态圈發展蓬勃，并为全港最大金融科技社群，于「金融科技奖」类别亦
获佳绩。在「金融科技（新兴解决方案）奖」上，开發机械人投资顾问的 AQUMON 获颁金
奖、研發智能记帐应用程式的 gini 获颁银奖，推出投资虚拟助手的 iDDY 获颁优异证书。同
时，专注数据分析的 Wizpresso 夺得「金融科技（监管科技及风险管理）奖」银奖，从事
虚拟保险的 OneDegree 则夺得「金融科技（银行业务、保险及资本市场）奖」银奖。此
外，六家数码港社群企业，则取得三个银奖、一个铜奖及两个优异证书，成绩令人鼓舞。
(全数获奖公司名单，请参阅附件)

数码港公众使命总监陈思源表示：「数码港初创社群今年破纪录于『香港资讯及通讯科技
奖』获得多项殊荣，成果令人鼓舞。我们乐见初创在数码港的三大科技应用范畴包括数码娱
乐、智慧生活及金融科技上大放异彩。数码港会继续积极培育数码科技人才及扶植初创，建
构一个更成熟的创科生态圈，为他们提供完善的创业支援。我们希望这份业界认可，能鼓励
初创进一步开拓不同市场并推动本港创科行业發展。」
「香港资讯及通讯科技奖」为业界年度盛事，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策动，并由香港业
界组织及专业团体主办，共设八个奖项类别，以表扬努力追求创新的科技企业和鼓励企业採
纳数码创新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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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码港公众使命总监陈思源表示数码港初创社群今年破纪录于『香港资讯及通讯科技奖』
获得多项殊荣，成果令人鼓舞。数码港乐见初创在数码港的三大科技应用范畴，即数码娱
乐、智慧生活及金融科技上大放异彩。

从事跨领域游戏开發的 3 MindWave 凭藉其出色的游戏设计勇夺「数码娱乐大奖」及

「数码娱乐（娱乐及电子竞技软件）奖」金奖。图为 3 MindWave 财务总监周芝伊
（左）从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右）手中接过奖项。

蜂图科技凭藉「蜂图无障碍室内导航平台」获得「智慧出行大奖」及「智慧出行（智慧旅
游）奖」金奖。图为蜂图科技创办人及行政总裁陈尊裕（左）从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
（右）手中接过奖项。

附件一：2020 香港资讯及通讯科技奖 数码港初创公司及科技企业获奖名单
获奖初创公司

得奖项目

奖项

全地形摩托车模拟竞

「数码娱乐大奖」;

获奖类别：「数码娱乐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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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游戏 ATV Slam

「数码娱乐（娱乐及电子竞
技软件）奖」金奖

2

XR 游戏《越凶逃

「数码娱乐（娱乐及电子竞

脱》

技软件）奖」银奖

元细胞游戏有限公司

手机游戏《魔法烧

「数码娱乐（娱乐及电子竞

Element Cell Game Ltd.

九》

技软件）奖」铜奖

XR Dom Ltd.
http://xrdom.co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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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原作工作室有限公司

手机游戏《元气动物

「数码娱乐（娱乐及电子竞

Original Workshop Company Ltd.

村》

技软件）奖」优异证书

弘腾智库有限公司

手机游戏《魔石传

「数码娱乐（娱乐及电子竞

Simplist Ltd.

说》

技软件）奖」优异证书

尼卡思文化有限公司

10 分钟动画《乌

「数码娱乐（电脑动画及视

Nikopicto Ltd.

恩》

觉特效）奖」铜奖

机械人投资顾问

「金融科技（新兴解决方

http://origworkshop.com/
5

http://www.simplistgames.com
6

https://nikopicto.com/
获奖类别：「金融科技奖」
7

AQUMON 弘量研究有限公司

AQUMON (Magnum Research Ltd.) AQUMON

案）奖」金奖

https://www.aqumon.com/
8

gini

gini 数据富集

案）奖」银奖

http://www.gini.co
9

爱投金融科技有限公司

「金融科技（新兴解决方

智能投资平台 iDDY

iDDY Financial Technologies Ltd.

「金融科技（新兴解决方
案）奖」优异证书

https://iddy.ai
10

11

OneDegree Global Ltd.

虚拟保险科技公司

「金融科技（银行业务、保

https://www.onedegree.hk/

OneDegree Global

险及资本市场）奖」银奖

浓说

分析平台 Wizpresso 「金融科技（监管科技及风

Wizpresso

Search

https://wizpresso.com/
获奖类别：「智慧出行奖」

险管理）奖」银奖

12

蜂图科技有限公司

蜂图无障碍室内导航

Maphive Technology Ltd.

平台

www.mapxus.com
13

「智慧出行大奖」;
「智慧出行（智慧旅游）
奖」金奖

即充能源有限公司

oneCHARGE 三相

「智慧出行(智慧交通)奖」

oneCHARGE Solutions Ltd.

21 千瓦交流式快速

银奖

www.onechar.ge

电动车充电方案

获奖类别：「智慧生活奖」
14

顶尖头脑有限公司

HandyRehab 復康

「智慧生活(智慧医疗)奖」

Zunosaki Ltd.

机械手

银奖

艾草蜂有限公司

「西贡行山探访队」

「智慧市民(智慧乐龄)奖」

Acesobee Ltd.

应用程式

优异证书

配送机械人

「资讯科技初创企业(硬件

www.handyrehab.com
获奖类别：「智慧市民奖」
15

www.acesobee.com
獲獎類別：「資訊科技初創企業」
16

Rice Robotics Ltd.
www.ricerobotics.com

17

与设备)奖」银奖

卓维支付有限公司

Jarvix 智能商业及支

「资讯科技初创企业(软件

Jarvix Pay Ltd.

付平台

及应用服务)奖」铜奖

TradeMonday Ltd.

零售业商务方案

「商业方案(大数据及开放

http://trademonday.com/

TradeMonday

数据应用)奖」银奖

库瓦有限公司

库瓦楼宇建筑操作系

「商业方案(商业及公营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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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Negawatt Utility Ltd.

统

构)奖」优异证书

无极科技大中华有限公司

智能营销平台

「商业方案(中小企业)奖」

Zero to One Greater China Ltd

GrowthSpot

优异证书

香港大学-文翠欣/陆颖燊/林晃培/苏

ZOOMIN - 绿色消

「学生创新(大专及本科)

凯盈

费游戏程式

奖」银奖

http://negawatt.co/
20

www.growthspot.io
获奖类别：「学生创新奖」
21

传媒查询，请联络︰
数码港企业传讯组

圆通财经公关

庄菀婷

郑宇晴

电话︰ （852） 3166 3867

电话︰ （852）3428 5691

电邮︰sandrachong@cyberport.hk

电邮︰scheng@yuantung.com.hk

关于数码港
数码港为一个创新数码社群，汇聚约1,600 间初创企业和科技公司，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全资拥有的香港数码港管理有限公司管理。数码港的愿景是成为数码科技枢纽，为香港缔造
崭新经济动力。数码港透过培育科技人才、鼓励年轻人创业、扶植初创企业，致力创造蓬勃
的创科生态圈；藉着与本地及国际策略伙伴合作，促进科技产业發展；同时加快公私营机构
採用数码科技，推动新经济与传统经济融合。
详情请浏览 www.cyberport.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