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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港社群破紀錄囊括「2021 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32 個獎項
香港，2021 年 11 月 29 日 – 數碼港社群初創於「2021 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勇奪佳績，
28 間社群初創破紀錄獲得 32 個獎項，橫跨全部八個獎項組別，當中包括五個榮譽大獎：尖
思科技(Gense Technologies)勇奪「資訊科技初創企業大獎」;濃說(Wizpresso)勇奪「金融
科 技 大 獎 」 ; 德 柯 斯 科 技 (Descamps.Technology) 勇 奪 「 智 慧 市 民 大 獎 」 ; 萬 御 科 技
(MatrixSense Technology) 勇奪「數碼娛樂大獎」;香港理工大學許真達和香港中文大學馬
俊鴻憑藉 Dr. Body Scan 勇奪「學生創新獎」大獎。
數碼港首席公眾使命官陳思源表示︰「數碼港的初創社群表現卓越，於『2021 香港資訊及
通訊科技獎』獲驕人成績，破紀錄囊括 32 個獎項，更包攬八個類別中五個榮譽大獎，反映
數碼港初創的解決方案兼具市場價值及社會影響力，為國家及香港創科發展提供重要資產。
社會越來越重視創業創新，數碼港作為香港的數碼科技及創科旗艦，未來會繼續配合國家
『十四五』規劃，致力扶掖初創發展，提供完善創業支援，以建構一個更成熟的創科生態圈，
支持香港建成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數碼港作為香港最大的金融科技社群，一直致力推動培育金融科技企業，促使金融行業數碼
轉型。今年數碼港初創社群於「金融科技獎」類別奪得九個獎項，包括一個大獎、三個金獎。
濃說專注數據分析，其以人工智能(AI)功能為基礎的法律用審核軟體「濃說核實」，幫助銀
行家節省審查及驗證首次公開招股（IPO）文件時間，鞏固香港作為亞洲區領先的股票承銷
商的地位，勇奪「金融科技大獎」和「金融科技 (監管科技及風險管理) 獎」金獎。通訊平台
管理公司 LeapXpert 奪「金融科技 (監管科技及風險管理) 獎」金獎、醫結憑醫結全自動醫
療索賠系統奪「金融科技 (銀行業務、保險及資本市場) 獎」金獎。另外，數碼港初創在金融
科技領域奪四個銀獎和一個優異證書。
智慧生活方面，數碼港初創社群亦奪得六個獎項，包括一個大獎、一個金獎、三個銀獎，一
個銅獎。樂齡科技德柯斯科技憑多合一智能傳感器 Ambient 16 奪得「智慧市民大獎」和
「智慧市民 (智慧樂齡) 獎」金獎，其傳感器能夠偵測長者活力、健康和生活質素的細微變化，
使家人、照顧者和社會更易洞悉長者的日常需要。此外，斐歷醫藥科技(Filix Medtech)獲頒
「智慧生活 (智慧醫療) 獎」銀獎、株式會社鎌倉食品(Kamakura Foods Limited) 獲頒「智
慧生活 (生活時尚) 銀獎、ConnectAR 獲頒「智慧市民 (智慧教育及學習) 獎」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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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娛樂是數碼港近年積極拓展的範疇，是次其初創社群在數碼娛樂方面奪六個獎項。萬御
科技(Matrix Sense)憑藉擁有國家知識產權的 Infanity3D™懸空影像系統奪得「數碼娛樂大
獎」和「數碼娛樂 (互動設計) 獎」金獎，該系統應用人類視覺暫留(POV)技術，通過超高密
度的 LED 燈帶旋轉，讓消費者可以看到清晰生動的 3D 圖像，廣受多家高端品牌的青睞，應
用場景包括在線下實體店、發佈會、線下活動及展會等。Soundbrenner 憑 Soundbrenner
節拍器奪「數碼娛樂 (互動設計) 獎」金獎。幽靈派(Ghostpie) 憑「港詭實錄」獲「數碼娛樂
（娛樂及電子競技軟件 ）獎」金獎。
此外，提供家用診斷篩查成像解決方案的尖思科技 (Gense Technologies) 勇奪「資訊科技
初創企業大獎」和「資訊科技初創企業 (硬件與設備) 獎」金獎。用家只要透過佩戴電極帶，
便可為身體進行實時影像掃瞄，以非入侵式的方法取代傳統的入侵式掃瞄，為診所及家庭提
供一個較經濟實惠的早期健康篩查及監測服務。
Zero Dynamic Technology Limited 勇奪「學生創新獎」大獎，來自香港理工大學許真達和
香港中文大學馬俊鴻的紅外三維脊柱及體態分析儀 Dr.Body Scan，打破傳統 X 光的限制，
採用成熟的紅外成像技術，只需十秒掃描就能為醫護人員與患者提供脊柱的三維信息，用戶
可以在 APP 上隨時查閱檢測報告，根據背部數據享用個性化定制和適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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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設八個獎項類別，以表揚努力追求創新的科技企業和鼓勵企業採
納數碼創新方案。數碼港社群初創的全數獲獎公司名單，請參閱附件。
###
請按此處下載高像素新聞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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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家用診斷篩查成像解決方案的尖思科技 (Gense Technologies) 勇奪「資訊科技初創
企業大獎」和「資訊科技初創企業 (硬件與設備) 獎」金獎。用家只要透過佩戴電極帶，便
可為身體進行實時影像掃瞄，以非入侵式的方法取代傳統的入侵式掃瞄，為診所及家庭提
供一個較經濟實惠的早期健康篩查及監測服務。

濃說(Wizpresso)專注數據分析，其以人工智能(AI)功能為基礎的法律用審核軟體「濃說核
實」，幫助銀行家節省審查及驗證首次公開招股（IPO）文件時間，鞏固香港作為亞洲區
領先的股票承銷商的地位，勇奪「金融科技大獎」和「金融科技 (監管科技及風險管理)
獎」金獎。

德柯斯科技憑多合一智能傳感器 Ambient 16 奪得「智慧市民大獎」和「智慧市民 (智慧
樂齡) 獎」金獎，其傳感器能夠偵測長者活力、健康和生活質素的細微變化，使家人、照
顧者和社會更易洞悉長者的日常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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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御科技(Matrix Sense)憑藉擁有國家知識產權的 Infanity3D™懸空影像系統奪得「數碼
娛樂大獎」和「數碼娛樂 (互動設計) 獎」金獎，該系統應用人類視覺暫留(POV)技術，通
過超高密度的 LED 燈帶旋轉，讓消費者可以看到清晰生動的 3D 圖像，廣受多家高端品牌
的青睞，應用場景包括在線下實體店、發佈會、線下活動及展會等。

來自香港理工大學的許真達和香港中文大學的馬俊鴻勇奪「學生創新獎」大獎，其紅外三
維脊柱及體態分析儀 Dr.Body Scan，打破傳統 X 光的限制，採用成熟的紅外成像技術，
只需十秒掃描就能為醫護人員與患者提供脊柱的三維信息，用戶可以在 APP 上隨時查閱檢
測報告，根據背部數據享用個性化定制和適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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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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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濃說核實

「金融科技大獎」；

獲獎類別：「金融科技獎」
1

2

濃說科技
WIZPRESSO

「金融科技 （監管科技及風

https://wizpresso.com/

險管理）獎」金獎

LeapXpert

LeapXpert

https://www.leap.expert/
3

FCC ANALYTICS LIMITED

「金融科技 （監管科技及風
險管理）獎」金獎

AI AML

「金融科技 （監管科技及風

https://www.fcc-

險管理）獎」銀獎

analytics.com/
4

醫結有限公司

醫結全自動醫療索 「金融科技 （銀行業務、保

Mediconcen Limited

賠系統

險及資本市場） 獎」金獎

保進科技有限公司

CoverGo

「金融科技 （銀行業務、保

CoverGo Limited

Insurance-in-a-

險及資本市場） 獎」銀獎

https://www.covergo.com/

box

https://mediconcen.com/
5

No-code

Platform
6

Quantifeed

QEngine

https://www.quantifeed.com/
7

亞洲卓盛有限公司

險及資本市場） 獎」銀獎
AT Points

AsiaTop Loyalty Limited
8

乘勢轉機

「金融科技 （銀行業務、保
「金融科技 （新興解決方
案） 獎」銀獎

FUNDMAN.AI

CONTRENDIAN

「金融科技 （新興解決方
案） 獎」優異證書

https://www.contrendian.com/
獲獎類別：「智慧市民獎」
9

德柯斯科技有限公司

Ambient 16 智慧 「智慧市民大獎」；

Descamps.Technology Limited

樂齡應用

https://www.descamps.techno

「智慧市民 （智慧樂齡）
獎」金獎

logy/
10

ConnectAR Limited

StoryTellAR

https://www.connectar.group/

「智慧市民 （智慧教育及學
習） 獎」銀獎

5

獲獎類別：「智慧生活獎」
11

斐歷醫藥科技有限公司

中藥產品溯源及驗 「 智 慧 生 活 （ 智 慧 醫 療 ）

Filix Medtech Limited

證平台

獎」銀獎

VisualSonic

「智慧生活 （生活時尚獎」

https://www.filix.hk/
12

Digital Oasis Ltd
https://zh.digitaloasis.com.hk/

13

金獎

株式會社鎌倉食品有限公司

熱鏈智能便當機平 「智慧生活 （生活時尚獎」

Kamakura Foods Limited

台

銀獎

TRAILME

「智慧出行 (智慧旅遊) 獎」銅

https://wadabento.com/en
獲獎類別：「智慧出行獎」
14

uHey Limited
https://www.trailme.com.hk/

獎

獲獎類別：「數碼娛樂獎」
15

萬御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MatrixSense

Infanity3D™

3D 「數碼娛樂大獎」；

Technology 懸空影像系統

Group Limited

「數碼娛樂（互動設計）獎」
金獎

https://matrixsense.tech/
16

17

Soundbrenner

Soundbrenner 節 「數碼娛樂 (互動設計) 獎」金

https://www.soundbrenner.co

拍器： 掌握你的 獎

m/

節奏

Gusto Lab

我們的．藝術館

https://www.gustoxrlab.com/
18

幽靈派有限公司

銅獎
港詭實錄

Ghostpie Limited
19

「數碼娛樂（互動設計）獎」
「數碼娛樂 （娛樂及電子競
技軟件 ）獎」金獎

愛特蕾集團有限公司

弓箭手死了！唯有 「數碼娛樂 （娛樂及電子競

Trefle & Co Ltd

勇者的我出戰！

技軟件 ）獎」銀獎

迷你戰記

「數碼娛樂 (娛樂及電子競技

https://trefle.net/
20

迷你龍有限公司
Minidragon Limited

軟件) 獎」銅獎

https://www.minidragon.net/
獲獎類別：「資訊科技初創企業獎」
21

Gense Technologies Limited

用於遠程診斷篩查 「資訊科技初創企業大獎」；

https://www.gensetechnologi

和慢性病監測的便 「資訊科技初創企業 （硬件

es.com/

攜式自助醫學成像

6

與設備） 獎 」金獎

22

FLYFARM

INTERNATIONAL FlyFarm

「資訊科技初創企業 （社會

LTD.

貢獻） 獎」銀獎

https://flyfarm.com/
23

24
25

迅科教育中心有限公司

體感書寫訓練遊戲 「資訊科技初創企業 （社會

AESIR Institute Limited

- 「魔法文字大作 貢獻） 獎」銅獎

https://www.aesir.hk/

戰」

eCup HK Limited

eCup 智能咖啡平 「資訊科技初創企業 （軟件

https://ecup.hk/

台

MOJODOMO

Hong

及應用服務） 獎」優異證書

Kong MOJODOMO

Limited

「資訊科技初創企業 （軟件

Loyalty Voucher

及應用服務） 獎」優異證書

https://www.mojo-domo.com/
獲獎類別：「商業方案獎」
26

成功發展資訊科技有限公司
Success

全方位 O2O 地產 「 商 業 方 案 （ 中 小 企 業 ）

Development 代 理 平 台 - 獎」優異證書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OUSE101/APS1

Company Limited

01

https://www.aps101.com.hk/
獲獎類別：「學生創新獎」
27

香港理工大學 (許真達) / 香港中

紅外三維脊柱及體 「學生創新獎」大獎；「學生

文大學 (馬俊鴻)

態 分 析 儀

(Zero Dynamic Technology

Body Scan

Dr. 創新（大專或以上）獎」金獎

Limited)
28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沙田) (馬玉駿 /

智能演講訓練系統

陳殷龍 / 黃浪翹 / 曾銳聰)

「學生創新（大專或以上）
獎」優異證書

傳媒查詢，請聯絡︰
數碼港

圓通財經公關

莊菀婷

姚家楹

電話：（852） 3166 3867

電話︰（852）3428 5690

電郵：sandrachong@cyberport.hk

電郵︰ayiu@yuantung.com.hk

關於數碼港
數碼港為一個創新數碼社群，匯聚約 800 間駐園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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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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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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