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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發佈】 

「2022⾹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學⽣創新獎」頒獎典禮 
表揚優秀學界作品 

培育新⼀代⼈才對科技發展的興趣 

由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策動，⾹港新興科技教育協會籌辦的「2022⾹港資訊及通訊科
技獎：學⽣創新獎」頒獎典禮已於2022年10⽉10⽇假⾹港⽣產⼒促進局圓滿舉⾏。⼤會邀
請到中華⼈民共和國⾹港特別⾏政區政府 副政府資訊科技總監⿈志光先⽣, JP、中華⼈民共
和國⾹港特別⾏政區⽴法會議員鄧⾶先⽣, MH、⾹港專業及資深⾏政⼈員協會會長潘燊昌博
⼠, SBS及⾹港新興科技教育協會創會會長洪⽂正先⽣, MH擔任頒獎典禮的主禮及頒獎嘉
賓。 

培育資訊及通訊科技⼈才 ⿎勵發揮創意 
「學⽣創新獎」旨在表揚學⽣在創新及研究上的成就，⿎勵他們發揮更多創新及創意概念，
向社會宣傳資訊及通訊創新，並提升資訊及通訊產業專業形象。⾹港新興科技教育協會以「視
野、創新、博識、承擔」為⽬標，培養⼩學、中學及⼤專或以上的學⽣對科技發展的興趣。 

⿎勵學⽣接觸新穎知識 推動社會發展 
⾹港新興科技教育協會創會會長洪⽂正先⽣, MH, 表⽰：「通過比賽，我們激發學⽣對ICT
和科技的興趣，為未來融入快速節奏的數字社會做好準備。習近平在⾹港回歸廿五週年強調，
要特別關⼼、關愛青年⼈。他指「青年興，則⾹港興︔青年發展，則⾹港發展︔青年有未來，
則⾹港有未來」︔為成長成才創造更多機會。

⾹港新興科技教育協會成⽴⼗年以來，我們致⼒培養新⼀代創科⼈才。我們成功舉辦了⼤灣
區STEM卓越獎四年、全國青少年科學影像節四年、北⽃杯全國賽五年、⾹港資訊及通訊科
技獎八年、mYouth丶FICTAS孕科獎,全港⾸個AI四⾜機械⼈等標誌性項⽬。

記得我在⼩學六年級時參加了⼈⽣中第⼀個電腦比賽並得了優異獎，中六時參加聯校科展得
了⼀些獎項，令我對ICT興趣提⾼了很多，在⼤學時選讀了資訊科技，在最近30年⼀直從事
資訊科技有關的開發 ,科研及教學的⼯作。所以，比賽可以令我們更加投入去鑽研知識，亦
都是為何我在這20年不斷和不同的地⽅，不同的團體或⼈⼠舉辦更多不同的比賽！藉此引發
更多的機會給年青⼈，希望年青⼈對創科更有熱誠。」 

「2022⾹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學⽣創新獎」共有四個組別，頒發⾦、銀、銅獎及優異證
書。組別包括： 
! ⼩學  
! 初中 
! ⾼中 
! ⼤專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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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同時榮獲「2022⾹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學⽣創新⼤獎」及「2022⾹港資訊及通訊科
技獎：學⽣創新（⼤專或以上）⾦獎」的是⾹港理⼯⼤學的曾展樂、李成熙及郭軒慈，其得
獎項⽬是「基於⼈機互認知的機械⼈協作製造系統」。為了解決定制化⽣產所⾯對的困難和
機器⼈靈活性不⾜的問題，該系統集成了虛擬現實(VR)的任務規劃及視覺數據的動態引導，
並增強了協作式機器⼈的⼈⼯智慧和擴增實境(AR)信息共享，以⽤⼾友好的⽅式提供⼈為監
督的控制⽅法，從⽽更好地融合操作員和協作式機器⼈的智慧，解決定制化⽣產所⾯對的困
難和機器⼈靈活性不⾜的問題，改善雙⽅的協作效率。 

來⾃德瑞國際學校的陳蕙軒和龐瑤以「樂活「腦」友: 認知障礙長者混合實景復康活動應
⽤」成為「2022⾹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學⽣創新（⾼中）⾦獎」得主。該得獎項⽬旨在
設計⼀個虛擬實景（VR）康復活動應⽤程式，讓患有輕度和中度認知障礙症的長者通過簡
易的設置、沉浸式的虛擬環境及個⼈化內容，同時練習身體和認知技能。長者能透過應⽤程
式隨時隨地進⾏個⼈化的復康活動，從⽽達致每⽇固定體能及腦⼒訓練，預防並減緩認知障
礙症。 

嶺南中學的⿆常杰、⿈浩銘、劉捷熙及⽢堯銓合作研發出「智箱⽜盾」並獲得「2022⾹港
資訊及通訊科技獎：學⽣創新（初中）銀獎」。「智箱⽜盾」是⼀款集合三⼤應⽤科技(⼈
⼯智能、⾃動化及物聯網)的智能郊區垃圾箱。得獎設備透過使⽤⼈⼯智能鏡頭偵測到有⽜
隻其他動物接近垃圾箱時，「智箱⽜盾」將利⽤蜂鳴器發出聲⾳驅趕並鎖上垃圾箱，避免動
物推翻垃圾箱。此外，當容量接近滿時，「智箱⽜盾」便會⾃動通知清潔承辦商收集垃圾，
並統計各區智能郊區垃圾箱的垃圾收集情況。"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學的⿈茂燊、溫栢曦及洪曉楠則憑著作品  —「智識收」獲得「2022
⾹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學⽣創新（⼩學）⾦獎」。「智識收」透過光感器及濕度感應器智
能檢測及控制開關晾衣架。為了應付⾹港潮濕多霧的天氣，「智識收」加設的⼩風扇能吹⾛
感應器附迎的⽔氣，令感測器運作更有效更準確。此外，⽤家亦可以透過「智識收」的⼿機
應⽤程式控制晾衣架，讓⽤家可更有效、更智能打理家務。"

關於⾹港新興科技教育協會 
⾹港新興科技教育協會的創辦⽬的主要為透過舉辦及宣傳有關資訊科技的活動和比賽，以推動本地
資訊科技的發展，並提供更多機會讓青少年接觸和學習新穎的科技產品，擴闊他們的眼界，並提供
空間讓他們發揮創意，以在資訊科技發展上創造出無限的可能性及突破，為本地資訊科技發展開創
更光輝的未來。以「視野、創新、博識、承擔」作為培育⼈才的⽬標，為青年學⽣提供多元化的活
動及服務，藉此讓青年⼈有機會⾃我培育及發展，逐步建⽴積極的⼈⽣觀和關⼼社會⼈群的精神，
成為具有博識的、有創意、植根於⾹港的新⼀代。倡導並創造條件讓青年學⽣認識、關⼼資訊科技
發展，藉此培養青年⼈對社會的歸屬感和責任感。同時為⽼師提供各種⽀援教育服務，提升教師的
專業素質。如欲了解更多有關⾹港新興科技教育協會的資料，請瀏覽http://hknetea.org/  

新聞界如有垂詢，敬請聯絡⾹港新興科技教育協會: 
Ellen Leung    電話：(852) 2869 6603    電郵：info@hknetea.org#

http://hknetea.org/
mailto:echeng@aqcomm.com


�

附錄 ─ 「2022⾹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學⽣創新獎」得獎名單 

類別 獎項 機構名稱/得獎者 得獎項⽬

學⽣創新
獎

⼤獎 ⾹港理⼯⼤學 (曾展樂 / 李成熙 / 郭
軒慈)

基於⼈機互認知的機械⼈
協作製造系統

⼤專或以
上

⾦獎 ⾹港理⼯⼤學 (曾展樂 / 李成熙 / 郭
軒慈)

基於⼈機互認知的機械⼈
協作製造系統

銀獎 ⾹港專業教育學院 (沙⽥) (郭汶灝 / 
陳旻謙 / 李東鍵 / 葉德華)

Streaming Hub

優異證書 ⾹港城市⼤學 (劉為 / 王陳陳 / 董佳
傑)

免疫⼯廠 - 癌症免疫診療官

優異證書
⾹港城市⼤學 (任俊名 / 肖洲鍵)

基於視頻的癲癇識別系統
⽤於臨床前藥物開發

優異證書 ⾹港城市⼤學 (周傳⽂) ZenxTag-智慧食品標籤

優異證書 ⾹港專業教育學院 (沙⽥) (李芷婷 / 
吳君豪 / 陳耀強 / 楊鏗)

無代碼擴增實境開發⼯具

⾼中 ⾦獎
德瑞國際學校 (陳蕙軒 / 龐瑤)

樂活「腦」友: 認知障礙長
者混合實景復康活動應⽤

銀獎 職業訓練局青年學院 (葵芳) (郭巧
玲 / 鄧滶喬 / 姚⽴ / 梁⼦健)

智護全⽅位

銅獎 將軍澳⾹島中學 (朱芷瑩 / 魏浩峻 / 
何啟睿 / 劉宇軒)

親⼦⾺拉松單⾞機

優異證書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 (陳益聰 / 韓
其政 / 陳宇丞 / 布曉彤)

AI山徑救援

優異證書 樂善堂余近卿中學 (陳⾦群 / 余凱
琳)

舞樂無限

初中 銀獎 嶺南中學 (⿆常杰 / ⿈浩銘 / 劉捷
熙 / ⽢堯銓)

智箱⽜盾

銅獎 拔萃女書院 (陳麒伊 / 陳芷楠 / 梁頌
敏 / 陸倬瑤)

Be a dance arranger

銅獎 聖保祿學校 (徐⼦家 / 郭⼼仁) 關愛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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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異證書 粉嶺禮賢會中學 (蘇皓晉 / 王信泓 / 
蕭智富 / 陳振軒)

AI嬰兒監察器

⼩學 ⾦獎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學 (⿈茂燊 / 溫
栢曦 / 洪曉楠)

智識收

銀獎 ⾹港浸信會聯會⼩學 (⾺天悦 / 蔡逸
帆)

病毒BYE BYE！(智能消毒
鞋櫃)

銅獎 英皇書院同學會⼩學 (陳昊朗 / 梁海
情)

垃圾源頭分類器

優異證書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學
校 (吳鈊妍 / 盧穎霖 / 叢培悅 / 呂玥
璇)

智能分類易

優異證書 佛教林炳炎紀念學校 (謝佩其 / 劉穎
林 / 陳夏媺)

防疫智能補⽔系統

優異證書 鳳溪創新⼩學 (劉薇 / 區家穎 / 陳⼦
俊 / 陸浩賢)

智慧醫⽣:尿尿健康偵測系
統

優異證書 英皇書院同學會⼩學 (呂佳誠 / 李昕
瞳 / ⿈進煒)

抗疫抹枱機械⼈

優異證書 英皇書院同學會⼩學 (葉柏⾔) 搬搬枱枱⼩系統

優異證書 保良局林⽂燦英⽂⼩學 (吳鏡昕) 腦幫⼿

優異證書 滬江⼩學 (鍾博皓) 尿袋容量監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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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2022⾹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學⽣創新⼤
獎」暨「2022⾹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學⽣
創新（⼤專或以上）⾦獎」的得主是來⾃⾹
港理⼯⼤學的曾展樂、李成熙及郭軒慈，得
獎項⽬為「基於⼈機互認知的機械⼈協作製
造系統」。

相⽚⼆ 德瑞國際學校的陳蕙軒及龐瑤以「樂活
「腦」友: 認知障礙長者混合實景復康活動
應⽤」成為「2022⾹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
學⽣創新（⾼中）⾦獎」得主。

相⽚三 來⾃嶺南中學的⿆常杰、⿈浩銘、劉捷熙及
⽢堯銓合作研發出「智箱⽜盾」，獲得
「2022⾹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學⽣創新
（初中）銀獎」。

相⽚四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學的⿈茂燊、溫栢曦及
洪曉楠憑著作品「智識收」獲得「2022⾹港
資訊及通訊科技獎：學⽣創新（⼩學）⾦
獎」。

相⽚五 ⼀眾嘉賓與「2022⾹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
學⽣創新獎」得獎者進⾏⼤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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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相⽚⼆

相⽚三 相⽚四

相⽚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