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示得獎網站及流動應用程式短片 
 
最喜愛網站 
1. 九龍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 [www.kmb.hk] 
2. 香港大學 [www.hku.hk] 
3. 香港中文大學 [www.cuhk.edu.hk] 
 
最喜愛流動應用程式 
4.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MTR Mobile , iOS / Android 平臺]  
5. 香港機場管理局 [我的航班 , iOS / Android 平臺]  
6. 香港失明人協進會 [芝麻開路 , iOS 平臺]  
 
優異設計家大獎 
1.  TheOrigo Ltd. 
2.  天域商業方案有限公司 
3.  看漢科技有限公司 
 
三年卓越表現大獎 
1.  建衡科技有限公司 [www.arcotect.com] 
2.  自動系統集團有限公司 [www.asl.com.hk] 
3.  香港中文大學 [www.cuhk.edu.hk] 
4.  香港城巿大學 [www.cityu.edu.hk/cityu] 
5.  香港城巿大學 [www.cityu.edu.hk/cio] 
6.  魚類統營處 [www.fmo.org.hk] 
7.  自由策劃有限公司 [www.freecomm.com/entxt_index.php] 
8.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dsf.org.hk] 
9.  社聯- 滙豐社會企業商務中心 [www.sobiz.hk] 
10. 資訊科技資源中心 [itrc.hkcss.org.hk] 
11.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 [www.smokefree.hk] 
12. 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 [www.cyberport.hk] 
13.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it.vtc.edu.hk] 
14.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 - 路德會石硤尾失明者中心 
[smartlink.hklcb.org/index2.php] 
15. 香港印鈔有限公司 [www.hknpl.com.hk] 
16. 香港理工大學健康安全及環境事務處 [www.polyu.edu.hk/hseo] 
17. 賽馬會數碼共融中心 [jcdic.hk] 
18. 九龍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 [www.kmb.hk] 
19. 嶺南大學 [www.ln.edu.hk] 



20. 明思亞洲有限公司 [www.mint-asia.com] 
21. 朗德系統有限公司 [www.newtrek.com.hk] 
22. 駿研(亞太區)有限公司 [www.objectvalley.com] 
23. 駿研(亞太區)有限公司 [www.cloudgle.com] 
24. 職業性失聰補償管理局 [www.odcb.org.hk] 
25. 莫乃光立法會議員(資訊科技界)辦事處 [www.charlesmok.hk] 
26. 香港公開大學 [www.ouhk.edu.hk] 
27. 博愛醫院 [www.ha.org.hk/poh] 
28. 威爾斯親王醫院 [www3.ha.org.hk/pwh] 
29. 複康資源協會 [www.easrs.org.hk] 
30. 國盈股份有限公司 [www.sococ.com] 
31. 屯門醫院 [www.ha.org.hk/tmh] 
32. 香港大學 [www.hku.hk] 
33. 蔬菜統營處 [www.vmo.org] 
 
網站金獎 
34. 飛達系統工程有限公司 [3tech.com.hk] 
35. 安貝利爾酒業 [www.abbelio-wines.com.hk] 
36. 富通保險(亞洲)有限公司 [www.ageas.com.hk] 
37. 香港機場管理局 [www.hongkongairport.com] 
38. 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 [www3.ha.org.hk/ahnh] 
39. 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 [www3.ha.org.hk/ahnh/mobile] 
40. 香港展能藝術會 [www.adahk.org.hk] 
41. 香港展能藝術會  [] 
42.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www.hkbea.com] 
43. 香港暢道科技有限公司(香港盲人輔導會全資附屬公司) [www.bfahk.com.hk] 
44. 網想意念有限公司 [best-view.net] 
45. 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 [www.bmcpc.org.hk] 
46. 明朗服務有限公司 [www.brightservices.org.hk] 
47. 青山醫院 [www.ha.org.hk/cph] 
48. 青山醫院 [www3.ha.org.hk/cph/ch/?mobile=1] 
49. 中原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hk.centanet.com] 
50. 中原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www.centaline-oir.com] 
51. 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 [www.cmchk.org.hk] 
52. 香港中文大學 [www.cuhk.edu.hk/ugallery] 
53. 香港中文大學傳訊及公共關係處 [www.cpr.cuhk.edu.hk] 
54. 香港中文大學傳訊及公共關係處 [www.cpr.cuhk.edu.hk/CUTV] 
55. 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 [www.caswcmc.edu.hk] 



56.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www.cfsc.org.hk] 
57. Clockwork Corporate Services Limited [www.clockwork.hk] 
58. 消費者委員會 [tdo.consumer.org.hk/unfair_trade_practices] 
59. 香港兒童啟迪協會 [www.iep.hk] 
60. 工程師註冊管理局 [www.erb.org.hk] 
61. 扶康會 [www.fuhong.org] 
62. 富士施樂(香港)有限公司 [www.fujixerox.com.hk] 
63. Gaaz-QT Limited [www.gaaz-qt.com] 
64. 陸適有限公司 [www.greenpr.com.hk] 
65. 恒生管理學院 [www.hsmc.edu.hk] 
66. 香港電腦圖像專業學會 [hong-kong.siggraph.org] 
67. 社聯-滙豐社會企業商務中心 [dbsse.hkcss.org.hk] 
68. 社聯-滙豐社會企業商務中心 [www.socialenterprise.org.hk] 
69. 社聯 - 滙豐社會企業商務中心 [www.sobiz.hk/silver/] 
70.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 [www.quittowin.hk] 
71. 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 [arcade.cyberport.hk] 
72. 香港教育城有限公司 [www.hkedcity.net/funpost] 
73. 香港教育城有限公司 [www.hkedcity.net/sen] 
74. 香港教育城有限公司 [www.hkedcity.net/parent] 
75. 香港教育城有限公司 [www.hkedcity.net/ttv] 
76.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www.hkeaa.edu.hk] 
77. 香港房屋協會 [www.hkhselderly.com/erc] 
78. 香港教育學院 [www.ied.edu.hk/web] 
79. 香港教育學院 [www.ied.edu.hk/ocio] 
80. 香港工程師學會 [www.hkie.org.hk] 
81. 香港互聯網註冊管理有限公司 [www.hkirc.hk] 
82. 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 [www.hkmc.com.hk] 
83. 香港理工大學 [www.polyu.edu.hk] 
84. 香港理工大學校園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www.polyu.edu.hk/greencampus] 
85. 香港理工大學資訊科技處 [www.polyu.edu.hk/its] 
86. 香港理工大學就業服務處 [www.polyu.edu.hk/caps] 
87.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e1668.hk] 
88. 香港複康會 [accessguide.hk] 
89. 香港造口人協會 [www.stoma.org.hk] 
90. 香港貿易發展局 [www.hktdc.com/annualplan2014] 
91. 醫院管理局新界西醫院聯網 [www3.ha.org.hk/ntwc] 
92. 醫院管理局新界西醫院聯網 [www3.ha.org.hk/ntwc/ch/?mobile=1] 
93. iBase Technologies Limited [www.ibase.com.hk] 



94. 看漢科技有限公司 [www.kanhan.com] 
95. 倢冠科技有限公司 [www.kinetix.com.hk] 
96. 柯尼卡美能達商業系統(香港)有限公司 [www.konicaminolta.hk] 
97. 六達推廣企業 [www.leapy.com.hk] 
98. 六達推廣企業 [www.mylink.com.hk] 
99. 領匯管理有限公司 [www.thelink.com.hk] 
100. Microsoft 香港 [www.microsoft.com/hk/mscorp] 
101.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www.mtr.com.hk] 
102. 新世界設施管理有限公司 [www.nwfm.com.hk] 
103. 新世界第一渡輪服務有限公司 [www.nwff.com.hk] 
104. 新世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www.nwtmt.com] 
105. 北區醫院 [www3.ha.org.hk/ndh] 
106. 北區醫院 [www3.ha.org.hk/ndh/mobile] 
107. 新創建集團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www.nwsfoundation.com.hk] 
108. 八達通控股有限公司 [www.octopus.com.hk] 
109. 八達科技有限公司 [octopus-tech.com] 
110. 八達科技有限公司 [elearning.octopus-tech.com/iteachpm] 
111. 方國珊議員辦事處 [www.christinefong.com] 
112. 立法會議員葛佩帆辦事處 [www.eqweb.hk] 
113. on.cc 東網 [orientaldaily.on.cc] 
114. 肺塵埃沉著病補償基金會 [www.pcfb.org.hk] 
115. 博愛醫院 [www3.ha.org.hk/poh/ch/?mobiles=1] 
116. 愛心力量中原慈善基金洗腎中心有限公司 [polccf-dialysis.org] 
117. 威爾斯親王醫院 [www3.ha.org.hk/pwh/iphonepage] 
118. 富豪國際酒店集團有限公司 [www.regalhotel.com] 
119. 利民會 [www.richmond.org.hk] 
120. 香港耀能協會 [www.sahk1963.org.hk] 
121. 香港耀能協會 [www.rehabguide.hk] 
122. 信和集團旗下酒店 [www.sino-hotels.com] 
123. 信和集團旗下酒店 [www.sino-hotels.com/hk/city-garden] 
124. 信和集團旗下酒店 [www.sino-hotels.com/hk/gold-coast] 
125. 信和集團旗下酒店 [www.sino-hotels.com/hk/island-pacific] 
126. 信和集團旗下酒店 [www.sino-hotels.com/hk/royal-pacific] 
127. 信和集團旗下酒店 [www.iprestigerewards.com] 
128. 聖貞德中學 [www.sja.edu.hk] 
129. 天星小輪有限公司 [www.starferry.com.hk] 
130. Super Corporate Consultancy Group [supercorporate.com.hk] 
131. 大埔醫院 [www3.ha.org.hk/tph] 



132. 大埔醫院 [www3.ha.org.hk/tph/mobile] 
133. 荃灣天主教小學 [www.twcps.edu.hk] 
134. 屯門醫院 [www3.ha.org.hk/tmh/ch/?mobile=1] 
135. 東華學院 [www.twc.edu.hk] 
136. 東華三院群芳啟智學校 [www.twghkfkcsp.edu.hk] 
137. 香港大學傳訊及公共事務處 [www.cpao.hku.hk] 
138. 香港大學傳訊及公共事務處 [www4.hku.hk/congreg] 
139. 香港大學 [www.hku.hk/award] 
140. 香港大學 [www4.hku.hk/pubunit/drcd] 
141. 香港大學 [www4.hku.hk/pubunit/calendar] 
142. 香港大學資訊科技服務 [www.its.hku.hk] 
143. 香港大學資訊科技服務 [moodle-support.hku.hk] 
144. 香港大學圖書館 [lib.hku.hk] 
145. 香港大學 (U-Vision) [uvision.hku.hk] 
146. 市區重建局 [www.ura.org.hk] 
147. 景川互動媒體 [visoport.com] 
148. 景川互動媒體 [visotour.com] 
149. 職業訓練局招生處 [www.vtc.edu.hk/admission] 
150. 職業訓練局 [www.vtc.edu.hk/study] 
151. 職業訓練局 [www.shine.edu.hk] 
152.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 [www.westkowloon.hk] 
153. 棱致培訓顧問有限公司 [www.wiselinks.hk] 
154. Xenyo Limited [www.xenyomedia.com] 
155. 雅古科技有限公司 [www.yakoo.com.hk] 
 
流動應用程式金獎 
1.  香港機場管理局 [我的航班 , iOS / Android 平臺]  
2.  中原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中原地產 - 行動筍盤 , iOS / Android 平臺]  
3.  中原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中原工商鋪 , iOS / Android 平臺]  
4.  香港城巿大學 [CityU Mobile AIMS , iOS 平臺]  
5.  香港城巿大學 [CityU Mobile CAP , iOS 平臺]  
6.  香港大學傳訊及公共事務處 [港大新聞 , iOS / Android 平臺]  
7.  香港兒童啟迪協會 [幼童自閉症檢測 App , Android 平臺]  
8.  社聯 - 滙豐社會企業商務中心 [銀徽企業嘉許計劃 , iOS / Android 平臺]  
9.  社聯 - 滙豐社會企業商務中心 [So-Biz 無障消費 , iOS / Android 平臺]  
10. 香港聾人協進會 [手語通 , Android 平臺]  
11. 香港失明人協進會 [芝麻開路 , iOS 平臺]  
12.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HOPE 中文拆字遊戲 , iOS / Android 平臺]  



13. 賽馬會耆智園 [腦退化一按知 , iOS / Android 平臺]  
14. 嶺南大學 [嶺南大學 , iOS / Android 平臺]  
15.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MTR Mobile , iOS / Android 平臺]  
16. 新世界第一渡輪服務有限公司 [新渡輪 , iOS / Android 平臺]  
17. Nuthon IT Solutions Limited [Toilet Rush 沖廁 , iOS / Android 平臺]  
18. 威爾斯親王醫院 [威院一路通 , iOS 平臺]  
19. 香港耀能協會 [社交故事一按通 , Android 平臺]  
20.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東亞銀行 , iOS 平臺]  
21. 香港中文大學 [CUHK Mobile , iOS / Android 平臺]  
22. 心光盲人院暨學校 [基礎數學練習 , iOS 平臺]  
23.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社會服務熱線總覽 , Android 平臺]  
24.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長者活動搜尋器 , iOS / Android 平臺]  
25. 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 [聰鳴語音工具箱 , Android 平臺]  
26.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滙豐流動理財 , iOS 平臺]  
27.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 [香港通 , Android 平臺]  
 
網站銀獎 
1.  屈臣氏集團 [www.aswatson.com] 
2.  屈臣氏集團 [www.aswatson.com/ssa] 
3.  藝全人創作有限公司 [www.adamartscreation.com] 
4.  香港小童群益會 [www.bgcash.org] 
5.  香港小童群益會 [ytit.bgca.org.hk] 
6.  明愛康復服務 [commjob.hk] 
7.  中國人壽保險(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www.chinalife.com.hk] 
8.  華人廟宇委員會 [www.ctc.org.hk] 
9.  中電控股有限公司 [www.clpgroup.com] 
10. 華豐正淩國際有限公司 [www.alexhung.com] 
11. 第一線有限公司 [dyxnet.com] 
12. edward-designer [www.kidsmust.com] 
13. 香港演藝學院 [www.hkapa.edu] 
14. 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www.astri.org] 
15.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www.hkcss.org.hk] 
16.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www.caringcompany.org.hk] 
17.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www.communitypartnership.org.hk] 
18. 社聯-滙豐社會企業商務中心 [www.goodgoods.hk] 
19.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 [www.educationtheatre.hk] 
20. 香港存款保障委員會 [www.dps.org.hk] 
21. 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 [www.hkecic.com] 



22. 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傷殘人士體育協會 [www.hkparalympic.org] 
23. 香港理工大學包玉剛圖書館 [www.lib.polyu.edu.hk] 
24.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www.sage.org.hk] 
25. 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 [www.deaf.org.hk] 
26. 香港旅遊發展局 [www.discoverhongkong.com] 
27. 香港輪椅輔助隊有限公司 [www.hkwheelchair.org.hk] 
28. 和記環球電訊有限公司 [www.hgc.com.hk] 
29. 和記電訊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www.hthkh.com] 
30. 和記電訊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m.hthkh.com] 
31. 富薈酒店 [www.iclub-hotels.com] 
32.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www.mpfa.org.hk] 
33. 現代貨箱碼頭有限公司 [www.modernterminals.com] 
34. 南豐集團 [www.nanfung.com] 
35. 新世界設施管理有限公司 [www.youthsquare.hk] 
36. 新生命教育協會呂郭碧鳳中學 [www.lkpfc.edu.hk] 
37. 新創建集團有限公司 [sr.nws.com.hk] 
38. 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 [www.pcpd.org.hk] 
39. 規劃師註冊管理局 [www.prb.org.hk] 
40. 新會商會學校 [swcss.edu.hk] 
41. 聯合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www.sup.com.hk] 
42. 時代廣場有限公司 [www.timessquare.com.hk] 
43. 職業訓練局 高等及專業教育處 [www.vtc.edu.hk/cpe] 
44. 領先科技國際有限公司 [www.westcomzivo.com] 
 
流動應用程式銀獎 
1. 730 媒體有限公司 [am730 , iOS / Android 平臺]  
2. 時代廣場有限公司 [時代廣場 , iOS / Android 平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