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稿
即時發佈
JOS 發掘香港年青新力軍 學生比賽啟發科創智慧
FasTABLE 應用程式縮短用餐等候時間 於 JOS 2016-2017 年度創意比賽奪魁
香港 – 2017 年 2 月 24 日 – 亞洲領先的科技和技術解決方案供應商之一 JOS，今天假香港科學園舉行第
二屆「JOS Innovation Awards」總決賽及頒獎典禮，表揚香港新一代的創意，如何運用智慧科技解決都
市問題。FasTABLE 勇奪 JOS Innovation Awards 鉑金獎，有關意念旨在縮短快餐店用餐等候時間。是
屆比賽吸引來自香港超過 10 家大學及大專院校合共 37 支隊伍報名參加，當中篩選出 8 支隊伍躋身今天
舉行之總決賽，展示他們嶄新的科技解決方案角逐創意大獎， EZPark 和 PLUS II 則分別獲得金獎和銀獎。
自 2015 年起，JOS Innovation Awards 至今已吸引接近 300 名來自香港大學及專上學院的學生參與，該
比賽讓學生們走出課室，鼓勵他們發揮創意，運用創新科技解決日常生活上所遇到的難題。JTH Group
（JOS 公司之管理層）集團人力資源董事龐燕妮女士表示：「JOS 對於能夠肩負培育香港新一代創新人
才的使命深感自豪。這個比賽並不是一個為期一天的活動，而是一個讓學生擴闊視野，從接觸實際工作
環境而汲取行業專家寶貴意見的全面計劃。在 JOS 專家的指導和引領下，參賽學生把創新意念逐步實踐
之餘，同時借此鍛鍊和提升他們的演講技巧。此外，這個活動更是一個獨特的雙向學習機會，一方面同
學們可以得到 JOS 團隊的指導和啟發，另一方面，我們亦可以從年輕人身上了解他們的展望與抱負。」
龐女士續稱：「JOS Innovation Awards 是我們人才招聘策略的一部分。除了鉑金獎的得獎隊員可以獲得
公司實習機會之外，我們亦會邀請其他合適的參賽學生參加我們的實習和畢業生實習計劃。我們的比賽
不單在香港舉行，JOS 之新加坡辦事處亦於今年舉辦首屆 JOS Innovation Awards，務求為行業注入更多
新力量。 」
今年入圍參賽隊伍的解決方案涵蓋多個領域，包括智能交通、未來餐旅業及智慧零售，以及兩個全新主
題 ─ 綠色生活及創新醫療。2016 - 2017 年度 JOS Innovation Awards 得獎名單如下：
鉑金獎得獎隊伍 – FasTABLE
o

參賽隊伍致力解決連鎖快餐業普遍面對的問題，運用動態探測器識別空桌及訂單，以充分提升翻枱率、
客座量及改善食客用餐體驗。

o

隊員：來自香港城市大學的麥晋謙、劉穎蕎、陳學樺和香港大學的李震聰

o

可獲獎金港幣 55,000 元，各隊員可獲為期兩個月的實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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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獎得獎隊伍 – EZPark
o

參賽隊伍針對駕駛人士在尋找停車位，以智能感應器和附地圖功能的應用程式，簡化整個付款程序。

o

隊員：來自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沙田分校）的何英偉和何百祥；考文垂大學及才晉高等教育學院的
梁嘉龍

o

可獲獎金港幣 30,000 元

銀獎得獎隊伍 – PLUS II
o

參賽隊伍以革新的手提應用程式，鼓勵用家分享過多的飯餸，本著共享經濟及讓剩餘產能獲得最佳分
配的理念來減少廢物。

o

隊員：來自香港中文大學的司徒澄和葉淑恩

o

可獲獎金港幣 15,000 元

JOS 香 港 及澳 門區 董事 總 經理 柯 志成 先 生表示 ： 「 我 在 此祝 賀 各支得 獎 隊伍 。 由我 們創辦 JOS
Innovation Awards 至今，每支參賽隊伍一直表現出色，釋放出無限的動力。我們見證了香港年輕一代一
直可以發揮無比的創意。我們對於學生們那種對周邊事物觀察入微的態度，以及將創意融合科技，藉此
改善生活並創造社會價值之精神，印象深刻。我們對於能夠為新世代提供一個追夢的平台感到十分驕
傲。」
是屆比賽的評審團陣容鼎盛，雲集來自不同行業的翹楚精英。撥冗出席今天之頒獎典禮評審團包括：


JTH Group 行政總裁雲達奧雲先生



JOS 集團董事總經理麥郎特先生



香港醫院管理局資訊科技及醫療信息部高級醫療信息經理陳志強醫生



牛奶公司集團商務拓展董事，集團健康及美容林齊娟女士



智慧城市聯盟創辦人及督導委員會主席鄧淑明博士太平坤士



怡中航空服務行政總裁樂衞先生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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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JOS
JOS 在亞洲累積逾 60 年的營運經驗，提供系統集成、解決方案供應及技術諮詢顧問服務，對本地市場和行業擁有
深厚認識，並具備卓越的執行能力。
JOS 於亞洲聘用 2,200 名員工，並設有 9 個辦事處，遍佈中國、香港、澳門、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等重要商業樞紐。
JOS 致力協助亞洲企業和政府應用最適合的技術以應對商業挑戰，提升表現。JOS 的廣泛經驗跨越多個行業，其核
心能力涵蓋大數據、雲端計算、企業應用程式、企業安全、流動性、新世代基礎設施和物聯網。JOS 現為亞洲超過
一萬個商業及公共機構客戶提供服務，包括區內商界翹楚和政府組織，而當中與不少客戶建立十年或以上的長期合
作關係。
JOS 為 JTH Group 的業務部門之一。JTH Group 是《財富》世界 500 強企業怡和集團的成員之一。查詢詳情，請
瀏覽 JOS.com，或關注

(JOS it solutions)，

(JOS) 及

(jos-china)。

關於 JOS Innovation Awards
JOS Innovative Awards 由 JOS 於 2015 年創立，旨在啟發、培育和發掘學生就改善不同行業而引發的嶄新意念與
創新思維。有關比賽歡迎全港所有大學及大專院校之全日制本科生和研究生參與，並需由二至五人組隊參賽。
JOS Innovative IT Project Awards 致力啟發香港學生，從而令世界更具效率，帶來更美好的生活。如欲瞭解詳情，
請瀏覽 JOS 人才招募或關注

(JOS Talent Acquisition)。

頒獎典禮照片：

照片一： 來自香港城市大學的麥晋謙、劉穎蕎、陳學樺和香港大學的李震聰憑動態探測器識別空桌及訂單解決方案
FasTABLE 獲頒 JOS Innovation Awards 2016-2017 鉑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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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二： 來自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沙田分校) 的何英偉和何百祥；考文垂大學及才晉高等教育學院的梁嘉龍憑優化停
車位解決方案 EZPark 獲頒 JOS Innovation Awards 2016-2017 金獎

照片三： 來自香港中文大學的司徒澄和葉淑恩憑廚餘手機應用程式 PLUS II 獲頒 JOS Innovation Awards 20162017 銀獎

4

照片四： 鉑金獎得獎隊伍向評審演示他們的動態探測器識別空桌及訂單解決方案 FasTABLE

照片五：(左起) JOS Innovation Awards 2016-2017 評審團由 JOS 集團董事總經理麥郎特先生、怡中航空服務行政
總裁樂衞先生、牛奶公司集團商務拓展董事林齊娟女士、JTH Group 行政總裁雲達奧雲先生、智慧城市聯
盟創辦人及督導委員會主席鄧淑明博士太平坤士和香港醫院管理局高級醫療信息經理陳志強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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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六： JOS Innovation Award 2016-2017 參賽隊伍、評審團和 JOS 行政人員合照

請於以下鏈結下載高解像照片：
https://www.webcargo.net/l/pFXFYMoBNS/

傳媒聯絡
高誠公關
Janisa Hui
+852 2501 7904
jhui@golin.com

Candy Xie
+852 2501 7949
cxie@gol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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