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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社創‧社區 4.0 比賽」— 培訓一時間表 

 
是次培訓將以廣東話教授設計思維、前瞻科技及深水埗區地區特色的知識，並讓同學親身體驗及考察社區問題。 

網上表格: https://forms.gle/G8ozzRikRNKy3m8G7  

 
前瞻科技、設計思維培訓 (必需出席) 

編號 日期、時間及地點 合作機構 及 講者 主題 名額 

A1 11/12/2021 (六) 

09:30 – 11:15AM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

小學(長沙灣) 

深水埗區民政事務

處 

深水埗區民政事務

專員–黃昕然先生, 

JP 

走訪深水埗區 了解地區需要 

第一部分：由淺入深認識深水埗區，從民生

角度策劃解難方案   

 專員深入淺出分享深水埗區特色，例

如﹕ 

1/ 地域分佈 

2/ 不同區域的人口特色 

3/ 不同區域的民生習慣 

4/ 地區發展等 

 總結分享深水埗區的工作與挑戰 

200 

 

11/12/2021 (六) 

11:15AM-1:30PM 

深水埗區民政事務

處 及 政府部門 

街坊帶路 

第二部分：實地考察地區問題 探索深水埗

的大街小巷 

路線一[名額 70 個]*：深水埗區民政事務專

員及政府部門代表帶領，掌握社區資源分

配、政策決定及扣連比賽題目角度 

 

路線二至四 [名額共 50 個]： 

由社企–街坊帶路的街坊導賞員帶領遊走深

水埗，學習以不同觀察角度認識區內景況 

*(由於名額有限，為讓更多隊伍參與，每隊只

能派出 1-2 位代表參與路線一；而路線二至三

則不限) 

120 

A2 17/12/2021 (五) 

5:00-6:30PM 

(Zoom Webinar) 

創匯點 

Impact Incubator 

(社聯社企商務中心

轄下) 

社創項目：創新方案與社會效益  

 認識社創基金–由政府提供資源鼓勵社

會創業家和社會創新，解決貧窮和社會

孤立問題 

 個案分享，認識現時社會創新發展 

200 

https://forms.gle/G8ozzRikRNKy3m8G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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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19/12/2021 (日) 

09:30AM - 4:15PM

香港科技園– 

高錕會議中心 

香港設計中心、 

香港科技大學鵬程

青年工程師學苑、 

香港科學園 

 

創新點子訓練營 

200 

 

09:30AM -11:00AM 

 

1. 香港設計中心 

Tasuki Mak, 
Senior Manager  
InnoDesign 
Leadership & 
Knowledge 
Programmes 

設計思維：發現設計、創意與創新 

 設計思維基本原則 

 透過個案及活動，經歷設計思維的主要

環節 

 透過設計思維，學習找到題目的"痛點" 

 製造成功原型(Prototype)之技巧

及注意事項 

11:15AM-12:45PM 

(1.5 hour) 

 

2. 香港科技大學鵬

程青年工程師學苑 

Academy for bright 

future young 

engineers 

應用科技 以創意改善社區 

 了解如何應用科技和創新思維幫助解

決社區所需 

 現時科技遇到的新挑戰 

 國際間以創新科技改善社區的例子 

200 

19/12/2021 (日) 

2:30PM-4:15PM 

(1hr45mins) 

 

3. 香港科學園 

The Hong Ko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 
Corporation 

與社創公司對話 

 初創、社創公司代表分享自身歷程 

 輪流分享點子及交流  
 

200 

A4 20/12/2021 (一) 

5:00-6:30PM 

(Zoom Webinar) 

夢創成真 

Dream Impact 

實踐社創 101 

 與比賽題目相關之社企/初創代表分享 

 現實世界中實踐社創的挑戰及考慮 

200 

 
 

社區體驗培訓–落區實地考察 

編號 日期、時間及地點 合作機構 主題 名額 

B1 3/12/2021 (五) 

4:00PM -6:30PM 

石硤尾南山邨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深東樂 Teen 會 

開闢兒童及青年玩樂空間 (深東樂 Teen 會) 

 由兒童及青少年親身分享玩樂空間的

意見及問題關注 

 實地探究區內玩樂空間的情況 

30 

C1 7/12/2021 (二) 

4:00PM -6:00PM 

明愛鄭承峰長者社

區中心 (深水埗) 

長者精神健康以提升自我形象 (明愛) 

 以長者角度，了解他們對深水埗區的觀

感，細聽該區的特色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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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沙灣保安道  認識長者的需要，於地區的情況及所面

對的問題 

 

D1 8/12/2021 (三) 

4:00PM-6:30PM 

場地待定 

路德會石硤尾失明

者中心 

復康人士的社區流動安全 (路德會) 

 從心認識視障人士在社區的流動安

全，包括社區無障礙設施情況 

 透過中心個案分享，了解社區當中的視

障人士現況及實際需要 

30 

E1 10/12/2021 (五) 

4:00PM-6:30PM 

 

場地待定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

會 深水埗誌寶松柏

中心 

長者精神健康以提升自我形象 (女青) 

 透過中心代表分享區內長者大小事，並

與長者互動，了解長者在區內生活的點

滴 

 從中反思及發掘長者之精神健康需要 

30 

E2 10/12/2021 (五) 

4:00PM-6:30PM 

深水埗元州街市政

大廈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

會 深水埗綜合社會

服務處 

開闢兒童及青少年的遊樂空間 (女青) 

 與深水埗中心地域的兒童及青少年交

流，探討區內遊樂空間情況 

 實地考究及觀察兒童及青少年的遊樂

空間的實際情況 

  

30 

F1 13/12/2021 (一) 

4:00PM-6:30PM 

美孚政府綜合大樓 

香港小童群益會 美

孚青少年綜合服務

中心 

開闢兒童及青少年的遊樂空間 (小童群益

會-美孚) 

 發掘基層兒童及青少年的需要 

 美孚處於深水埗區邊界，透過中心服務

及與社群交流，認識深水埗區的另一面 

30 

G1  14/12/2021 (二) 

4:00PM-6:30PM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

服務處 牽晴計劃 

復康人士的社區流動安全 (牽晴計劃) 

 從傷殘人士四輪的角度認識深水埗區

的特色及需要，及在人口稠密社區生活

面對的困難 

 從居民角度認識社區流動安全及設施

問題 

30 

G2 14/12/2021 (二) 

4:00PM-6:30PM 

深水埗海壇街 

Food Angel 惜食堂 長者精神健康以提升自我形象 (惜食堂)  

 認識中心如何支援區內基層長者 

 長者及家庭透過食物支援，同時與社區

聯繫 

30 

H1 15/12/2021 (三) 

4:00PM-6:30PM 

 

場地待定 

民社服務中心 開闢兒童及青少年的遊樂空間 (民社) 

 認識中心對兒童及其家庭的服務支援 

 區內兒童/青少年對深水埗區的觀感及

了解他們在區內面對的困難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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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 15/12/2021 (三) 

4:00PM-6:30PM 

長沙灣麗閣邨 

香港小童群益會賽

馬會長沙灣青少年

綜合服務中心 

開闢兒童及青少年的遊樂空間 (小童群益

會-長沙灣) 

 中心代表分享深水埗區的工作與挑

戰，以認識兒童及青少年的需要 

 由兒童及青少年親自以居民角度分享

他們對社區的設施的看法 

  

30 

J1 16/12/2021 (四) 

4:00PM-6:30PM 

深水埗白田街 

 

鄰舍輔導會深水埗

康齡社區服務中心 

長者精神健康以提升自我形象 (鄰舍輔導

會) 

 透過老街坊口述導賞，帶領落區實地考

察社區的設施與民生配套，認識深水埗

區的歷史演變與特色 

 觀摩社區飯堂服務，了解社區長者實際

生活與需要 

30 

K1 7/1/2021 (五) 

4:00PM-6:30PM 

深水埗元州邨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幸福長者鄰舍中心 

長者精神健康以提升自我形象 (幸福長者

鄰舍中心) 

 與長者交流，細聽街坊親身分享對深水

埗的看法及生活困難，從中發掘地區長

者之精神健康需要 

25 

K2 7/1/2021 (五) 

4:00PM-6:30PM 

深水埗南昌街 

香港盲人輔導會  復康人士的社區流動安全 (盲人輔導會) 

 與視障人士及服務視障人士之職員交

流，了解當中所面對的困難及社區設施

/中心服務如何提供支援 

 從心認識視障人士、新視障人士及視聽

障人士的日常生活，以及在社區的流動

安全 

30 

 

 以上培訓只供參賽隊伍及老師參加。參賽者需以隊伍形式參與培訓，不接受個人登記﹔歡迎老師陪同出席

各培訓 

 每隊伍需參與前瞻科技及設計思維(A1-A4) 及 1 個社區體驗培訓。如有興趣參與多於一個社區體驗培訓

課程，請電郵至 sic4.0@hkcss.org.hk 查詢，但需視乎課程名額再作安排。 

 由於每項培訓名額有限，報名會以先到先得為原則，網上報名期為 11 月 15 日上午 9:00 至 12 月 2 日中午

12:00。確認通知書及活動詳情將於 11 月 19 日開始至 12 月 2 日分階段以電郵寄予老師及學生隊長。如有任

何查詢，請電郵至 sic4.0@hkcss.org.hk .   

 參賽者可使用大會提供之$300 交通津貼出席實體培訓活動，有關津貼領取將稍後安排 

 如遇突發情況，大會將於活動前兩小時於網頁公布活動最新安排，並以 WhatsApp 短訊通知負責老師及稍後時

間以電郵通知參加者活動更新安排。 

 參與落區考察培訓的同學需穿著校服或學校運動服出席以玆識別。 

 所有參加落區考察培訓人仕均需全程帶口罩及於進入會場前清潔雙手。 

 主辦機構保留隨時修改培訓內容之權利而無須另行通知。 

 

* 視乎當時疫情發展情況再安排實體或網上進行，大會將以電郵通知已報名的隊伍及老師。 

mailto:sic4.0@hkcss.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