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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社創‧社區 4.0比賽」— 培訓一時間表 
 

前瞻科技、設計思維培訓 

編號 日期、時間及地點 合作機構 及 講者 主題 名額 

A1 23/12/2019 (一) 

09:15 – 12:30 

九龍聯合道 135號 

香港兆基創意書院

401-402室 

九龍城區民政事務

處 

 九龍城民政事

務專員郭偉勳

太平紳士 

 康樂及文化事

務署代表 

 食物環境衞生

署代表 

走訪九龍城區 了解地區需要 

第一部分：由淺入深認識九龍城區，瞭

解比賽三大題目於地區的影響，從民生

角度策劃原型方案計劃 

第二部分：隊伍針對各自選擇的題目，

與地區專家對話以獲取專業意見  

(以下活動三選一) 

 民政事務專員帶領實地考察

地區問題 (名額﹕25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職員帶領

實地考察地區問題 (名額﹕

25位) 

 食物環境衞生署分享九龍城

區的工作與挑戰 (名額﹕30

位) 

80 

A2 11/1/2020 (六) 

13:45 – 16:00 

九龍聯合道 135號 

香港兆基創意書院

401-402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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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造成功原型(Prototype)之技巧及

注意事項 

100 

A3 1/2/2020 (六) 

10:00 - 12:30 

香港科學園 

科技大道東一號 

核心大樓一座地下 

會議廳 01 

1. 香港理工大學設

計學院 

Brian Lee 

Assistant 

Professor, Leader 

of Asian Lifestyle 

Design Lab 

2. 香港科技園公司 

擴闊原型(Prototype)設計的可能 - 深

化物料認識 (額滿) (取消) 

第一部分 — 認識產品設計 
 認識產品設計的基本概念和原則 
 原型(Prototype)設計的作用及基本
製作的形式  

 如何準備產品介紹(Prototype 
Presentation) 

第二部分 — 參觀香港科技園機械人技術
促進中心 
 參觀香港科技園機械人技術促進
中心(Robotic Catalysing Centre) 

 了解機械人科技的原型製造過程 
 認識中心為機械人生產所提供的
支援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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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體驗培訓 

編號 日期、時間及地點 合作機構 主題 名額 

B1 21/12/2019 (六) 

10:30 – 12:30 

土瓜灣馬頭角道

63號 牛棚藝術

村 

香港明愛九龍

社區中心 - 青

少年及社區服

務 

九龍城的變化 (額滿) 

 街坊帶領遊走九龍城區大街小巷，

聽街坊分享生活瑣事 

 從居民角度認識社區環境、交通情

況及環境衞生問題 

20 

B2 31/12/2019 (二)  

9:30 – 11:30 

九龍土瓜灣樂民

新村 H座地下 

香港聖公會樂

民郭鳳軒綜合

服務中心 

長者友善社區 (額滿) 

 何謂「長者友善社區」?  社區的設

施與長者於區內的生活息息相關，

由長者親自分享他們對九龍城的看

法 

 街坊導賞，邊走邊看，理解居民對

長者友善社區的意見 

40 

B3 4/1/2020 (六) 

10:00 – 12:00 

何文田愛民邨信

民樓地下 121號 

東華三院黃祖

棠長者地區中

心 

「年輕老人」對談  (額滿) 

 走訪區內 40多年歷史的舊屋邨，親

身了解社區內的需要 

 街坊分享﹕生活處境、空間設施及

環境衞生的喜與憂 

40 

B4 4/1/2020 (六) 

10:00 – 12:00 

土瓜灣長寧街信

義會鴻恩堂 

救世軍九龍城

家庭支援中心 

土瓜灣的街頭巷尾 (額滿) 

 認識土瓜灣舊區面貌及當區居民面

對的居住及社區問題 

 了解社區空間與兒童成長的關連 

40 

B5 4/1/2020 (六) 

10:30 – 12:30 

土瓜灣馬頭角道

63號 牛棚藝術

村 

香港明愛九龍

社區中心 - 青

少年及社區服

務 

九龍城的變化 (額滿) 

 街坊帶領遊走九龍城區大街小巷，

聽街坊分享生活瑣事 

 從居民角度認識社區環境、交通情

況及環境衞生問題 

20 

B6 18/1/2020 (六) 

10:00 – 12:00 

九龍城龍崗道 61

號  

九龍樂善堂  

 

青年人眼中的九龍城區  (額滿) 

 青年人分享他們對九龍城區的觀

感，細聽該區的特色 

 從青年人角度認識社區需要 

40 

 如有興趣參與多於一個培訓課程，請電郵至 sic4.0@hkcss.org.hk查詢，但需視乎課程名

額再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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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將於兩個工作天內以電郵通知參加者活動延期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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