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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Innovation Inventor – Competition for Innovative Design 2017-18  



社會創新發明 
「凝活傳城」概念空間設計大賽 

2017-18 
 

Social Innovation Inventor 
Competition for Innovative Design 2017-18 



過往比賽  Past Competitions 

2013/14 

2014/15 

Objectives 1) 引發年輕一代關注社會和環境議題; 
2) 推動學生發揮創意，同時體現關愛精神。 
1) Motivate the younger generation to be concerned about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2) Encourage students to be creative and gain a chance to care for other people of the society 

2015/16 

2016/17 



過往活動推廣  Past Promotion 

• 海報 
    Poster 

於超過1,000個不同地點張貼，包括中學、大專院校、社區中心、公共屋邨、商場等等 
posted at ~1000 locations, including schools, universities, community centres, public housing 
estates, shopping malls, etc. 



過往活動推廣  Past Promotion 

• WGO 
Facebook 



過往活動推廣  Past Promotion 

• 其他網上頻道 Other Online Exposures 



媒體報導  Media Coverage 

TVB Pearl – 20140712  

7:30 pm News Features 
http://youtu.be/JnOpPEuUJqU   

or 
https://docs.google.com/a/thewg

o.org/file/d/0BzarjEKVxWS-
anducksycHZTUDQ/edit 

https://docs.google.com/a/thewgo.org/file/d/0BzarjEKVxWS-anducksycHZTUDQ/edit
https://docs.google.com/a/thewgo.org/file/d/0BzarjEKVxWS-anducksycHZTUDQ/edit
https://docs.google.com/a/thewgo.org/file/d/0BzarjEKVxWS-anducksycHZTUDQ/edit
https://docs.google.com/a/thewgo.org/file/d/0BzarjEKVxWS-anducksycHZTUDQ/edit


媒體報導  Media Coverage 



媒體報導  Media Coverage 



媒體報導  Media Coverage 



媒體報導  Media Coverage 



媒體報導  Media Coverage 



得獎作品 – 2013/14    
Award Winning Designs 

冠軍 Champion 亞軍 1st Runner-up 季軍 2nd Runner-up 

冠軍 Champion 亞軍 1st Runner-up 季軍 2nd Runner-up 

大專生組 Tertiary Education Group  

中學生組 Secondary School / Yi Jin / Foundation diploma Group 



得獎作品 – 2014/15   
Award Winning Designs 

Champion 

冠軍 Champion 亞軍 1st Runner-up 季軍 2nd Runner-up 

中學生組 Secondary School / Yi Jin / Foundation diploma Group 

冠軍 Champion 亞軍 1st Runner-up 季軍 2nd Runner-up 

大專生組 Tertiary Education Group  



 
得獎作品 – 2015/16   
Award Winning Designs 

  

  

 

  

   

中學生組 Secondary School / Yi Jin / Foundation diploma Group 
 冠軍 Champion 亞軍 1st Runner-up 季軍 2nd Runner-up 

大專生組 Tertiary Education Group  

冠軍 Champion 亞軍 1st Runner-up 季軍 2nd Runner-up 



 
得獎作品 – 2016/17   
Award Winning Designs 
中學生組 Secondary School / Yi Jin / Foundation diploma Group 
 冠軍 Champion 亞軍 1st Runner-up 

季軍 2nd Runner-up 

大專生組 Tertiary Education Group  

冠軍 Champion 亞軍 1st Runner-up 季軍 2nd Runner-up 





香港住屋問題 

香港礙於先天環境的局限，土地資源相對
短缺。「地少人多」及「土地供應不足」
的情況令樓價和租金飈升，亦令本地居住
的問題日益嚴重。為節省居住成本，一般
家庭居於較小型的單位。根據美國人口普
查局就《全球的人均居住面積》的研究資
料顯示，香港的人均居住面積為15平方米
(約161呎)，為美國的1/3，亦擁有全球最小
的人均居住面積。由於市民所居住的面積
普遍遍少，居住質素亦因而相對欠佳。根
據美國顧問公司Demographia於2017年公布
的《全球樓價負擔能力調查》發現，香港
亦為全球最難負擔城市，樓價與收入比率
為18.1倍，即表示市民須持續賺取收入及
在不吃不喝的情況下約18年才可置業。 



• 現代的共享生活的概念源於1960年
代於丹麥社區實行的全球首個共同
住宅計劃Sættedammen 

 

• 由數十個家庭聚居一處，並分擔區
內的育兒工作。直至現在，共享生
活進展成一種新的生活方式。 

 

 

 

 

共享生活空間的趨勢 



• 共享生活空間是一種新形成的生
活方式。不同背景的人士透過共
用空間及設施，更恰當地運用已
有的資源及促進彼此間的交流，
從而享受便利及充實的生活。 

 

• 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及交流有助將
共有的空間營造出「家」的感覺
，讓更多相同理念的人聚集於此
。 

共享生活空間 



• 共同生活是一種以真正的社區
意識為中心的生活方式，利用
共享空間和設施創造更加便利
和滿足的生活方式 

 

• 建立一個志同道合的年輕人社
區，集工作玩樂於一身，享受
嶄新的生活體驗。 

共享生活空間 



• 引發年輕一代關注社會和環境議題 

 

• 讓年青人發揮創意，透過設計以促進人際間的交流機會，
促進城市的文化交流及發展 

 

• 將「綠色」的概念融入生活，推動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比賽目的 



參賽資格 
Qualifications for Participation 

Tertiary Education Group 

 

• All full-time students from local tertiary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re welcome to 
participate 

• Each team can consist of 2-3 students 

• Team members can come from the 
same or different institutions and 
faculties 

• There is no limit on the number of 
teams from the same institution joining 
the competition 

• The competition is free of charge 

大專生組  

 

• 歡迎全港全日制大專學生
組隊參加 

• 每隊成員為2-3人 

• 隊員可以來自同一所大專
院校或不同院校 

• 同一院校可有多隊參賽，
不設參賽隊伍上限 

• 報名費用全免 

 

 



大專組設計要求 

• 設計一個具主題特式的共享生活空間 

共享生活空間資料 

• 每層面積約為1,500呎，總共3層不多於5,000平方呎 

• 按需要設置不同設施，劃分房間及區域 

• 每名住客最少要有50平方呎的居住空間 

• 面積比例：約六成為居住空間，四成為公共空間 

 

 

 

 



設計需考慮及具備以下條件 

• 設計及設施須包含環保及節能元素 

 

• 公共空間可包含不同設施如客廳、廁所、廚房、活動室
等等 

 

• 可按需要為共享生活空間制定個別主題及目標住客群 

 

• 可加入智能家居元素 



參賽資格 
Qualifications for Participation 

Secondary School / Yi Jin / 
Foundation diploma Group  
 

• All students from local secondary 
schools, Yi Jin and foundation 
diploma students are welcome to 
participate 

• Each team can consist of 2-3 
students 

• Team members can come from the 
same or different schools 

• There is no limit on the number of 
teams from the same school 
joining the competition 

• The competition is free of charge 

中學生組  

 

• 歡迎全港香港中學生及、
毅進/基礎文憑生組組隊
參加 

• 每隊成員為2-3人 

• 隊員可來自同一所學校或
不同學校 

• 同一院校可有多隊參賽，
不設參賽隊伍上限 

• 報名費用全免 

 

 



中學生及毅進/基礎文憑組設計要求 

• 設計一個具主題特式的共享工作空間 

共享工作空間資料 

• 整個工作空間為約為5,000平方呎 

• 按需要設置不同房間或區域 

• 六成空間為業務工作範圍，而四成空間為共享工作空間 

• 能夠同時容納最少6間公司 (每間公司不少於5名人士) 進行
業務工作 

 

 

 



設計需考慮及具備以下條件 

• 提供空間予進行展覽、講座或不同類型之活動 

 

• 提供空間予市民進行不同類型的休閒活動 

 

• 共享工作空間可包含不同設施如：茶水間、會議室
、活動室等 

 

• 共享工作空間可提供不同類型的工作坊以令用家學
習新技能，例如程式編制及咖啡調配。 



設計需考慮及具備以下條件 

環境挑戰： 

大部分時間在辦公室 (商業建築物)或家
居 (住宅建築) 

 建築物佔香港用電量的89％ 

 佔香港碳排放量的60％ 

 

• 設計應該從源頭減少二氧化碳 

• 設計應該減少廢物來源 

• 通過綠色設計應用環境措施，加上行
為改變對保護 環境和地球資源非常
重要 

https://www.google.com.hk/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iexumuib7WAhXLUbwKHSZlCuQQjRwIBw&url=https://www.pinterest.com/hellooffice/creative-office-design/&psig=AFQjCNElDapfhqzZ2PKCQ7qK-7-S9p2BrA&ust=1506351104433657
https://www.google.com.hk/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jJgJrZ9r3WAhXFXLwKHdXhA00QjRwIBw&url=http://www.express.co.uk/life-style/style/572656/Nature-inspired-home-design-spring-2015&psig=AFQjCNEywSNSBLwgB98cIvFVrGryQZTJ3g&ust=1506346094417695


設計需考慮及具備以下條件 

環境考慮： 

需要考慮環境措施，如節能，節水，室內
空氣質量，綠化，碳排放和垃圾減量，例
如： 

• 能源：使用LED燈的照明設計 

• 能源：空調和風扇交替使用以節能 

• 水：廚房裡的節水標籤 

• 水：衛生間的節水沖洗設計; 重新使用
沐浴水 

• 垃圾：在公共休息室回收垃圾桶 

• 綠化：種植改善室內空氣質量（IAQ） 

https://www.google.com.hk/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jmpfOd9r3WAhVEv7wKHQPUDA8QjRwIBw&url=https://www.pinterest.com/explore/living-room-plants/&psig=AFQjCNGRmpz_pQ0oyic6DrH3kZVWZgw6SQ&ust=1506345918031156


• 有興趣參加者，可自行組隊
於世界綠色組織網頁內的「
社會創新發明—「凝活傳城
」概念空間設計比賽」網上
報名版面填妥報名表格，連
同每位隊員的學生證副本一
併提交。年齡未滿18歲的參
賽隊伍成員，需另行提交由
監護人或學校老師簽署的「
參賽者聲明」。 

        

 
比賽程序 



• 合資格參賽隊伍可根據簡介會所提供的指引，構思設計，
並於 2018 年 4 月 20 日下午 6:00 前，提交一份以 PDF 格式
存 檔 的 「 參 賽 作 品 概 念 圖 簡 介 」 ， 電 郵 至 
inventor@thewgo.org。所提交的概念圖簡介需以中文或英
文設計介紹 （於 500 字內）。 

 
比賽程序 



• 評審團將為兩個參賽組別選出各 10 隊進入決賽。主辦單位將
會安排舉行一系列工作坊，以幫助大家完善其設計及構思。 

 

 

        

 
比賽程序 



• 入圍隊伍必需於 2018 年 6 月 18 日或之前遞交最終設計方
案。 

 

 

 

        

 
比賽程序 
Procedures 



最終評審 Final Judging 

• 所有參賽隊伍有十分鐘時間向
評審分享他們設計 

• 所有入圍的參加者（20支隊伍）
介紹他們的設計概念 



• 評審團將於 2018 年 6 月 30 日的參賽隊伍作品簡報會內，選出各組
的冠軍、亞軍、季軍及優異獎。 

• 得獎隊伍將被邀請出席於 2018 年 7 月舉行之頒獎典禮。 

• 得獎作品有機會於指定港鐵站「港鐵藝術之旅」展出。 

 

 

 

 

 

        

 
比賽程序 
Procedures 



• 冠軍：綠色學習之旅 

• 亞軍：獎學金 

• 季軍：禮券 

• 優異獎：豐富獎品 

 

 

 

        

 
比賽獎項 

Prizes 



• 聯絡電郵 Email : inventor@thewgo.org 

 

• 聯絡人 Contact Person :  

     陳先生 (Isaac Chan) - 2991 9129  

     鄭先生 (Sunny Cheng) - 2991 9124 

 

• 比賽網頁 Website :http://www.thewgo.org/inventor 

 

 

        

 
聯繫我們 
Contact Us 

http://www.thewgo.org/inventor


Thank You 
www.thewgo.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