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屆全港中學生
社創．社區 4.0 比賽
詳情及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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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背景
由花旗集團基金贊助、教育局、北區民政事務處及香港科學園全力支持，香
港社會服務聯會推出第三屆「社創．社區 4.0」比賽，旨在推動青年關注社
區，以設計思維和社會創新的方法為區內街坊解難，親身經歷和實踐社創。
第三屆我們會將比賽擴展到新界北區，北區面積之大是香港島的 1.75 倍，
人口約 32 萬，佔香港人口 4.2%，但該區人口非常集中，其中近八成居於上
水和粉嶺市區。就業機會不多是北區的一大問題，很多居住在北區的人每
天南下工作，北上回家，對區內區外的交通帶來沉重壓力，同時也衍生不
少家庭、青少年等問題。
今次比賽一改直接以社區問題為本的做法，針對婦女、長者、青年，以北
區配對、發掘、發展的角度，加入不同的科技元素，打破地區和交通的限
制，帶動小區經濟、居民就業。

2

比賽目的
2.1 深化學生對社區的認識；
2.2 鼓勵學生與不同社群互動和發掘需要；
2.3 讓學生經歷用創意、創科為社區解難；
2.4 拓闊學生視野、培養責任感和強化實踐能力。

3

參賽資格
3.1 本港全日制中學學生；
3.2 以隊伍形式參賽，每隊以 4-6 位學生為限﹔
3.3 參賽隊伍成員須為同一學校學生；
3.4 每隊參賽隊伍需安排一名負責老師作參賽聯絡人，以處理比賽各項細
節及安排；
3.5 每所學校可派出不多於 3 隊參賽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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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題目
參賽隊伍必須從以下北區社群中選擇一組﹕
4.1
4.2
4.3

婦女；
長者 ；
青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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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形式
5.1

初賽
5.1.1 初賽名額上限為 50 隊，以先到先得形式接受報名。
5.1.2 參賽隊伍必須選定一個「比賽題目」
，透過認識社區問題，發掘、整
理及建構解難方案 。
5.1.3 每隊參賽隊伍於報名後，均會獲發一個「參賽隊伍編號」
，該「參賽
隊伍編號」將於提交作品及文件時使用。
5.1.4 每隊參賽隊伍必須參與第一輪的培訓課程，內容包括前瞻科技、設
計思維及社區體驗 ，詳情及報名稍後於網上公布。
5.1.5 參賽隊伍必須於 2021 年 3 月 3 日下午五時正或之前以主辦機構指
定的方法提交解難方案計劃書 (需包含 STEM 元素) 及 3 分鐘短
片。
5.1.6 解難方案及短片的提交方法，相關指引稍後可於比賽網站下載。
5.2 社區投票日
所有參賽隊伍必須出席社區投票日活動，並提交解難方案概念圖簡介、
流程圖、操作說明等資料。於社區投票日與街坊及區內主要持份者交流
及收集意見，以爭取街坊及持份者的支持，以便日後於社區落實相關方
案，相關指引稍後可於比賽網站下載。
5.3

決賽
5.3.1 晉級決賽的 15 隊將會接受培訓，以修正、製造和實踐解難方案，
第二輪的培訓課程內容包括原型製作、科技及設計指導，詳情及報
名稍後於網上公布。
5.3.2 參賽隊伍必須出席 2021 年 7 月 6 日的決賽評審日，並在當日向評
審展示根據解難方案計劃書的內容製作成的實體，並講解相關方案
的操作和原理。解難方案可以是模型 (Model) 或模擬產品 (Product
Built)。參賽隊伍必須把創作概念以立體形式展現，並附以相關文字
作扼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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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津貼
6.1 為鼓勵參賽隊伍自行組織社區考察，深入了解居民最地道的需要，每名
參賽學生將獲港幣 300 元作為交通津貼。
6.2
6.3

津貼費用適用於參與比賽規定之訓練課程及自行組織的社區考察。
大會將於「社區投票日」收集學生團隊剩餘交通津貼的支票及經老師核
實和簽署的使用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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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難方案資助費用
7.1
7.2
7.3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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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升解難方案的質素，鼓勵使用質量高或耐用的材料供社區人士試
用，每隊決賽隊伍將獲發港幣 2000 元解難方案資助費用。
資助只適用於製作原型 (prototype) 衍生的費用，如材料購置、機器租
賃等。
資助只屬補貼性質，決賽隊伍需承擔資助以外的開支。
決賽隊伍必須提交由負責老師簽署核實的相關單據，並於「公眾展覽」
以支票形式一併退還未使用的資助費用，有關安排及細則稍後可於比
賽網站下載。

知識及技術支援
8.1 所有參賽隊伍必須參與第一輪培訓課程，以深入認識社區問題，發掘、
整理及建構適切的解難方案。
8.2 15 隊晉級決賽的隊伍將參與第二輪培訓課程，培訓內容包括設計 (理
工大學設計學院提供)、科技應用 (香港科技園公司提供) 及原型
(prototype) 製作指導 (香港科技大學工學院)，以提升解難方案的質素
和實踐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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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效評估
9.1 每位負責老師及參賽同學均會獲發一個「學習成效評估編號」
，該編號
是有別於「參賽隊伍編號」
。
「學習成效評估編號」將於參賽初期及中期
填寫時使用。
9.2

整個學習成效評估分為三個階段，分別於 (1) 初賽培訓、 (2) 決賽培
訓填寫評估問卷；及 (3) 社區測試進行聚焦小組訪談。

10 比賽日程
日期
2020 年 11 月 11 日

重要事項
接受報名

2020 年 11 月 18 及 12 月 2 日 網上簡介會
2020 年 12 月 10 日

截止報名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初賽
2020 年 12 月中至 2021 年 1
月

第一輪培訓

2021 年 3 月 3 日

呈交初步計劃書及短片

2021 年 3 月 13 日

社區投票日

決賽
2021 年 4 月

公佈 15 隊決賽隊伍名單

2021 年 5 月

第二輪培訓

2021 年 7 月 6 日

決賽評審日

2021 年 7 月

公眾網上投票

2021 年 7 月 16 日

頒獎典禮

2021 年 7 月 10 至 18 日

公眾展覽

11 獎項及獎品
11.1
11.2
11.3
11.4

冠軍﹕參加海外社創探索之旅 (包括參賽學生及負責教師)及證書 ；
亞軍﹕$4000 書券及證書；
季軍﹕$2000 書券及證書。
優異獎﹕$1000 書券及證書

12 比賽評審
12.1 評審委員會將由政府、學術界、社會福利界及商界代表組成。
12.2 比賽分初賽及決賽，晉級決賽隊伍必須出席由主辦機構安排的評審環
節及頒獎禮 。
12.3 評審名單及準則稍後於網上公布 。
13 條款及細則
13.1 參賽要求
13.1.1 參賽者及負責老師必須細閱所有比賽資料、條款及細則。報名一
經遞交，即表示已同意、接納並遵守是次比賽所有條款及細則。
如有違反，參賽資格可能被取消。
13.1.2 參賽者同意無限制、無保留及不可撤回授權主辦機構對所有作品
及作品簡介進行修飾、攝影、複製、使用、刊登、發行，或於任
何媒體發放，作為與比賽相關宣傳之用，而毋須事先取得參賽者
的同意或向其支付費用。各參賽者不得異議並須配合提供相關圖
片及資料。
13.1.3 參賽者有義務出席主辦機構舉辦之頒獎典禮、媒體採訪或相關的
宣傳活動以及授權主辦機構使用其名字和資料以作宣傳，如未能
出席，主辦機構保留隨時取消其參賽及獲獎資格的權利。
13.1.4 是次比賽冠軍獎品為海外社創探索之旅，本會將為參賽隊伍及負
責教師提供主辦機構指定航班的來回經濟客位機票、當地交通、
住宿安排及基本旅遊保險。
13.1.5 任何參賽者在比賽場地或任何與本比賽相關的活動內，製造不適
當的干擾，均可能被取消資格及／或驅逐出會場。
13.2 作品要求
13.2.1 任何隊伍如未能按主辦機構指定期限於網上提交解難方案計劃書，
將被視為棄權，並放棄其參賽資格。
13.2.2 參賽作品一經遞交，均不可再作修改或更換，主辦機構亦不會安
排作品退還。
13.2.3 參賽作品不能含有宣傳任何商業或政治元素。

13.2.4 解難方案及原型 (prototype) 作品必須為原創，不得包含任何侵犯
第三者知識產權的部分。主辦機構概不負責參賽作品有關版權的
法律責任。若有抄襲，參賽隊伍將被取消參賽資格並承擔一切由
此引起的法律責任。
13.2.5 本會擁有作品的使用權，而解難方案設計概念及原型作品版權由
參賽隊伍全權擁用。本會可以將該作品用於和比賽相關的展覽、
展示、出版等。
13.3 個人資料
13.3.1 參賽者必須確保所提供之個人資料正確無訛，如有不實或不正確，
本會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
13.3.2 是次比賽所收集之個人資料、活動所攝製的照片及影片，主辦機
構會用作是次及未來活動宣傳之用，其中包括但不限於活動籌備、
發放至網站及傳送資料至傳媒、社交媒體、評審等。
13.4 爭議裁決權
13.4.1 主辦機構可隨時修改各項條款及細則，而毋須事先通知。如有任
何爭議，主辦機構保留活動及比賽之最終裁決權。
13.4.2 參賽隊伍務必留意網頁更新，包括文件上載及其他公告，比賽細
則以網站版本為準。
14 查詢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轄下 社會企業商務中心
鄧小姐
電話﹕2876 2497 或電郵 sic4.0@hkcss.org.hk

主辦機構

支持機構

更新日期﹕2020 年 11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