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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青年夢想家，以創意推動社會。



籽識教育簡介

籽識教育顧問有限公司

籽識為2011年成立之社會企業，為不同學校和機構

設計創新青年課程及活動。

為青年的成長發展需要，
設計不同創新內容，推
動創意教育。

籽識導師具備不同範疇
的專長及教育經驗，著
重創新及實踐教學而非
單向知識傳授，少教多
學，推動快樂學習。

讓青年連繫社會，認識
自己，反思人生方向和
價值觀，推動生涯規
劃。

啟發青年敢夢敢追，以
最擅長的崗位活出人生，
貢獻社會，推動「今生
不做機械人」成為新一
代香港精神。

「今⽣不做機械⼈」

為資源相對較低或針對
基層學生的機構服務，
平衡教育資源分配。

平衡教育資源分配快樂學習⽣涯規劃創意教育



籽識的⼯作（⼀）夢想種籽
我們凝聚並支援青年夢想家，以夢想感染夢想。

以「不設框架、不設限制、不論規模」為

宗旨選出10位合資格的追夢者，提供定額
資助1萬元及其他資源配對，鼓勵及支持
他們追夢，宣揚「今生不做機械人」理念。

項目夥伴:籽識慈善基金

「今⽣不做機械⼈夢想計劃」

與商界及其他社企合作，推動全港青少年及
兒童敢夢敢追，活出自我。從全港收集夢

想計劃，選出10位「追夢英雄」。 

項目夥伴:善的力量基金會 / 黑暗中對話

SuperHero夢想計劃

邀請夢想家走進全港校園，分享個人追夢
經歷，啟發青年尋夢動機，燒點夢想。 

項目夥伴:民政事務局

好講唔講 講夢想 校園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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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有人說：「所有人都會發夢，晚上發夢的人，醒
後發現一場空；日間發夢的人則很可怕，他們睜開眼
晴，將夢境創造成真實。」

籽識教育顧問有限公司



籽識的⼯作（⼆）社會種籽
我們為青年呈現多元面向的社會面貌，藉此認識並連繫社會。

讓青年宏觀理解貧窮議
題，走進社區，反思香
港及自身境況，增強公
民意識。 

項目夥伴:樂施會

「認識⾹港另⼀⾯」
貧窮教育

選出10位青年旅者外訪
其他國家，探索當地社
會問題及社會創新項目，
回程後於香港學舉辦兩
日世界公民論壇。 

項目夥伴:邵明路基金會 / 
仁人學社

青年絲路 
世界公民之旅

策劃青年傷健體驗營及
傷健舞蹈大型演出，增
加青年對傷殘人士的同
理心，深化社會共融概
念。 

項目夥伴:勞工及福利局 / 
黑暗中對話

「傷健共融．各展所
⾧」青少年計劃

培訓青年擔任「社區天
使」，作為殘障家長子
女的師友，同行並參與
生命成長，助人自助。 

項目夥伴:賽馬會 / 
香港傷健共融網絡

「社區天使」計劃

讓青年參與籌辦社企市
集，認識社企背後理念，
教育營商價值觀。 

項目夥伴:社企民間高峰會

中西區社企嘉年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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籽識的⼯作（三）創意種籽
我們以互動快樂的教學風格，培訓青年的創意、創造及創新力。

以不同的思維訓練
工具及遊戲，探索
創意概念形成，建
立想像力及創意自
信心。

創意思維課程

以文字融合創意，
配以創意寫作技巧
指導，提升個人創
作及文字表達能力。

創意寫作課程

以一套有系統結構
的創新商業工具，
學習創業技巧，以
創業訓練思維。 

Lean�Start�Up 
精實創業課程

深入淺出重點概念：
同理心設計、用家
訪談技巧，快速低
成本測試等，創造
新方案解決問題。

Design�Thinking 
設計思維課程

與青年拜訪其他國
家的社會創新項目，
激發新思維，回應
社會舊問題。

社會創新之旅

以多元藝術手法培
養創意思維，觀察
力及獨立思考，並
非只聚焦藝術創造
力。

藝術活動�
攝影/戲劇/舞蹈 
作曲填詞/國畫

籽識教育顧問有限公司



探索多元的職業價值觀
及掌握未來職業洞向。

探索個人興趣、性格、
價值及能力，尋找天賦。

⾃我發現與認識 職涯發展 

讓青年看見生涯選擇的
可能性與多樣性，啟發
思考自身的生涯規劃。

⽣命故事分享

掌握多元社會技能以應
對轉變急速的社會。

以遊戲及不同的藝術形

式訓練SEN的不同能
力，提升學習動機。

特殊學習需要(SEN)
表達及執⾏能⼒訓練

籽識的⼯作（四）⽣涯種籽

軟實⼒�
領袖訓練�/ 團隊訓練�/ 情緒管理�/ 時

間管理�/ 批判性思維�/  
同理⼼�/�溝通

我們啟發青年對自身的生涯想像，同時建立多元能力作實際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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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誰?

曾於美資銀行任客戶服務部副總裁，30出頭任高職，中學

會考七優一良，卻曾經夢想與林夕、黃偉文一樣，將心思

傾注歌詞，成為街知巷聞的填詞人。出身基層家庭，王仲

傑很早已知，要靠自己打拼。當年會考成績好，順利入大

學，在港大再讀經濟學碩士，憑好表現十年間攀至副總裁，

但從無放棄做填詞人的夢想。2009年，他應邀到天水圍教

學生創意寫作，與年輕人分享他實踐夢想的心得，無心插

柳，讓他找到人生另一個教育夢想及支持他們追求夢想，

宣揚「今生不做機械人」理念。

王仲傑先⽣

創辦人及首席導師

‧曾香港流行曲作詞人，出版作品達 100 首。曾合
作歌手包括譚詠麟、何韻詩及劉若英。第七屆青
年領袖得主。 

‧前美資銀行副總裁。 

‧香港大學經濟系碩士及香港中文大學風險管理科
學學士。 

‧創辦籽識慈善基金，策劃「今生不做機械人夢想
計劃」，支持香港人追夢。 

‧創辦陸續出版有限公司
(www.underproductionhk.com)，為青少年提供設
計及創作等領域工作機會。 

‧《今生不做機械人》及《俾返個仔我》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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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香港中文大學



王仲勳原本從事測量工作，因為醉心

國畫，投考天津美術學院國畫系，決

心追夢，在起行前放下兩年的家用，

是哥哥王仲傑口中的「我見過最有責

任感的追夢者」。

王仲勳先⽣

藝術主導師 

‧畢業於首屈一指的天津美術學院國畫系，為該系十年
來首位香港畢業生。

‧同時獲得香港城市大學學位。

‧「創意寫作及思維訓練」、「中國文化與國畫」等課
程主導師。

‧曾任東華三院、保良局等機構活動導師。

‧曾接受蘋果日報及明報等傳媒訪問。

‧「今生不做機械人夢想計劃」統籌。

基層出身，基督徒。年少時憑小聰明考

第一，無知自大。大學時背包遊印度，

見識世界之大，發憤圖強。畢業時拚命

自學相關知識，考入Google任管理培訓
生。領會創意之道後，自行創業實踐理

想，2011年獲青年社企創業者大賞。但
管理經營未如理想，於表哥的傳統生意

中磨練一年。心繫社會創新，2015年重
返社企界。

圖：明報

董事及顧問導師

‧創辦互文教社，致力培育全球公民，並獲多個社企獎
項。

‧曾任職仁人學社，負責港大社創課程。

‧於《信報》專欄供稿、協助孟加拉交流訪問

Muhammad Yunus等領袖。

‧創業前於印度Google實習及馬其頓AIESEC當義工。

‧於香港理工大學和浙江大學主修英文，並獲獎到訪哈
佛、耶魯及史丹福學習社會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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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偉鴻先⽣

圖：明報



媒體

無綫電視「今日 VIP」 

無綫電視「兄弟幫  
BIG BOYS CLUB」

電視節⽬

明報教育版 
〈七高中生看教育制度〉 

晴報〈基金每年資助$10萬 
鼓勵港人追夢〉 

信報〈追南韓社創之星〉 

Face職場起底組 
〈王仲傑教你做填詞人〉 

經濟日報〈行政人員〉 

信報副刊〈會考狀元 不做銀
行副總裁繼續填詞夢〉 

報章/雜誌

社企論壇 

香港青年協會「讚好校園」
〈讚好人物〉 

青雲路封面故事 
〈今生要做填詞人〉  

星島日報教育版 
〈別做機械人〉 

傑出人物 

蘋果日報港聞版–設基金幫
年輕人尋夢

商業電台 雷霆881 

香港電台第一台 

D100 

商業電台 

香港電台第二台 

D100〈開心快活人〉 

電台

蘋果日報港聞版–80後銀
行家年填百首詞 

成報〈精彩人生〉青年領
袖 認真做好 想做的事 

JESSICA 旭茉 編輯推介 
找回你的心跳 

忽然一周〈話你知〉 
賓架也發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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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合作過的夥伴

教育局 

勞福局

政府機構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嶺南大學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等...

⼤專

樂施會 

賽馬會 

東華三院 

青協 

保良局 

社協 

協康會 

香港傷健共融網絡 

民協 

循道衛理 

等...

⾮牟利機構

粉嶺救恩書院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中學 

嘉諾撒聖心書院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民生書院 

元朗信義中學 

保良局甲子何玉清中學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聖公會呂明才中學

中學

天主教培聖中學 

馮堯敬紀念中學 

長洲官立中學 

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 

裘錦秋（葵涌）中學 

新會商會中學 

陳融中學 

香港仔浸信會呂明才書院 

等10多間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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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1�2033 

info.laviolet@gmail.com 

www.laviolet.com.hk

合作聯絡及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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