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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話
Message from Chairperson

      把活動定名為「今生不做機械人」其實是很大的提醒，提醒自己在呼籲在吶喊的

同時，不要不知不覺間做了「機械人」。重要的事講三次，但當相同的事重複做三次，

聽過很多善意的意見，發現不少可改善的細節步驟，又有好些新嘗試想實行。第一次

求做到，往後變成求做好是很自然的事。但重要的，是我們記好初心：當初為什麼要

做，想出現怎樣的畫面。

       我沒有做過調查，不知道坊間有幾多機構做著相近的事，因為，「市場唯一」不

是我們追求，我只需要知道香港是否還需要這個計劃；我沒做過評估，不知道活動製

造了什麼效益，因為，有很多東西不可量化量度；我沒有做過比較，不知道我們辦活

動的流程是否最好，因為，我們早找到一種適合我們，也適合參加者的氣氛和模式。

有時候，理念帶出態度，態度衍生文化。

      而我們的文化，要我簡簡單單地說出，大概就是「簡簡單單」本身了。你明白、

認同，就會看到因為簡單而突顯的溫暖、真樸，你不喜歡，就會看出我們「簡簡單單」

其實就是「求求其其」、「甩甩漏漏」。但，這就是我們，沒有五光十色的排場、沒

有鼎鼎大名的主禮嘉賓、沒有水銀瀉地的宣傳策略，我們只有十個真實感人的感想故

事。每年十個。

       下筆一刻，第四屆夢想計劃現正進行中，下一步不知道要怎樣走。我只知道繼續

本著「做自己喜歡的事」的心態享受其中，「簡簡單單」便會「自自然然」走出來。

呀，忘了說，「做自己喜歡的事」就是今生不做機械人夢想計劃所提倡的精神了。

你說，幾簡單。

「今生不做機械人夢想計劃」策劃人

王仲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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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今生不做機械人夢想計劃」
About Dream Plan

      「今生不做機械人夢想計劃」是籽識慈善基金的年度重點活動，計劃向全港徵
集夢想故事， 以「不限年齡、不限類型、不限規模」為宗旨，選出其中 10 個符
合「突破自我、貢獻社會、創意創新」的追夢者，為他們提供定額資助 1 萬元，
鼓勵及支持他們實踐夢想，宣揚「今生不做機械人」理念。

關於我們
About Us

願景 Vision
願「今生不做機械人」成為新香港人精神。

使命 Mission
推動生命教育，讓每個人都找到自己擅長的崗位，發揮創意，

積極回饋社會，並同時宣揚「今生不做機械人」理念。

 

信念 Values
相信夢想是生活一部份，不是遙不可及，而是可以付諸實行的。

在最適合的崗位做最喜歡的事，便是成功。

dream

關於籽識慈善基金
About La Violet Charity

      由第七屆青年領袖王仲傑先生於 2014 創立成為非
牟利機構，並於 2015 年成為《稅務條例》第 88 條下
的一個正式慈善團體，主力為教育、青少年成長及發
展、以及追求夢想三大方向的項目籌募經費，策劃及
舉辦有意義的活動，並撥款支持其他機構舉辦理念相
近的慈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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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仲傑先生

王仲勳先生

董事：
Directors

籌委：
Committee 

備註：除了洗嘉寶小姐為受薪員工外，所有董事及
籌委會成員皆以義務性質服務，除此次外，我們亦
依賴多位義工在活動日協助，名單未能一 一盡錄，
謹此致謝。

李采穎小姐

洗嘉寶小姐

陳家儀小姐

陳嘉莉小姐

梁淑妍小姐

梁慧妍小姐

陸穎珊小姐

張麗怡小姐

趙彤小姐

劉家慧小姐

盧潔茵小姐

關榮昌先生

關紹烽先生

組織架構
Organization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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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想計劃報名人數

頒獎禮參加人數

2014 年
第一屆

50

2015 年
第二屆

80

2016 年
第三屆

120

150

2014 年
第一屆

200

2015 年
第二屆

500

2016 年
第三屆

得獎故事到校分享                                傳媒報導    

2014 年系列式分享：
共有 17 次 , 受惠中學共有 7 所，
接觸學生人數約 1900 人。

2015 年系列式分享：
共有 21 次，受惠中學共有 7 所。
大型分享會共有 6 次，
所接觸學生人數約 2400 人。

2016 年系列式分享：
共有 30 次，受惠中學共有 23 所，
所接觸學生人數約 5100 人。

2014-2015: 
共接受了 42 次訪問及報導，以「夢想    
計劃」為主的有 13 次，得獎者報導則
有 29 次。

2016:
超過 60 次。

活動成效：統計數據 
Impact：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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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屆

﹣成功透過計劃資助，舉辦了
     第一次的個人畫展 - 小花個  
     人畫展「我的小小大世界」，   
     並把畫展收益全用作購買飯
     票供有需要人士享用。

小花

第 1屆

第 1屆

第 2屆第 2屆

第 2屆

﹣作品獲得在遊輪上展覽並教授畫畫。
﹣與飲食業界合作，作品作餐廳主題。
﹣透過獎金資助，與廠商聯繫把作品
    製成不同產品，打做個人品牌。

關紹烽 ﹣安排接受 TVB 互動
    新聞台訪問，讓更多
    人認識她的理念。

陳恩琳

﹣作品（設計卡）於大
    型書局發售。

小半

﹣透過計劃資助，把部份資助報讀了
    著名美國蛋糕裝飾學校 Willton 一
    系列蛋糕裝飾課程，提升個人在蛋
    糕製作的造詣。另一部份資助則投
    放在自己的甜品製作義工隊上作購
    買用具。

黃葦琪

﹣安排經濟日報訪問。

滾動力量

活動成效：歷屆得獎者發展動向
Impact：Testimonials 

﹣團體於 2015 年聖誕節  
  「聖誕傳情」活動獲得廣
    泛報導及支持，訪問包括
    晴報、星島日報、大公報、
    蘋果日報等。

MyMailBox852

第 1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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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屆

第 1屆

第 1屆

第 2屆

第 2屆

第 2屆

﹣成功透過計劃資助，得以繼續學習
    小提琴，現更學習鋼琴。
﹣透過計劃得到蘋果日報訪問，現已
    脫離失業大軍，獲得全職工作。
﹣獲不同學校及機構邀請分享，並參
    與微電影拍攝，現正計劃出書。

岑幸富

﹣安排到香港電台節目「教
     育有心人」作受訪嘉賓。

搞作 STIR 

﹣透過計劃資助，在 2015 年 11 月
    成功購買機票 , 讓其中兩位年輕
    隊員，得以到海外參加世界花式
    足球比賽，吸收經驗。

香港花式足球隊

﹣成功透過計劃資助，幫                   
    助一位四川受 512 大地
    震影響的小孩，重建了
    家園。

花香藝術館

﹣透過計劃資助，全數作購買  
   大型道具之用 , 令學員有更 
   進一步的表演經驗及方法，
   亦明  顯比其他同類團體更顯
   專業。他們更參與了青年夢想
   家協會頒獎禮表演嘉賓及於教 
   育大同「我要真假期」教育論 
   壇分享表演。

傷健魔術團

﹣與「黑暗中對話」合辦音樂 
    表演 ( 商討中 )。
﹣透過蘋果日報聯絡其二胡偶
    像，讓他夢想成真。
﹣安排成為青協「讚好人物」。

楊恩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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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屆

第 3屆

第 3屆

第 3屆

第 3屆

﹣運用獎金和輪椅上的
    媽媽暢遊日本，一圓
    媽媽的出國夢。

王海如

﹣獲獎後半年內完成了親自執導
    的微電影，拍攝出香港那份舊
    有的人情味。

譚博文

﹣喚醒社會大眾對毒品的關注
    及協助戒毒人士重投新生，
    被東方日報、毛記電視等傳
    媒報導，備受社會各界關注。

We-cycle

活動成效：歷屆得獎者發展動向
Impact：Testimonials 

﹣在計劃資助下為更多的青年 
    拳擊助教提供工作機會，同
    時將泰拳活動推及至不同年
    齡層，帶來無數正面回響，
    獲無線電視、商業電台及蘋
    果日報等媒體採訪。

精英社有限公司

﹣剛籌組的電影文化推廣公
    司正在申請成為慈善機構，
    亦為基層小學生舉辦了電
    影欣賞會及工作坊。

鄭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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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屆

﹣《索罟周末藝遊》計劃在期 
      內舉行的藝術活動包括：演  
      出作品《與鯊共舞》、周日
      市集、台灣藝術家交流會及
      放映會等等。

袁曉珊

第 3屆

第 3屆

第 3屆

第 3屆

﹣在不同中學校園設立模擬咖 
    啡閣；參與青年市集與社區
    教室，與街坊分享咖啡拉花
    技術，讓街坊能嘗試到咖啡
    拉花活動。

李睿軒

﹣零企音樂為鼓勵年青人創作而籌備 
    的唱片快將完成；多次應電台、電
    視及音樂活動邀請進行訪問或演出。  
    零企歌手更於葵青劇阮舉行約兩個
    小時的零企音樂會，演出非常成功。

零企音樂

﹣出版繪本《我從鯊魚口中長大了》 
    和《超能英雄之人間望遠鏡》，
    並在嶺南大學舉行畫展。新繪本  
    正在創作中。獲獎後多次接受傳
    媒訪問，包括商業二台節目《你
    好 o 野》。

摩菲亞

﹣安排到蘋果日報作專題採
    訪，後獲環球廚神。菁英
    賽和團體獎銀獎和最佳演
    繹大獎！

張東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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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者：王海如得獎者：摩菲亞

得獎者：譚博文得獎者：張東正

得獎者：零企音樂得獎者：袁曉珊

活動點滴：頒獎典禮
Activities Highlights: Awarding ceremony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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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者：鄭尉莉 Cultivator 

得獎者：精英社有限公司得獎者：WeCycle

入圍者：吳芝邁／唐明慧得獎者：Natural Café

得獎者與頒獎嘉賓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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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點滴：嘉年華
Activities Highlights: Carnival

入圍者表演：廖偉傑

第二屆得獎者表演：傷健魔術團（小堅）第二屆得獎者表演：楊恩華

司儀：Freddy Law表演嘉賓：胖胖樂團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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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校分享：夢想真人圖書館
Sharing in Schools: Dream Library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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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講唔講 講夢想》

       我們把過去三屆的一些夢想故事來個小總結，結集出版了《好講唔講 講夢想》
一書，好讓一直支持我們的人更了解過去三屆得獎者在不同階段的經歷及發展，也
希望透過這本書，繼續宣傳「今生不做機械人夢想計劃」，願更多人投入及享受夢
想與人生的順與逆。

夢想故事結集：《好講唔講 講夢想》
Dream stories publishing: 《好講唔講 講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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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施會贊助「認識香港另一面」扶貧及世界公民教育計劃       

      由樂施會贊助，籽識教育策劃，帶領中學生認識香港貧窮議題，學習設計思維，
進入社區，了解不同群組的需要，以創新方案回應不同需要。

特別項目：扶貧教育
Special Project：Educ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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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培聖中學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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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特別項目：扶貧教育
Special Project：Educ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20



21

*  董事酬金：無
# 是為第二屆夢想計劃得獎者的獎金開支（部份第二屆得獎者已於 14 - 15 年度申 
   領獎金）。第三屆夢想計劃的獎金支出將在 16 - 17 年度報告中反映，未能於 2017
   年 4 月 30 日以前提交報告的得獎者，其獎金會被取消並預留作籽識慈善基金來
   年的營運資金。

收入 Revenue 

贊助 Sponsorship

HKD342,075 
(66%)

捐款 Donation

HKD174,025 
(34%)

支出 Expenditure

行政 Admin

 HKD34,119 (7%)特別項目 Oxfam 
Poverty Education Program

 HKD100,000（19%） 

宣傳及推廣 Marketing

 HKD85,760 (16%)

嘉賓津貼 School 
Sharing Guest Subsidy

工資 Staff cost*

HKD146,500 (28%)

HKD10,000 (2%)

活動製作 Event Production

HKD96,000 (18%)

現金獎 Cash Award#

HKD55,000 (10%)

財務報告
Financial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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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Address : 
九龍長沙灣道 760 號香港紗廠第 5 期 4 樓 C 室
Unit C, 4/F, Hong Kong Spinners Industrial Building,
Phase 5, 760 Cheung Sha Wan Road, Kowloon

電話 Tel : 
(852) 3111 2033

電郵 Email : 
dream@laviolet.com.hk

網址 Website : 
www.laviolet.com.hk/dreamplan

臉書 : 今生不做機械人夢想計劃
Facebook : www.facebook.com/lvdreamplan

慈善團體參考編號：91/14071

設計及排版：Kiana Hung

印刷贊助：Suncolor Printing Company Limited

聯絡資料
Cont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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