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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話時間過得幾快？眨吓眼，又嚟到第五屆。你話氣候轉得幾快？最
初人人想去旅行出遊記，之後夢想係畫插畫出繪本、開社企，到咗今
年，好多夢想關注心理健康。你話社會變得幾快？當年講夢想係盼望，
依家講夢想好似有啲嘥氣。
 
我個人怕悶，鍾意見好就收，但五年來堅守大原則不妥協保持原始味
不賣弄，因為一開始我哋已經知道，夢想計劃並唔單只我一個人或者
籽識作為主辦單位嘅意願。佢同時間成就咗某啲人、鼓勵咗某啲人、
感動咗某啲人、配對咗某啲人，加埋加埋原來好多人。
 
唔再講大家都可能知，今年係最後一次「不限年齡、類型、規模」。
來年，夢想計劃將會一拆四，分別為長者、家長或家庭、年青人、傷
殘人士的夢想作一個針對性的夢想計劃，繼續推動夢想實踐，才會成
真。
 
之前頒獎典禮唔知搞嘜花臣去咗麥花臣，搞完一輪，我哋至發現，大
龍鳳唔難搞，保持初心難啲。所以今年，兜完一圈走返去起步點，人
少少，簡簡單單，因為相信擇善不變都係一種進步。
 
如果我哋無能力改變所有人，不如試吓凝聚一班有心有夢嘅人。
籽識遍野，落地自然開花。十分耕耘，不問收穫，自是工作。

 王仲傑
今生不做機械人夢想計劃策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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籽識慈善基金

籽識慈善基金成立於 2014 年成為非牟利機
構，並於 2015 年正式成為《稅務條例》第
88 條下所列名單中的一個正式慈善團體。
籽識慈善基金主力為追求夢想、教育和青
少年成長及發展三大方向的項目籌募經
費，策劃及舉辦有意義的活動及撥款支持
其他機構舉辦相近理念的慈善活動。

今生不做機械人夢想計劃

由籽識慈善基金每年舉辦的全港性大型活
動今生不做機械人夢想計劃，五屆夢想計
劃分別以「無限」、「生活」、「快樂」、

「初衷」及「人本」為主題，以「不限年齡、
不限類型、不限規模」為宗旨，「突破自
我」、「貢獻社會」或「創新創意」為三
大原則，選出十個有心實踐夢想的單位，
提供定額資助一萬元、資源配對及相關協
助，鼓勵及支持他們完成夢想，宣揚「今
生不做機械人」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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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傳及報名   每年四月至七月 大眾可透過慈善基金網頁、FACEBOOK

專頁進行報名，報名期為兩個月。參加
者需填妥報名表，闡明夢想的具體性質
和可行性。

 
   評審及
   分享會

  每年八至九月 挑選出合資格而又符合三大夢想原則的
參加者進行進面試。面試前會安排簡介
及夢想分享會，讓各初選單位進一步了
解計劃及與不同嘉賓或其他單位作夢想
交流。

選出最後入圍隊伍，作網上公開投票，
最後跟據初選、面試和網上投票三個階
段表現選出十個得獎者。

  頒獎典禮及
  事後跟進

  每年十月至四月 頒獎典禮於十月舉行，得獎者需於頒獎
禮後半年內履行夢想計劃，提交證明和
報告，申請撥款。夢想計劃團隊亦會就
各最後入圍單位所需作出為期半年的跟
進。

今生不做機械人夢想計劃流程表：

查詢 : 3111 2033
電郵：dream@laviolet.com.hk
捐款戶口 : La Violet Charity Foundation Ltd.
(HSBC 817-866601-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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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者名單
1. 一起靜

2.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中學「師生同心」四人組

3. 大澳非茂里

4. 方芷盈

5. 翁國昌

6. 花 Mi 貓

7. 衝出香港之旅法六人組

8. 謝浩楠

9. 邢家 Band

10. 黃靖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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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圍者名單
11.「耆」妙之旅—生命教育 x 密室逃脫遊戲

12.【Sane 球人】(Sane Production)

13. 何海港

14. 周凱珊

15. 園治 Café

16. 夏敬業

17. 林慧妍

18. 花利亞

19. 郎夢冰

20.JR Dreamland

21. 雨遮重生

22. 青衣島民

23. 韓世豪

24. 快樂飄飄處處汶

25. 香港藝術陪伴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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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夢想是可以自己熱誠之所在、能力之所及和社會之需要來生
活，因此經歷八年的經驗累積後，開始嘗試以社會企業的方向，
組織關於身心精神健康的年青人，為香港尋找心空間。

【一起靜】不希望只透過單次式的體驗活動來讓公眾簡單
地了解身心知識，更希望以持續固定的方式與人同行，相
互交織成扶持的社群。因此自去年成立至今已服務超過
一千名香港市民，同時於不同地區建立持續固定的社區靜
心小組，我們一培起養慢下來的意識、一起學習減壓放鬆
的技巧，也一起分享生活中的點滴，在煩忙的工作後可以
聚下來一同探索內心，增添生活的質感。

一 起 夢， 為 社 區 找 到
尋夢的心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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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亦至力發掘地區小組成員的天賦與能力，共同協作出新的
項目，讓每位成員都可以加入團隊，充份發揮出公民的力量，
以行動來回應社會有關精神壓力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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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不在乎懂得甚麼，學了甚麼，
更重要的是，做出甚麼，有同行者麼

計劃簡介：
師生四人將用自己腳步，用最少的資源，走遍我城十八區。
將於十八區設「街站」，與每區市民合力完成「一些事」，並會邀請不同的朋友，
分享一個「生命裏最重要的故事」，一切將用錄像好好記錄，最後與公眾分享是次
毅行經歷。

十位「同行者」片語：

試問哪個少年不做夢？今天羅陳楚思中學一班志同道合的師生，攜手將他們的青春
和幹勁化成十八個生命故事，使這個有意義的夢想成真，我以他們為傲。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中學校長
     楊佩珊博士

深覺能與學生「同行同學」的老師份外寶貴。在充斥著資訊和進入極速生活的年代，
能堅持回到以身體毅行的學習，别具意義！學習，從來是每步間的感悟旅程，既講
求獨立判斷，亦是壯大建築群集意志的重要「生活內涵」！加油！

「師生同心四人組」朋友、香港表演藝術創作人
何應豐同學

九月初的一個晚上，阿仔告知：他與一個同學及兩位老師，組成「師生毅行 18 區」，
用最少資源以雙腳走遍香港。每到達一區，邀請該人士向他們分享其一個影響生命
最深遠的故事。我相信阿仔，有決心，有毅力，必定能使這個有意義的夢想成真，
加油！努力！

                                                         朱偉迅的媽媽



11

在我眼中，方育麗老師是一個安於現狀，抱有喜樂的老師。這次，她參與毅行香港令
我感到很驚訝。我相信她毅行的決心，就好像她追尋自己理想一樣，刻苦堅持，永不
放棄。她「以生命影響生命」的態度會成為她這次毅行的龐大堅持後盾，她的夢想定

能達到。      
 方育麗老師的學生
        歐陽學儀

當我知道了媽媽要用自己的雙腳走遍十八區後，我真是十分驚訝，因為媽媽的年紀已
經不少，她竟想完成一個不太可能做到的夢想！但直至我知道她們這樣做是想帶正能
量給身邊的人之後，我頓時覺得她很偉大，願意犧牲自己的時間來令別人開心。我衷
心希望她們能夠達成夢想，加油！

方育麗老師的女兒
黎煦政

老爸的書讀得太少，希望我的兒子能讀多點書，因為知識就是財富。不期望你大富大
貴，健康平安就好。

                                                         吳信龍的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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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都有夢想，我跟大部分家長一樣老土，我想做你永遠的粉絲。當記憶的
線纏繞缠過你成長的片段，那個被打了針的懵懂少年對我說：「我長大了要做
醫生。」人的成長免不了嚮往，但很欣慰你的方向，一直都那麼的陽光。信龍，
做你認為值得做的。我不想說有你是驕傲，但你是媽媽的安慰。對你的支持一
直都在……

                                                         吳信龍的媽媽

堃怡，你一如以往，充滿創意、喜歡做夢，更抓緊機會帶學生接觸社會，了解
人生。願你們在十八區留下生命的足跡，令更多人「今生不做機械人」。我以
你為榮。

周堃怡老師的老師
沙田循道衛理中學霍玉萍老師

周某中學時代輕狂莽撞，曾經戲謔老師，荒廢學業，只顧玩樂，在公開試名落
孫山，前路茫茫；其後戮力奮進，入讀山城中大中文系，畢業後投身教育，對
育人與香港，總在希望與絕望之間流浪；一直心懷疑惑與好奇，不斷自我詰問：
「生命是什麼？」從沒放棄在末日般的世界成為 Human being。聽取「師生
毅行 18 區」所蒐集的故事之前，不如我們先傾聽周堃怡奮勇向前，踐行信念
的生命故事。

周堃怡親如弟弟的死黨
社工黃俊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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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堃怡，相信熟悉你的人，都知道你相當「麻煩惡攪又天真」。你從不循規蹈
矩，更堅拒程式化地過活。然而，這麼多年，看著你一直堅持用心生活、關心
社會、用愛育人。即使香港是個「發夢很難」的城市，執著的人活得比別人艱
難，但你也從不忘掉「初衷」，媽媽心裏倒是非常欣慰和佩服。
p.s 當你和你的好姊妹育麗，還有兩個學生立志「今生不做機械人」，我也想
跟你說一聲：「來生也要當你的母親！」                                                           

                                               周堃怡老師的母親
盧淑婉

感謝「同行者」夏敬業先生在面試當天替我們拍照

尋夢的首先條件，是有「愛」。特別感謝「羅中」有情有義的「通識科」同事、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同工及一眾「羅中人」全力支援及承諾與我們一起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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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非茂里」這個本地品
牌由大澳原居民 German、
日籍港人藝術家阿維和大澳
新 移 民 Samuel 在 今 年 五
月所創辦。

大澳是本港碩果僅存的漁村，可惜多年來除了蝦醬、
鹹魚外，缺乏其它有特色的標記，區內亦缺乏年青人，
形像老化。我們「非茂里」期望組織不同的文化藝術
活動和透過有本地一些賦有風土人情的活動，從而刺
激大澳經濟。

我們「非茂里」以棚屋、水倒影為主題，設計了
名為「大澳印」( 大澳人的諧音 ) 的品牌，希望能
打造一個大澳與國際的橋樑，有助推動本地創作
及區內經濟。我們正商討與老人中心及慈善機構
合作，製作曲奇等紀念產品。我們夢想不但希望
能把大澳文化衝出香港，更希望大澳能夠在大自
然和傳統文化下持續平衡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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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們剛完成的「大澳月滿月高慶佳燈會」，希望塑造大澳特色
的中秋節，跟台灣九份、越南會安，甚至和日本動畫「千與千尋」
𥚃的大型燈會不相伯仲。我們發起組織佳燈會後，社區內外一呼百
應，於吉慶街懸掛了 300 個手繪燈籠，皆由區內小學生、街坊合力
繪製、其他地區的組織，甚至遊客亦有出一分力。

阿維更與街坊合力用汗水和多個不眠的晚上製作了一條長 4 米的巨
型鯉魚紮作燈籠，除僥倖避過「山竹」一劫，亦保佑大澳於颱中倖
免於難，當時大家真的希望條鯉魚能用尾巴能撥走「山竹」。是次
晚會不單能夠為本地商舖帶來不同遊客的光顧，更難得令更多已經
搬離大澳的年輕家庭，全家人回來過節，為大澳帶動了社區話題和
生氣。看到此幕，我們都被深深感動，連疲累都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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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人生應該要怎麼活下去，因我只活在自己無聲的世界…我
只知道我喜歡畫圖畫。」忽然想到不如把我的無聲世界故事畫給別人
看吧？就這樣誕生了 —《我的無聲世界》。

我是方包，是一名平面設計師，外表上跟正常人沒什麼
兩樣，其實是先天嚴重聽障（醫學上）。目前還在學習
與不同人溝通，期望自己表達能力更清楚、與人溝通得
好、更細心聆聽到別人。

記得小時侯我不太常說話，只能依依哦哦地回應，沒辦法與任何人溝
通和表達自己的想法，感覺很被孤立，常被別人排斥。但不知何時開
始接觸母親買給我的水彩，第一次拿起它們，把水彩填滿了一張白紙，
覺得這樣能夠畫出我心中的說話，然後開始慢慢產生了畫畫的興趣，
越畫越起勁，便要立志要成為小畫家。

我的無聲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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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求學期時我常常抄畫我最愛的《叮噹》漫畫內容，還學會了畫漫畫
框、設計構圖、對白設計。開始時深深感受到畫漫畫過程中的不容易，
漸漸地便創作不同類型漫畫故事，包括偵探故事、恐怖故事以及運動
故事。很可惜那時候的作品已經遺失了，不然那些漫畫將會成為我人
生最珍貴的作品。從那時開始，我便想要成為小小的漫畫家。

人生的路上的確很艱難、很難走，夢想從來都不容
易得到，但是我還並未放棄手上的畫筆，但願我的
漫畫能幫助大家了解聾人，學習與聾人溝通，也給
大家了解我的日常生活。

感激創作以來，一直堅持著支持陪伴著我的家人、好朋友，以及
每一位曾鼓勵我的人，再次謝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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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夢想與現實相逢 

 一次與太太 , 兒子去行山的經歷 , 衍生出 < 共享行山杖 > 的想法 . 這
個計劃起首的故事 , 可能很多人都已經聽過 / 看過 ... ...
利用廢棄樹枝 / 樹木創造就業機會 , 爲弱勢社群帶來正面影響… …

其實這個故事的背後 , 盛載著的是我這個普通基層家庭的故事 .
 由抱著貪玩的心情 , 嘗試著手製作第一支給太太的行山杖 , 到第二支給兒子的 , 
之後測試品質 / 功能 , 組織團隊 , 向不同層面人士介紹計劃 , 規劃租借點 / 路
徑 , 聯絡 / 資詢政府部門 , 尋找合適生產的庇護工場 , 能夠提供物料資源的私人
農莊 , 到提交申請起動基金報告… … 還有第一次傳媒主動接觸 , 進行採訪 , 在
媒體上看見市民支持計劃的留言 . 之後第二次 , 第三次… …不同的非政府機構
(NGO) 主動提出合作事宜 , 有商務合作 , 有邀請出席小型展覽 , 在今生不做機械
人夢想計劃中 , 由 50 名 , 25 名 , 到 10 名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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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真的 , 直至我收到主辦單位通知之前 , 都不敢想可以來到這一步。由其是
這段日子 , 得知 6 月份的起動基金被拒絕了申請時 , 感覺頓時把我整個人凍結
了一樣 ! 失望絕對性的籠罩著我的思維 . 心裡只得一句說話 . 難度是夢醒的時
候… …感激願意在這個夢想中與我同行的一班同行者 , 非常非常感激您們 . 我

絕對感受到您們的一雙無形之手在背後爲我撐著 . 爲我思量 , 爲我緊張。
現在 ! 確實是夢醒的時候 , 從夢想中走進現實 , 把夢想實踐出來 , 讓夢想與現
實相容 , 事情即或不似預期 , 我仍能面對自已 , 跨耀的說一句 : 我盡最大努力 , 
每天都在實踐夢想 . 

  < 後記 >

     透過計劃扶助弱勢的一群 , 有很多有心人提醒我 , 彷彿想得太遠… …
但其實回到整個計劃的起點 . 能夠幫到有需要的人 , 這絕對是計劃中不可缺
少的一部份 . 可能是我本身亦身處其中吧 , 我能夠體會弱勢當中每日被生活
壓力煎熬的辣 , 了解那種被不同需要捆綁的苦 . 知道面對人情冷暖中的酸… 
… 我想盡我僅有的一點力量 , 去與同路人並肩 . 讓我把一點甜 , 一點情帶給
有需要的人 .
     就讓我們一同見證這個夢能夠發展得有多大 ! 路跑得有多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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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孩子滿足的笑容及一次又一次歡樂的氣氛，聚集了『花 Mi 貓』
義工團隊，集合了一班愛畫之人，決意將歡樂帶到各階層，為社區出
一分力，積極為慈善團體、學校、幼稚園等，提供免費彩繪服務。

 
當初創辦『花 Mi 貓』原因好簡單，只希望可以令到更多小朋友感受到彩繪歡
樂。而最終最快樂竟然是自己，一個普通家庭主婦可以重拾興趣，尋覓到家庭
以外人生目標，最慶幸得到社會正面迴響及家人支持。

 
所以我們義工目標對象是家庭主婦，希望提供機會跳出生活框框，尋找家庭以
外方向及樂趣。同時亦可以擴闊生活圏子，認識更多志趣相投朋友，製造更多
新火花，成就更多可能。

媽媽也瘋狂 彩繪入社區



21

 
除了義畫行動，我們亦希望推動彩繪手藝，希望更多人認識彩繪魔
力，如老師、家長、社區組織等，我們會舉辦教學班，正所謂『授
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希望更多人可以用簡單歡樂去感染社區。

 
『花 Mi 貓』夢想希望可以畫更多、走更遠，爭取更多機會去為有
需要弱勢社群服務，而接觸適合對象往往是充滿挑戰，所以需要讓
更多人認識我們理念，希望可以擴大 network，有更多同行夥伴及
創新合作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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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夢從來不嫌遲

名人 C.S. Lewis 著名金句很有意思 :
“ You are never too old to set another goal or 
to dream a new dream ”，來自長者中心附屬
戲劇訓練班的我們六人，就是擁有追夢的動力，
半年來克服不同的技術及財政上困難，亦放下
很多個人偏見終於目標一致衝出香港。本年七
月份在法國「亞維儂藝術節」完成了兩場話劇
表演 ，觀眾反應熱烈直接達到中西文化交流體
驗的目的 。

團員多為退休人士積極培養新興趣技能等，目
的希望提升退休生活質素 ; 團友希望把今次法國
表演之旅的照片，心得及經歷等輯錄成書以留
作我們一個人生里程碑的紀錄 。過去我們亦以
戲劇在社區作義務表演，希望日後亦可將此書
刊派發，達到「以生命影響生命」的目標 。亦
希望我們的實証，可以令政府增加資助有志向
的長者發展藝術專長培育，及對一些交流活動
上多增加合適裁剪的配套設施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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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的得獎感受 :

「長者有六，世藝演劇目，衝出香港…出翻本回憶錄」， 一直以「演出之歌」
作為我們的心聲，今次入圍得奬成就了我們完夢的階梯。本回憶錄，記述整個
法國演出之旅由策劃、出發、演出等等的心路歷程都會寫入書裏面，希望大家
喜歡這本書。另外參與此計劃能認識不同組別及實踐方針外 , 也能擴闊及發掘
多方面網絡和合作渠道 , 令夢想達成之路更臻完美及持續發展效益 , 這才是我
們最大的得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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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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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懂得拿紙筆狂草，甚或敲鍵盤堆砌文字，便能
以作家自居的資訊氾濫時代，能夠有幸出書當一位作
家，也許並不是什麼新鮮事；但是對我來說，出書只
是成為作家的第一步。我希望讀者能夠從我的文字之
中把我分辨出來。

別忘記就連英俊，勤奮，善交際的大文豪－海明威，
也曾經只是個文員（雖然他當時在公司應該挺閒的），
所以我深信今天的那位「出不了書的無名小卒」，只
要堅定意志，明天就有可能成為名作家。共勉之。

最後，送大家一句我很喜歡的句子，出自海明威的經典名作《老人
與海》－「現在不是去想缺少什麼的時候，該想一想憑現有的東西
你能做什麼。」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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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人夾 Band – 以音樂推廣家庭關係】

「家庭」是我們最重視的東西。我們「邢家 Band」 希望透過身
體力行﹐用「一家人夾 Band」的方式﹐以音樂推廣家庭關係。

一開始「邢家 Band」在 2016 年底成立的時候﹐其實都只是為了「一時貪玩」。
我們家裡的五個人各自負責不同的樂器︰一般來說﹐爸爸會拉小提琴﹐媽媽會彈
手風琴﹐大姐會吹牧童笛﹐二姐會彈鋼琴﹐弟弟會吹色士風。每個月在社交媒體
跟大家分享一首我們合奏的歌曲﹐而我們的口號是「音樂第二﹐家庭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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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開始跟大家分享家庭音樂之後﹐我們才發
現原來我們的音樂為聽眾帶來正面影響﹐讓
大家也多想想自己跟家人的關係。更重要的
是﹐因為我們每個月都會一起演奏﹐我們自
己一家人也因此變得更加親密﹐更有歸屬感。
除了定期在社交平台分享視頻之外﹐我們也
會到不同的場合演奏﹐包括在不同節日到護
老院為長者送上歡樂﹐也曾經到商場的家庭
關係展覽活動為大家演奏。

我們的夢想是為我們的家庭音樂製作音樂視
頻 (MV) ﹐目的是引起社會對家庭關係的關
注。我們相信音樂只是一個媒介﹐希望我們
的家庭音樂可以啟發大家去探索更多與自己
家庭的可能性。

電郵︰ yingfamilyband@gam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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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於同一天空下」

從小學習芭蕾舞的我，一直視芭蕾舞為我的興
趣。除舞蹈技巧以外，芭蕾舞確實帶給了我很多
東西：友情、滿足感、處事態度等，令我希望讓
更多人認識芭蕾舞，認識表演藝術。

 
大學畢業後，我曾從事藝術行政的工作，協助舞團推廣芭蕾舞至
香港社會各階層。即使現在離開了舞團，我亦希望能結合我過往
經驗繼續於社區分享芭蕾舞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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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語言障礙及文化差異，加上社會上的各種歧視，在港的少
數族裔在生活上都面對不少困難，而我們與他們都存在隔膜。
人與人之間可以透過不同的途徑認識和溝通，然而舞蹈正是透
過身體作為語言表達情感，當中並不存在語言界限。計劃《跳
於同一天空下》希望將芭蕾舞藝術帶給香港基層少數族裔青少
年及小朋友，計劃會與香港少數族裔機構合作，讓機構青少年
及小朋友免費參加芭蕾舞班、前往劇院欣賞芭蕾舞舞劇，計劃
更會為每位參加者提供芭蕾舞鞋及舞衣，令他們接觸、認識和
欣賞芭蕾舞藝術。藉著計劃，我的夢想是以芭蕾舞作為媒介，
透過舞蹈拉近彼此的距離。計劃的長遠目標是組成一支融合少
數族裔及本地人的芭蕾舞表演隊並於香港各社區作表演，讓少
數族裔有更多機會踏足社區，亦讓大眾了解少數族裔。及後，
我更希望推廣芭蕾舞至其他社群。
 
今年暑假，我已與香港其中一間少數族裔機構合辦一節的芭蕾
舞工作坊，讓機構會員一嘗跳芭蕾舞，大家都十分踴躍。縱使
這是我第一次教導少數族裔小朋友，但他們的熱情都令我很鼓
舞，彼此很快就混熟了，消除了我固有大家存在隔膜的想法，
給予我信心確信舞蹈能拉近彼此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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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妙之旅—生命教育 x 密室逃脫遊戲 
透過密室逃脫遊戲讓中學生或大專生進行角色扮演，在遊戲過程中以第一身代
入與長者相處的生活處境，從而培養他們的同理心，轉化他們對長者的看法，
提升社區的關愛文化及社交健康，珍惜身邊人。他們的夢想，就是得到更多資
源推廣這個由他們自己設計和執行的有意義遊戲。

【Sane 球人】(Sane Production）
Sane 球人的夢想是一項推動戒毒的年輕媽媽就業的計劃，讓她們能在家工作，
不限地區和時間，按自己的能力和強項接訂單。並倡導環保和循環再造，收集
布廠碎布及用家的自家布，升級再造布藝親子和孩子產品，增加家庭收入同時
可以兼顧家庭。

何海港 
海港是一位唐氏綜合症及中度智障的青年人，他的夢想是成為一位咖啡拉花
師，他期望深造咖啡拉花技巧和報讀人際關係及儀表相關的課程，學習與人相
處的技巧，同時鼓勵大眾不論面對任何情況，也可勇於追夢。

周凱珊 
樂觀和熱愛唱歌的凱珊自小患腦癌，曾停學兩年接受各項醫療檢查，年紀少面
對不停抽血和打針，使她感到十分害怕。但正正是因為這樣的經歷，讓凱珊更
下定決心要為生病、不開心的人們打氣。她希望能錄製三個音樂故事，鼓勵同
病的小朋友，勇敢積極面對生活，接受各項的挑戰。

園治 Cafeé 
幾位中年婦女聚在一起，夢想是以園藝治療方式，讓小學生在情緒，身體，認
知，社交等多方面都得到福祉效益，讓參加者在輕鬆環境，透過團隊合作，發
揮個人所長，並能為小學生建立正向情緒，欣賞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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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敬業
夢想是製作一台阿富汗相機，為社區內的人免費拍家庭照。 他相信實體家庭
照載有深厚記憶，而按下快門的一刻，情感就能留下了。另外，因為製作相紙
到成像都是全人手工顯影的方法，每一張得來不易，而這些舊式攝影及顯影方
法也漸漸被遺忘，希望能令參加者讓感受到實體影像的美好。

林慧妍 
慧妍是一名建築師，有感現在香港鄰舍關係大不如前，充滿隔膜，夢想是在屋
苑平台創造一個有機農舍，促進鄰里關係，而收成的農作物可自用也可平售或
轉贈給附近的老人中心，將愛心宣揚開去，令社區更和諧。

花利亞 
花利亞是一名肢體弱能的巴基斯坦籍學生，自小非常熱愛中國文化，夢想是進
修書法，然後舉辦一個個人書法展覽，藉此讓更多人關注肢體弱能和少數族裔
的發展，並鼓勵大眾不論背景也要勇敢追夢，實踐自己的理想。

郎夢冰 
夢冰先天舌繫帶有問題，導致從小口齒不清。可幸她晝得一手很美麗動人的
晝，她的夢想是成為世界上最多基督教插畫產量的畫家，並創立了 Jesus with 
Me 插畫品牌，成為更多別人免費的祝福和禮物。

JR Dreamland 
由一健聽舞者和一個聾人舞者組成的舞室。希望透過自身學習經歷，鼓勵其他
聾人也踏出第一步，以舞蹈成為自己的舞台和想想之地，提升他們的自信，並
同時推廣傷健共融，這就是創立 JR Dreamland 舞室的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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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遮重生
雨遮重生是舉辦修理雨遮工作坊的團隊，提倡惜物重用，鼓勵 DIY 修復壞遮，
並發揮創意，把廢物變得美觀可用。他們相信直接從源頭減廢，減輕堆填區的
負擔。他們的夢想是在多區設立低亷的雨遮修理站並徵召修理壞遮義工。

青衣島民 
「青衣島民」是由一班生於青衣、長於青衣的義工成立的專頁，他們的夢想是
在社區透過區內的剩餘勞動力（如老人家和主婦），生產出有市場價值的貨品。
不但提升服務對象的生活滿足感，亦能推動青衣社區經濟發展，計劃首先以生
產「青衣菇」和「青衣天然無毒蠟筆」為起點。

韓世豪
Raymond 是精神康復者，同時是一名健身教練，他的夢想是想以過來人身份
建立一個復元人士小組健身平台，透過一起運動和分享彼此運動復元故事，以
聯繫社區其他復元人士，期望日後能在學校社區傳遞精神健康信息，以復元人
士身份分享運動，齊抗污名化。

快樂飄飄處處汶
曾到訪汶萊，感受很深，令一班年輕人夢想透過以左手畫畫的方式收集人們的
快樂及悲傷回憶，在香港及汶萊兩地進行情緒交換，形式包括擺地攤和舉辦工
作坊。他們計劃舉辦相展，展出在汶萊交換了的畫作，亦設有分享環節分享在
汶萊的經歷。

香港藝術陪伴協會
香港藝術陪伴協會由一群專業認證之藝術導師共同成立。協會希望透過舉辦不
同類型的社區藝術創作、體驗活動、課程及展覽，幫助社區人士認識藝術之普
及性，他們的夢想是完成整個全港巡迴計劃。更計劃招募各專業認證教師及社
區人士 / 企業共同合作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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